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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重力似大地水准面与区域测高
似大地水准面的拟合问题

王正涛１　李建成１　晁定波１

（１　武汉大学测绘学院，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研究了将陆地重力似大地水准面与ＧＰＳ水准似大地水准面拟合的处理方法推广到海洋的问题，首先

从理论上证明了当存在海面地形，则海洋大地水准面与似大地水准面不重合，导出了在海洋上大地水准面差

距与高程异常之间差值的公式，由此给出了求定平均海面相对于区域高程基准的正常高以及测高似大地水

准面的计算公式。由于测高平均海面与ＧＰＳ大地高有相近的精度，提出了将海洋重力似大地水准面与区域

测高似大地水准面拟合的处理方法，并利用当前最新的海面地形模型和测高平均海面模型做了数值估计。

关键词：重力似大地水准面；ＧＰＳ水准似大地水准面；测高似大地水准面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９．２；Ｐ２２８．４２

　　ＧＰＳ水准网由国家Ａ级和Ｂ级ＧＰＳ定位网

加测水准构成，有时又称高程异常控制网，点的密

度分布在７０～１５０ｋｍ 之间，平均分辨率约１００

ｋｍ。在此网中内插一点的高程异常将含有由于

短波（小于１００ｋｍ）信息缺失的误差，在地形变化

大的山区可达数ｄｍ。为此，将高分辨率（５′×５′）

的重力似大地水准面与ＧＰＳ水准似大地水准面

进行拟合，由此可大幅度提高后者的分辨率。对

同一点两种似大地水准面高的差值含有多种误差

成分，包括观测误差、计算模型误差、参考系偏差

和区域高程基准相对全球基准的偏差等。当这些

误差或偏差的量级相近时，通常难以分离，笔者曾

试图模拟求解参考系偏差参数，但未能获得稳定

合理的结果。为此，对大陆地区采用了四次多项

式分区拟合［１］，取得了较好效果。

１　平均海面正常高

本文着重讨论的是在海洋地区如何拟合重力

似大地水准面和ＧＰＳ水准似大地水准面。在海

洋地区没有也不可能进行ＧＰＳ水准测量，但拥有

高精度、高分辨率的测高平均海面高格网数值模

型，其精度水平与ＧＰＳ大地高的精度水平相当或

接近，但目前还不能获得平均海面一点具有相应

精度且由高程基准起算的正常高。在此，首先要

研究平均海面的正常高。

考虑全球大地水准面和似大地水准面在海洋

区域的关系，如图１，假定平均海面即是大地水准

面，犘０ 是大地水准面上一点，犙０ 是犘０ 沿正常重

力线在椭球面的对应点。大地水准面上的重力位

为犠０，平均地球椭球面上的正常位为犝０，并设犝０

＝犠０，根据似地形表面的定义，在此情况下，平均

海面的似地形表面就是平均地球椭球面，即犘０ 点

的高程异常ζ等于该点的大地水准面的差距犖，大

地水准面与似大地水准面在海洋上重合，平均海面

的正高和正常高均为零，这是传统的观点，即将平

均海面看成大地水准面，满足 ｍ级精度要求。考

虑存在海面地形，即平均海面相对大地水准面有起

伏，如图２，犘为平均海面上一点，在大地水准面、

似大地水准面、似地形表面及椭球面上的对应点

分别为犘０、犙１、犙和犙０，ζ犜 为海面地形。根据似

地形表面的定义，犙点由以下条件确定
［２，３］：

犝０－犝犙 ＝犠０－犠犘，或犝犙 ＝犠犘 （１）



　第３０卷第３期 王正涛等：海洋重力似大地水准面与区域测高似大地水准面的拟合问题

图１　大地水准面与似大地水准面重合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ｉｄＣｏｉｎｃｉｄｅｓｗｉｔｈＱｕａｓｉｇｅｏｉｄ

图２　平均海面的正常高

Ｆｉｇ．２　Ｎｏｒｍ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ｏｆｔｈｅＭｅａｎＳｅａＳｕｒｆａｃｅ

则犘点的正常高犺狉＝犘犙１＝犙犙０可表示为：

犺狉 ＝
犝０－犝犙

γ犿
＝
犠０－犠犘

γ犿
（２）

由于犠０－犠犘＝犵犿·ζ犜，则有：

犺狉 ＝
犵犿

γ犿
ζ犜

或

犺狉 ＝ζ犜 ＋
犵犿 －γ犿

γ犿
ζ犜 （３）

式中，γ犿 是犙 与犙０ 之间的平均正常重力值；犵犿

是犘 与犘０ 之间的平均重力值；这里ζ犜 是犘 点的

正高，犘点的高程异常为
［３］：

ζ＝犖－
犵犿－γ犿

γ犿
ζ犜 （４）

或用布格异常表示为：

ζ＝犖－
Δ犵犅

γ犿
ζ犜 （５）

式中，Δ犵犅 为海洋布格异常
［１］：

Δ犵犅 ＝Δ犵犉＋２π犌（ρ０－ρ犠）·犺犇 （６）

式中，Δ犵犉 为空间异常；犺犇 为海底深度；ρ０ 为地壳

密度；取ρ０＝２．６７ｇ／ｃｍ
３；ρ犠 为海水密度，取ρ犠＝

１．０３ｇ／ｃｍ
３；犌 为 引 力 常 数，取 犌 ＝６．６７

×１０－８ｃｍ３·ｇ
－１·ｓ－２，则有：

Δ犵犅（ｍＧａｌ）＝Δ犵犉＋０．０６９·犺犇（ｍ） （７）

陆地Δ犵犅 通常为负数，海洋Δ犵犅 则通常为正数。

从式（３）和式（５）可看出，当ζ犜≠０，则犺
狉＝０，

ζ≠犖，即海洋由于存在海面地形，大地水准面与

似大地水准面一般不重合。在陆地通常有ζ＞犖，

即似大地水准面在大地水准面之上；而在海洋，似

大地水准面可在大地水准面之下（当ζ犜＞０），也

可在大地水准面之上（当ζ犜＜０）。

２　平均海面相对区域高程基准的正

常高

　　下面研究平均海面一点犘 相对区域高程基

准的正常高，即以区域似大地水准面为参考面的

高程，用珔犺狉狆 表示。用犗表示高程基准点，是区域

似大地水准面上的一特定点，设其海面地形为

ζ
犗
犜，该点到大地水准面的平均重力为犵

犗
犿。犘点的

海面地形用ζ
犘
犜 表示，犘点到大地水准面的平均重

力为犵
狆
犿，则犘点与犗 点的重力位差为：

Δ犠犗犘 ＝犵
犗
犿ζ
犗
犜 ＝犵

犘
犿ζ
犘
犜 （８）

则有：

珔犺狉犘 ＝ （犵
犗
犿ζ
犗
犜 －犵

犘
犿ζ
犘
犜）／γ犿 （９）

利用式（３）、式（４）和式（５）的一般关系，式（９）可写

成：

珔犺狉犘 ＝ζ
犗
犜 －ζ

犘
犜 ＋
Δ犵

犗
犅·ζ

犗
犜 －Δ犵

犘
犅·ζ

犘
犜

γ犿
（１０）

　　设犘 点由卫星测高确定的大地高用犎
犘 表

示，则该点区域似大地水准面的高程异常珔ζ
犘 为：

珔
ζ
犘
＝犎

犘
－珔犺

狉
犘 （１１）

式（１０）右边第三项相当于在海洋上将正高高差化

为正常高高差的改正项，其最大值小于０．００１ｍ

（表２），可以忽略，则式（１１）可写为：

珔
ζ
犘
＝犎

犘
－（ζ

犗
犜 －ζ

犘
犜） （１２）

式（１２）为利用测高数据和海面地形数据计算平均

海面任意一点区域似大地水准面高（高程异常）的

实用公式。其中，犎犘 是测高平均海面高，考虑到

陆地ＧＰＳ水准点的密度平均为１００ｋｍ，则可根

据高分辨率的测高平均海面数值模型形成１°×１°

的格网数值模型；海面地形差（ζ
犗
犜－ζ

犘
犜）可利用目

前国际上发布的海面地形模型（如ＥＧＭ９６海面

地形模型，ＰＯＣＭ４Ｂ、ＰＯＰ（９６）等）同样形成１°×

１°格网数据。在统一的１°×１°格网上，内插海洋

重力似大地水准面高ζ犌，并形成差值Δζ＝珔ζ－ζ犌

格网数据，由此求解多项式拟合参数。这一方法

目前可满足ｄｍ级精度要求。

３　数值计算

本文采用的数据包括国际最新的测高平均海

平面模型ＣＬＳ０１（图３）和海面地形模型 ＥＣＣＯ

（图４），其中ＣＬＳ０１是由法国的卫星数据采集和

定位机构（ＣＬＳ）联合多种测高数据确定的分辨率

为２′×２′的一个高精度平均海面，是以Ｔ／Ｐ测高

５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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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的参考椭球参数与参考框架为基准。海面地

形模型ＥＣＣＯ则是由国际海洋联合项目（ＮＯＰＰ）

下的海洋环流气候估计（ＥＣＣＯ）的子项目完成

的，模型分辨率为６０′。

空间重力异常（图５）采用由 ＣＬＳ提供的

ＣＬＳ＿ＳＨＯＭ９９模型，分辨率为２′。海深数据

（图６）来自美国国家地球物理数据中心和全球数

据中心（ＮＧＤＣ／ＷＤＣＡ）联合发布的分辨率为５′

的全球地形模型ＴＢＡＳＥ。我国海域重力似大地

水准面采用由测高垂线偏差按 Ｍｏｌｏｄｅｎｓｋｙ公式

求得的结果，其中垂线偏差认为已基本消除了海

面地形影响，数据取自ＣＱＧ２０００研究成果
［１］。

图３　ＣＬＳ０１平均海面高／ｍ

Ｆｉｇ．３　ＣＬＳ０１ＭｅａｎＳｅａ

ＳｕｒｆａｃｅＨｅｉｇｈｔ

　　　　
图４　ＥＣＣＯ海面地形／ｍ

Ｆｉｇ．４　ＥＣＣＯＳｅａ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图５　ＣＬＳ＿ＳＨＯＭ９９空间重力异常／ｍＧａｌ

Ｆｉｇ．５　ＦｒｅｅＡｉｒＧｒａｖｉｔｙ

ＡｎｏｍａｌｙＦｉｅｌｄ

　　由式（７）、式（１０）和式（１１）计算中国海域（纬

度０°Ｎ～３９°Ｎ，经度１０５°Ｅ～１３５°Ｅ）的测高似大

地水准面，将数据内插成１°×１°格网，式（１０）中

γ犿 取值９８７１００ｍＧａｌ。由内插得到定义我国高

程基准的青岛验潮站零高程点的空间重力异常为

２３．６ｍＧａｌ，海面地形为０．１９３ｍ。

由布格异常和海面地形数据计算了式（１０）中

第三项（改正项），统计数据见表１，结果表明，在

我国海域此项最大绝对值小于０．００１ｍ，可以略

去。

将计算的区域高程基准测高似大地水准面

（含海面地形影响）与由测高垂线偏差计算得到的

海洋重力似大地水准面（不含海面地形影响）比

较，其差值见图７，统计结果见表２。

表１　正高高差化为正常高高差的改正项统计／ｍｍ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Ｈｅｉｇｈ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正高高差化为

正常高高差改正

最小值 －０．３６２

最大值 ０．０５１

平均值 ０．０９８

标准差 ±０．１１５

均方差 ±０．１５１

表２　两类似大地水准面高的比较统计／ｍ

Ｔａｂ．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ＴｗｏＫｉｎｄｓｏｆＱｕａｓｉｇｅｏｉｄ

卫星测高似大地水准面

与重力似大地水准面之差

最小值 －１．７９７

最大值 １．９８４

平均值 ０．３５９

标准差 ±０．５４４

均方差 ±０．６５２

图６　ＴＢＡＳＥ５数字高程模型／ｍ

Ｆｉｇ．６　ＴＢＡＳＥ５Ｍｉｎｕｔｅ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图７　测高区域高程基准似大地水准面

与重力似大地水准面差值图／ｍ

Ｆｉｇ．７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ＡｌｔｉｍｅｔｒｉｃＱｕａｓｉｇｅｏｉｄ

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ＧｒａｖｉｍｅｔｒｉｃＱｕａｓｉｇｅｏｉｄ

６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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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语

本文将陆地重力似大地水准面与ＧＰＳ水准

似大地水准面拟合的处理方法推广到海洋，从理

论上证明了当存在海面地形，则海洋大地水准面

与似大地水准面不重合，导出了在海洋上大地水

准面差距与高程异常之间差值的公式，并由此给

出了求定平均海面相对于区域高程基准的正常高

以及测高似大地水准面的计算公式。利用导出的

公式计算了相对于青岛验潮站零高程基准点的区

域测高似大地水准面，并形成与重力似大地水准

面差值Δζ＝
珔
ζ－ζ犌 格网数据模型，利用此模型可

以ｄｍ级精度确定我国近海海域相对于国家高程

基准的正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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