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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分析局部重力场最小二乘配置法技术特点的基础上，推导出一种能综合多种类型、不同高度重力场

元经验协方差函数的通用表达方法，以期实现局部重力场元的内插、外推、延拓或其他不同高度的重力场元估

计一体化。分析了最小二乘配置技术的一些性能以及算法实现中应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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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３．０

　　最小二乘配置法在地球重力场模型计算和局

部重力场逼近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最小二乘配置

技术需要的重力场元数据可以是离散、少量分布、

多类型及距地表高度不同的。目前，如何处理分

布不均、精度不一的地面重力数据，如何在重力场

边值条件下实现多种类型数据综合和局部重力场

误差分析能力，已成为ｃｍ级大地水准面精化面

临的重要问题。从最小二乘配置理论来看，这些

问题都有相应的解决方案，但其精度与理论是否

满足当前ｃｍ级大地水准面精化的需要仍然值得

研究。

１　局部重力场最小二乘配置技术

局部重力场的所有场元都可看成空间平稳随

机场的随机量，任意场元观测量犾可表示为：

犾犻＝犔犻犜＋狀犻 （１）

式中，犔犻为由扰动位犜 表示场元犾的线性范函算

子；狀是观测噪声，其向量形式为：

犾＝狋＋狀 （２）

式中，狋＝犔犜，是犾的信号部分。则有最小二乘

预估公式：

犛^＝犆狊犾（犆狋狋＋犆狀狀）
－１犾＝犆狊犾（犆犾犾＋犆狀狀）

－１犾（３）

式中，^犛为待估的重力场参数估值；犆狊狋、犆狋狋以及犆狀狀

为协方差矩阵，由相应的协方差函数确定。

待估重力场参数估值的方差可按下式估计：

犇^犛^犛 ＝犆狊犾犆
－１
犾犾犆

Ｔ
狊犾－犆狊犾（犆犾犾＋犆狀狀）

－１犆Ｔ狊犾 （４）

２　局部协方差函数的通用表示技术

２．１　局部协方差函数的通用表达方式

扰动位犜的协方差函数可表示为
［３］：

犓（犘，犙）＝
犌犕２犪０
狉狉＇ ∑

犖

犻＝２

σ
２
犻

犪２（ ）狉狉′

犻＋１

犘犻 ｃｏｓ（ ）ψ ＋
犌犕２犫０
狉狉′

∑

犖
ｍａｘ

犻＝犖＋１

１
（犻－１）（犻－２）（犻＋２４）

犚２犅（ ）狉狉′

犻＋１

犘犻 ｃｏｓ（ ）ψ （５）

式中，犪０、犫０为常数；犪为地球椭球的长半径；犚犅 为

Ｂｊｅｒｈａｍｍｅｒ球半径；犌犕 为地球引力常数；σ
２
犻 为

地球重力场模型位系数误差阶方差；犖 为模型重

力场最大阶数；犖ｍａｘ为协方差函数最大阶数；犘犻

（·）为Ｌｅｒａｎｇｄｒｅ函数；ψ为流动点犙 到计算点

犘 的球面角距；狉为计算点的地心距；狉′为流动点

的地心距。令

犑０犻 ＝犘犻（ｃｏｓψ），犑犻 ＝
犘犻（ｃｏｓψ）


，犑′犻 ＝

犘犻（ｃｏｓψ）

′

犑λ犻 ＝
犘犻（ｃｏｓψ）

λ
，犑λ′犻 ＝

犘犻（ｃｏｓψ）

λ′

犑λ′犻 ＝

２犘犻（ｃｏｓψ）

λ′
，犑λ′犻 ＝


２犘犻（ｃｏｓψ）

λ′

犑′犻 ＝

２犘犻（ｃｏｓψ）

′
，犑λλ′犻 ＝


２犘犻（ｃｏｓψ）

λλ′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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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λ为经度；为地心纬度；上标有“′”表示流动

点犙对应的量，无“′”表示计算点犘对应的量。则

对于地球外空间（包括地表及外空间），任意两种重

力场元狓、狔之间的协方差函数均可统一表示为：

犆狓，狔（犘，犙）＝
犌犕２犪０
狉狉′ ∑

犖

犻＝２

犉犻犑犻σ
２
犻

犪２（ ）狉狉′

犻＋１

＋
犌犕２犫０
狉狉′ ∑

犖
ｍａｘ

犻＝犖＋１

犉犻犑犻
（犻－１）（犻－２）（犻＋２４）

犚２犅（ ）狉狉′

犻＋１

（７）

　这样，当求不同类型的协方差函数时，只需将对 应形式的犉犻、犑犻代入式（７）即可。具体情况如表１。

表１　局部重力场元协方差函数关系表

Ｔａｂ．１　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计算点
流动点

高程异常 空间异常 扰动重力 东西垂线偏差 南北垂线偏差

高程异常
犉犻＝

１

γγ′

犑犻＝犘犻（ｃｏｓψ）

空间异常
犉犻＝

犻－１

狉γ′

犑犻＝犘犻（ｃｏｓψ）

犉犻＝
（犻－１）２

狉狉′

犑犻＝犘犻（ｃｏｓψ）

扰动重力
犉犻＝

犻＋１

狉γ′

犑犻＝犘犻（ｃｏｓψ）

犉犻＝
犻２－１

狉狉′

犑犻＝犘犻（ｃｏｓψ）

犉犻＝
（犻＋１）２

狉狉′

犑犻＝犘犻（ｃｏｓψ）

东西垂线

偏差

犉犻＝－
１

狉γγ′ｃｏｓ

犑犻＝犑λ犻

犉犻＝－
犻－１

狉狉′γｃｏｓ

犑犻＝犑λ犻

犉犻＝－
犻＋１

狉狉′γｃｏｓ

犑犻＝犑λ犻

犉犻＝
１

狉狉′γγ′

犑犻＝犑′犻

南北垂线

偏差

犉犻＝
１

狉γγ′

犑犻＝犑犻

犉犻＝
犻－１

狉狉′γ

犑犻＝犑犻

犉犻＝
犻＋１

狉狉′γ

犑犻＝犑犻

犉犻＝－
１

狉狉′γγ′ｃｏｓ′

犑犻＝犑λ′犻

犉犻＝
１

狉狉′γγ′ｃｏｓｃｏｓ′

犑犻＝犑λλ′犻

　　表１中上三角的协方差函数表达式，可通过

将重力场元狓与狔顺序进行调换导出，若局部重

力场元不在同一个球面上，则调换后的协方差函

数式与互换前的式子是不相等的。

　　若利用参考重力场按移去恢复法进行局部

重力场元估计，则从重力场的线性表示理论可知，

参考重力场模型不准确对积分区域内的重力场元

的表示无影响。因此，可令式（５）中的犪０＝０，则

通用的协方差函数可表示为：

犆狓，狔（犘，犙）＝
犌犕２犫０
狉狉′ ∑

犖
ｍａｘ

犻＝犖＋１

犉犻犑犻
（犻－１）（犻－２）（犻＋２４）

（犚２犅／狉狉′）
犻＋１ （８）

２．２　通用表达式的特点

利用通用表达式，可以综合多种重力观测数

据估计经验协方差函数参数，提高协方差函数的

准确性，甚至可以利用不同高度处重力场元数据，

如航空重力数据、卫星重力数据。

通用表达式意味着一旦估计出某地区的经验

协方差参数，则该地区所有类型的重力场元协方

差函数都可直接求出。

通用表达式适合于地球外空间（含地表）任意

高度，且易于实现局部重力场元的内插、外推、延

拓或其他不同高度的重力场元估计一体化。

３　最小二乘配置法的性能测试

３．１　真值模拟

选择３６０阶ＥＧＭ９６重力场模型，将３６０阶

次ＥＧＭ９６模型高程异常、模型重力异常、模型扰

动重力作为真值，将相应的３６０阶次与２７０阶次

残差称为残差高程异常、残差空间异常、残差扰动

重力真值。模拟分辨率为２．５′×２．５′的５°×５°格

网残差空间异常和格网残差扰动重力，中央１°×

１°区域为残差高程异常计算区域。

３．２　经验协方差函数估计

按协方差函数式（７）（下称双参协方差函数）

和式（８）（下称单参协方差函数），并分别由残差空

间异常和残差扰动重力估计经验协方差函数，理

论协方差函数取 Ｈｉｒｖｏｎｅｎ函数形式。４种方案

的协方差曲线如图１～图４。

３．３　配置解的性能测试

分别按单参协方差函数和双参协方差函数构

造残差空间异常协方差、残差扰动重力协方差、残

差空间异常残差高程异常互协方差、残差扰动重

力残差高程异常互协方差，按最小二乘配置法共

计算出４组残差高程异常配置解；按Ｓｔｏｋｅｓ积分

公式由残差空间异常计算残差高程异常；按

Ｈｏｔｉｎｅ积分公式由残差扰动重力计算残差高程异

常。将全部６个残差高程异常解与模型残差高程

异常真值求差，结果如图５。

３．４　测试结果分析

１）参数协方差函数还是双参数协方差函数，

利用残差空间异常和残差扰动重力的拟合的参数

结果相近；利用同一类型的重力场元数据按单差

拟合的协方差参数与双参的参数结果也相近。

２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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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残差空间异常

拟合的双参协方差

Ｆｉｇ．１　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ｗｉｔｈ

Ｔｗｏ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ｓｆｒｏｍ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

　　

图２　残差扰动重力

拟合的双参协方差

Ｆｉｇ．２　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ｗｉｔｈＴｗｏ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ｓｆｒｏｍ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ＤｉｓｔｕｒｂｉｎｇＧｒａｖｉｔｙ

　　

图３　残差空间异

常拟合的单参协方差

Ｆｉｇ．３　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ｗｉｔｈＯｎｅ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ｆｒｏｍ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

　　

图４　残差扰动重力

拟合的单参协方差

Ｆｉｇ．４　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ｗｉｔｈＯｎｅＣｏｎ

ｓｔａｎｔｆｒｏｍ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ＤｉｓｔｕｒｂｉｎｇＧｒａｖｉｔｙ

图５　６种残差高程异常计算结果与真值之差

Ｆｉｇ．５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ａｎｄＴｒｕｅ

Ｎａｌｕｅｓｏｆ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ＳｉｘＫｉｎｄｓ

　　２）在计算残差高程异常配置解过程中发现，

不论是采用单参配置，还是采用双参配置，计算点

与流动点最佳配置距离为相关长度的０．７５～１．５

倍，超出范围精度会明显降低，当大于２倍以上相

关长度后，配置结果不可预料。图１～图４显示，

２倍相关长度约为４６ｋｍ，对应的经验协方差与

理论协方差偏离太大，为负数，已没有实际意义。

３）由图５可知，当重力数据足够多且分布均

匀时，Ｓｔｏｋｅｓ积分和Ｈｏｔｉｎｅ积分法计算残差高程

异常的效果要好于配置法；单参配置法略好于双

差配置法。

４）最小二乘配置法所需要的重力场元观测

数据远少于积分法，配置法仅利用至多２倍相关

长度范围内的重力场元数据。本例中，最小二乘

配置半径约为３０ｋｍ，而Ｓｔｏｋｅｓ和 Ｈｏｔｉｎｅ积分

半径为２°～２．５°。在重力数据比较缺乏的地区，

采用最小二乘配置法是合适的。

４　结　语

重力场元协方差函数表达的是实际地球重力

场的结构和重力场元之间的客观关系，即任意地

球外空间的任一重力场元的协方差函数是客观存

在的，不随重力场元观测量发生变化。

本文推荐的协方差函数通用表达式，可以综

合多种重力观测数据估计经验协方差函数参数，

提高协方差函数的准确性；易于实现局部重力场

元的内插、外推、延拓或其他不同高度的重力场元

估计一体化。

最小二乘配置法要求流动点到计算点的距离

不大于２倍相关长度，计算点与流动点最佳配置

距离为相关长度的０．７５～１．５倍。

协方差矩阵求逆已不再是影响最小二乘配置

在局部重力场应用的主要因素，估计合理的、能反

映局部重力场结构的协方差函数是保证局部重力

场最小二乘配置法有效性的关键。研究高运算效

率、更准确的经验协方差函数是局部重力场最小

二乘配置法今后应着力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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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ｓｉｍｐ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ｏｆ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ｓｃｏ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ｔｉａｌ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ｓｐｕ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ｗｈｉｃｈｉｓｉｄｅｎｔｉｃｆ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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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ｃａｌｇｒａｖｉｔｙｆｉｅｌｄ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ａｎｄ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ｈｅｉｇｈｔｓｏｆｔｈｅｉｒｓ．Ｓｏｍｅａ

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ｏｆ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ｓｃｏ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ａｎｄｓｏｍ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ｒｅｎｏｔｅｄ

ｉｎ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ｅｓｔｉｎｇ．Ｉｔｉ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ｖｅｒｓｅｃｏｖａｒｉ

ａｎｃｅｍａｔｒｉｘｉｓｎｏｔａｋｅｙ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ａｌｌ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ｉｎｍｉｓｓｉｏｎｉｓｔｏｓｔｕｄｙｍｏｒ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ｍｏｒｅ

ｅｘａｃｔ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ｔｉａｌ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ｓｃｏ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ｌｏｃａｌｇｒａｖｉｔｙｆｉｅｌ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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犎犝犃犖犌犑犻狀狊狅狀犵
１
　犔犐犝犑狌狀狀犻狀犵

１
　犔犐犝犆犺犲狀犵犫犪狅

１
　犜犐犃犖犎狌犻

１

（１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Ｇｅｏｄｅｓｙａｎｄ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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