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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ＧＰＳ／重力边值问题为基本数学模型，利用不同分辨率扰动重力数据分别模拟了对ＧＰＳ／重力边值

问题的影响。数值模拟结果表明，数据分辨率与结果精度有密切联系，在丘陵地区，当数据分辨率在２ｋｍ

时，可以满足ｃｍ级似大地水准面的要求，同时提出了一些现实可行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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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ＰＳ／重力边值问题
［１，２］是随着ＧＰＳ技术的

出现才被提出和应用的，其理论属于大地测量边

值问题中的第二类边值问题（Ｎｅｕｍａｍｍ边值问

题）。Ｍｏｒｉｔｚ在１９９８年已经提出了ＧＰＳ／重力边

值问题的概念，并通过扰动重力与重力异常具有

类似的调和属性，从 Ｍｏｌｏｄｅｎｓｋｙ收缩法的角度，

直接给出 ＧＰＳ／重力边值问题的解。文献［３］通

过该方法求解了区域似大地水准面，达到了较好

的精度效果。从理论上讲，ＧＰＳ／重力边值问题是

固定边值问题，较自由边值问题具有求解方便、误

差小等特点。目前来看，现在野外测量地面重力

值一般都是通过ＧＰＳ技术定位，这为ＧＰＳ／重力

边值问题的进一步推广提供了数据保障。因此，

有必要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尤其是精度

方面的研究。

不管是Ｓｔｏｋｅｓ积分还是 Ｈｏｔｉｎｅ积分，理论

上都需要全球连续分布的重力数据，但实际上只

能以点带面，即用有限个数的重力数据格网化处

理结果来计算全球积分。这就必然要求去研究重

力数据分辨率与似大地水准面之间的关系。实际

上，陈俊勇等人在２００１年就针对不同地形类型，

提出了相应的ＧＰＳ／水准点和重力数据的密度要

求［４］，后来又对 ＧＰＳ／水准点的网格间距设计进

行了评述［５，６］。孙凤华等人也给出了在格网重力

数据精度相同条件下的重力补点公式［７］，对重力

数据基本分辨率的确定进行了研究［８］。本文采用

同一地区不同分辨率的扰动重力数据，利用

ＧＰＳ／重力边值问题分别计算了似大地水准面，通

过精度对比和分析，得出了一些有现实意义的结

论，尤其是对大地水准面确定中的重力点设计具

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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犵为边值，构建出关于地

面扰动位的Ｌａｐｌａｃｅ方程定解问题。

求解扰动位犜，满足：

Δ犜＝０

犜

狀 犛
＝－δ

烅

烄

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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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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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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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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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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Ｂｒｕｎｓ
［９］，即可直接计算得到高程异常ζ。

２　 不同分辨率扰动重力数据对

犌犘犛／重力边值问题影响及分析

２．１　数据预处理

本文收集到了深圳地区４８２３个ＧＰＳ／重力

点数据［１０］，重力数据的分辨率约为１ｋｍ，该地区

扰动重力的最大值为５９．０６１ｍＧａｌ，最小值为

－３４．５８２ｍＧａｌ，平均值为－１３．１０４ｍＧａｌ。地形

方面，除小面积范围内有高程达９００ｍ左右的山

之外，其他地区一般高程变化量不超过２５０ｍ，平

均高程约为３８ｍ。总之，深圳具有多丘陵地貌特

征，图１为该区域的概略地形模型图。

利用以下公式：

δ犵＝犵－γ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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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为测点所对应的地面正常重力值，

其泰勒展开式［９］为：

γ＝γ０＋
γ
犺
犺－

１

２

２
γ

犺
２犺
２
＋… （５）

图１　深圳区域的概略地形模型图

Ｆｉｇ．１　ＳｈａｐｅｄＲｅｌｉｅｆＭａ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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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ＷＧＳ８４参考椭球的基本参数求得。

为了得到同一地区不同分辨率的扰动重力数

据，人为地将外业采集的重力数据密度分别降低

为２ｋｍ（实际利用１４１０个ＧＰＳ／重力点）、４ｋｍ

分辨率（实际利用４１０个 ＧＰＳ／重力点），然后利

用Ｓｈｅｐａｒｄ曲面拟合法
［１１］分别进行格网化处理，

最终的格网化数据分别处理为１′×１′和２′×２′。

２．２　计算结果及分析

利用不同分辨率原始扰动重力数据分别得到

的扰动重力格网化数据，通过式（２），采用严密的

球面核函数和一维ＦＦＴ技术
［１２］分别了计算了高

程异常。其中利用４８２３个原始ＧＰＳ／重力点数

据计算的０．５′×０．５′重力似大地水准面作为低分

辨率重力似大地水准面的评价标准。图２为不同

分辨率重力数据计算的ＧＰＳ／重力似大地水准面

等值线图，图中ζ１×１表示利用原始扰动重力分辨

率为１ｋｍ数据计算的高程异常，ζ２×２表示利用原

始扰动重力分辨率为２ｋｍ 数据计算的高程异

常，ζ４×４表示利用原始扰动重力分辨率为４ｋｍ数

据计算的高程异常。

从图２可以看出，利用不同分辨率的重力数

据计算的似大地水准面似乎相差不大，这同时说

图２　不同分辨率重力数据计算的ＧＰＳ／重力似大地水准面等值线图

Ｆｉｇ．２　ＣｏｎｔｏｕｒＭａｐｏｆＧＰＳ／ＧｒａｖｉｔｙＱｕａｓｉｇｅｏｉｄ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ＧｒａｖｉｔｙＤａｔａ

４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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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该区域似大地水准面变化较为平缓，高分辨率

的重力数据并不能显示出明显的优越性。为了更

好地显示出不同分辨率重力数据之间的差别，对

其分别进行了差值计算，图３为ζ２×２－ζ１×１等值

线图，图４为ζ４×４－ζ１×１等值线图。

图３　ζ２×２－ζ１×１等值线图

Ｆｉｇ．３　ＣｏｎｔｏｕｒＭａｐｏｆζ２×２－ζ１×１

图４　ζ４×４－ζ１×１等值线图

Ｆｉｇ．４　ＣｏｎｔｏｕｒＭａｐｏｆζ４×４－ζ１×１

从图３、图４来看，随着原始重力数据分辨率

的降低，计算结果差值越来越大，基本成比例增

长。为更加明显地看出差值的具体数据，表１给

出了详细统计信息。ζ２×２－ζ１×１最大值和最小值

互差仅为０．０６８ｍ，而平均值和标准差的绝对值

都不大于０．００５ｍ，这说明利用２ｋｍ分辨率的重

力数据与用１ｋｍ分辨率数据的计算结果相差不

大，两者结果可视为精度相当。而ζ４×４－ζ１×１的

标准差达到了±０．０１２ｍ，这在ｃｍ级大地水准面

确定中是不容忽略的。

表１　统计信息／ｍ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Ｄａｔａ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标准差

ζ２×２－ζ１×１ ０．０２５ －０．０４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ζ４×４－ζ１×１ ０．０４８ －０．０８８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２

　　实际上，结合图１中的地形特征，很容易发现

图３、图４和图１具有很强的地形相关性，而差值

较大的地区一般是地形起伏较大的地区。为了进

一步说明这种相关性，表２列出了部分特征点（例

如山顶等）的点位坐标、高程以及差值信息。从表

２可以很直接地看出高程异常差值信息和高程信

息密切相关，这说明随着原始重力数据分辨率的

降低，一些地形高频信息损失得较为严重。但由

于（似）大地水准面具有长波项变化特征，意味着

（似）大地水准面的变化不可能太大或产生突变，

因此当原始重力数据分辨率从１ｋｍ降为２ｋｍ

时几乎没有影响到（似）大地水准面的精度，从表

１～表２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这也与孙凤华

等人的研究结论［８］相吻合。而将重力数据分辨率

降为４ｋｍ时，随着山顶高程的增加，高程异常差

值越来越大，最大值的绝对值达到了０．０８８ｍ，标

准差亦为±０．０１２ｍ，这种误差在现代高精度大

地水准面计算中是不容忽略的。因此，根据以上

计算和分析结果可以得出，在用 ＧＰＳ／重力边值

问题确定（似）大地水准面时，在平原和丘陵地区

一般要求扰动重力数据分辨率为２ｋｍ时基本能

满足现代大地水准面精度要求。不过从图中可以

看出，地形是影响（似）大地水准面精度的主要因

素，为此，建议在地形复杂的地区加密重力数据，

而在较为平坦地区即使分辨率为４ｋｍ亦能满足

精度要求。

表２　部分特征点信息汇总表

Ｔａｂ．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ｍ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Ｐｏｉｎｔｓ

点号
点位坐标／ｋｍ

狓 狔
高程／ｍ

（ζ２×２－

ζ１×１）／ｍ

（ζ４×４－

ζ１×１）／ｍ

１ ２７．５００ ５６．８３３ １２１．０９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２

２ ２８．４１７ ８６．１６７ ２６０．０３７ －０．００６ －０．０２５

３ ３１．１６７ ９２．５８３ １１２．９９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３３

４ ２３．８３３ ３４．８３３ ２７３．６４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２３

５ ４３．６３０ ２７．８１１ ２４８．５４０ －０．０１５ －０．０３６

６ ５０．５１８ ５９．０９９ ６２０．１３８ －０．０１６ －０．０７３

７ ５８．５５６ ２６．６５３ ５４８．８６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２９

８ ７６．９２０ ３２．４４７ ２６９．０９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３４

９ ８７．２５９ ３４．７６４ ５６１．０９９ －０．０４４ －０．０８４

１０ ５７．４０７ ２６．６５２ ２０２．０２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３８

１１ １０１．０３７ ４９．８２８ ４８４．１６４ －０．０１１ －０．０５６

１２ ９１．８５２ ３０．１２９ １６８．６９９ －０．００６ ０．０２５

１３ ６１．４１７ ６２．３３３ ２４３．４２５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２

１４ ２６．５８３ ５８．６６７ ６１３．８４９ ０．００５ ０．０４１

３　结　语

１）当扰动重力数据分辨率为２ｋｍ时，较之

扰动重力数据分辨率为１ｋｍ的计算结果互差最

大为０．０２５ｍ，最小值为－０．０４３，而平均值和标

准差分别为－０．００５ｍ和±０．００５ｍ，这在似大地

水准面确定中完全可以视为同量级的精度效果。

２）当扰动重力数据分辨率为４ｋｍ时，平均

值和标准差都在１ｃｍ以上，在地形起伏较大的地

方误差较大，最大最小值互差达到０．１３６ｍ，这在

５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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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大地水准面确定中是不能被忽略的。

３）在平坦和丘陵地区，当扰动重力数据分辨

率为２ｋｍ时，基本可以满足大地水准面的精度

要求，这与孙凤华等在文献［８］中的结论相符。

４）从本文中图表所提示的信息来看，利用不

同分辨率扰动重力数据计算的高程异常之差与地

形有很强的相关性，当地势较为平坦时，分辨率为

４ｋｍ的扰动重力数据亦能满足精度要求。

５）在似大地水准面确定中，野外采集重力数

据时如果能以２ｋｍ分辨率为基本要求，根据地

形实际情况，合理优化设计，将会起到节约成本和

提高计算精度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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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实践专项基金和地理空间信息工程国家测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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