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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地球重力场模型 , 考虑区域重力异常和地形改正 , 建立了西藏墨脱地区 1′×1′似大地水准面模

型。实际检测结果表明 ,该似大地水准面模型相对精度达到了±0.025m , 可代替几何水准测量 ,满足该地区

工程建设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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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墨脱位于西藏自治区的东南部 ,地处印度洋板

块与欧亚板块的缝合线上 ,内有著名的雅鲁藏布大

峡谷。墨脱新构造运动剧烈 ,地应力集中 ,山高路

陡 ,地形起伏巨大 ,整个地势北高南低 ,北侧山脉海

拔在 4 500m以上 ,南侧海拔约 150m 。全境约 4万

km2 ,大多为无人居住区 ,且被原始森林覆盖。

墨脱全境处于国家基本控制框架外侧 ,无国

家高等级平面/高程控制点 、重力点和天文水准点

等基础资料 。该区域平面控制测量尚可采用

GPS ,而高程控制由于地形 、地貌 、气候条件恶劣 ,

植被覆盖严重等 ,无法采用常规手段进行 ,要敷设

一条水准路线 ,难度非常大。

我国高程控制测量采用的是正常高系统 。只

要确定了高程异常值 ,或确定了似大地水准面 ,利

用GPS 测量不仅能获取高精度的平面控制坐标 ,

还能确定高精度的正常高 。

确定高程异常的主要途径是天文水准和天文

重力水准。近 20 年来 ,卫星重力测量不断发展 ,

局部重力场精细结构不断精化 ,重力场模型的理

论和计算方法也已取得了重大进展 。重力场模型

的阶数已达 720阶或 1 800阶 ,重力异常模型已

达5′×5′[ 1 ,2] 。我国也已研制了新一代似大地水

准面 DQM99[ 2] 、CQG2000[ 3] ,可用于 1∶1万比例

尺测图中 GPS水准代替几何水准测定正常高。

本文利用最新重力场模型 ,考虑区域重力异

常和地形改正及完全布格重力异常垂直梯度有关

的高频改正 ,并进行基准变换 ,研究了墨脱地区

1′×1′工程精化似大地水准面模型 ,达到了工程

勘察设计的要求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　1′×1′工程精化大地水准面模型

任意点高程异常 ζ可表示为:

ζ=ζg +Δζ (1)

式中 , ζg 为重力高程异常值;Δζ为重力高程异常

值基准转换的改正值 。

精确计算 ζg 和 Δζ需要大量重力 、地形 、GPS

水准等数据 。一旦建立了 1′×1′高程异常数字模

型 ,并进行内插处理 ,就能快速 、准确计算任意点

的高程异常 。所谓 1′×1′高程异常数字模型就是

计算测区内每隔 1′(约 1.8km)处的高程异常值 ,

并以此构成矩形数字格网高程异常模型。张传

定 、孙凤华等对 1′×1′平均重力异常数字模型进

行过研究[ 4 ,5] 。下面从实际应用出发 ,给出建立

西藏墨脱地区 1′×1′似大地水准面模型的方法。

2.1　1′×1′高程异常值的计算

每个格网点的重力高程异常值 ζg 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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ζg =ζM +ζδg +ζh (2)

式中 , ζM 为地球重力场模型贡献的高程异常;ζδg

为近区域剩余重力异常和地形改正贡献的高程异

常;ζh 为完全布格重力异常垂直梯度贡献的重力

异常 。

2.1.1　模型高程异常 ζM 的计算

地球重力场模型高程异常 ζM 为:

ζM =
fM
rγ∑

N

n=2
(
a
r
)
n∑

n

m=0
( Cnmcosmλ+

 S nmsinmλ) Pnm(sinφ) (3)

式中 , r 、φ、λ分别为计算点地心向径 、纬度和经

度;fM 为地球引力常数与地球质量的乘积;γ为

地球平均正常重力;n 、m 、N 分别为采用地球重

力场模型的阶次和最高项; Cnm 、 S nm为完全正常

化位系数; P nm(sinφ)为完全正常化的 Legendre

函数 。

2.1.2　1′×1′格网点ζδg的计算

近区域剩余重力异常和地形改正贡献的高程

异常 ξδg的计算式为:

ζδg =
R

4πγ 
σ
0

(Δg +C -ΔgM)S(Χ)dσ(4)

式中 , R 为地球平均半径;Δg 为平均空间重力异

常;C为平均地形改正;ΔgM 为采用地球重力场

模型计算的平均空间重力异常;σ0 为近区域积分

区域;S(Χ)为S tokes函数;dσ为积分面元 。

实际计算中 ,每个 1′×1′网格点的积分区域

σ0 半径取为 1°,积分面元取为 1′×1′。

2.1.3　1′×1′格网点ζh 的计算

完全布格重力异常垂直梯度贡献的高程异常

ζh 为:

ζh =
R
4πγ 

σ
0

[ -(h -hp)L(ΔgB)] S(Χ)dσ

(5)

式中 , hp 、 h 分别为计算点和流动点高程;L

(ΔgB)为完全布格重力异常垂直梯度 。

2.2　1′×1′高程异常值的转换改正值

高程异常值计算与基准有关。不同的基准 ,

其相应的高程异常值应进行转换并改正 。其改正

值的计算公式为:

Δζ=a0 +a1(B -B m)+a2(L -Lm)+a 3(B -Bm)
2
+a4(B -Bm)(L -Lm)+a5(L -Lm)

2

+a 6(B -Bm)
3
+a7(B -Bm)

2
(L -Lm)+a8(B -Bm)(L -Lm)

2
+a9(L -Lm)

3
+a10(B -B m)

4

+a 11(B -B m)
3(L -Lm)+a12(B -Bm)

2(L -Lm)
2 +a13(B -Bm)(L -Lm)

3 +a14(L -Lm)
4

(6)
式中 , B m 、Lm 为计算单元中心点的纬度和经度;
B 、L 为已知点大地纬度和经度;a0 、a1 、…、a14为
转换系数 。

3　地区精化似大地水准面的建立

按上述理论和方法对墨脱地区纬度 29°00′～
30°30′,经度 94°30′～ 96°00′的区域构建了 1′×1′工
程精化似大地水准面模型。其高程异常等值线图
和高程异常模型透视图分别见图 1和图2。

图 1　西藏墨脱地区高程异常等值线图

Fig.1　Contour Map of Height

Anomaly in Mutuo , T ibet

图 2　西藏墨脱地区高程异常面图

Fig.2　The Model of Height Anomaly

in Mutuo , Tibet

在地区似大地水准面的建立过程中 ,采用了下列数
据资料:DQM2000B地球重力场模型 ,1′×1′平均重
力异常 ,在 1″×1″数字地形模型基础上归算的 1′×
1′地形资料 。由于地理位置特殊 ,建立似大地水准
面的过程中 ,用到了我国可能的所有已有重力点 、
GPS水准点和部分国外有效的重力数据点。在计
算过程中 ,采用多种方法 ,使大地水准面的建立尽
可能地精细 。数据处理采用WGS-84坐标系统 ,并
采用GPS似大地水准面基准 ,其最终结果转换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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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国家高程基准。

4　应用效果

为了检验 1′×1′工程精化似大地水准面的精

度 , 在现场 A (29°50′44.8″, 95°43′27.0″)～

(29°52′28.0″,95°45′46.6″)和现场 B(29°29′22.0″,

94°52′56.9″)～ (29°30′55.4″, 94°55′20.1″)分别进

行了几何水准测量。

现场施测几何水准测量的仪器采用当今精度

最高 、每km 往返测中误差只有0.3mm的Zeiss Dini

水准仪。现场 A 施测了 8.74km的水准路线 ,现场

B 施测了 6.074km 的水准路线。水准测量严格按

照国家现行的技术规范实施。

现场 A 采用每个水准点进行检测对比分析 ,

现场 B 采用分段高差对比分析。由于工程中关

注点间相对高差 ,往往按工程需要设立局部独立

坐标系统或高程系统 。因此 ,分析对比时 ,在路线

的起点处 ,设起算数据相等。区域 1′×1′工程精

化似大地水准面高均转换至国家 1985高程系统。

A 、B 两处与几何水准测量高程/高差的对比结果

分别见表 1和表 2 ,较差与路线长的分布关系见

图 3。

表 1　现场 A 高程比较表

Tab.1　Height Comparison in Site A

点号 路线长/m 模型计算的高程/m 几何水准测量高程/m 较差/m

S01 2 726.610 2 726.610 0.000

S02 0.142 2 726.597 2 726.595 0.002

S03 0.678 2 721.143 2 721.139 0.004

S04 3.014 2 731.610 2 731.610 0.000

S05 4.158 2 774.306 2 774.247 0.059

S06 4.986 2 823.543 2 823.503 0.040

S07 6.165 2 896.230 2 896.208 0.022

1353 8.740 3 047.029 3 047.046 -0.017

表 2　现场 B 高差比较表

Tab.2　Relative Height Comparison in Site B

路段 路线长/m 模型计算的高差/m 几何水准测量高差/m 较差/m

1 2.299 240.848 240.854 -0.006

2 3.775 366.705 366.688 0.017

图 3　较差分布图

Fig.3　Error Distribution

　　从实际检测结果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

1)本文研制的似大地水准面与实测几何水

准相比 , 最大误差为 0.059m , 最小误差为

-0.017m 。

2)高程误差的平均值为 0.013m ,中误差为

±0.025m 。

3)误差分布与水准路线长无关。

4)似大地水准面比实测水准面略高。

5)最大误差未超过规范中规定的最弱点高

程中误差±3cm的两倍 。

5　结　语

本文采用地球重力场模型 ,考虑区域重力异常

和地形改正及完全布格重力异常垂直梯度有关的

高频改正 ,并将结果转换到国家 1985高程系统 ,建

立了西藏墨脱地区 1′×1′工程精化似大地水准面

模型。经实际高精度的检测 ,似大地水准面的相对

精度达到了±0.025m ,最大误差未超过规范中规

定的最弱点高程中误差±3cm 的两倍。在地形 、地

貌 、地质 、气候条件极为恶劣 ,基础地理信息资料为

空白 ,地面高程测量无法实施的墨脱地区 ,该似大

地水准面的相对精度达到了山区工程四等水准测

量的精度要求 ,可代替几何水准测量 ,以进行大比

例尺测图高程控制和工程测量高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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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utuo of Tibet is located at the belt sewing Europe-Asia block and Indian Ocean block.

The condi tions of landform , relief , geology and weather in the area are very complicated.As

M utuo is the blank area of base info rmation in China , it is difficult to survey it by t raditional

methods.The refining local 1′×1′quasi-geoid has been built by using the earth' s g ravity f ield

model , the local g ravity anomalies and relief rectification.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lat ive

accuracy of this engineering quasi-geoid has reached 0.025m.It can subst itute direct leveling and

satisfy the need of the local engineering const ruction.

Key words:earth' s g ravity field model;quasi-geoid;height anomaly;Mutuo of T i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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