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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随机微分方程理论，给出了随机Ｐｏｉｓｓｏｎ方程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大地边值问题的随机积分解，讨论了随机

与确定边值问题间的关联。对应视为随机过程的函数，若采用确定性边值问题求解，不确定性影响将被直接

带入最终解中；若采用随机积分解，则类似 Ｇａｕｓｓ白噪声的影响将被滤掉，这对进一步提高重力场的求解精

度具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重力场；边值问题；随机微分方程；随机积分；Ｐｏｉｓｓｏｎ方程；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问题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３．０

　　物理大地测量学中，确定大地水准面与外部

重力场的理论基础是大地边值问题［１，２］。传统理

论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基于确定论，通过建立和求

解确定性模型———Ｌａｐｌａｃｅ算子方程的边值问题

来实现。即把重力场视为一个确定性的量，这个

量严格服从一种确定性的普遍规律———Ｎｅｗｔｏｎ

万有引力定律、Ｌａｐｌａｃｅ微分算子方程以及某种

（些）特定规律———边界条件。通常所说的重力场

精化实质上就是这种边值理论的不断精化，其精

化程度强烈依赖于边界观测资料的精化程度。但

随着科学的发展和观测技术的不断进步，科学家

们发现上述精化过程内部本身就包含着难以调和

的矛盾。首先，观测技术的飞速发展，可以获取更

多种类、更高精度的观测数据，如陆地重力、航空

重力、卫星测高、卫星梯度数据等，这些都是重力

场不同场元的观测量。由于不同场元获取数据的

技术方法、仪器设备、观测条件等的不同，更重要

的还有场元本身内在特性（如频谱特性）的不

同［３，４］，这不可避免地使得不同场元观测间存在

不相容性，而且这种不相容性随着观测精度的提

高将表现得越来越突出。其直接影响就是依据确

定性观点，上述定解问题变成了无解问题［３～７］。

其次，观测误差的存在使得重力场量所满足的普

遍 规 律 和 特 定 规 律 中 都 包 含 有 随 机 变

数［１，２，５，８～１０］，这就使得重力场量本身成为一个包

含随机过程的物理量，有关具体研究见文献［８，１０

～１２］。本文主要根据大地测量的观测实际，从

随机的观点来建立实现物理大地测量学主题的合

理的数学物理模型，并进而利用随机微分方程的

理论和方法对这种不确定性模型进行研究。

１　问题与建模

根据观测实际，物理大地测量学主题的实现

问题可描述为：已知地球重力场边界场元观测犳

和不确定性场源密度分布ρ（狓），要求确定地球边

界形状与外部重力场。用犠 表示重力位，狏表示

观测误差，犅表示依赖于犳 的边界算子，Ω表示

边界点集，Ω表示地球内部开域，Ω
＋表示地球外

部开域，犚３表示三维欧氏空间，ρｍａｘ和ρｍｉｎ表示两

个给定的密度函数。该问题也可描述如下。已知

犳＝犅犠（狓）＋狏，狓∈Ω （１）

ρｍａｘ（狓）≤ρ（狓）≤ρｍｉｎ（狓），狓∈犚
３ （２）

求狓，狓∈Ω和犠（狓），狓∈Ω
＋。

式（１）中，犳可以是边界Ω上不同类型重力

场元量（如位差、重力或重力梯度等）的观测值。

该式表明，观测值可以是带观测误差的不确定量。

式（２）给出的是不确定的密度信息，如不计日、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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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星、大气等的影响，则在地球外部ρｍａｘ＝ρｍｉｎ＝

０。在地球内部，式（２）的最简单情况是选取ρｍａｘ

＝１０４ｇ／ｃｍ
３，ρｍｉｎ＝０。最恰当的选择是：在地

核、地幔，根据ＰＲＥＭ 模型；在地壳，则结合地形

与水深资料综合地球物理反演结果，顾及最大误

差限确定ρｍａｘ和ρｍｉｎ。设Δρ０＝（ρｍａｘ－ρｍｉｎ）／２，用

ｓｕｐ（犳）表示犳的支集，记Ω＝ｓｕｐ（ρ），Ωｍａｘ＝ｓｕｐ

（ρｍｘａ），Ωｍｉｎ＝ｓｕｐ（ρｍｉｎ），ΔΩ＝Ωｍａｘ－Ωｍｉｎ，犞＝ｓｕｐ

（Δρ０）。不难发现，犞 反映密度不确定区域的分布

状况，ΔΩ则给出边界形状的不确定信息。如ΔΩ

是空集，表明地表形状Ω是确定的；如ΔΩ非空，

则仅表明地表形状Ω∈ΔΩ，即仅了解Ω的大致

形状，Ω 是不确定量。此外，犞 也不一定等于

Ω，因为犞 可以不包括部分地球内部区域（在那

里，密度完全已知），但可以包含部分地球外部区

域（地表形状的不确定性可引起外部密度的不确

定性）。

根据重力位的物理性质，结合式（１）可得偏

微分方程：


２犠（狓）＝－４π犌ρ（狓）＋２ω

２，狓∈犚
３

犅犠（狓）＝犳－狏，狓∈｛ Ω
（３）

式中，犌是万有引力常数；ω是地球自转角速度。

若将前述各种不确定性因素视为随机的，则

方程（３）与通常的边值问题的主要差异是前者在

Ｌａｐｌａｃｅ方程和边界条件中含有随机变量。

为求解方程（３），引入参考位：

犝（狓）＝犙（狓）＋犌
ρ０（狓′）

狘狓－狓′狘
ｄ３狓，狓∈犚

（４）

式中，ρ０（狓）＝（ρｍａｘ（狓）＋ρｍｉｎ（狓））／２；犙（狓）是离心

力位。令

犜（狓）＝犠（狓）－犝（狓），狓∈犚
３ （５）

则


２犜（狓）＝ξ，　 　狓∈犚

３

犃犜（狓）＝－狏，　狓∈Ω｛
０

（６）

式中，ξ（狓）＝－４π犌Δρ（狓）；和算子犃 的具体形

式需根据犳 和犅 的具体形式确定
［１～５］，Ω０是Ω

的 Ｍａｒｕｓｓｉ投影面，两者的差异由Ｂｒｕｎｓ公式计

算［２］。视犜（狓）为满足Ｌａｐｌａｃｅ算子方程的随机

过程［１３］（式（６）第一式通常成为随机Ｐｏｉｓｓｏｎ方

程［８］），将解域限定在Ω或Ω
＋而得到的随机边值

问题称之为随机大地边值问题。

忽略重力场的随机性，对边界观测和场源作

不同假设，就可以得到传统的各种大地边值问题

的形式：将解域限定于Ω
＋，忽略日、月、行星、大

气等的影响，有ξ＝０。忽略观测噪声狏的影响，

方程（６）就是传统的外部大地边值问题
［１，２］；考虑

观测噪声，方程（６）就成为需要用Ｃｏ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等

方法［２，５，９］求解的情形；将解域限定于Ω，让ρ０满

足正常椭球条件［１］，则Δρ就是通常的扰动场源。

设
２（Δρ（狓））＝０，在忽略观测噪声影响的情况

下，由方程（６）就可以导出重调和大地边值问

题［１，４］。

根据边界算子犃的不同形式，可采用传统大

地边值问题的方法对随机大地边值问题进行分

类：当犃＝犐（犐为单位算子）时，称方程（６）为随机

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大地边值问题；当犃＝／狀时，称为随

机Ｎｅｕｍａｎｎ大地边值问题；当犃 ＝／狀＋α犐（α

为常数）时，称为随机Ｒｏｂｉｎ大地边值问题；若犃

是上述三种形式在边界上（或边界不同部分上）的

综合，就称为随机超定（或混合）大地边值问题。

２　随机犘狅犻狊狊狅狀方程犇犻狉犻犮犺犾犲狋大地

边值问题的随机积分解

　　当犃＝犐时，式（６）可具体表述为：给定区域

犇 中有界连续函数犵和边界犇 上的有界连续函

数犳，要求确定随机函数犺，使得：


２犺＝－犵，在犇内

ｌｉｍ
狓→狔
狓∈犇

犺（狓）＝犳（狔），对正则边界点狔∈｛ 犇
（７）

式（７）就是随机Ｐｏｉｓｓｏｎ方程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大地边值

问题。用随机微分方程语言［１３］，式（７）可表示为：


２犺＝－犵，在犇内

ｌｉｍ
狓↑τ犇

犺（犡狋）＝犳（犡τ犇），ａ．ｓ．犙
狓，对所有狓∈

｛ 犇

（８）

式中，犙狓是犡狋（犡０＝狓）的概率；τ犇＝ｉｎｆ｛狋：犡狋

犇｝，犡狋是生成元为Ｌａｐｌａｃｅ算子的Ｉｔｏ扩散方程

ｄ犡狋＝犫（犡狋）ｄ狋＋σ（犡狋）ｄ犅狋 （９）

的解。其中，犫和σ 是给定的系数；犅狋是三维

Ｂｒｏｗｎ运动。

定理１　设犳∈犆（犇）有界，且犵∈犆（犇）满

足：

犈狓［∫
τ犇

０

狘犵（犡狊）狘ｄ狊］＜ ∞，狓∈犇 （１０）

若犺∈犆
２（犇）满足方程（８），则

犺（狓）＝犈
狓［∫
τ犇

０

犵（犡狊）ｄ狊］＋犈
狓［犳（犡τ犇）］（１１）

式中，犈狓表示对狓取期望值。

为证明上述定理，先给出以下两个引理。

引理１　设犳是犇上有界可测函数，若

１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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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犈
狓［犳（犡τ犇）］；狓∈犇 （１２）

则


２
＝０

ｌｉｍ
狋↑τ犇

（犡狋）＝犳（犡τ犇
｛ ）

（１３）

反之，若犇 内存在有界可测函数 满足式（１３），

则其必定由式（１２）表示。证明如下。

１）因为犡狋的生成元是Ｌａｐｌａｃｅ算子，根据生

成元的定义［１３］知式（１３）第一式成立。固定狓∈

犇，记｛犇犽｝是开集增序列，其中珡犇犽犇，且犇＝∪
犽

犇犽。令τ＝τ犇，τ犽＝τ犇犽，则根据强 Ｍａｒｋｏｖ性

质［１３］，有：

（犡τ犽）＝犈
犡
τ犽［犳（犡τ）］＝

犈狓［θτ犽（犳（犡τ））狘犉τ犽］＝犈
狓［犳（犡τ）狘犉τ犽］

而犕犽＝犈
狓［犳（犡τ）｜犉τ犽］是（离散时间）有界鞅，根

据鞅收敛定理与鞅不等式［１４］，可证方程（１３）第二

式成立。

２）设犇犽、τ犽同上，根据 Ｄｙｎｋｉｎ公式
［１３］和式

（１３）第一式可得：

（狓）＝犈
狓［（犡τ犽）］，犽

结合式（１３）第二式，有：

（狓）＝ｌｉｍ
犽→∞
犈狓［（犡τ犽）］＝犈

狓［犳（犡τ犇）］

　　引理２　犵∈犆（犇）满足式（１０），令

（狓）＝犈
狓［∫
τ犇

０

犵（犡狊）ｄ狊］ （１４）

则


２
＝－犵，在犇内

ｌｉｍ
狋↑τ犇

（犡狋）＝｛ ０
（１５）

反之，若犇 内存在有界可测函数满足式（１５），

则其必定由式（１４）表示。证明如下。

１）对开集犝，设η∫
τ

０

犵（犡狊）ｄ狊，τ＝τ犝。根据强

Ｍａｒｋｏｖ性质
［１３］，有：

犈狓［（犡τ）］－（狓）

犈狓［τ］
＝
犈狓［犈犡τ［η］］－犈

狓［η］

犈狓［τ］

＝
犈狓［θτη－η］

犈狓［τ］

将η用近似表示为：

η
（犽）
＝∑

犻

犵（犡狋犻）χ｛狋犻＜τ犇｝Δ狋犻

由于

θ狋η
（犽）
＝∑

犻

犵（犡狋犻＋狋）χ｛狋犻＋狋＜τ
狋
犇
｝Δ狋犻

对所有犽成立，所以

θ狋η＝∫
τ犇

τ

犵（犡狊）ｄ狊

从而

ｌｉｍ
犝↓狓

犈狓［（犡τ）］－（狓）

犈狓［τ］
＝

ｌｉｍ
犝↓狓

－１

犈狓［τ］
犈狓［∫

τ

０

犵（犡狊）ｄ狊］＝－犵（狓）

由于连续，犡狋的生成元是Ｌａｐｌａｃｅ算子，所以式

（１５）第一式成立。

令犎（狓）＝犈狓［∫
τ犇

０

｜犵（犡狊）ｄ狊］，按引理１定义

犇犽、τ犽。和上述过程类似，有：

犈狓［犎（犡τ犽∧狋）］＝犈
狓［∫

τ犇

τ犽∧狋

狘犵（犡狊）狘ｄ狊］→０

（当狋→τ犇，犽→ ∞）

所以式（１５）第二式成立。

２）仍取 犇犽、τ犽同引理１。根据 Ｄｙｎｋｉｎ公

式［１３］和式（１５）第一式，得：

犈狓［（犡τ犽）］－（狓）＝

犈狓［∫
τ犽

０

（
２
）（犡狊）ｄ狊］＝－犈

狓［∫
τ犽

０

犵（犡狊）ｄ狊］

结合式（１５）第二式，有：

（狓）＝ｌｉｍ
犽→∞

（犈狓［（犡τ犽）］＋犈
狓［∫
τ犽

０

犵（犡狊）ｄ狊］）＝

犈狓［∫
τ犇

０

犵（犡狊）ｄ狊］

　　定理１的证明如下。

１）解的存在性。根据引理１和引理２的结论

知，式（１１）满足式（８）。

２）解的惟一性。显然，式（８）可分解为：


２犺１ ＝０，　　 在犇内

ｌｉｍ
狋↑τ犇

犺１（犡狋）＝犳（犡τ犇），ａ．ｓ．犙
狓，狓∈

烅
烄

烆 犇

和

２犺２ ＝－犵，　　 在犇内

ｌｉｍ
狋↑τ犇

犺２（犡狋）＝０，ａ．ｓ．犙
狓，狓∈

烅
烄

烆 犇

　　根据引理１和引理２知，犺１ 和犺２ 分别只存在

惟一解：

犺１ ＝犈
狓［犳（犡τ犇）］，犺２ ＝犈

狓［∫
τ犇

０

犵（犡狊）ｄ狊］

故式（１１）是式（８）的惟一解。

３　随机积分解与传统解式的关系

为说明随机积分解与传统解式的关系，引入

Ｇｒｅｅｎ测度的概念。在区域犇 中的狓 处，犡狋的

Ｇｒｅｅｎ测度犌（狓，犎）定义为：

２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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犌（狓，犎）＝犈
狓［∫
τ犇

０

χ犎（犡狊）ｄ狊］ （１６）

式中，χ犎是犎（犎 是犚
３中的Ｂｏｒｅｌ集）上的特征函

数。

定理２　式（１２）等价于：

犺（狓）＝∫
犇

犵（狔）犌（狓，ｄ狔）＋∫
犇

犳（狔）Π（狓，ｄ狔）

（１７）

式中，Π（狓，ｄ狔）＝犙
狓［犡τ犇∈ｄ狔］，ｄ狔∈犇，狓∈犇。

证明　由于 犈
狓［犳（犡τ犇 ）］满足平均值特

性［１４］，即

犈狓［犳（犡τ犇）］＝∫
犇

犳（狔）犙
狓［犡τ犇 ∈ｄ狔］

又根据式（１６），有：

∫
犇

犵（狔）犌（狓，ｄ狔）＝犈
狓［∫
τ犇

０

犵（犡狊）ｄ狊］

故定理２成立。

事实上，Ｇｒｅｅｎ测度犌（狓，犎）表征的是犡狋到

达犇 之前在犎 所处时间的期望值［１３］。如果犡狋

是Ｂｒｏｗｎ运动，则
［１３］：

犌（狓，犎）＝∫
犎

犌（狓，狔）ｄ狔 （１８）

式中，犌（狓，狔）就是普通意义下的Ｇｒｅｅｎ函数；ｄ狔

表示Ｌｅｂｅｓｑｕｅ测度
［１３］，且

Π（狓，Γ）＝∫
Γ

π（狓，狔）ｄ狔 （１９）

式中，Γ∈犇；π（狓，狔）就是普通意义下的Ｐｏｉｓｓｏｎ

核函数［１７］。

因为生成元是Ｌａｐｌａｃｅ算子的Ｉｔｏ扩散过程，

就是Ｂｒｏｗｎ运动
［１３］，所以根据式（１８）和式（１９），

在Ｌｅｂｅｓｑｕｅ测度意义下，式（１７）为：

犺（狓）＝∫
犇

犵（狔）犌（狓，狔）ｄ狔＋∫
犇

犳（狔）π（狓，狔）ｄ狔

（２０）

这就是将式（７）作为确定性边值问题的解。

解式（２０）与式（１１）的差异在于，白噪声等的

影响直接包含在式（２０）中，而根据式（１１），白噪声

就会被滤掉。这是因为，若狏为白噪声，则有：

犈狓［犳（犡τ犇）＋狏］＝犈
狓［犳（犡τ犇）］

４　结　语

从大地测量的观测实际看，重力场中的许多

观测量实际上包含着许多不确定性因素，如果将

它们看成是随机变量，则重力场应视为随机过

程。从随机积分解和传统Ｌｅｂｅｓｑｕｅ测度意义下

的解的关系可以看出，利用传统确定性大地边值

问题或随机大地边值问题去实现物理大地测量学

主题，取决于对该主题实现精度的要求。传统的

确定性边值问题的解中将包含随机观测误差等众

多不确定性因素，而随机积分解则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克服这一问题。要将重力场解的精度提高到

ｃｍ级，所应顾及的影响包含着众多方面。顾及

重力场中众多的不确定性因素，视重力场为随机

过程，研究重力场的随机特性，对精化重力场具

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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