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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大地水准面应用于犌犘犛水准内插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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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移去恢复技术和多面函数法对已知ＧＰＳ水准数据进行了内插处理。试验结果表明，利用实际

地球物理资料得到的模拟大地水准面精度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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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地水准面是地球内部密度分布的直接反

映，其频谱结构是长波占优，反映地球深部或地幔

的密度异常分布，而大地水准面起伏的中短波部

分与岩石圈内部质量分布及地形有很强的相关

性。因此，如果知道了地球内部结构和动力学过

程，就可以惟一准确地确定大地水准面。理论上，

大地水准面的模拟除去考虑地形、地壳内密度分

布不均匀的影响外，还应考虑地幔的影响，通常可

用地幔的波速异常转换为密度异常，再根据内部

负荷的响应理论，利用运动方程和边界条件计算

出异常质量对大地水准面的直接效应及异常质量

驱动对流产生的界面起伏的大地水准面效应。但

是，不同的地幔粘滞度结构将对结果的不确定性

带来较大的影响，并且还要考虑在地幔对流环境

中内部负荷的动力学效应，涉及的理论复杂，计算

量大。Ｂｏｗｉｎ比较了已知构造特征与重力场的特

征，并利用点质量源模型估算了大地水准面起伏

与重力异常的比值，导出了场源最大埋深与重力

场球谐系数阶次之间的关系［１］。这样就可以在深

度确定的情况下，估算出地球重力场模型中中长

波长部分应考虑的球谐系数阶次。所以利用现存

的全球重力场模型（如ＥＧＭ９６）来顾及地幔的中

长波长部分的影响，而用地形、界面起伏（结晶基

底起伏、莫霍界面起伏和岩石圈底面起伏）及横向

密度不均匀等实际资料来模拟重力场短波部分的

局部影响［２］，最后叠加得到区域模拟大地水准面。

本文尝试对用实际的莫霍面与结晶基底起伏资料

取代均衡的假说，结合地形资料及重力场模型得

到的模拟大地水准面精度进行评价。为了比较，

根据地形均衡理论计算了一个均衡大地水准面，

而且直接利用重力场模型也得到了一个模型大地

水准面。由于缺少重力资料，这里没有与重力大

地水准面进行比较。同时，利用ＧＰＳ水准点上高

精度的大地水准面起伏作为判断依据，选取其中

一些点作为控制，而其余点作为拟合点，比较拟合

结果与已知大地水准面起伏的差值。

１　模拟大地水准面

大地水准面是地球内部密度分布的直接反

映，主要由地形不规则部分、结晶基底起伏、莫霍

界面起伏、岩石圈底面起伏以及包括地幔部分和

地核部分的横向密度不均匀等几个部分组成。也

就是说，如果知道地球内部的密度分布，就可以直

接计算出大地水准面的起伏。一般认为，越接近

内核，其密度越均匀。如果认为地核密度是均匀

的，那么计算模拟大地水准面时就要考虑地形不

规则部分、岩石圈内各物质界面起伏及扣除界面

起伏影响后的横向密度不均匀部分和地幔部分。

根据前文所述，首先利用地形质量、结晶基底起

伏、莫霍界面起伏、岩石圈底面起伏及横向密度不

均匀等实际资料来模拟重力场短波部分的局部影

响，然后利用ＥＧＭ９６模型来顾及地幔的中长波

长部分的影响。由于地壳部分并没有包括所有的

短波部分影响［３］，本文将计算深度进行了拓展，取

至４００ｋｍ。根据Ｂｏｗｉｎ等人给出的重力场源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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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与重力位系数球谐函数阶数的关系［１］：

犇＝
犚

狀－１
（１）

利用全球重力场模型ＥＧＭ９６估算出地幔以及更

深场源等产生的大地水准面中长波部分的影响。

式中，犇为场源埋深；犚 为地球平均半径；狀为球

谐函数阶数。根据式（１），在模型中取２～１７阶，

但经试算比较发现，取２～１５、１６、１７或１８阶对结

果并没有明显差异，只是有一个绝对量的平移而

已。两部分叠加后得到区域模拟大地水准面。由

于考虑的是区域大地水准面，主要关心的是点与

点之间的相对变化，对某个点的绝对影响量最后

通过ＧＰＳ水准的控制消除系统差后得到。

２　犃犻狉狔均衡大地水准面

在计算Ａｉｒｙ地形均衡改正前，首先采用了一

个稍作修改的模型［４］，假设地球平均半径为犚，均

衡补偿面的深度为犎，地形高度为犎狋，莫霍界面

相对于海平面的深度为 犎犿，地形质量的平均密

度为ρ狋，海水的平均密度为ρ狑。根据均衡假说，

设地形质量部分由莫霍界面的相对起伏部分的补

偿密度Δρ来补偿，如图１所示。

图１　Ａｉｒｙ均衡模型

Ｆｉｇ．１　ＡｉｒｙＩｓｏｓｔａｔｉｃＭｏｄｅｌ

　　根据图１，假设各块体的补偿密度Δρ是均匀

的，就可以在球近似下计算出各积分块体的平均

补偿密度。由于地形部分与莫霍界面补偿部分对

应的球心角度一致，利用球冠的体积计算公式，然

后根据质量补偿的原理计算出相应的补偿密度

Δρ，在忽略球冠占整个球的比例的情况下，在陆

地区域显然有：

ρ狋
４π
３
［（犚＋犎狋）

３
－犚

３］＋

　Δρ
４π
３
［（犚－犎）

３
－（犚－犎犿）

３］＝０ （２）

而在海域有：

（ρ狑 －ρ狋）
４π
３
［（犚３－（犚＋犎狋）

３］＋

　Δρ
４π
３
［（犚－犎犿）

３
－（犚－犎）

３］＝０

（３）

综合式（２）、式（３），可得：

Δρ＝
ρ［（犚＋犎狋）

３
－犚

３］

（犚－犎犿）
３
－（犚－犎）

３
（４）

式中，ρ在陆地区域取ρ狋，在海域取ρ狑－ρ狋。

这样有了各积分块体的补偿密度Δρ和相对

于均衡补偿面的起伏犎犿－犎 后，就可以计算出

补偿质量对大地水准面的影响，然后与地形质量

的影响叠加，再加上重力场模型的低阶项（同样取

２～１７阶），得到均衡大地水准面。

３　利用各大地水准面对犌犘犛水准进

行内插

　　由于从ＧＰＳ水准点上可以得到高精度的大

地水准面起伏，因此，可以利用ＧＰＳ水准作为评

价依据，选取其中一些ＧＰＳ水准点作为控制点，

将这三种大地水准面强制转换到ＧＰＳ水准，而其

余的 ＧＰＳ水准点作为转换后的 ＧＰＳ水准拟合

点，比较与已知值之差，从而评价这三种大地水准

面的精度。由于大地水准面的局部起伏也比较

大，为了提高内插精度，采用成熟的移去恢复技

术［５］，从ＧＰＳ水准得到的大地水准面起伏中扣除

模拟大地水准面起伏（即移去过程），可以得到控

制点上的剩余大地水准面起伏。此时，剩余的大

地水准面起伏变化就平缓得多，有利于提高内插

的精度。拟合内插过程，利用多面函数法进行区

域内剩余大地水准面起伏的插值计算，再将模拟

大地水准面与相应的内插值叠加（即恢复过程），

得到区域内其他点的大地水准面起伏。

在这里，从 ＧＰＳ水准得到的 犖ＧＰＳ中移去各

种大地水准面起伏犖，分别得到相应控制点上的

剩余大地水准面起伏Δ犖：

Δ犖 ＝犖ＧＰＳ－犖 （５）

利用此变化平缓的Δ犖 作为控制，用多面函数法

进行区域内Δ犖 的插值计算，再将各种大地水准

面的起伏犖 恢复，得到区域内其他点的犖ＧＰＳ：

犖ＧＰＳ＝犖＋Δ犖 （６）

　　由于水准联测点的选择对ＧＰＳ高程拟合结果

有显著影响，为了使拟合误差最小，沈云中等人提

出了用剔除法进行ＧＰＳ水准点的优化选择
［６］，即

以拟合误差最小作为优化的目标函数，从狀个ＧＰＳ

水准点中逐个剔除对精度贡献最小的水准联测点，

一直到剩下犿点为止。在优化选择ＧＰＳ水准点的

基础上，通过移去恢复技术和多面函数法内插，就

可以分别得到利用模拟大地水准面、均衡大地水准

面和模型大地水准面的间接内插拟合结果。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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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算例与结果

在中国及邻区一个２０°×２０°的区域，比较均

匀地分布有１８４个已知水准高程和ＧＰＳ大地高

之差的点。为了比较用不同方法得到的大地水准

面的拟合结果，同时使结果具有一定的统计规律，

取其中７０个点作为拟合点。为了提高拟合精度，

首先用ＧＰＳ水准点的优化选择法得到这７０个要

拟合的点，然后在１１４个固定点的高差中移去大

地水准面高，再用多面函数法拟合剩余大地水准

面，得到各拟合点上的剩余大地水准面，最后将各

拟合点上相应的大地水准面高恢复，得到各拟合

点上的水准高程和大地高之差。图２就是对该区

域７０个拟合点分别利用ＥＧＭ９６模型大地水准

面（取２～３６０阶）、Ａｉｒｙ均衡大地水准面和模拟

大地水准面移去恢复得到的各拟合点的水准高

程和大地高之差与已知值之间的差异。图２中实

线表示用模拟大地水准面得到的结果，其中

图２（ａ）中的虚线表示用模型大地水准面得到的

结果；图２（ｂ）中的虚线表示用 Ａｉｒｙ均衡大地水

准面得到的结果。显然，用模拟大地水准面得到

的结果最优。将图２的结果用数值表示，可以得

到如表１所示的结果。

图２　各种方法拟合结果比较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ｉｔｔ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ｒｏｍＶａｒｉｏｕｓＭｅｔｈｏｄｓ

　　 表１　利用不同大地水准面得到的拟合值

与已知值之差的统计结果／ｍ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

ＦｉｔｔｅｄＶａｌｕｅｓａｎｄＫｎｏｗｎＶａｌｕｅｓｆｒｏｍＶａｒｉｏｕｓＧｅｏｉｄｓ

平均值 标准差

模型大地水准面 ＋０．００６ ０．３２４

均衡大地水准面 ＋０．０４１ ０．２８５

模拟大地水准面 －０．００２ ０．１９３

　　此外，未采用任何模型进行移去恢复直接拟

合得到一个结果，但其精度最低，只有０．９９２ｍ；而

从表１可以看出，采用了移去恢复技术后，用

ＥＧＭ９６模型得到的大地水准面起伏内插得到的

拟合点结果精度比利用莫霍面起伏作约束的

Ａｉｒｙ均衡大地水准面的精度低，分别为０．３２４ｍ和

０．２８５ｍ；而采用了多种实际地球物理资料的模拟

大地水准面的结果最好，达到了０．１９３ｍ的精度。

５　结　语

根据实际地球物理资料结合重力场模型得到

的区域模拟大地水准面，用结晶基底起伏和莫霍

面起伏代替了地形均衡假说。在优化选择 ＧＰＳ

水准点的基础上，利用移去恢复技术和多面函数

法对已知ＧＰＳ水准点进行内插拟合，发现模拟大

地水准面精度优于均衡大地水准面和模型大地水

准面，因此，在缺少重力资料的情况下，不失为提

高大地水准面精度的一种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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