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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解决多代卫星测高数据之间的不协调问题，基于误差验后补偿理论，提出了将传统的交叉点平差

整体解法简化为两步处理法，即首先使用条件平差法对交叉点观测方程进行平差计算，然后沿测高轨迹进行

海面高滤波和推估。使用新方法可大大简化联合平差的计算过程，且有利于提高计算结果的稳定性和可靠

性，对规则和不规则的区域网和全球网交叉点平差问题都同样适用。实际算例证明了新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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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星高度计是海洋遥感卫星装备的基本观测

仪器之一，由其提供的精密全球或区域性平均海

面高模型已成为研究全球和区域性海洋学问题的

重要基础。人们利用卫星测高技术监测平均海面

高度的微小变化，进而研究全球气候变化的总体

趋势；根据热带赤道海域平均海面的年际变化分

析和预测厄尔尼诺（ＥｌＮｉｎｏ）事件的发生与发

展［１３］。测高卫星还被认为是一种功能强大的全

球海洋潮汐信息观测系统。近年来，基于卫星测

高数据提取海洋潮汐信息研究的成果已有相当数

量的积累［４，５］。

设计卫星高度计的最初目的是研究和测定地

球形状及大地水准面，进而恢复海洋重力场。卫

星测高极大地改善了海洋大地水准面的求定精

度，是这项技术对大地测量学和地球物理学研究

的一个最大贡献。实际计算结果表明，卫星测高

已经能够提供海洋地区具有统一高程基准以及具

有较高精度和分辨率的大地水准面起伏，由卫星

测高数据间接推求海洋重力异常研究也取得了令

人瞩目的成果［６１０］。多方面的成功应用已经充分

显示卫星测高技术具有巨大的实用价值和广阔的

应用前景。但无论是研究平均海面变化、提取海

洋潮汐信息，还是推求海洋重力场，都必须以经过

精化处理后的海面高度数据为基础。由于受卫星

定轨误差、测高误差和海面高时变误差等多种干

扰因素的影响［１１１３］，卫星测高观测量不可避免地

存在一定大小的偏差，尽管在数据处理中可通过

数学建模方法对一些主要误差源进行改正，但剩

余噪声的影响量值仍不可忽略，因此，必须开展数

据精细后处理的研究工作。自１９７３年第一颗测

高卫星（Ｓｋｙｌａｂ）发射升空至今，已有近１０颗卫星

测高数据投入运用。这些卫星发射于不同年代，

由于受当时科学技术条件的限制，不同时期获得

的卫星测高数据在覆盖率、分辨率、采样率以及精

度水平等各个方面都存在不小的差异。为了充分

利用卫星测高数据资源，近１０ａ来，国内外学者

重点开展了多代卫星测高数据融合技术的研究，

并积累了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６８，１３１６］。测高轨

迹交叉点平差是这一研究领域的核心技术，本文

在深入分析和评价现有交叉点平差方法技术特征

的基础上，主要针对现有方法实施过程过于繁琐

和存在较多不确定因素等问题［１２１６］，基于误差验

后补偿理论［１７］，提出了测高轨迹交叉点平差分步

处理新方法，并通过对Ｇｅｏｓａｔ、ＥＲＳ１、ＥＲＳ２和

Ｔ／Ｐ四种卫星测高数据处理结果的分析，证明新

方法具有极好的适用性和有效性。在此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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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多代卫星测高数据联合平差获得的结果，进

一步反演了中国海及其邻域地区的重力异常，并

将计算结果同海面船测数据作了对比，证明计算

结果是可靠的。

１　现有交叉点平差方法分析

由于受当时空间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限制，

早期测高卫星定轨的精度较低，径向轨道误差一

直被认为是卫星测高观测量的主要误差源，利用

交叉点的闭合差对海面高观测值进行平差，是削

弱径向轨道误差，也就是补偿海面高观测系统性

偏差的基本方法，传统上称之为交叉点平差。

传统上进行交叉点平差一般推荐使用以下径

向轨道误差模型［１２，１８］：

Δ狉＝狓０＋狓１ｓｉｎμ＋狓２ｃｏｓμ（适于长弧）（１）

Δ狉＝狓０＋狓１μ（适于中长弧） （２）

Δ狉＝狓０（适于短弧） （３）

式中，狓０、狓１和狓２代表与轨道长半径犪、偏心率犲

和平近点角犕 相应摄动量Δ犪、Δ犲和Δ犕 有关的

参数，在区域范围内假定为常数，是交叉点平差的

待估参数；μ为相对某个参考时间的关于犕 的时

间变量，由观测时间确定。将交叉点海面高的不

符值作为观测量，可建立相应的平差观测方程和

误差方程，其矩阵形式为：

犞＝犃^犡－犔 （４）

式中，犃为系数矩阵；犔为观测值向量；^犡 为未知

参数向量，其最小二乘解为：

犡^＝ （犃
Ｔ犘犃）－１犃Ｔ犘犔 （５）

犘为观测值的权阵。

当观测量（交叉点）的总个数大于待估参数的

总个数时，方程（４）是“超定”的，即有多余观测，因

此从理论上讲，它应该有惟一最小二乘解。但由

于这里作为观测量的交叉点海面高不符值只是一

种相对观测量，即交叉点网络中没有固定的海面

高作基准，因此，交叉点网络是一个自由网，如同

自由水准网一样，存在基准问题。这说明由误差

方程（４）建立起来的法方程式是奇异的，即法方程

系数矩阵是秩亏的。固定一个交叉点需要已知４

个径向轨道误差参数，可以证明［１２］，其法方程系

数矩阵犖＝犃Ｔ犘犃的秩亏数为４。如果径向轨道

误差用一个狀次多项式来表征，则秩亏数为（狀＋

１）２。由此得知，交叉点平差是一个秩亏平差问

题，对此问题目前有三种可行的处理方法［１２１４］。

１）固定弧段法。对两参数模型，选择网中认

为精度最高的两条平行弧段作为固定弧段；当使

用狀个模型参数时，则固定狀条平行弧段。

２）亏秩网平差法。即在最小二乘准则犞Ｔ犘犞

＝ｍｉｎ和最小范数条件犡Ｔ犡＝ｍｉｎ（或犡Ｔ犘犡犡＝

ｍｉｎ）下求方程解，其解为：

犡^＝ （犃
Ｔ犘犃＋犘犡）

－１犃Ｔ犘犔

　　３）拟合与平差同步法。即在进行交叉点平

差的同时，进行测高海平面与大地水准面之间的

拟合。

从以上的分析和讨论不难看出，无论采用哪

一种处理方法，传统的交叉点平差的解算过程明

显过于复杂和繁琐，不利于工程化应用，对于不规

则的区域网和全球网交叉点平差问题，情况更是

如此。另外，传统平差方法一直是以径向轨道误

差作为主要误差源来构建平差模型的，最近几年，

随着轨道改进技术的运用，新版本卫星测高数据

（特别是对应于新一代测高卫星的数据）中的径向

轨道误差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其影响量值与其他

诸如观测仪器、地面定轨参考框架偏心、海潮模

型、时变海面地形等误差源已经基本相当，因此可

以认为，当前卫星测高数据受到的影响是来自多方

面的动态系统误差的干扰，这些干扰的综合效应变

化规律相当复杂，研究构建与之相对应的平差模型

自然就成为联合处理多代卫星测高数据的关键。

为了简化计算过程，提高计算结果的稳定性和可靠

性，本文提出将传统的交叉点平差整体解法简化

为两步处理法，即首先使用条件平差对交叉点观

测方程进行平差，然后使用新的误差模型沿测高

轨迹进行海面高滤波和推估。这种在平差后进行

系统误差补偿的方法也称为验后补偿法。

２　交叉点条件平差

首先将测高轨迹上任意一点的海面高观测值

表示为：

犺＝犺０＋Δ （６）

式中，犺代表海面高观测量；犺０为犺的真值；Δ为

观测误差（含偶然误差和系统误差）。根据式（６），

在第犻条升弧和第犼条降弧的交叉点处，可建立

如下形式的条件方程式：

ν
犪
犻犼－ν

犱
犻犼 ＝犺

犪
犻犼－犺

犱
犻犼 （７）

式中，犺犪犻犼－犺
犱
犻犼＝犱犻犼称为交叉点海面高不符值。对

于具有多个交叉点的轨迹网络，可写出交叉点条

件方程的矩阵形式为：

犅犞－犇＝０ （８）

式中，犞 为观测误差的改正数向量；犅 为由１和

－１组成的系数矩阵；犇为交叉点不符值向量。式

９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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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的最小二乘解为：

犞＝犘
－１犅Ｔ（犅犘－１犅Ｔ）－１犇 （９）

对应的协因数阵为：

犙犞 ＝犘
－１犅Ｔ（犅犘－１犅Ｔ）－１犅犘－１ （１０）

式中，犘为观测值向量的权矩阵。设测高轨迹上

的各个测点均为独立观测量，则不难推得：

ν
犪
犻犼 ＝狆

犱
犻犼犱犻犼／（狆

犪
犻犼＋狆

犱
犻犼） （１１）

ν
犱
犻犼 ＝－狆

犪
犻犼犱犻犼／（狆

犪
犻犼＋狆

犱
犻犼） （１２）

式中，狆
犪
犻犼和狏

犪
犻犼分别代表第犻条升弧在交叉点处的

观测权因子和观测量改正数；狆
犱
犻犼和狏

犱
犻犼分别代表第

犼条降弧在交叉点处的观测权因子和观测量改正

数。

３　测高沿轨滤波和推估

按前面的交叉点条件平差方法求得改正数犞

值以后，可进一步将犞 值视为一类虚拟的观测

量，通过选择合适的误差模型来描述测高沿轨系

统偏差的变化，并以此为基础对犞 值进行最小二

乘滤波和推估。从包含偶然误差和系统误差的犞

值中排除噪声干扰，进而分离出系统偏差（信号）

的过程即为滤波。根据滤波结果确定的误差模型

进一步补偿各个测点上的系统偏差可以理解为是

一种推估过程。

由前面的分析得知，当前卫星测高数据受到

的影响是来自多方面的动态系统误差的干扰，这

些干扰的综合效应变化规律相当复杂，有线性变

化的部分，也有周期性变化的部分，但更多的是变

化规律表现复杂的部分，对于这些按复杂规律变

化的系统误差，可以设法将其展开成代数多项式

或其他函数形式来分析它与某种因素的联系。根

据 Ｗａｇｎｅｒ（１９８５）和Ｒｕｍｍｅｌ（１９９３）等人的研究

结果，同时考虑到各类测高误差的综合作用效果，

本文将传统的测高误差模型扩展为如下以测点时

间作为自变量的混合多项式模型：

犳（狋）＝犪０＋犪１狋＋…＋犪狀狋
狀
＋

∑
犿

犻＝１

（犫犻ｃｏｓ犻ω狋＋犲犻ｓｉｎ犻ω狋） （１３）

式中，狋代表测点时间；犪犻（犻＝０，１，２，…，狀）和犫犻、犲犻

（犻＝１，２，…，犿）均为待定系数；ω代表对应于误差

变化周期的角频率，一般取为：

ω＝２π／（犜１－犜０） （１４）

式中，犜０和犜１分别代表测高弧段起始和结束时对

应的观测时刻。此时，式（１３）中的时间变量应相

应改写为（狋－犜０）。

误差模型直接反映平差问题的物理或几何特

性，因此，其形式准确与否将对平差结果的质量起

决定性作用。本文使用式（１３）作为误差模型的出

发点是：除测高卫星径向轨道误差以外，把其他误

差源也都包罗在假定的误差模型中，能够较好地

体现不同干扰因素影响下的综合作用效果。

完成交叉点条件平差以后，对于每一条测高

弧段，以式（１３）为误差模型可建立如下形式的误

差方程：

ν＝犳（狋）＋δ （１５）

式中，δ为观测噪声。式（１５）的矩阵形式为 ：

犞＝犃犡＋犝 （１６）

这里犞代表前面由交叉点条件平差得到的虚拟

观测值向量（即交叉点海面高观测量改正数）；犝

为犞的改正数向量；犃为已知系数矩阵；犡为待求

的误差模型参数向量。式（１６）的最小二乘间接平

差解为：

犡＝ （犃
Ｔ犘犞犃）

－１犃Ｔ犘犞犞 （１７）

式中，犘犞为犞的权矩阵。将按式（１７）求得的误差

模型系数代入式（１３），依据各个测高弧段测点的

观测时间即可完成相应的系统偏差改正。

由式（１０）得知，当把各个测点上的海面高视

为独立等精度观测量时，虚拟观测值向量犞 的权

矩阵犘犞 将是由阶数为４的单位权矩阵组成的特

殊型带状矩阵。这说明在前面的假设条件下，每

一条升弧段的虚拟观测值向量只与每一条降弧段

中的一个虚拟观测值发生相关关系，同样，每一条

降弧段的虚拟观测值向量只与每一条升弧段中的

一个虚拟观测值发生相关关系。如果忽略它们之

间存在的这种微弱关系，那么，在解算式（１７）时，

只需要单独地处理每一条弧段（包括升弧和降弧）

在交叉点处的虚拟观测量，而不必将整个测网作

为一个整体进行求解。这个结果是所期望的，也

是本文提出两步处理法的目的所在。相比较而

言，虽然从理论上讲，这种基于验后补偿法的平差

效果可能不如合理赋权的严密整体平差法，但它

的计算过程要比严密平差法简化许多，其法方程

式也不再出现秩亏现象，因此它的平差结果应当

更加稳定和可靠。将这一改进算法应用于多代卫

星测高数据联合平差处理，更能体现其简单、实用

的优越性。

４　多代卫星测高数据联合平差实践

本研究采用的卫星测高数据包括 Ｇｅｏｓａｔ、

ＥＲＳ１、ＥＲＳ２和Ｔ／Ｐ四种。为了消除不同年代

卫星测高数据内部及相互之间的不协调性，本文

０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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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使用前面提出的两步处理法对每一类别的卫

星测高数据进行内部平差处理，即进行单星交叉

点两步平差处理。在此基础上，以Ｔ／Ｐ卫星所采

用的地球参考坐标框架和地球椭球为基准，将其

他种类的卫星测高数据统一到同一基准，即固定

所有的Ｔ／Ｐ测高弧段，逐一进行其他卫星与Ｔ／Ｐ

卫星之间的双星交叉点两步平差处理。最后利用

两个阶段联合平差处理获得的计算结果，通过网

格化方法进一步建立２′×２′平均海面高数值模

型。

本研究选用的数据覆盖范围为纬度５°Ｓ～５０°

Ｎ，经度１００°Ｅ～１５０°Ｅ。首先完成四种卫星五类

数据自交叉点的海面高不符值计算，然后进行单

星交叉点两步平差法处理，平差前后的海面高不

符值的统计结果如表１所示。

完成第一阶段平差处理后，进一步计算Ｔ／Ｐ

卫星与其他卫星互交叉点上的海面高不符值，并

以其为基础进行双星交叉点两步平差法处理，这

一阶段平差前后的海面高不符值的统计结果如

表２所示。

表１　各类卫星自交叉点平差前后的海面高不符值统计结果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Ｃｒｏｓｓｏｖ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Ｃｒｏｓｓｏｖｅｒ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卫星／数据类 交点数
平差前／ｃｍ 平差后／ｃｍ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均方根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均方根

ＥＲＳ１／３５ １３８３ －６０ ４６ １．６ １４．４ －３６ ２８ ０．１０ ６．０

ＥＲＳ２／３５ １４２３ －７４ ８７ ０．７ ８．４ －２８ ４６ －０．０１ ４．９

Ｇｅｏｓａｔ／ＥＲＭ ４９０ －５０ ４３ －４．２ １３．７ －２４ ２０ ０．００ ５．２

Ｇｅｏｓａｔ／ＧＭ １３３６００ －１８０ ２３２ －９．０ ２４．９ －９０ １１１ －０．０３ １０．４

Ｔ／Ｐ １５６ －１７ １４ －０．９ ４．５ －１１ ８ ０．０７ ２．２

表２　Ｔ／Ｐ卫星与其他卫星互交叉点平差前后的海面高不符值统计结果

Ｔａｂ．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Ｃｒｏｓｓｏｖ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Ｐ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

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Ｃｏｃｒｏｓｓｏｖｅｒ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卫星／数据类 交点数
平差前／ｃｍ 平差后／ｃｍ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均方根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均方根

ＥＲＳ１／３５ １２４３ －５４ ８６ ２２．９ ２６．８ －３２ ３７ ０．０３ ５．５

ＥＲＳ２／３５ １２１４ －７ １１９ ２５．８ ２９．９ －３６ ３６ －０．０３ ５．１

Ｇｅｏｓａｔ／ＥＲＭ ５４２ －７２ ９４ １６．０ ２０．９ －６４ ４７ －０．０１ ６．４

Ｇｅｏｓａｔ／ＧＭ ５５５１ －１２６ １３９ １６．０ ２２．０ －４９ ４１ ０．０１ ５．６

　　表１的计算结果说明，本文提出的卫星测高

系统误差验后补偿两步处理法取得了预期的效

果，海面高交叉点不符值的均方根已从平差前的

±５～±２５ｃｍ下降到平差后的±２～±１０ｃｍ，补

偿效果非常显著，这一步骤已基本消除了各类卫

星测高数据自身内部的不协调性。从表２的计算

结果可以看出，Ｔ／Ｐ卫星与其他卫星数据之间明

显存在一个大小不等的常值系统差，这是由于它

们采用了不同的参考椭球和参考框架的缘故。为

了消除它们之间的不协调性，在完成第一阶段自

交叉点平差后，继续进行第二阶段互交叉点联合

平差。表２的计算结果说明，第二阶段误差补偿

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海面高交叉点的不符值

均方根值从平差前的±２１～±３０ｃｍ下降到平差

后的±５～±６ｃｍ，成功实现了多代卫星测高数据

基准的统一。

５　卫星测高重力场反演

为了检验前面计算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利用

距离加权求平均的方法将离散点海面高转换为

２′×２′网格值，并通过差分方法求出各个网格点

上的垂线偏差分量，将此数值模型代入逆Ｖｅｎｉｎｇ

Ｍｅｉｎｅｓｚ公式
［８］，由１ＤＦＦＴ算法计算出相应网

格点上的重力异常值。本文最后完成了将反演重

力异常与海面船测重力归算值进行比较的外部检

核工作。参加比较的船测重力异常均为从１９９０

年至２００３年在我国海区获得的实际观测值，其观

测精度在１～３ｍＧａｌ之间，测点总数为１４９７０８０

个。参加比较的海面船测数据的分布范围、数量、

重力和水深变化幅度及反演重力异常比较结果统

计如表３所示。

从表３可以看出，卫星测高反演重力异常与

船测观测值之间普遍存在一定大小的系统性偏

差，这大概与参考场误差、坐标及重力系统转换误

差有关，但其真正的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表

３的计算结果同时说明，利用卫星测高数据反演

海洋重力异常的点值精度在４．７９～８．５７ｍＧａｌ之

间，平均精度指标为６．３３ｍＧａｌ，如果把船测重力

异常本身还存在１～３ｍＧａｌ的观测误差这一因

１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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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海面船测重力水深数据概况及反演重力异常的比较结果／ｍＧａｌ

Ｔａｂ．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ｈｉｐ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ａｎｄ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Ｄｅｒｉｖｅｄ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Ｓｅａ

观测年份 分布范围 测点总数
水深变化幅度／ｍ 重力变化幅度

最小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比较平均值 比较均方根值

１９９０ ８°～１２°Ｎ，１１１°～１１５°Ｅ ３０７０ ３０８ ４３９５ －３３ ８８ －３．３８ ８．２５

１９９１ ８°～１６°Ｎ，１１３°～１１７°Ｅ ２５４５ ４９３ ４４４８ －４２７ ４８１ －２．９０ ８．５７

１９９３ １２°～１５°Ｎ，１１３°～１１６°Ｅ ３８３３ ６２２ ４６１３ －３４ １３６ －３．５４ ５．７７

１９９４ ９°～１１°Ｎ，１１０°～１１４°Ｅ ２５３２ ２５８ ４３０３ －３２ ８４ －３．０１ ６．４９

１９９５ １１°～１２°Ｎ，１１０°～１１４°Ｅ ２４９２ ５７６ ４３５９ －４５ ３６ －３．９６ ５．８７

１９９６ １２°～１４°Ｎ，１１０°～１１４°Ｅ ２４０７ １１６４ ４４４１ －２１６ ６０ －３．２６ ５．２９

１９９７ １１°～１５°Ｎ，１１０°～１１４°Ｅ １３８７４ ２７３ ４４６３ －５６ ９２ －０．９９ ５．６１

１９９８ １４°～１７°Ｎ，１１２°～１１５°Ｅ ９６８１ ２１８ ４２７６ －１２４ ８７ －１．８９ ７．１８

１９９９ａ １５°～１８°Ｎ，１１４°～１１８°Ｅ ５６９３６ ２２２ ４２９６ －１００ １４６ －３．６８ ６．６６

１９９９ｂ １７°～２０°Ｎ，１１３°～１１６°Ｅ ６３３１４ ４５５ ４６６１ －６３ ６６ －２．４６ ５．０１

２０００ａ １６°～２０°Ｎ，１１６°～１１９°Ｅ ５８４３８ ４６３ ４５１４ －８０ １７９ －１．６４ ６．６５

２０００ｂ １７°～２０°Ｎ，１１７°～１２０°Ｅ ６０７８６ １５１４ ４６５６ －１３７ ６５ －４．０４ ５．７５

２００１ａ ７°～１０°Ｎ，１１０°～１１６°Ｅ ５８９４６ ２４９ ３４６４ －１１６ ２０５ －４．７１ ７．３０

２００１ｂ ５°～９°Ｎ，１０８°～１１０°Ｅ １０８４１ ６ １６４７ －７３ ６１ －４．１３ ５．８０

２００２ａ １２°～１６°Ｎ，１１７°～１１９°Ｅ ３０５１０３ ８６３ ５０４５ －７０ １１２ －３．５２ ５．９５

２００２ｂ ２２°～２５°Ｎ，１１７°～１２０°Ｅ １８４７５６ １０ ８７ －１９ ５４ －０．１２ ７．６５

２００３ａ １７°～１８°Ｎ，１０９°～１１０°Ｅ ３３８４４１ １ ６０１ －４２ ６２ －２．１３ ５．２６

２００３ｂ ２５°～２９°Ｎ，１２０°～１２３°Ｅ ３１９０８５ ２ ５６１ －３３ ７０ －０．３２ ４．７９

素也考虑在内，那么从表３的比较结果可以看出，

卫星测高反演重力异常点值的计算精度已经非常

接近于文献［１９］中所作的理论估算水平（即±５．４

ｍＧａｌ）。上述数值估算结果略优于国际上其他学

者获得的比对结果［６８］。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

获得的卫星测高重力异常反演结果是可信的。

６　结　语

由于影响卫星测高观测量的各种误差源的变

化极其复杂，期望使用确定的数学模型来模拟各

种误差影响，并对其进行完全彻底的改正几乎是

不可能的，因此，必须考虑使用其他手段来消除剩

余误差的影响。为了解决多代卫星测高数据联合

平差的问题，本文提出将传统的交叉点平差整体

解法简化为两步处理法，即首先使用条件平差法

对交叉点观测方程进行平差计算，然后沿测高轨

迹进行海面高滤波和推估。本文为此构建的系统

误差补偿模型既考虑了主要误差源，即测高卫星

径向轨道误差的影响，又把其他误差源也都包罗

在假定的误差模型中，能够较好地体现不同干扰

因素影响下的综合作用效果。使用新方法可大大

简化联合平差的计算过程，且有利于提高计算结

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对规则和不规则的区域网

和全球网交叉点平差问题都同样适用，因此具有

较高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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