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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ＧＰＳ／重力边值问题为基本的数学模型，通过数值模拟方法，对不同精度的扰动重力数据对ＧＰＳ／

重力边值问题的影响及误差量级进行了模拟和分析，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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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ＧＰＳ技术的出现和快速发展，人们可以

准确地求出地面点的大地高，这就使得扰动重力

的获取成为现实。Ｍｏｒｉｔｚ提出了ＧＰＳ／重力边值

问题的概念［１］，基于 Ｍｏｌｏｄｅｎｓｋｙ方法直接给出

了ＧＰＳ／重力边值问题的解。在此基础上，文献

［１，２］给出了ＧＰＳ／重力边值问题的定义及数学

表达，并利用连续趋近法给出了问题的一阶近似

解。在此之前，由于扰动重力无法获取，许多学者

对以重力异常为边界数据的第三边值问题研究得

比较多，并且取得了许多成果，具体见文献［３７］。

由于扰动重力与重力异常具有相类似的属性，理

论上完全可以采用上述方法改化 Ｈｏｔｉｎｅ积分核

来减小误差影响或分析误差源及误差量级。本文

以ＧＰＳ／重力边值问题为基本的数学模型，以扰

动重力为输入数据，通过数值模拟来确定扰动重

力数据精度对ＧＰＳ／重力边值问题的结果影响量

级。

１　犌犘犛／重力边值问题的基本原理

ＧＰＳ／重力边值问题的基本原理
［１，２］为：以

ＧＰＳ观测得到的大地高数据及其对应点的重力

观测数据计算该点的扰动重力，并以地球自然表

面为边界，以其上的扰动重力δ犜为边值，构建出

关于地面扰动位的Ｌａｐｌａｃｅ方程定解问题，即求

解扰动位犜，满足：

Δ犜＝０

犜／狀狘犛 ＝－δ｛ 犵
（１）

式中，犜／狀｜犛 为扰动位犜 沿垂向狀的导数；犛为

地球自然表面。

由于边界面犛不是一个等位面，问题（１）的

求解较为复杂。文献［２］应用连续趋近法得到问

题（１）的级数解，其一阶逼近解的形式为：

犜＝
犚
４π∫σ（δ犵＋δ犵１）犎（ψ）ｄσ （２）

式中，ψ为计算点与流动点之间的角距；犚为地球

平均半径；σ为单位球面；犎（ψ）为 Ｈｏｔｉｎｅ核函

数；δ犵１ 为：

δ犵１ ＝
犚２

２π∫σ
犺－犺狆
犾３０

δ犵－
１

８π∫σδ犵犎（ψ）ｄ［ ］σｄσ
（３）

式中，犾０ 为流动点与计算点之间对应的单位球面

距；犺－犺狆 为计算点与流动点之间的大地高差，它

可以由ＧＰＳ观测准确获得。通过式（２）、式（３）及

Ｂｒｕｎｓ公式
［７］可得：

ζ＝犜／γ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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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γ是正常重力。其实用公式为
［２］：

ζ（θ，λ）＝
犚
４πγ∫σ δ犵－（犺－犺狆）

δ犵狆
［ ］犺 犎（ψ）ｄσ（５）

２　扰动重力数据精度对犌犘犛／重力

边值问题影响的数值模拟

２．１　数据预处理

本文收集到某区域的１１７５个ＧＰＳ／重力点，

该区域高程的最大差值约为１９５６．１２ｍ，扰动重

力最大值为８９．２６１ｍＧａｌ，最小值为－２４４．８１９

ｍＧａｌ，平均值为－５３．３５９ｍＧａｌ，是典型的山区地

形。利用收集到的ＧＰＳ／重力点，根据公式
［７］：

δ犵＝犵－γ （６）

计算测点的扰动重力δ犵。其中，犵为测点的地面

重力观测值；测点所对应的地面正常重力值γ的

泰勒展开式为［７］：

γ＝γ０＋
γ
犺
犺＋

１

２

２
γ

犺
２犺
２
＋… （７）

式中，γ０ 为已测重力点在椭球面上投影点的正常

重力值；犺为ＧＰＳ大地高。在实际计算中，正常重

力γ０ 是以 ＷＧＳ８４参考椭球的基本参数求得的。

γ０ 采用的实用计算公式为
［８］：

γ０ ＝

９７８．０３２６７７１４（１＋０．００１９３１８５１３８６３９ｓｉｎ
２
θ）

　／（１－０．００６６９４３７９９９０１３ｓｉｎ
２
θ）

１／２ （８）

式中，θ为大地纬度。

为得到同一地区不同精度的扰动重力值，采

用的方法是假设以式（６）直接计算得到的值为扰

动重力真值，在此基础上，分别加入不同噪声水平

的随机误差。随机误差产生的基本原则为：① 符

合正态分布；② 平均值为零。根据该原则，通过

Ｍａｔｌａｂ工具产生方差分别为０．１、０．５、１．０、２．０的

四组（每组１１７５个数）随机误差，图１为不同噪声

水平的随机误差图。然后在扰动重力真值中分别

加入四组随机误差，从而产生了不同精度的扰动重

力数据。这种数据模拟方式符合实际情况，将使得

模拟结果更合理。在实际计算中，采用Ｓｈｅｐａｒｄ曲

面拟合法［８］对不同精度的扰动重力数据分别进行

格网化处理，由于数据分辨率基本在３ｋｍ左右，因

此在实际拟合中采用的搜索半径为３ｋｍ。

图１　不同噪声水平的随机误差图

Ｆｉｇ．１　Ｒａｎｄｏｍ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ＮｏｉｓｅＬｅｖｅｌｓ

２．２　数值模拟及结果分析

利用不同精度的扰动重力计算得到格网化数

据，通过式（５）采用严密的球面核函数和一维

ＦＦＴ技术
［９］分别计算高程异常ζ、ζ

０．１、ζ
０．５、ζ

１．０和

ζ
２．０。图２为用扰动重力真值计算的高程异常ζ

等值线图，图３为不同精度的扰动重力数据计算

的高程异常等值线图。

从图２与图３基本看不出什么不同或只有细

微差别，这说明结果误差应该在ｃｍ 级范围内。

为了能更好地看出ζ和ζ
０．１、ζ

０．５、ζ
１．０、ζ

２．０之间的

差别，将ζ和ζ
０．１、ζ

０．５、ζ
１．０、ζ

２．０之间作差值，图４

为作差值后的等值线图。从图４可以得到，当扰

动重力值精度在０．１ｍＧａｌ时，对ＧＰＳ／重力边值

问题的影响最大为２ｍｍ量级；当扰动重力精度

在０．５ｍＧａｌ级时，最大影响也仅为５ｍｍ量级；

当扰动重力精度分别在１ｍＧａｌ和２ｍＧａｌ时，结

果影响最大分别达到了１ｃｍ级以上，这在目标为

亚ｃｍ级（似）大地水准面的确定中是必须考虑

的。表１给出了高程异常差值的统计信息。

根据表１可以明显地看出，当扰动重力值精

度小于０．５ｍＧａｌ时，高程异常差值的最大值、最

图２　高程异常ζ等值线图（单位：ｍ）

Ｆｉｇ．２　ＩｓｏｌｉｎｅＭａｐｏｆＨｅｉｇｈｔＡｎｏｍａｌｙζ

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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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不同精度的扰动重力计算的高程异常等值线图（单位：ｍ）

Ｆｉｇ．３　ＩｓｏｌｉｎｅＭａｐｏｆＨｅｉｇｈｔＡｎｏｍａｌｙＣｏｍｐｕｔｅｄｆｒｏｍＧｒａｖｉｔｙ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图４　高程异常差值的等值线图（单位：ｍ）

Ｆｉｇ．４　ＩｓｏｌｉｎｅＭａｐ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ζａｎｄζ
０．１，ζ

０．５，ζ
１．０，ζ

２．０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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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高程异常差值统计信息／ｍ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ζａｎｄζ
０．１，ζ

０．５，ζ
１．０，ζ

２．０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标准差

ζ
０．１－ζ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ζ
０．５－ζ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ζ
１．０－ζ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ζ
２．０－ζ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小值以及平均值和标准差都在１ｃｍ量级内，这在

当代目标为１ｃｍ级（似）大地水准面确定中是可

以忽略的。而当扰动重力精度超过１ｍＧａｌ时，最

大影响量级则超过１ｃｍ。由此可以得出，在一定

的区域面积范围内，利用 ＧＰＳ／重力边值问题确

定（似）大地水准面时，应根据（似）大地水准面的

具体精度要求合理地确定重力数据的采集精度，

如以不影响结果精度为原则，则野外重力数据采

集到０．５ｍＧａｌ级误差就完全可以满足当代（似）

大地水准面的要求。同时由式（６）～式（８）可知，

扰动重力精度与野外重力测量精度、ＧＰＳ测量精

度有关，因此，在生产实践中，根据实际情况科学

合理地确定野外重力测量精度和ＧＰＳ精度，将可

以有效地节约时间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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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高工、李百顺教授级高工以及袁春荣高工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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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Ａ１９ＹｕｑｕａｎＲｏａ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４９，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ＧＰＳ／ｇｒａｖｉｔｙ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ｖａｌｕ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ｔｈｅｅｒｒｏｒｓｃａｕｓｅｄ

ｇｒａｖｉｔｙ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ｗｉｔｈ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ａｒ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ｕｓｉｎｇ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ｓｏｍ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ａｒ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ｗｈｉｃｈｍａｙｄｉｒｅｃｔｐｒａｃ

ｔｉｃｅ．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ｇｒａｖｉｔｙ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ＧＰＳ／ｇｒａｖｉｔｙＢＶＰ；ｑｕａｓｉｇｅｏｉｄ；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ＺＨＡＮＧＬｉｍｉｎｇ，Ｐｈ．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ｇｅｏｄｅｓｙａｎｄｇｅｏｄｅｓｙｄａｔａ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ｌｉｍｉｎｇ７７＠１２６．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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