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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异常位 、高程异常差以及海面地形模型 3 种方法 ,分别求出了 1985 国家高程基准相对于全球大

地水准面的垂直偏差 ,并取得了一致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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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程基准是国家大地测量基准的重要组成部

分 ,也是数字地球基础框架的重要内容 。建立高

程基准起算面的传统方法是在沿海的一个(或多

个)合适地点建立验潮站 ,用长期的验潮资料确定

当地海平面的平均位置 ,将这一平均海平面作为

该国家或地区的高程基准起算面 ,并认为大地水

准面通过该点 ,如此确定的高程基准为局部高程

基准 。由于验潮站确定的平均海面总有地区性影

响 ,其中主要是海面地形和局部地壳垂直运动的

影响 , 仅海面地形影响就可达 2m 多 ,因此 , 在

10-6精度下 ,可以不顾及地区性影响 ,若按 10-8

～ 10-9精度要求 ,就必须考虑此影响 。鉴于地区

性影响的客观存在 ,不同验潮站确定的平均海平

面不可能处于同一重力等位面上 ,以致不同的国

家或地区有不同的高程基准。空间大地测量技术

的迅速发展 ,要求提供全球统一的高程基准 。目

前 ,北美 、欧洲和澳大利亚已完成了局部高程基准

与全球高程基准的统一 ,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已进

行了 GPS联测 ,确定了局部高程基准与全球高程

基准的系统差值 。

1　1985国家高程基准的定义与现状

我国目前法定采用的高程基准是 1985国家

高程基准 ,其基准面是由青岛验潮站 1952 ～ 1979

年验潮资料确定的黄海平均海平面 。计算时取

19a的资料为一组 ,滑动步长为 1a ,得到 10组以

19a为一个周期的平均海面 ,取均值得到的结果

作为黄海平均海平面 。该基准面只与青岛验潮站

所处的黄海平均海平面重合 ,并认为大地水准面

通过该点 ,因此 , 1985 国家高程基准属于局部高

程基准。此外 ,我国采用正常高系统 ,在高程基准

点处 ,认为大地水准面与似大地水准面重合 。

从应用角度上看 ,以青岛验潮站长期平均海

平面作为我国高程基准起算面是适宜的 ,不会因

验潮站数目的增减或具体站的不同选择而改变总

体平均海平面所确定的高程基准的量值 。但由于

温室效应造成冰川消融等原因 ,全球海平面呈上

升趋势 ,造成高程基准起算面的现势性较差。

1985国家高程基准也不例外。如果可求得平均

海平面的变化率 ,就可在计算平均海面时扣除这

种长期变化的影响 ,从而将平均海面即局部高程

基准归算到某一参考历元 ,使垂直基准具有历元

意义 ,并可将时间变化参数纳入基准中 ,构造单点

动态垂直基准 ,这也是高程基准现代化的要求。

从理论上讲 ,应选择大地水准面作为高程基

准起算面 。大地水准面是地球形状的数学物理描

述 ,是陆地高程的起算面 ,是海面地形的基准面 ,

是地面数字高程模型的基础。验潮站确定的平均

海平面受海面升降变化和地壳垂直运动的影响 ,

且两者无法严格分离 ,由此确定的高程基准仅具

有相对意义。但由于平均海平面考虑的问题比较

简单 ,并且是自然界中一个很重要的分界面 ,是许

多工程建设和科学研究的依据 ,因而被广泛采用。

在给出全球大地水准面以后 ,只要求出局部平均

海平面相对于全球大地水准面的垂直偏差 ,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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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局部高程基准纳入全球高程基准 ,从而完成全

球高程基准的统一 。一般认为 ,局部平均海平面

与大地水准面不重合 ,约有 2m 的垂直偏差(称为

海面地形)。因此 , 1985 国家高程基准相对于大

地水准面的偏差情况如何自然是工程人员和科技

工作者关心的问题[ 1～ 4] 。

世界上目前有 100多个局部高程基准。对于

相邻的高程基准 ,欲知两个高程基准点的重力位

差(或高差),可直接通过水准和重力测量进行连

接。而对于跨海洋的局部高程基准的连接以及全

球高程基准的统一 ,常规方法则难以实现 ,这是近

年来大地测量学家研究的热点问题 。具体研究见

文献[ 5 ～ 10] 。

高程基准统一的关键在于大地水准面的精确

求定 ,其中 ,利用现有的 GPS/水准资料精化大地

水准面是目前最为方便 、快捷的方式。另外 ,卫星

测高技术的发展也为全球高程基准的统一提供了

新的途径 。

2　1985国家高程基准系统差的求定

下面将基于异常位 、高程异常差以及海面地

形模型这 3种不同的方法 ,来分别求定 1985国家

高程基准相对于全球大地水准面的垂直偏差 。

2.1　基于异常位的方法

在给出全球高程基准(即全球大地水准面位值)

以后 ,只要求出局部高程基准上的重力位值或相对

于全球大地水准面的垂直偏差 ,就可将局部高程基

准纳入全球高程基准 ,完成全球高程基准的统一。

如图 1所示 ,假设地球表面上的点 P 与近似

地形面上的点 Q′具有一一对应关系 , 根据

Molodensky 问题可知 ,异常位 ΔW =WP-UQ′=

W 0j-U 0=0。实际上 ,由于 P 点的正常高从验

潮站确定的当地平均海平面起算 ,当地平均海平

面与大地水准面不重合 ,因此 ,从参考椭球向上量

取正常高得到的 Q点与 Q′点不重合 ,两者的位差

即为局部高程基准相对于大地水准面的位差。那

么 ,由 n个独立的 GPS/水准点计算两者位差的公

式为:

Δ W =∑
n

i=1
(WP

i
-UQ

i
)/ n (1)

局部高程基准点处的重力位值为:

W 01 =U 0 +Δ W (2)

局部高程基准相对于全球大地水准面的垂直偏差

为:

δH =-Δ W/γ (3)

式中 , γ为高程基准点到全球大地水准面的平均

正常重力 。

位差 Δ W 和垂直偏差δH 的中误差为:

σ=±
∑
n

i=1
(WP

i
-UQ

i
-Δ W)(WP

i
-UQ

i
-Δ W)

n -1

(4)

σΔ W =σ/ n (5)

σδH =σΔ W/ γ=σ/(γ n) (6)

　　计算时 , 采用均匀分布在全国大陆范围的

949个 GPS/水准点的观测资料 ,其中包括全国

GPS一 、二级网 201 个点 、全国 GPS A 、B 级网

680个点 、中国地壳运动观测网络工程基准网 、基

本网 63个点以及沿海 5个验潮站的GPS/水准点

数据。这些 GPS/水准点都有 ITRF97 框架下的

高精度的空间直角坐标以及基于 1985国家高程

基准的正常高资料。计算中采用适合于中国地区

的 DQM99A地球重力场模型 。

去掉一个显著异常点后 ,用剩余的 948个点

的GPS/水准资料 ,并结合 DQM99A地球重力场

模型求出了 1985国家高程基准点上的重力位值。

1985国家高程基准与由 IERS 1996 基本常数定

义的大地水准面和由 T/P 卫星资料确定的全球

大地水准面间的重力位差及其相对于全球高程基

准的垂直偏差 ,计算结果如表 1所示。

图 1　重力位与正常重力位的关系

Fig.1　Relationship Between G ravity Po tential and Normal G ravity Po t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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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基于异常位计算出的 1985 国家高程基准的系统差

Tab.1　Sy stema tic Error Calculated from the Geopo tential Method

W0/(m2·s-2) W 01/(m2·s-2) Δ W/(m 2·s-2) δH/m

IERS 1996 62 636 856.887 662 636 853.40 -3.494±0.13 0.35±0.01

T/ P 卫星资料 62 636 856.0 　-2.6±0.13 0.26±0.01

2.2　基于高程异常差的方法

由图 1 可知 , P 点的大地高 hP 、基于局部高

程基准 j 的正常高 H
(j)
P 和相应的高程异常 ζ

(j)
P

有如下函数关系:

hP =ζ
(j)
P +H

(j)
P (7)

　　由于 P 点的正常高从验潮站确定的当地平

均海平面起算 ,当地平均海平面与似大地水准面

不重合 ,因此 ,从地面点 P 向下量取正常高得到

的点与由似大地水准面模型确定的点不重合 ,其

差值 C
(j)
P 为P 点处的局部似大地水准面 j 相对

于全球似大地水准面的垂直偏差:

C
(j)
P =ζ

(j)
P -ζP(global)=(hP -H

(j)
P )-ζP(global)

(8)

　　众所周知 ,似大地水准面是地面点沿铅垂线

(或正常重力线)向下量取正常高所得的端点形成

的连续曲面。在海洋上 ,可认为大地水准面与似

大地水准面重合;在平原和山区 ,两者的差距与点

的高程有关。另外 ,任一点 P 的垂直偏差还受到

GPS测量误差 、水准测量累积误差以及重力场模

型误差的影响 。为此 ,需对局部似大地水准面与

似大地水准面的垂直偏差进行多项式拟合 ,以便

准确地求出局部高程基准系统差的变化规律 ,实

现大地高向正常高的直接转换 。下面仅给出其中

一种多项式的形式:

C
(j)
i =a0 +a1dB

(j)
i +a2dL

(j)
i +

a3dB
(j)

2

i +a4dL
(j)

2

i +a5dB
(j)
i d L(j)i (9)

式中 , C(j)i 、dB
(j)
i 、dL

(j)
i 分别为 i 点相对于局部高

程基准 j原点的垂直偏差 、纬差和经差。

式(9)可简写为:

V =AX -L (10)

式中 , A 为 n ×6 系数阵;X 为由 a0 , …, a5 组成

的未知参数向量;L 为由C
(j)
i 组成的列向量 。

假设参与计算的 n 个 GPS/水准点独立等

权 ,那么未知参数向量的最小二乘估值为:

 X =(A T
A)-1AT

L (11)

未知参数  a i(i=0 , …, 5)的中误差 σ a
i
为:

　σ a
i
=σ 1/ P i =± (VT

V)/P i(n -1)　(12)

式中 ,1/ P i 为N
-1
=(A

T
A)

-1
对角线上的第 i 个

元素 。

基于异常位的方法要计算地面点的重力位和

沿参考椭球向上量取正常高所得点的正常重力

位 ,而基于高程异常差的方法要计算地面点的大

地高和相应点的高程异常(似大地水准面高)。两

种方法都要受到重力场模型和正常高的影响 ,不

同的只是计算公式模型误差和截断误差的影响 ,

因此 ,这两种方法的计算结果应该基本一致 。

采用与§2.1相同的资料以及 WGS84参考

椭球基本常数 ,求出 1985国家高程基准相对于似

大地水准面系统差的分布规律 。计算结果如表 2

所示 , 其中 , a0 为 1985 国家高程基准点相对于

(似)大地水准面的垂直偏差 ,即 1985国家高程基

准的基准定义差。

表 2　基于高程异常差计算出的 1985 国家高程基准的系统差

Tab.2　Systematic Erro rs Calculated from the Difference of the Height Anomalies

a 0/m a1 a2 a 3 a 4 a5

LS解 0.352 5 0.011 9 -0.007 3 -0.001 1 0.000 1 0.002 0

中误差 0.003 - - - - -

2.3　基于海面地形的方法

平均海面相对于大地水准面的起伏称为海面地

形。卫星测高技术的发展为精确确定海面地形(10-8

精度)提供了新的技术途径。卫星测高确定的是卫星

到海平面的距离 hn 。首先利用卫星跟踪站的观测数
据确定卫星位置 ,以确定卫星到地心的距离。如果 hn

已确定 ,两者相减就可得海平面到地心的距离。再选

定一组大地测量参考系统的基本常数 ,就可把参考椭
球惟一地确定下来。参考椭球一旦固定 ,就可得到海

平面到参考椭球的距离 ζe 。若大地水准面起伏 N已

知(由模型求得),则海面地形为:
ζS =ζe -N (13)

　　利用卫星测高只能得到海洋上的海面地形 ,

取陆地上的海面地形为零 ,并将全球海面地形展

开成球谐函数的形式 ,用一个数学模型来描述 ,就
构成了海面地形模型 ,其球谐函数表达式为:

ζS =∑
n
＊

n =0
∑
n

m=0
∑
2

α=1
 ζSαnm Sαnm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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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n＊是 n 的最高阶; ζSαnm 、 Sαnm分别为规格

化的球谐系数和缔合球谐函数:

 ζSαnm =
1
4π∑ij ζS(φiλj) Sαnm(φiλj)σij (15)

当 α=1时 , S 1nm = Pnm(sinφ)cos(mλ);当 α=2

时 , S 2nm= P nm(sinφ)sin(mλ)。

在给出了海面地形模型后 ,只要给出验潮站平

均海平面的位置 ,即可由海面地形模型内插出该点

平均海面到大地水准面的距离(即海面地形),从而

得到局部高程基准点相对于全球大地水准面的系

统差。结果精度取决于海面地形模型的精度。

计算时 ,采用 1985国家高程基准点的空间直

角坐标资料以及由多种卫星测高资料确定的

EGM96动力海面地形模型 。首先将 1985国家高

程基准点的空间直角坐标转换为大地坐标 ,而后

由 EGM96动力海面地形模型内插出该点的海面

地形值 ,从而得到 1985国家高程基准点的系统差

为(0.204±0.023)m 。

2.4　结果分析

由表 1可知 ,基于异常位计算出的 1985国家

高程基准点的重力位为(62 636 853.40±0.13)

m2·s-2后 ,给定的大地水准面不同 ,求出的 1985

国家高程基准相对于全球高程基准的位差(或垂

直偏差)也相应地有所不同。

比较上述 3种方法的计算结果可知:

1)由 EGM96 动力海面地形模型内插出

1985 国家高程基准点的海面地形为(0.204 ±

0.023)m ,基于异常位得出的 1985国家高程基准

点相对于 T/P 卫星测高资料确定的全球大地水

准面(W 0=(62 636 856.0±0.5)m2·s-2)的垂直

偏差为(0.26±0.01)m ,两者基本一致 ,这说明目

前利用卫星测高技术确定局部高程基准与全球高

程基准的垂直偏差可达 cm 级水平。但前者精度

明显低于后者 ,原因是前者直接由海面地形模型

内插求出 ,无法减小偶然误差和模型误差的影响 ,

结果精度完全取决于模型精度;而对于后者 ,每一

GPS/水准点上的重力位与近似地形面上相应点的

正常重力位之差 ,就是过高程基准点的局部大地水

准面与全球大地水准面的位差 ,取均值是为了减小

测量中的偶然误差和重力场模型误差的影响。

2)基于异常位计算出的 1985国家高程基准

点相对于 IERS 1996基本常数定义的大地水准面

的垂直偏差为(0.35±0.01)m ,基于高程异常差

异由多项式拟合出的 1985国家高程基准点的垂

直偏差为(0.353±0.003)m ,这说明采用相同的

观测资料和地球重力场模型 ,两种方法的计算结

果基本一致 ,这也验证了前文分析的合理性 。就

精度而言 ,后者精度较高 ,原因是后者用多项式对

高程异常差进行拟合 ,高程基准点受模型误差和

系统误差的影响较小;而前者简单地对每一

GPS/水准点的位差取均值 ,仅减小了偶然误差 ,

对模型误差和系统误差只是进行了平均 。

3)基于高程异常差求定 1985国家高程基准

的系统差时 ,用多项式对高程异常差进行拟合 ,模

型误差和累积性系统误差的影响将转移到拟合曲

面上 ,因而结果精度最高 。

3　结　语

由于不同类型的观测数据考虑的误差因素不

同 ,采用的数学模型不同 ,由不同类型的资料确定

的全球大地水准面也会有所差异。用最新的观测

资料联合确定全球大地水准面 ,并进行局部高程

基准与全球高程基准的统一是下一步的工作 ,其

中数据融合是关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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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paper , the vertical shift of the o rigin of the 1985 national height datum w ith

respect to the geoidal surface is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methods of the geopotential , the dif ference

of the height anomalies and the sea surface topography model.The results are in good consis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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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function model and the stochastic model of short distance GPS mobile positioning

are discussed in the OTF (on-the-fly ing)way ;then the general normal equation to suit

prog ramming in computer is given in o rder that these four classes of observable may be selected in

the w ay whether let the scale factors equal to zero.In addition , i t is clarified that the OTF w ay is

equivalent to the single epoch w ay in the case that only tw o classes of precise codes are selected in

precise mobile positioning .Last , it is clarified by an example that the given mathematical model is

accurate and eff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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