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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地测量的数据处理要
科学界定潮汐改正计算

陈俊勇1

(1　国家测绘局 ,北京市百万庄 , 100830)

摘　要:中国大地测量的现行规范细则中 ,凡涉及潮汐改正计算的都采用全潮汐改正 , 所以相应的数据处理和

大地成果就相应于无潮汐值, 如无潮汐重力值、无潮汐水准高 、无潮汐垂线偏差 、无潮汐高程异常值 ,甚至由此涉

及无潮汐地壳等。这项改正曾经受到 1979年国际大地测量协会(IAG)堪培拉(Canberra)大会有关决议的支持,

但随后不久 , IAG就作了改正 ,在 1983 年汉堡(Hamburg)大会上仍以决议形式修正了它原来的意见 ,转而对零潮

汐改正表示支持。国际大地测量界对潮汐改正的研究几经反复, 近十年来已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 , 即认为采

用零潮汐改正是比较科学的, 特别是对以陆地国土为主的国家更为合适。因此 ,中国在制定新的大地测量基准

的有关条例和相应的各种大地规范细则时, 应及时修正原来的无潮汐改正的规定 ,确定采用零潮汐改正 ,使全国

在这方面的数据处理和所得大地成果纳入更为科学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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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大地测量成果处理中应采用
科学的潮汐改正

　　社会 、经济和科技的发展 ,对大地测量成果的

精度等方面的要求愈来愈高 ,其核心是要求实时 、

准确 ,符合客观实际 。因此 ,大地测量数据处理必

须顾及和观测具有同等精度量级的地球动力现

象 ,如潮汐 、极移 、地壳运动等的影响 。大地测量

学中的潮汐改正在近 30a来的研究和发展比较深

入和成熟 ,仅国际大地测量协会(IAG)为此就作

出了多次决议 ,以新的更科学的决议更替旧的决

议。在中国大地测量目前的有关规范细则中 ,一

直沿用旧的潮汐改正方案 ,即全潮汐改正 ,因此 ,

有必要在这次制定大地测量新的管理条例中和相

应的大地测量各种规范细则中 ,对潮汐改正加以

科学的界定。

从潮汐改正的科学发展进程来说 ,潮汐改正

有三种类型[ 1 ～ 4] 。

1)全潮汐改正 d 1。它包括潮汐对大地测量

观测值的全部影响 , 其中包括永久性潮汐的影

响[ 5～ 7] 。经 d1 改正后的大地测量观测值称为无

潮汐大地测量观测值 ,如作了此项改正后的重力

值就称为无潮汐重力值 ,相应的重力大地水准面

就称为无潮汐重力大地水准面 、无潮汐水准高 、无

潮汐垂线偏差等。这项改正受到 1979年 IAG堪

培拉(Canberra)大会有关决议的支持 。目前 ,中

国测绘部门所提供的各种大地测量成果 ,除 GPS

成果外 ,都相应于无潮汐大地成果 。

2)平均潮汐改正 d 2 。它是在全潮汐改正 d 1

中恢复(或者说保留)永久性潮汐的(直接和间接)

影响
[ 5]
。大地测量观测值经 d2 改正后 , 意味着

周期性潮汐对大地测量观测值的影响都作了改正

(消除),但保留了永久性潮汐的影响部分 。作了

d2改正后的大地测量观测值称为平均大地测量

观测值 ,作了此项改正后的重力值就称为平均重

力值 ,与之相应的重力大地水准面称为平均重力

大地水准面。中国的大地测量数量处理中一直没

有采用过此项改正。

3)零潮汐改正 d3 。它是在全潮汐改正 d 1

中 ,只恢复(或者说保留)永久性潮汐引起地球形

变导致的影响。经 d 3 改正后的大地测量观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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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了周期性潮汐和永久性潮汐对大地测量观测

值的直接影响 , 保留了永久性潮汐对大地测量观

测值的间接影响 ,称为零大地测量观测值 。作了

此项改正后的重力值就称为零重力值 ,与之相应

的重力大地水准面称为零重力大地水准面。 IAG

在 1983 年汉堡(Hamburg)大会上以决议的形式

对这种改正表示了支持。

2　三类改正的科学性问题

下面以重力观测值为例 ,讨论这三类改正的

科学性问题。对作了全潮汐重力改正即 dg1 改正

后的重力值 ,即无潮汐重力值 ,是有缺点的。永久

性潮汐引起的地球形变 ,或者说对地球扁率的这

一部分改变 ,不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测量中 ,

迄今还不能很精确地从地球扁率中分离出来 。因

此 ,它对重力的影响还是很难精确地算得(或者说

还很难准确地加以改正),而且即使是精确获得了

无潮汐重力值 ,其相应的大地水准面或地球形状

的惯性矩 、自转速度 、离心力 、周日长等一系列数

值 ,与实际观测值相差较大 ,引起一系列不可接受

的现象[ 2 ,8] 。

作了平均潮汐重力改正即 dg 2 改正的重力

值 ,即平均重力 ,不符合用 Stokes公式计算大地

水准面的前提条件 ,即不符合所有产生引力的物

质均应包含在大地水准面内的条件 。因此 ,应用

平均重力进行涉及到重力位的计算时会发生错误

(主要在陆地),这一结论是大地测量学者在 20世

纪 90年代初取得的一项很有名的研究成果。

总之 ,全潮汐改正或平均潮汐改正都不符合

目前人们的认识水平。人们现在能精确计算日 、

月 、行星作用于地球的引力及它们的重力位 ,但对

于在永久性引潮力的作用下 ,地球的物质是如何

重新分布 ,以响应这些潮汐所产生的力 ,特别是地

球在极低频上的响应问题至今没有很好地解决。

因此 ,利用长期勒夫数进行潮汐改正的可靠性比

较差 ,而作了零潮汐重力改正即 d g3 改正的重力

值 ,则保持了上述其他两类改正的优点 ,避免了其

缺点。因此从理论上说 ,零重力和零大地水准面

比较符合实际。

3　无潮汐或平均潮汐观测值换算为
相应零潮汐的转换关系式

　　在中国的大地测量观测值中 ,作潮汐改正的 ,

按现行规范都是 用全潮汐改正 d 1 ,改正后的大

地测量观测值即无潮汐大地测量观测值 。今后若

将它改化为零潮汐大地测量观测值 ,其相应的公

式如下。

3.1　零重力值和无潮汐重力值间的转换关系式

对重力值来说 ,零重力值和无潮汐重力值之

间的转换关系式有:

gz =gn +(δ-1)(-30.4 +91.2sin2φ)(1)

式中 , gz 为零重力值;gn 为无潮汐重力值;δ≈

1.16 。

3.2　无潮汐水准高高差与零水准高高差间的转

换关系式

对水准高来说 , 大地水准面在潮汐影响下 ,

相对于弹性地球的地壳发生垂直潮汐位移[ 7 , 9] ,

因此水准高程发生变化。根据我国一等水准测量

规范 ,水准测量成果的潮汐改正(在规范中有时称

日月引力改正)采用全潮汐改正 ,因此我国的水准

高程相应于无潮汐水准高程(即无潮汐正常高高

程)。将无潮汐水准高高差 ΔH n 转换为零水准高

高差 ΔHz 的转换关系式为:

ΔHz =ΔH n +29.6(1 +r)(sin2φ(N)-sin
2φ(S))

(2)

式中 , r =0.68;φ(N)、φ(S)分别表示水准路线上

北方点和南方点的纬度。

这里要特别指出 ,由 GPS 测得的大地高 ,在

IERS 的通则[ 10]中采用的原则是零潮汐改正 ,它

是为了和 IAG 1983 年大会的决议保持一致 ,因

此 , IERS 所公布的测站高程在理论上应是相应于

零潮汐改正后的高程 。

3.3　不同潮汐改正后大地水准面差距的转换关

系式[ 2 , 3]

零大地水准面高程 N z 和无潮汐大地水准面

高程 Nn 间的转换关系为:

N z =Nn +k(9.9 -29.6 sin2φ) (3)

式中 , k =0.30。似大地水准面高即高程异常的

转换关系式同式(3)。

3.4　不同潮汐改正后垂线偏差的转换关系式[ 11]

引潮力位引起大地水准面相对于椭球的倾斜

导致垂线偏差改变 ,这一变化值反映在子午圈方

向的分量 ξ和卯酉圈方向的分量η上。作了不同

的潮汐改正后 ,它们就相应为无潮汐垂线偏差 、零

垂线偏差和平均垂线偏差 。下面仅列出无潮汐垂

线偏差(ξn , ηn)和零垂线偏差(ξz , ηz)之间的转

换关系式:

ξz =ξn +0.002″sinφ

ηz =η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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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de Correction Should be Scientifically Defined

in the Geodetic Data Processing

CHEN Junyo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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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 total tide co rrection” is used in Chinese geodetic data processing , and it is defined

as a leg al reduction method in Chinese current geodetic regulations.Hence all the geodetic results

in China currently are corresponding to the non-t ide values.The total tide correction was

supported by the General Assembly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Geodesy (IAG).But

af terw ards IAG changed i ts mind , and in the General Assembly of IAG turned to suppo rt the

“zero tide co rrection” .Internat ional geodetic society has reached a unified opinion finally , after

more than ten years' continuous study on the tide correction.The zero tide correction has been

accepted as a more correct and scientific one relatively , especially in a mainland country .

Therefore , when the new regulation of Chinese geodetic datum is under revision now , the content

of “zero tide co rrection” should be included and the “ total tide correction” should be removed in

the related regulations.Then all the geodetic data in China w ill be processed and reduced in a

more scientific w 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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