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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重力和 GPS 水准数据确定的陆地大地水准面和主要由卫星测高数据确定的海洋大地水准面 , 两者

之间一般都存在以系统误差为主的拼接差 ,分析了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顾及这一现象 , 并结合我国在

陆海大地水准面拼接区重力资料稀疏的实际 , 提出了扩展拼接技术。以国家 GPS 水准网确定的(似)大地水

准面作控制 ,对陆海重力大地水准面作拟合校正 ,得到我国校正的陆海统一的重力大地水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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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陆地上用重力数据确定的大地水准面称为

“陆地重力大地水准面” ,而把海洋上用测高数据

确定的大地水准面称为“海洋测高(重力)大地水

准面” 。从理论上讲 ,如果所采用的参考椭球相同

(如GRS80椭球),这两类大地水准面应该是一致

的 ,因而在陆海相接区域 ,两类大地水准面也应该

无缝拼合 ,即不存在拼接差。但实际上这种理想

情况是不存在的 ,因为这是两类不同的数据各自

按不同原理和方法互相独立确定的两个相邻接的

大地水准面 ,即使不考虑其间可能存在的系统差 ,

仅仅考虑两类数据的观测误差 ,由此也必然产生

拼接差 ,需要用适当的平差方法予以消除或削弱。

引起拼接差的因素比较复杂 ,目前可以认识到的

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

1)近岸海域海水局部动力环境 ,如水深变化 、

海底地形 、江河溢流 、岛屿分布 、潮流等。在相对

较短的时间内(如几年),由测高数据确定的平均

海面变化较大 ,与长时间尺度(如几十年)确定的

稳定的平均海面(大地水准面与其最佳密合)之间

可能有系统性误差。

2)上述近岸海域局部环境特征的影响 。现有

研究证实 ,近岸局部潮波系统与用于测高数据潮

汐改正的全球海潮模型存在较大的系统差 ,量级

可达 dm级。

3)近岸测高数据的不完整和误差较大 ,由此

确定的测高平均海面的可靠性不佳 ,可能含有偏

差。由于上述原因 ,近岸海域更难以由平均海面

分离出海面地形 ,用测高数据确定的海洋大地水

准面距陆岸越近 ,可靠性越差 ,边界效应显著 ,目

前已有的全球海面地形模型用于近岸海域可能存

在偏差。

4)沿海地区是计算陆地重力大地水准面的边

界区 ,若计算陆地沿海地区重力大地水准面时 ,缺

少完好的海域重力测量数据 ,这将降低陆地沿海

地区重力大地水准面的精度 ,在用 Stokes公式计

算时 ,可能存在不可忽略的截断误差 ,因此陆地大

地水准面沿海岸线也存在边界效应 。

5)不同测高卫星采用的地球参考框架和地球

椭球不同 ,椭球中心与地心有偏移。已有研究分

析表明 ,这将产生不可忽略的系统误差 。

6)陆地重力大地水准面计算的原理和方法与

确定测高大地水准面的原理和方法有较大差别 ,

在理论上各自都有某些假定条件 ,实际计算中又

作了不同近似处理 ,也会使计算结果中包含相应

的系统误差。

国外一些海洋国家 ,如美国 、加拿大 、日本和

欧洲一些沿海国家 ,在确定本国陆海大地水准面

时通常不考虑上述拼接差 ,这些国家在本国海域

大都有比较好的船测重力数据 ,在缺乏船测重力

数据的少数海域 ,用测高重力数据填充 ,以实测重

力数据为主 ,确定陆海大地水准面;或将陆地重力

数据 、船测重力数据联合本国海域所有测高重力

DOI :10.13203/j.whugis2003.05.010



数据确定陆海大地水准面 ,其中测高重力数据大

都是将测高平均海面作为大地水准面 , 用逆

Stokes公式反演海洋重力异常得到 。

我国海域船测重力数据目前尚未提供民用 ,

国家海洋研究机构和矿产部门在南海进行了重力

测量 ,但分布不均匀 ,本研究从中收集了部分船测

重力数据作为对测高重力数据的外部检核。我国

沿海岸线陆海交接处也基本上是实测重力数据的

空白区 ,因此 ,我国海域大地水准面的确定全部采

用测高重力数据 ,这样就有必要考虑陆海两类大

地水准面的拼接问题。基于上述考虑 ,本文提出

我国陆海大地水准面的拼接原则和方案 。

1　我国陆海大地水准面拼接原则

1)拼接后的我国海域大地水准面与大陆大地

水准面相比较 ,其分辨率和精度要基本一致或略

有降低;

2)拼接后的我国海域大地水准面的残差的

RMS值小于±0.3m ,以保证覆盖全中国国土的新

一代似大地水准面(CQG2000)具有 dm 米级的精

度水平;

3)拼接方案应有控制和削弱海洋测高重力数

据系统误差影响的作用;

4)大陆大地水准面拼接后保持不变 ,利用卫

星测高数据将大陆大地水准面扩展到我国海域 ,

这是考虑到我国东部地区重力测量数据的密度和

精度较高 ,对海洋测高重力数据有控制作用;

5)采用 EGM96 全球重力位模型作拼接的参

考重力场 ,用以控制陆海大地水准面在中长波的

完好拼接;同时采用国际 1980参考椭球 ,以便和

国际通用参考椭球接轨 ,并能转换到我国 80西安

坐标系。

2　我国陆海大地水准面拼接方案

由于卫星测高数据反演的海洋重力数据及由

此确定的海洋测高大地水准面可能存在系统差 ,

目前还难以准确地模型化 ,因此拼接方案应着重

考虑如何减弱和消除这些系统差对陆海拼接后的

大地水准面的影响。本文提出的拼接方案步骤如

下。

1)将陆地实测重力异常数据和用测高数据

反演的重力异常数据联合为一整体 ,形成统一的

重力异常格网数据 ,其中海洋重力异常由测高垂

线偏差按Molodensky 公式
[ 1]
计算得到。用统一重

力异常格网数据按 Stokes公式求解包括海洋在内

的重力(似)大地水准面 ,注意到这一重力(似)大

地水准面主要由陆地重力数据确定 ,测高重力异

常的加入可看成陆地重力数据沿其陆海边界向海

洋的有限扩充 ,这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陆

地大地水准面沿边界区的精度和可靠性 ,其中这

一重力(似)大地水准面的海洋部分也可看成是陆

地重力(似)大地水准面向海洋的扩展 ,在一定程

度上或主要具有陆地重力(似)大地水准面的性

质 ,但也含有海洋大地水准面的信息。另一方面 ,

由测高垂线偏差按Molodensky 公式可直接求解得

到海洋测高大地水准面 ,是完全由测高数据确定

的大地水准面 ,包含更为完整的海洋大地水准面

信息 ,它和上述大地水准面的海洋部分的相应差

值在一定程度上或主要反映陆地重力(似)大地水

准面和海洋测高大地水准面的拼接差。

2)在保持陆地重力(似)大地水准面不变的

原则下 ,将测高海洋大地水准面拼到步骤 1)得到

的陆海重力(似)大地水准面上 。拼接方法采用四

次多项式拟合 ,为此需选取适当密度的重合点 ,在

陆海边界线上选取较多重合点 ,形成强约束 ,在海

域内及其外边界选取较稀的重合点 ,形成较弱的

约束 ,组成由多项式表达的拼接式方程 ,用最小二

乘法求解多项式拟合系数 ,获得相应的校正函数 ,

并对测高海洋大地水准面的格网点值进行校正 ,

完成拼接计算 ,由此得到一个经拼接后的陆海统

一的重力(似)大地水准面 。

这一拼接方案利用了全部陆地实测重力数

据 ,对海洋测高重力数据和大地水准面有较强的

控制作用 ,保持大陆重力(似)大地水准面不变 ,对

测高海洋大地水准面进行拟合校正 ,可以较好地

削弱海洋测高大地水准面的系统差 。不足之处

是 ,中国陆海交接地区存在重力数据的空白区 ,需

要用全球位模型计算的重力异常填补 ,因此对最

后所得的海域大地水准面在短波尺度上的精度可

能产生影响。

3　我国陆海大地水准面拼接的数学

模型

　　陆海重力大地水准面是由相应于这一陆海地

区的重力异常格网数据按 Stokes公式统一解算 ,

以实现陆地大地水准面向海洋的扩展 ,采用的数

学模型与陆地按 Stokes公式计算大地水准面的数

学模型相同 ,其差别仅在于海洋重力异常不是由

重力仪实测所得 ,而是由测高垂线偏差反演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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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 ,有[ 2 ～ 7] :

Δg(φp , λp)=
γ
4π 

σ

ξcosα·

3cscψ-cscψcsc
ψ
2
-tan

ψ
2
+

　　ηsinα3cscψ-cscψcsc ψ
2
-tan ψ

2
dσ

(1)

式中 , ψ为计算点到流动点之间的角距;ξ和η分

别为测高剖面求得的南北方向和东西方向的垂线

偏差分量;α为ψ方向上的方位角 ,即计算点与流

动点间的方位角 ,且

sinα=
cosφsin(λp -λ)

sinψ

cosα=
cosφpsinφ-sinφpcosφcos(λp -λ)

sinψ

式(1)的二维卷积表达式为[ 3 , 8] :

Δg(φp , λp)=
γ
4π 

σ

(ξISξ+ηISη)dσ (2)

式中 , ISξ=
[ cosφpsinφ-sinφp cosφcos(λp-λ)]

sinψ
·

(3cscψ-cscψcsc
ψ
2 -tan

ψ
2) (3)

ISη=-
cosφsin(λp -λ)

sinψ
·

3cscψ-cscψcsc ψ
2
-tan ψ

2
(4)

则式(2)的一维表达式为:

Δg(φi , λp)=
γ
4π
F1
-1∫
φ

{F1

[ ξ(φi , λ)cosφ] ·F1[ ISξ(φi , φ, λp -λ)] +

F1[ η(φi , λ)cosφ] F 1[ ISη(φi , λp -λ)] }dφ

(5)

式中 , F1 和 F 1
-1是 Fourier 正变换和逆变换算

子[ 3 ,8] 。令

CS =cosφpsinφ=[ sin(2φM)-sin(φp -φ)] /2

SC =sinφpcosφ=[ sin(2φM)+sin(φp -φ)] /2

(6)

则式(2)中 Δg(φp , λp)的二维卷积表达式可写为:

Δg(φp , λp)=
γ
4π 

σ

(ξISξ′+ηISη′)dσ (7)

其中 , ISξ′=
CS -SCcos(λp-λ)

sinψ
·(3cscψ-

cscψcsc
ψ
2
-tan

ψ
2
) (8)

ISη′=-
sin(λp -λ)
sinψ

·

(3cscψ-cscψcsc
ψ
2
-tan

ψ
2
) (9)

Δg(φp , λp)=
γ
4π

F2
-1∫
φ

{F 2

[ ξ(φ, λ)cosφ] ·F 2[ ISξ′(φ, λ)] +

F2[ η(φ, λ)cos
2φ] F 2[ ISη′(φ, λ)]} (10)

式中 , F2 和 F2
-1是 Fourier 的另一类正变换和逆

变换算子[ 1 ,7] 。

在按 Stokes 公式求得陆海重力大地水准面

后 ,其海洋部分应与测高大地水准面拟合 ,保持陆

地大地水准面不变 ,利用解得的拟合参数对测高

海洋大地水准面进行校正 ,拼接校正后的陆海重

力大地水准面最后与 GPS 水准确定的大地水准

面以及测高平均海面进行拟合校正 。这两步拟合

均采用四次多项式 ,其数学表达式为:

ΔN =α0 +α1(φ-φm)+α2(λ-λm)+α3(φ-

φm)
2 +α4(φ-φm)(λ-λm)+α5(λ-λm)

2 +

α6(φ-φm)
3
+α7(φ-φm)

2
(λ-λm)+

α8(φ-φm)(λ-λm)
2 +α9(λ-λm)

3 +

α10(φ-φm)
4 +α11(φ-φm)

3(λ-λm)+

α12(φ-φm)
2
(λ-λm)

2
+α13(φ-φm)(λ-λm)

3
+

α14(λ-λm)
4

式中 , α0 , α1 , … , α14为拟合系数;φm 、λm 分别为拟

合区的中心纬度和经度;ΔN 为陆海大地水准面

海洋部分与相应测高海洋大地水准面在重合点上

的差值 ,或经拼接后的陆海重力大地水准面的陆

地部分与 GPS 水准确定的大地水准面及测高平

均海面在对应点的差值。

图 1　陆地重力大地水准面和

海洋测高大地水准面

Fig.1　Land Gravity Geoid

and Altimeter-Derived Geoid

4　拼接计算结果分析

图1所示是陆地和海洋大地水准面等值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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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陆地部分是仅用陆地重力异常数据确定的重

力大地水准面 ,海洋部分是仅用测高垂线偏差直

接反演的测高大地水准面 ,陆海交接处存在空白

区。从图 1可看出由两类不同数据和按不同原理

确定的两类大地水准面之间的差异 ,但由于接边

处存在空白和无重合区 ,还不能对这两类大地水

准面之间的差异作数值估计。

图2是联合陆地重力数据和测高重力数据整

体解算的陆海重力大地水准面 ,其中海洋区域是陆

地重力大地水准面向我国海域的扩展。从图 2可

看出这一海洋重力大地水准面与海洋测高大地水

准面的差异。图 3表示两类海洋大地水准面差值

的等值线图 。对差值求解的拟合多项式 ,其零阶和

一阶项系数均不为零 ,分别为 0.080m、0.024m和 0.

032m ,这反映了两类大地水准面之间存在偏差和倾

斜 ,即系统差异 ,表1给出了差值的统计。

图 2　陆海重力大地水准面

Fig.2　Land-Marine

Gravity Geoid

图 3　陆海重力大地水准面与海洋

测高大地水准面差值的等值线图

Fig.3　Contour of Differences Between Land-Marine

Gravity Geoid and Altimeter-Derived Geoid

表 1　陆海重力大地水准面与海洋

测高大地水淮面差值统计

Tab.1　Statistics of Differences Between Land-Marine

Gravity Geoid and Altimeter-Derived Geoid

最大差值 最小差值 平均值 均方值 标准差

0.182 -0.157 0.080 0.102 0.063

5　结　语

本文提出和实施的拼接方法 ,是用绝对占优的

全部陆地重力数据联合由近岸海域测高数据反演

的重力异常一并解算陆海重力大地水准面 ,并将其

陆地重力大地水准面在海洋扩展 。采用的数据类

型相同 ,即重力异常 ,确定大地水准面的原理方法

相同 ,但陆地重力数据占绝对优势 ,故认为同属陆

地重力大地水准面系统 ,这就人为地给出了两类大

地水准面在海域的重叠区 ,为分析两类大地水准面

的差异和进行拼接提供了可能。但这种方法也是

不严密的 ,其中的海洋重力异常仍然是由测高数据

反演得到 ,含有测高重力数据可能存在系统误差 ,

只是此处将测高重力数据看成整个大陆重力测量

数据在其陆海边界外范围有限的填补 ,其中系统误

差受到较强的地面重力测量数据占优的约束 ,在一

定程度上削弱了其中的系统误差的影响 ,而由测高

数据直接确定的测高海洋大地水准面完全独立于

陆地重力数据 ,因此可以进行两类大地水准面差异

的比较 ,具有一定的近似性 。

随着测高数据的大量累积 ,新一代更精密的测

高卫星的到来 ,测高数据的各类物理改正进一步完

善和精化 ,产生测高大地水准面系统差的各种因素

将有可能得到消除或可以模拟校正 ,本文所提出的

陆海统一大地水准面的拼接问题将不再存在 ,届时

联合陆地重力测量数据和由测高重力数据整体确

定的陆海统一的重力大地水准面就自动完成了拼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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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 of Piecing Together Between China Mainland-Geoid
and Altimetry-Derived Geoid in China Sea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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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e exists the discontinuity in coast area between continental geoid and marine geoid

determined from terrestrial grarity data and altimeter data , respectively , which is mainly due to systematic

errors in the two kinds of geoids.In this paper , the possible main causes of the errors are analyzed in

brief.Considering the reality that there is lack of gravity data in China coast area , an extending method is

advanced for piecing the two types of geoids determined by different principles and data sets.The main idea

of this method is:①the terrestrial gravity anomaly data and marine altimetry-derived ones are combined as

a whole which is a unified 5′×5′gridded data set , and the continental gravity geoid is extended to the sea

area using Stokes formula and the data set;② the marine geoid directly determined only from altimeter

data , i.e.altimetry-derived geoid , is fitted with the above continental gravity geoid , and the altimetry-

derived geoid will be corrected using the fitting function.The piecing together is accomplished in this step ,

and the continental gravity geoid is fixed in the process of piecing together;③the continent-marine gravity

geoid after piecing together is then fitted with(quasi)-geoid determined by National GPS leveling network ,

and the corrected gravity geoid is obtained.Moreover , the systematic errors in the two types of geoid are

estimated using the discrepancies between the continent-marine gravity geoid and the altimetry-only-derived

geoid at corresponding points.

Key words:continental gravity geoid;marine altimetry-derived geoid;piecing together of land gravity

geoid and marine altimetry-derived ge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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