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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极国际犌犘犛联测的海潮位移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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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海洋负荷潮理论，利用ＣＲＳ４．０全球海潮模型，计算了参加南极国际ＧＰＳ联测的中国南极长城

站和中山站的海潮位移改正，并将海潮位移改正应用到ＧＰＳ数据处理当中。在ＧＡＭＩＴ软件的解算过程中，

分别按加入和不加入海潮位移改正，对ＧＰＳ基线分量进行了计算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对于南极国际ＧＰＳ

联测，海潮位移改正对ＧＰＳ基线分量具有不可忽略的影响，数据处理时需要重点考虑。

关键词：ＧＰＳ；海潮；模型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８．４２；Ｐ２２９．２

　　自１９９５年起，国际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组织

实施全南极国际ＧＰＳ联测，每年观测３个星期左

右，至今已连续观测１１ａ。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

心根据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４年连续７ａ的ＧＰＳ观测数

据得出结论：南极洲板块整体上正在向南美洲方

向运动，其中位于西南极的我国南极长城ＧＰＳ观

测站每年运动约２．０ｃｍ，位于东南极的中山ＧＰＳ

观测站每年运动约１．０ｃｍ。这一数据表明，长城

站与中山站之间的距离正渐渐拉长。目前，南极

洲年均运动量最大的是南极半岛地区，其中位于

该地区的乔治兰岛上的巴西费拉兹ＧＰＳ观测站

运动速度最大，每年以约２．３ｃｍ的速度向南美洲

方向运动。这说明南极半岛地区相对于南极大陆

有逃逸的趋势［１］。

海潮位移改正是指在海洋负荷的作用下固体

地球会产生形变及附加位的变化，从而影响测站

的定位精度。海洋负荷对于近海测站的影响要远

大于内陆地区［３］。南极大陆是世界上惟一被海洋

包围的大陆，四周有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其海

岸线长达２．４７万ｋｍ。本文利用ＣＲＳ４．０海潮模

型对南极地区的海潮改正进行了计算，在处理南

极国际ＧＰＳ联测数据时，加入了海潮改正，并分

析了其对基线的影响程度。

１　海潮位移改正模型

在球坐标系中，海潮对测站位移的影响可用

褶积积分来表示：

（φ，λ，狋）＝∫ρ犎（φ′，λ′，狋）犌（θ，犃）ｄ狊′ （１）

式中，ρ为海水密度；（φ，λ）和（φ′，λ′）分别为测站

和负荷点的球坐标；犃、θ为测站到负荷点的方位

角和极距；ｄ狊′为负荷面元；犎 为瞬时潮高；犌为格

林函数。其中，

犎 ＝ ［Δ狉ΔφΔ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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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Δ狉、Δφ、Δλ 为海潮负荷引起的测站垂直方

向、南北方向和东西方向的改正。垂直和水平方

向的格林函数犌分别为：

犌（θ）垂直 ＝
犽犚

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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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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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式中，犽为引力常数；犚 为地球半径；犵为重力常

数；犺′狀和犾′狀为狀阶负荷勒夫数，其值可依据地球内

部结构模型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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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计算结果与分析讨论

根据式（１）～式（３），笔者采用ＣＲＳ４．０全球

海潮模型计算了海潮中１１个主要潮波分量（犕２、

犖２、犛２、犓２、犓１、犗１、犕犳、犕犿、犛狊犪）引起的南极地区

ＧＰＳ跟踪站的海潮位移改正的振幅和相位，如长

城站、中山站等。ＣＲＳ４．０模型由 Ｔｅｘａｓ大学提

供。表１给出了长城站和中山站的海潮位移改

正，表中垂直分量向上为正，水平分量向西／向南

为正。从表中可以看出，长城站和中山站垂直方

向的海潮位移改正比水平方向较大；长城站的海

潮位移改正比中山站大一些；犕２、犓２ 和犗１ 三个

潮波分量的振幅相对其他潮波比较显著，最大振

幅达到２１ｃｍ。

本文采用的数据是由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

表１　长城站和中山站海潮位移改正

Ｔａｂ．１　ＯｃｅａｎＴｉｄａｌ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测站名 潮波分量 Ｕ分量振幅／ｃｍ ＥＷ分量振幅／ｃｍ ＮＳ分量振幅／ｃｍ Ｕ分量相位／（°） ＥＷ分量相位／（°）ＮＳ分量相位／（°）

长

城

站

犕２ ２１．９３ ２．６６ １．６２ ８９．１ １０５．８ －１６３．０

犛２ ８．８８ ２．４５ １．０９ １３４．８ １０７．４ －１０９．６

犖２ ３．３４ ０．６９ ０．３５ ５９．１ １１０．２ １５７．４

犓２ ２．３ ０．７２ ０．３０ １４０．４ １０７．８ －１０７．２

犓１ １４．２５ １．３０ １．１８ －１１４．６ １４１．５ ３３．３

犗１ １５．８５ ０．７９ ０．６０ －１３３．９ １６０．１ １１．５

犘１ ４．８８ ０．４１ ０．３８ －１１５．２ １４１．３ ３１．３

犙１ ３．７２ ０．２３ ０．１１ －１４５．１ １６９．０ １４．０

犕犳 １．７１ ０．０５ ０．０４ ２０．７ －１７３．８ －５８．１

犕犿 １．２９ ０．０８ ０．０６ １８．２ －１７８．１ ７３．５

犛狊犪 ０．９６ ０．０１ ０．０１ －１８０．０ －１８０．０ ０．０

中

山

站

犕２ ４．８０ ０．４７ ２．３６ ６．１ －１２．１　 　 １４．６

犛２ ２．６６ ０．６３ １．１２ １２４．０ ２８．３ １０５．２

犖２ １．６０ ０．０６ ０．６２ －２３．５ －３７．５ －１０．０

犓２ ０．７８ ０．１８ ０．３３ １２８．６ ２９．９ １１０．２

犓１ ８．２４ １．１８ １．４０ ７７．９ ２４．５ ９２．３

犗１ ８．８３ １．２０ １．９３ ７６．２ －７．３ ８３．４

犘１ ２．８１ ０．１０ ０．４９ ７８．０ ２１．９ ９１．７

犙１ １．９６ ０．２６ ０．４６ ７４．１ －１８．７ ７９．６

犕犳 １．０９ ０．０４ ０．１５ １７．３ －１５１．０ ２５．５

犕犿 ０．６６ ０．０２ ０．０９ －１．７ －４１．１ －２１．９

犛狊犪 ０．６６ ０．０３ ０．１０ －１８０．０ ０．０ －１８０．０

提供的２００４年ＳＣＡＲ联测的ＧＰＳ数据，外加部分

ＩＧＳ跟踪站数据。在处理ＧＰＳ数据时，对加入和不

加入海潮位移改正进行计算并作比较分析。首先，

笔者以２００４年０３８天的数据进行实验，分别按加

入与不加入海潮改正用ＧＡＭＩＴ软件（Ｒｅｌｅａｓｅ１０．

０７）进行了计算。在计算中，利用ＩＧＳ提供的精密

星历，按每时段２ｈ进行基线解算。图１是０３８天

长城站到中山站的基线分量变化图，图中１代表

Ｎ方向，２代表Ｅ方向，３代表Ｕ方向。

从图１可以看出，海潮位移改正对基线分量

的影响在一天中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图形类似正

弦函数变化。由于只选择２ｈ的观测时间，所以

整体变化量相对较大。从图中可以看出，垂直方

向的变化量明显大于水平方向，垂直方向变化量

最大高到４０ｍｍ，可见影响相当明显。

另外，笔者还将南极长城站和中山站联合南

极洲及其周边１１个ＩＧＳ站，处理从２００４年０３３

图１　长城站中山站基线向量的日变化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ｆ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ＯｃｅａｎＴｉｄａｌ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ａＤａｙ

天到０４１天（２月２日至２月１０日）的观测数据，

分别按加入与不加入海潮改正用ＧＡＭＩＴ软件进

行了计算。在计算中，同样利用ＩＧＳ精密星历按

天进行基线求解。图２给出了长城站中山站的

基线向量的变化。图中横坐标为年积日 ＤＯＹ

（ｄａｙｏｆｙｅａｒ），纵坐标为基线向量之差的变化，１

代表Ｎ方向，２代表Ｅ方向，３代表Ｕ方向。

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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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加入海潮改正前后基线向量变化图

Ｆｉｇ．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ｆ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ｉｎ９ｄ

从图２中同样可以看出一定的规律性，水平

方向最大变化量约６ｍｍ，而垂直方向变化相对

较大，最大变化量达到８ｍｍ。因为每个时段采

用的是一天数据，因此海潮位移改正对基线向量

的影响相比图１的日变化明显减小，但对于利用

ＧＰＳ进行南极地球动力学研究仍不能忽视。

综上所述，由于南极独特的地理条件，海潮位

移改正对南极国际ＧＰＳ联测测站之间的ＧＰＳ基

线分量具有一定的影响。对于短时间的ＧＰＳ观

测数据处理，这种影响会比较明显；但对于长时间

来说，海潮改正的影响相对较小。总的来说，由于

在南极国际ＧＰＳ联测的目的是为了在南极建立

和维护一个高精度的测量参考框架，与全球陆地

参考坐标框架（ＩＴＲＦ）相联结，并进行南极大陆现

今地壳形变研究，因此，ＧＰＳ观测需采取长时间

连续观测，而海潮位移改正是不可忽略的影响之

一，在ＧＰＳ数据处理中顾及海潮改正的影响，以

便得到可靠且稳定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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