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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工程化应用的需要 , 对笔者原来提出的两种海洋重力测量误差补偿方法进行了简化 , 把原来严密

的自检校平差简化为两步处理法 ,并深入分析了简化方法的技术特点和适用范围。利用一个实际观测网数据

验证了两步处理法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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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重力测量是在测量平台不断运动状态下

进行的一种动态测量 ,这是海洋重力测量区别于

陆地重力测量的最大特点 。由于测量平台受海浪

起伏 、风 、流 、压等扰动因素的干扰 ,海洋重力观测

值难免受到水平加速度 、垂直加速度 、交叉耦合以

及 Ëotvös效应等多项干扰加速度的影响。在这

些影响中 ,交叉耦合和 Eö tvös效应改正误差一直

被认为是影响海洋重力测量精度的主要误差源。

当作用在测量平台上的水平加速度和垂直加速度

满足某种特定条件时 ,摆杆型重力仪读数将产生

附加的重力扰动 ,这种现象就称为交叉耦合效应 ,

简称为CC效应 ,相对应的改正称为 CC改正 。早

期的摆杆型重力仪一般配备专用的 CC 改正计算

机 ,利用实时测量出的干扰加速度直接对重力仪

读数进行 CC改正计算;新型重力仪(如 S 型重力

仪)则通过加速度计输出的陀螺平台积分量来计

算CC 改正值 。由于这种由仪器生产厂家设计的

计算模型是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 ,通过室内模拟

试验获得的 ,因此必然与海上复杂的实际环境不

符。当测量船在自转的地球表面上航行时 ,科里

奥利力对安装在测量船上的重力仪所施加的影响

称为 Eö tvös效应。由 Eö tvös效应改正公式得知 ,

Ëotvös效应作用的大小主要与测量航迹线的航向

和航速有关 ,因此测量平台的定位精度高低将直

接决定 Eö tvös效应改正数的计算精度水平。对

于在地球赤道附近以 5m/ s速度航行的测量船 ,

要想获得高于 1mGal的 Eötvös效应改正精度 ,航

向和航速的确定精度必须分别高于 1°和 0.1m/ s ,

这在非理想化的海况条件下是很难实现的。

为了提高海洋重力测量成果的质量 ,多年来

世界各国海洋重力测量工作者曾就海洋重力观测

数据后处理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文献

[ 1]在处理北海地区的海洋重力测量资料时 ,最早

提出应用最小二乘配置法进行交叉点平差;文献

[ 2]提出将测量航迹线分为若干个直线段 ,并通过

测线交叉点平差方法计算各个线段的系统差改正

数;文献[ 3]在全面分析和评价全球海洋重力测量

数据精度的基础上 ,提出利用交叉点不符值信息

推算不同航次的零点漂移改正数;为了编制日本

周边地区的海洋重力异常图 ,文献[ 4]收集并整理

了该地区多年的海洋重力测量资料 。在资料处理

过程中 ,笔者使用了所谓加约束条件的交叉点平

差方法来计算零点漂移和偏差改正数。笔者曾从

分析引起交叉点不符值的物理和几何因素出发 ,

提出了同时顾及重力测点误差直接影响和间接影

响的联合平差方案[ 5] ;又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进一

步讨论了海洋重力测量中的交叉点平差问题 ,提

出了自检校测线网平差方法
[ 6 , 7]

。最近 ,笔者在

实际处理 S型海洋重力仪测量资料过程中发现 ,

由仪器输出的 CC 效应改正数与测线交叉点不符

值存在较强的相关性 ,在遇到比较恶劣的海况条

件时 ,这种相关性表现得尤为显著。这个结果进

一步证实了前面的分析和推断 ,即目前由仪器内

部提供的CC改正计算模型还不够完善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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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已经就如何提高 S 型重力仪交叉耦合效应改

正精度 ,提出了初步的改进意见。本文的目的是

要就海洋重力测量误差补偿中的一般性问题进行

讨论。针对实际应用的需要 ,这里把作者以前提

出的误差补偿理论模型简化为实用模型 ,把原来

严密的但略显复杂的误差补偿过程简化为两步处

理 ,为工程化应用奠定基础。

1　误差补偿两步处理法

1.1　交叉点条件平差

将测线上任意一点的重力观测值表示为:

g =g0 +Δ (1)

式中 , g代表重力观测量;g0 为 g的真值;Δ为观

测噪声。根据式(1),在第 i 号主测线和第 j号副

测线的交叉点处 ,可建立如下形式的条件方程式:

v ij -v ji =g ij -g ji (2)

式中 , gij -g ji =d ij称为交叉点不符值。对于具有

多个交叉点的某个测线网 ,可写出交叉点条件方

程的矩阵形式为:

BV-D =0 (3)

式中 , V为改正数向量;B 为由 1和-1组成的系

数矩阵;D 为交叉点不符值向量。式(3)的最小

二乘解为:

V = P
-1
B

T(BP-1BT)-1D (4)

对应的协因数阵为:

QV =P
-1
B

T(BP-1BT)-1BP-1 (5)

式中 , P 为观测值向量权矩阵。设测线上各个测

点均为独立观测量 ,则不难得出:

v ij = pj id ij/(p ij +p ji) (6)

v ji =-p ijd ij/(p ij +p ji) (7)

式中 , p ij和 v ij分别代表第 i 号主测线在交叉点处

的观测权因子和观测量改正数;pji和 v ji分别代表

第 j 号副测线在交叉点处的观测权因子和观测量

改正数 。如果进一步把各个测点视为等精度观

测 ,则有:

vij =d ij/2 (8)

vji =-d ij/2 (9)

1.2　测线滤波和推估

按前面的交叉点平差方法求得改正数 V值

以后 ,可进一步将 V值视为一类虚拟的观测量 ,

通过选择合适的误差模型来描述系统偏差的变

化 ,并以此为基础对 V值进行最小二乘滤波和推

估。从包含偶然误差和系统误差的 V值中排除

噪声干扰 ,进而分离出系统偏差(信号)的过程即

为滤波;根据滤波结果确定的误差模型进一步补

偿各个测点上的系统偏差 ,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推

估过程。

根据文献[ 6]和文献[ 8] ,可选用两种形式的

误差模型来描述系统偏差的变化 。一种是以 CC

改正数作为自变量的一般多项式模型 ,即

f(c)=a0 +a1c +a2 c
2 +…+anc

n (10)

式中 , c为测点 CC 改正数;ai(i =0 , 1 , 2 , … , n)

为待定系数。另一种是以测点时间作为自变量的

混合多项式模型 ,即

f(t)=a0 +a1 t +…+ant
n
+

∑
m

i=1

(b icosiωt +eisiniωt) (11)

式中 , t 代表测点时间;a i 、bi 、和 ei 均为待定系

数;ω代表对应于误差变化周期的角频率。

在交叉点平差基础上 ,以式(10)或式(11)为

误差模型可建立如下形式的误差方程式:

v = f(c)+Δ (12)

或 v = f(t)+Δ (13)

其矩阵形式为:

V =AX +U (14)

式中 , V为前面的虚拟观测值向量;U为 V的改

正数向量;A 为已知系数矩阵;X 为待求的误差

模型参数向量 。式(14)的最小二乘解为:

X =(A T
P VA)

-1
A

T
PVV (15)

式中 , PV 为 V的权矩阵 。将按式(15)求得的误

差模型系数代入式(10)或式(11),依据各个测点

的CC改正数或观测时间即可完成相应的系统偏

差改正。

1.3　分析与比较

由前面的分析得知 ,使用式(10)作为误差模

型主要是针对诸如 S型重力仪 CC 改正不完善单

一因素影响提出来的。这一处理方法的特点是 ,

误差模型与使用的重力仪有一一对应关系 ,只要

使用的是同一台仪器 ,就允许联合使用多个航次

的测量资料来确定待定的误差模型系数 ,资料积

累越多 ,误差模型确定就会越精确。由这种方法

确定的误差模型一经确认其合理性 ,即可作为固

定的仪器改正模型供与其相应的仪器永久使用。

因此 ,这种处理方法的工作量主要集中在仪器使

用的开始阶段 ,误差模型一旦确定 ,其使用范围将

不再受测线网布设条件的限制 ,对完全没有交叉

点的无规则测量网也同样适用 。这种处理方法的

不足之处是 ,考虑影响测量精度的因素过于单一 ,

因此最终只能部分补偿系统误差对测量成果的影

响。另外 ,由于式(10)使用 CC 改正数作为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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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实践中数据采样难免出现重复现象 ,如果将所

有交叉点数据都参加误差模型解算 ,那么势必造

成法方程系数阵出现秩亏。因此 ,在误差模型解

算以前 ,必须对交叉点数据进行压缩性预处理。

具体作法是 ,将数据采样区间等间距划分为若干

个小区间 ,在每个小区间内 ,分别求 CC 改正数和

交叉点平差改正数的平均值 ,并以其作为新的数

据采样进行误差模型的解算。这一预处理过程既

解决了法方程求解中的秩亏问题 ,又可起到减弱

极个别不可靠交叉点不符值(可视为粗差点)影响

的双重作用。

使用式(11)作为误差模型的出发点是 ,除 CC

改正误差以外 ,把其他误差源也都包罗在假定的

误差模型中 ,体现不同干扰因素影响下的综合作

用效果 。这种处理方法的主要特点是 ,只需要单

独地处理每一条测线在交叉点处的虚拟观测量

(即 V值),计算过程比较简单 ,其法方程式不会

出现秩亏现象 ,因此不需要对交叉点改正数进行

预处理 。这一方法的不足之处是 ,测点上的系统

偏差改正数过于依赖相邻两个交叉点不符值大

小 ,一旦出现交叉点为粗差点的极端情况 ,尽管平

差结果表面上交叉点不符值仍将得到消除 ,但实

际上误差补偿结果是使测点上的观测值产生扭

曲 ,反而降低了精度 。由此可见 ,使用这种方法的

前提条件是 ,必须拥有比较可靠的交叉点不符值

信息 。

从以上的分析和比较结果得知 ,补偿系统偏差

的有效作法是 ,首先使用式(10)作为误差模型对

CC改正误差进行补偿 ,在此基础上 ,使用式(11)作

为误差模型对剩余的误差源进行滤波和推估。

2　算　例

为了验证前面提出的误差补偿方法的有效

性 ,本文选用一个实际观测网数据进行了试算和

分析 。观测网由东西方向布设的 100条主测线和

南北方向布设的 5条副测线组成 ,使用的观测仪

器是从美国进口的由拉科斯特_隆贝格(LaCoste

&Romberg)公司生产的 S型海洋重力仪 ,测量中

使用的定位仪器是 GPS 综合导航系统。由该观

测网共求得有效交叉点不符值 462个 ,其统计结

果为:最大值为 13.74 ,最小值为-7.19 ,平均值

为 1.06 ,均方根为 1.65 ,标准差为 1.27。

首先按前面论述的交叉点平差方法对观测网

进行平差 。考虑到该航次测量过程中副测线的海

况条件普遍好于主测线 ,这里取

p ij =p ji , 　0≤abs(d ij)<3时

4p ij =pj i , 　3≤abs(d ij)<6时

7p ij =pj i , 　6≤abs(d ij)时

为了比较 ,本文同时计算了另一组对应于统

一取 p ij =p ji(即等精度)时的平差结果 。完成交

叉点平差以后 ,在进行测线滤波和推估之前 ,还需

要对 CC改正数和交叉点改正数进行压缩性预处

理。此时 ,同一交叉点处的两个 CC 改正数和不

符值改正数以两次不同的抽样值对待。预处理的

具体结果如表 1所示 。

表 1　CC 改正数和交叉点改正数预处理结果/mGal

Tab.1　The CC Co rrections and Crossover Discrepancies to the Pre_processing/ mGal

CC -3.30 -2.17 -2.00 -1.70 -1.51 -1.40 -1.15 -0.96 -0.75 -0.55 -0.33 -0.12

v -6.29 -2.69 -2.23 -0.36 -0.80 -0.19 -0.42 -0.61 0.01 -0.51 0.01 -0.34

CC 0.02 0.24 0.45 0.63 0.87 1.06 1.20 1.50 1.63 1.85 2.03 2.30

v -0.06 0.80 0.84 1.30 1.32 1.84 3.69 2.45 3.63 2.72 4.08 4.01

CC 2.50 3.10 3.30 3.40 3.80 4.60 6.10 7.60 9.00 11.20

v 4.26 5.36 3.14 6.47 5.35 7.70 10.03 12.02 9.73 10.83

　　使用式(10)作为误差模型(多项式阶数 n 取

5)对表 1所列数据进行滤波处理 ,即作多元线性

回归 。令:

y i = v i(i =1 , 2 , … ,34);y = f(x CC)

 y =∑
i

y i/34;Q =∑
i

(yi - y)
2

Q 2 = ∑
i

(y i -y i)
2

按下式计算回归方程的复相关系数[ 9] ,得:

R = 1 -Q2/Q =0.984

由此可见 , CC 改正数 x CC和交叉点改正数之间确

实存在很强的相关性 。将滤波结果用于测点上的

系统偏差补偿 ,经误差补偿后的交叉点不符值统

计结果如表 2所示。

表 2计算结果说明 ,按非等精度处理得到的

结果要比等精度处理结果更合理一些。下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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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1)作为误差模型(主测线只取一般多项式 n

=2 ,副测线统一取一般多项式 n =3和三角多项

式 n=2),同样分两种情形对每一条测线进行滤

波和推估 ,经误差补偿后的交叉点不符值统计结

果如表 3所示。

比较表 2和表 3计算结果可以看出 ,在确保

交叉点不符值信息比较可靠的前提下 ,通过考虑

不同误差源综合作用效应(对应于使用式(11)作

为误差模型)来实施误差补偿 ,其补偿效果要明显

好于只考虑 CC 改正不完善 、单一要素影响的情

形。当然 ,正如前面所分析的那样 ,更加可靠和有

效的作法是联合使用前面的两种方法分步完成测

线滤波和推估 ,具体涵义就是在表 2 计算结果基

础上 ,进一步使用式(11)作为误差模型进行误差

补偿 。现将经两次误差补偿后的交叉点不符值统

计结果列于表 4。

表 2　补偿 CC 改正误差后的不符值统计结果/mGal

Tab.2　The Statistic of Crosso ver Discrepancies after CC Correction Compensation/ mGal

权因子选择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均方根 标准差

等精度 8.19 -5.36 0.93 1.26 0.85

非等精度 8.13 -5.33 0.85 1.10 0.71

表 3　经整体误差补偿后的不符值统计结果/mGal

Tab.3　The S tatistic of Crossover Discrepancies af ter Overall Er ror Compensation/mGal

权因子选择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均方根 标准差

等精度 6.87 -3.58 0.50 0.88 0.72

非等精度 3.30 -1.94 0.37 0.61 0.49

表 4　联合使用两种模型进行误差补偿后的不符值统计结果/ mGal

Tab.4　The Statistic of Crossover Discrepancies after Overall Er ro r Compensation Using Two Models/mGal

权因子选择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均方根 标准差

等精度 4.10 -3.05 0.44 0.69 0.53

非等精度 2.88 -1.62 0.36 0.55 0.42

　　由文献[ 10]提供的技术指标得知 ,S 型重力

仪的观测精度为±0.25 ～ ±0.5mGal。表 4计算

结果说明 ,通过联合使用两种模型进行误差补偿 ,

可使观测网的内符合精度达到与仪器观测精度指

标基本一致 ,即基本上达到了系统偏差得到完全

补偿的效果。最后需要指出的是 , 在交叉点不符

值中仍可能反映不出那些符号相同而且量值又相

近的系统误差分量 ,因此这部分误差也就无法通

过交叉点平差和滤波处理方法加以消除和改正。

3　结　论

综合前面的分析和实际应用计算结果 ,本文

可得出以下结论:

1)通过交叉点平差和测线滤波推估两步处

理法进行测线网平差 ,可以有效地补偿海洋重力

测量中的系统误差影响 ,其补偿效果基本上等同

于严密的自检校平差方法;

2)联合使用两种误差模型进行系统偏差补

偿 ,其效果优于只使用单一模型的情形;

3)本文提出的简化方法同样适用于处理航

空重力测量和海洋测深中的系统偏差补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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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or processing the data from the g ravity survey of the No rth sea , Strang van Hees

(1983)once proposed to use the collocat ion method for the adjustment of the cross_points.Prince

and Forsyth(1984)presented a simple objective method for minimizing crossover errors in marine

g ravity data.They suggested that the track_lines be divided into st raight_line segments and a least

squares approach be used to calculate the individual segment corrections.On the basis of an overall

erro r analysis and assessment on the Lamont_Doherty Geological Observatory ' s g lobal marine

g ravity data bank ,Wessel and Wat ts(1988)introduced a method to reduce the standard deviation

of crossover discrepancies.In order to produce a new free_air g ravi ty anomaly map around Japan ,

Adjaout and Sarrailh (1997)collected and processed the marine gravity measurements made by

ships separated in time by a number of years over the area.In data processing , they also used a

crossover minimization method to calculate the linear drift and the biases.The adjustment w as per-

formed by const raining the biases to a zero sum and /or by including reference station const raints.

According to an analy sis of physical and geometric uncertainties w hich caused crossover erro rs , the

first authour of this paper put fo rw ard a new method of combined adjustment w hich took into ac-

count both direct and indirect influences of ship navig at ion in 1995.In 1999 , Huang et al.dis-

cussed again the crossover adjustment in a more ex tensive senseand provided a method of self_cali-

brating surveying line netwo rk adjustment.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simplify the rigorous

methods mentioned above for the consideration of practical application.A method of tw o steps pro-

cessing is put fo rw ard in this paper.

Key words:marine gravity;systematic error;tw o_step process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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