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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南极夏季期间，我国第２１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利用ＦＧ５绝对重力仪在长城站两个站点

（Ｃ００１和Ｃ００２）进行了绝对重力测量，精度在±３×１０－８ ｍｓ－２以内，并同时进行了重力垂直梯度测量和水平

梯度测量；利用２台ＬＣＲ相对重力仪在韩国站、智利机场（２点）和菲尔德斯半岛地区的山海关、盘龙山、香蕉

山、半边山等７个站点进行了高精度相对重力测量，精度达±１０×１０－８ｍｓ－２，并进行了相对重力仪比例因子

的标定，建立了我国南极长城站地区绝对重力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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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３．１

　　在南极地区进行重力测量是建立高程基准的

基础。当前，世界上已有不少国家致力于用重力

测量技术在南极地区开展有关地壳垂直运动、海

平面变化、气候变化与大地水准面变化等地球动

力学的研究［１４］。

我国在长城站建站初期采用ＬＣＲ型重力仪

进行了长城站重力基准点国际联测，测得长城站

重力基准点重力值及精度为９８２２０８．６８２±０．０２１

ｍＧａｌ
［５］，受当时测量仪器的限制，重力测量精度

较低。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南极夏季期间，我国第２１

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利用ＦＧ５绝对重力仪在长城

站进行了高精度绝对重力测量，并利用ＬＣＲ相对

重力仪进行了相对重力测量，建立了我国南极长

城站地区的绝对重力基准。

１　绝对重力测量

１．１　绝对重力测量仪器犉犌５

本次南极绝对重力测量采用的仪器是ＦＧ５。

ＦＧ５是自由落体型绝对重力仪。ＦＧ５重力仪采

用了无阻力下落装置，通过记录干涉条纹数可得

到自由落体距离。在记录干涉条纹同时，又经过

标准授时台校正过的高稳定石英振荡器测定下落

时间，并对重力观测数据实时作光束传播时间改

正、地球潮汐改正、气压改正、仪器有效高度改正、

极移改正、海潮改正等，从而得到高精度的绝对重

力测量值［６］。

１．２　现场观测

长城站绝对重力观测站设在ＧＰＳ观测站附

近的一块基岩上。由于绝对重力测量对温度、风

力及气压等周边环境要求很高，而南极长城站区

气候恶劣多变，风力较大，为此专门建造了绝对重

力观测房。ＦＧ５重力仪工作的标称温度是１５℃

～２５℃，变化幅度不应超过±２．５℃，长城站区

即使在夏天也温度较低，为０℃左右，因此，对观

测房应配备恒温设备。

绝对重力测量点的观测时间应不少于１２ｈ，

重力测量分组进行，组与组间的间隔为０．５ｈ。

全部观测的合格组数不少于２４组，每组观测的下

落次数为１２０次。单组下落次数的删除率不得大

于２５％，合格的下落次数不少于２４００次。单次

下落的测量时间设置为１０ｓ。每组的观测起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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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设置在整点或整３０ｍｉｎ。每次下落的距离和

时间对采样数量一般为１２０对，组成观测方程后

解算出观测高度处的观测重力值，并进行固体潮

改正。由于该仪器计算软件包只能处理连续观测

组的观测数据，将这些连续的观测组称为一时段。

因此，当观测由于仪器本身原因或人为干预而被

中断时，应分时段进行处理。综合该点所测全部

时段的各组均值计算平均值，以获得总均值和总

均值标准差，获得观测高度处的观测结果。同时

绘制以时间为横轴（狓），以组均值为纵轴（狔）的组

均值（含标准误差）变化图以及组均值标准误差直

方图。必要时进行观测高度改正，归算至标志面

后获得墩面的观测重力值。

１．３　数据处理

绝对重力测量数据处理采用厂家随机软件

Ｍｉｃｒｏ犵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犵”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Ｐｒｏ

ｃｅｓｓｉｎｇＳｏｆｔｗａｒｅ进行后处理。在使用该软件处

理时，首先是设置用于计算的参数（包括站名、站

号、站坐标、仪器高、基准高、初始重力梯度值、气

压、气压因子、极移坐标和固体潮模型的选择等）；

然后是初次处理，得到一个绝对重力测量点的第

一次的重力值，用相同的方法得到另外一个绝对

重力测量点的重力值。由于不知道测量点的重力

垂直梯度，所以这样处理得到的并非测量点的真

实绝对重力值，而且比例因子也未知，所以在处理

得到点的绝对重力值时，使用相对重力测量得到

的结果。这采用迭代计算方法得到，其具体过程

如下：两个绝对重力测量点分别使用初始垂直梯

度值，得到两点的绝对重力差值，与相对重力测量

两点得到的重力值比较可以得到第一次比例因

子。由该比例因子值，得到一个重力垂直梯度值，

重复前面的重力处理，直到前后两次两点的垂直

段差的差值小于１×１０－８ｍｓ－２。

本次处理了ＦＧ５２１４绝对重力仪在长城站

基准点Ｃ００１上所观测的４９组数据，合格落体数

５７００个，合格落体数占所采用数据的９６．９％；处

理了长城基准点Ｃ００２上所观测的６２组数据，合

格落体数７１９６个，合格落体数占所采用数据的

９６．７％；采用了ＥＴＧＴＡＢ固体潮模型进行潮汐

改正，并进行了极移改正，其绝对重力测量结果

如表１所示。

表１　长城站基准点绝对重力测量结果

Ｔａｂ．１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ｔＧｒｅａｔＷａｌｌＳｔａｔｉｏｎ

点名／点号 日　期 绝对重力值／（１０－５ｍｓ－２） 中误差／（１０－５ｍｓ－２）

长城站１／Ｃ００１ ２００５０２０６～０７ ９８２２０８．０８０ ±０．００１

长城站２／Ｃ００２ ２００５０２０８～０９ ９８２２０７．３７０ ±０．００１

２　相对重力测量

２．１　测量实施

此次南极相对重力测量采用的是ＬＣＲ型相

对重力仪，它根据带有零长弹簧的长周期垂直地

震仪的概念设计，从原理、构造、性能等方面都较

其他厂商各类重力仪为优，且其零点漂移小、测量

精度高，搬运和操作也简单方便。

相对重力联测采取往返对称观测，仪器台数为

２，其中韩国、智利站每台仪器合格成果数不少于３

个。法尔兹半岛地区５个点的相对重力点测量每

台仪器合格成果数不少于１个，在时间允许时，进

行了加测。各点位的位置信息依据点之记，没有点

之记的采用手持ＧＰＳ现场实测值，并绘制点之记。

成果超限时，用相应成果超限的仪器加测相应的测

段，也可多余观测，最后整体综合取舍。

２．２　数据处理

此次相对重力联测采取往返对称观测，就是

犃→犅→犃型测量方式，在没有零漂以及其他各种

改正的情况下，犃 站点开始测量得到的读数和返

回测得的读数应该一样，但实际并不相同。由于

零漂与时间存在着关系，则会影响到犅站点的读

数。因此，在处理相对重力测量数据时，具体的操

作是这样的：首先把读数按仪器出厂格值转化为

重力值，然后进行潮汐、高度、气压改正，根据改正

后的结果进行漂移改正，这样就得到一个段差的

相对重力值。对两站点进行几组段差测量，按相

同的方法计算，取平均即得到了最后两站点的相

对重力差值（表２）。

３　长城站重力垂直与水平梯度的测

量及其比例因子的确定

３．１　测量实施

每个绝对重力点必须同时测定重力垂直梯

度，使用ＬＣＲＧ型重力仪，仪器台数不得少于两

台，每台仪器的合格成果不少于３个。重力垂直

梯度在墩面与１．０ｍ高度之间进行测定，架设观

测平板时，应严格按规定高度安置，并精确量出平

９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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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相对重力测量结果及精度统计

Ｔａｂ．２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ＧｒｅａｔＷａｌｌ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

测线名称 日　期 段差／（１０－５ｍｓ－２）中误差／（１０－８ｍｓ－２）

长城站／Ｃ００１山海关／ｓｈｈｇ ２００４１２２９ －３３．８５８２ ６．４２３

长城站／Ｃ００１智利机场１／ｚｈｌ１ ２００４１２２９ －１３．７６２２ ５．０７８

长城站／Ｃ００１半边山／ｂｂｓｈ ２００４１２３０ －１２．５５９６ ６．５２８

长城站／Ｃ００１韩国站／ｈｇｚｈ
２００５０１１６

２００５０１２６
－５．０５６７ －７．５０１

长城站／Ｃ００１盘龙山／ｐｌｓｈ ２００５０１１６ －１２．０９０７ ０．８１８

长城站／Ｃ００１智利机场２／ｚｈｌ２ ２００５０１３１ －１６．４０６４ ７．６８６

长城站／Ｃ００１香蕉山／ｘｊｓｈ ２００５０２３～０４ －１９．８４９８ ６．４２５４

板面至墩面的高度，按高点（平板）→低点（墩面）

→高点或低点→高点→低点的顺序观测为一个独

立测线，观测方法按相对重力联测的要求进行。

计算重力差，并经潮汐改正和零漂改正后，得出一

个独立观测值，求独立观测值的平均值及计算测

量精度犿，犿不得大于±３×１０－８ｍｓ－２。

重力水平梯度联测时从中心标志开始，依次

联测角点１、角点２、角点３、角点４、角点３、角点

２、角点１、标志，此为一个测回。各点位的点名依

次为角点１、角点２、角点３、角点４；各角点编号方

法为：标志点名的拼音的声母加序号，或取其标志

点名英文名称的词首加序号。垂直梯度高点点名

为高点；编号为标志点名的拼音的声母加序号。

使用两台ＬＣＲＧ型重力仪，每台仪器的合格成

果不少于两个。

３．２　数据处理

长城站２（Ｃ００２）和长城站１（Ｃ００１）绝对重力

测量在数据后处理过程中，采用垂直梯度时，因为

垂直梯度计算没有相对重力仪的比例因子（相对

重力仪器的比例因子要在长城（Ｃ００２）和长城站

（Ｃ００１）之间标定，而长城（Ｃ００２）和长城站（Ｃ００１）

以前没有实测重力值，故以－３．０２μＧａｌ／ｃｍ为起

始垂直梯度值），垂直梯度的段差采用相对重力仪

比例因子为１．００００００计算值，从而计算该点和

长城站（Ｃ００１）重力值。以重力值计算相对重力

仪的比例因子，称此为第一次比例因子数据处理。

相对重力仪ＬＣＲＧ７９６第一次比例因子数据处

理的结果为１．０２５６５４，而相对重力仪 ＬＣＲＧ

８００第 一 次 比 例 因 子 数 据 处 理 的 结 果 却 为

１．０２４９２０。然后进行第二次比例因子数据处理。

以第一次比例因子数据处理的结果，第二次计算

垂直梯度值，以第二次计算的垂直梯度值第二次

计算长城（Ｃ００２）和长城站（Ｃ００１）重力值。以第

二次计算长城（Ｃ００２）和长城站（Ｃ００１）重力值第

二次计算比例因子，称此为第二次比例因子数据

处理。相对重力仪ＬＣＲＧ７９６第二次比例因子

数据处理的结果为１．０２６２９７，相对重力仪ＬＣＲ

Ｇ８００第 二 次 比 例 因 子 数 据 处 理 的 结 果 为

１．０２５５６３。以第二次比例因子数据处理的结果计

算两点的垂直段差，与第一次计算的结果比较，差

值小于１×１０－８ｍｓ－２。

具体操作过程在前面绝对重力值处理时已阐

述过，这里只给出处理后得到的结果（表３～表５）。

４　结论与讨论

利用ＦＧ５绝对重力仪首次在我国南极长城

站两个站点进行了绝对重力测量，其精度约为

±１×１０－８ｍｓ－２；并利用ＬＣＲ相对重力仪在长

城站附近地区７个站点进行了相对重力测量，精

度约为±１０×１０－８ ｍｓ－２，建立了我国长城站地

区的绝对重力基准。南极长城站绝对重力测量的

实施，对于提高全球重力场模型中南极地区的精

度，对 于 新 一 代 卫 星 重 力 计 划 如ＣＨＡＭＰ、

表３　垂直梯度测量结果及精度统计

Ｔａｂ．３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点名／点号 日　期 段差名 段差／（１０－５ｍｓ－２） 中误差／（１０－８ｍｓ－２） 测定高度／ｍ 垂直梯度／（１０－５ｓ－２）

长城站１／Ｃ００１ ２００５０２１２ Ｃ００１ｃｃｚ５ －０．４０２０ ±１．５５３ １．１３７ －０．３５３６

长城站２／Ｃ００２ ２００５０２１０ Ｃ００２ｃｃｈ５ －０．３６８７ ±１．１０４ １．１０４ －０．３３４０

表４　相对重力仪器比例因子

Ｔａｂ．４　ＳｃａｌｅＦａｃｔｏｒｏｆ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Ｇｒａｖｉｍｅｔｅｒ

仪器名称 日　期 重力差／（１０－８ｍｓ－２） 实测段差／（１０－８ｍｓ－２） 比例因子

ＬＣＲＧ８００ ２００５０２１４
－７１６．５６０７

－６９８．７ １．０２５５６３

ＬＣＲＧ７９６ ２００５０２１４ －６９８．２ １．０２６２９７

０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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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水平梯度测量结果及精度统计

Ｔａｂ．５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点名／点号 日　期 段差名 段差／（１０－５ｍｓ－２） 中误差／（１０－８ｍｓ－２） 距离／ｍ 水平梯度／（１０－８ｓ－２）

长城站１／Ｃ００１ ２００５０１０１

Ｃ００１ｃｃｚ１ －０．０３１８ １．８６４ ０．６５２ －４８．８

Ｃ００１ｃｃｚ２ －０．０１７７ １．８９６ ０．６３３ －２８．０

Ｃ００１ｃｃｚ３ －０．０１４６ １．５４２ ０．６４２ －２２．７

Ｃ００１ｃｃｚ４ －０．０１６９ １．９８０ ０．６４１ －２６．４

长城站２／Ｃ００２ ２００５０１０１

Ｃ００２ｃｃｈ１ －０．０１５２ １．０８５ ０．３４８ －４３．７

Ｃ００２ｃｃｈ２ －０．００５５ １．７３８ ０．３６５ －１５．０

Ｃ００２ｃｃｈ３ －０．００９０ ０．９６５ ０．３７２ －２４．２

Ｃ００２ｃｃｈ４ －０．００６９ １．９２６ ０．３７０ －１８．６

ＧＲＡＣＥ和ＧＯＣＥ的地面校准及建立南极地区的

高精度、高分辨率的大地水准面模型都具有重要

意义。

另外，在南极夏季期间，绝对重力测量不可避

免地会受到周边人为噪声的影响，因此，建议今后

能够在越冬期间进行绝对重力测量。

致谢：感谢陕西测绘局、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

心及黑龙江测绘局等有关部门在长城站重力测量

中给予的支持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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