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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航空重力确定局部大地水准面的精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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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讨了空中重力扰动的滤波尺度和向下延拓方法对局部大地水准面确定精度的影响。实测数据分析

表明，直接代表法不受测区形状及范围大小限制且无边界效应，成为最合适的向下延拓方法；１００～２５０ｓ的滤

波尺度均适用于大地水准面的确定，顾及滤波器边界效应的影响，宜采用小一些的滤波尺度如１００ｓ。无论是

空中比较还是地面比较，利用航空重力数据确定的局部大地水准面，其与参考大地水准面的比较精度可以达

到±３ｃ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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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部重力大地水准面的确定精度主要取决于

重力测量的分辨率和精度。通常重力测量是利用

陆地重力仪在地面上逐点进行的，这种作业方法

不仅效率低，而且在某些地区难以实施。航空重

力测量不受地域限制，且能高效地获取地球重力

场的中高频信息，其主要作用之一是填补重力空

白区，精化局部大地水准面［１］。

文献［２４］针对航空重力数据的特点对此作

了大量研究，导出了基于带限航空重力数据的大

地水准面计算模型以及航空重力测量的带限地形

影响计算模型，并表明新模型具有良好的精度和

计算效率。

１　航空重力测量数据处理方法

航空标量重力测量的基本数学模型为［５７］：

δ犵＝犵犫＋（犳犣－犳
０
犣）－狏犝 ＋

δ犪犈＋δ犪犎 ＋δ犪犉－γ０ （１）

　　由于飞机长周期运动和大气湍流等因素的影

响，由式（１）导出的重力扰动估值中含有大量高频

噪声，故需进行低通滤波处理，以期将测量噪声减

弱至可以接受的水平。滤波器的设计与应用需兼

顾空间分辨率和精度，短周期滤波器有利于提高

空间分辨率，但其代价是残留噪声的增多和精度

的降低，反之亦然。通常，将滤波器截止频率相应

的时域周期称为滤波周期或滤波尺度。

利用全部测线的重力扰动滤波值，依据格网化

方法，可构制出航空重力测量区域的空中格网平均

重力扰动。若结合相应的格网大地水准面高，进而

可获得空中格网平均重力异常。向下延拓后，得到

用于计算重力大地水准面的地面格网平均重力异

常。显然，地面格网平均重力异常及由其导出的大

地水准面高的精度，不仅与滤波尺度有关，而且与

向下延拓方法有关。常用的向下延拓方法有点质

量法、直接代表法和Ｔｉｋｈｏｎｏｖ正则化法
［８］。

２　确定大地水准面的移去恢复法

利用重力异常确定大地水准面的基本方法是

所谓的移去恢复法，其基本公式为：

犖 ＝犖犕 ＋犖犵＋δ犖 （２）

式中，犖犕 为 由 地 球 重 力 位 模 型 （本 文 采 用

ＤＱＭ２０００模型
［９］）计算的大地水准面的中长波

分量；犖犵为利用局部重力数据和地形数据计算的

短波分量；δ犖 为地形改正的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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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Δ犵狉为残差重力异常：

Δ犵狉 ＝Δ犵－Δ犵犕 ＋犆 （５）

Δ犵犕 ＝γ∑
３６０

狀＝２

狀－（ ）１∑
狀

犿＝０

犆狀犿ｃｏｓ犿λ＋犛狀犿ｓｉｎ犿（ ）λ·

　犘狀犿ｃｏｓθ （６）

犆为地形改正，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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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３．１　实验数据

实验数据来源于大同航空重力测量［１０］。该

实验区属中等山区，范围１°４０′×２°００′。测区东部

地形起伏较大，最高峰海拔２８００ｍ；西北部为丘

陵，平均海拔１０００ｍ；全区最大高差２１００ｍ。

飞行高度上的重力异常变化为（－５０～８０）ｍＧａｌ。

测线平均高度３４００ｍ，间距５′，平均飞行速度

３６０ｋｍ／ｈ。测区内已有高精度、高分辨率的地面

重力测量，由其获得的局部重力大地水准面的精

度优于５ｃｍ，可以用作大地水准面的参考值（以

下简称参考大地水准面）。利用航空数据确定的

局部大地水准面与参考大地水准面的比较可在飞

行高度或地面进行。通常，由于Ｓｔｏｋｅｓ核函数在

飞行高度上较为平滑，故飞行高度上的比较结果

应当优于地面的比较结果。

３．２　飞行高度上大地水准面比较

利用Ｓｔｏｋｅｓ积分在飞行高度上得到的不是

通常意义下的大地水准面起伏，而是计算点处的

地球等位面与参考椭球等位面差值。按式（２）计

算得到的飞行高度上的大地水准面起伏与参考大

地水准面的比较结果列于表１。图１、图２分别示

出了５′×５′格网平均重力异常和利用航空数据计

算得到的大地水准面与其相应参考值的差值。

图１　空中重力异常差值

Ｆｉｇ．１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ｆＡｉｒｂｏｒｎ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
　　

图２　图２飞行面上的大地水准面差值

Ｆｉｇ．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ｆＧｅｏｉｄＵｎ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ｔＦｌｉｇｈｔＬｅｖｅｌ

表１　飞行高度上“大地水准面高”的差值统计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ＧｅｏｉｄＵｎ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ｔＦｌｉｇｈｔＬｅｖｅｌ

比较项目 差值均值 标准偏差 最小差值 最大差值

５′×５′格网平均重

力异常／ｍＧａｌ
－１．７２ ３．５８ －１３．３０ ８．８０

大地水准面高／ｍ －０．０８８ ０．０２０ －０．１４４ －０．０３１

　　从表１可见，空中５′×５′格网平均重力异常

与地面参考值之间存在约１．７ｍＧａｌ的系统性误

差，由此产生了约９ｃｍ的大地水准面系统性误

差，但两者之差的标准差只有２ｃｍ。因此，如果

能够消除空中重力异常与参考重力异常之间的系

统差，大地水准面的空中比较精度可以达到２

ｃｍ。事实上，即使由航空重力数据得到的重力大

地水准面存在某些系统误差，利用地面布设的

少量ＧＰＳ／水准点作为控制，这些系统性误差有

望得到大大减弱或消除。

３．３　大地水准面的地面比较———向下延拓方法

的影响

不失一般性，以前文提及的点质量法、直接代

表法和顾及地形的正则化算法３种方法来研究向

下延拓方法对大地水准面确定的影响。为说明问

题，给出了直接采用空中５′×５′格网平均重力异

常（不向下延拓）的大地水准面计算结果。与地面

参考数据计算的大地水准面相比，四组的差值分

别示于图３（ａ）～３（ｄ），比较结果列于表２。表２

一并给出了不同向下延拓方法获得的地面格网平

均重力异常的统计结果（已顾及表１系统性偏差

的影响）。

３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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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大地水准面高的地面比较

Ｔａｂ．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ＧｅｏｉｄＵｎ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ｔＧｒｏｕｎｄＬｅｖｅｌ

延拓方法
地面格网平均重力异常／ｍＧａｌ 大地水准面高／ｍ

差值均值 标准偏差 最小差值 最大差值 差值均值 标准偏差 最小差值 最大差值

不延拓 ０．０８ ６．１７ －１３．７５ １８．０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３８ －０．０８９ ０．０９７

点质量法 ０．０６ ５．９１ －１８．９２ ２１．３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３１ －０．１０３ ０．０７７

直接代表法 ０．１９ ５．２１ －１６．１９ １２．６０ －０．０１１ ０．０３４ －０．０８２ ０．０７８

正则化算法 ０．５６ ４．２５ －１４．０７ １２．３８ ０．０２７ ０．０３３ －０．０７６ ０．０８８

　　从表２可知，尽管向下延拓方法对重力异常

的确定精度有着较为明显的影响，但对于确定大

地水准面，这种影响要小得多。利用三种不同向

下延拓方法得到的大地水准面，其与参考大地水

准面的比较精度均约为３ｃｍ。由于直接代表法

具有无测区形状及范围大小限制、无边界效应、计

算简捷等优点，且测区内较精细的地形高数据通

常容易获取［８］，因此，从大地水准面确定角度而

言，直接代表法是最合适的向下延拓方法。此外，

即使不向下延拓，而直接采用空中５′×５′格网平

均重力异常计算大地水准面，其与参考大地水准

面的符合精度也可达到４ｃｍ。文献［１１］利用模

拟数据研究表明，当离地面的飞行高度分别为

０．５ｋｍ、１ｋｍ、１．５ｋｍ、２ｋｍ时，用空中数据代替

地面数据直接计算大地水准面，引起的误差分别

为０．７ｃｍ、１．４ｃｍ、２．１ｃｍ、２．７ｃｍ。因此，当离

地面的飞行高度小于１．５ｋｍ时，可直接采用空

中重力异常计算大地水准面，其显著优点是毋需

空中重力异常的向下延拓，从而可以避免延拓误

差对大地水准面确定的影响。

图３　不同向下延拓方法得到的大地水准面与参考大地水准面之差

Ｆｉｇ．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ｅｏｉｄＵｎ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ｍｐｕｔｅｄｆｒｏｍＧｒｏｕｎｄ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ａｎｄ

ＴｈｏｓｅｆｒｏｍＡｉｒｂｏｒｎ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Ｄｏｗｎｗａｒｄ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３．４　滤波尺度对大地水准面确定的影响

显然，滤波尺度对重力异常的精确确定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７］。为研究滤波尺度对大地水准

面确定的影响，分别采用不同滤波尺度计算了测

线重力异常（因而具有不同的纵向分辨率），然后

均构成空中５′×５′格网平均重力异常，并在飞行

高度上进行大地水准面的精度比较。表３给出

表３　滤波尺度对大地水准面确定的影响

Ｔａｂ．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ｔｈｅＧｅｏｉｄＤｕｅｔｏ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Ａｍｏｕｎｔ

比较项目
滤波尺

度／ｓ

差值

均值

标准

偏差

最小

差值

最大

差值

格网平均重

力异常／ｍＧａｌ

５０ －２．３１ １２．５７ －４７．６０ ４８．４４

８０ －１．９８ ７．７３ －２６．１７ ２３．４８

１００ －１．９０ ５．８５ －２１．７８ １９．０７

１５０ －１．８９ ４．４８ －１５．１５ １０．９９

２００ －１．７２ ３．５８ －１３．３０ ８．８０

２５０ －１．９８ ３．８５ －１４．０４ ８．５８

大地水准

面高／ｍ

５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５０ －０．１６４ ０．１６２

８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３５ －０．１０６ ０．０９５

１０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２９ －０．０９０ ０．０７９

１５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６ －０．０６２ ０．０７８

２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１ －０．０５０ ０．０６９

２５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４ －０．０６４ ０．０６５

了不同滤波尺度下空中５′×５′格网平均重力异常

的精度和相应大地水准面与参考大地水准面之差

的统计结果（大地水准面的系统差已进行处理）。

从表３可知，对于１００ｓ的滤波尺度，空中

５′×５′格网平均重力异常的精度约为６ｍＧａｌ，而

此时单个采样点重力异常的外部精度约为

１５ｍＧａｌ
［７］，前者比后者高出许多。如果测线采

样点之间的间距为１００ｍ（飞行速度３６０ｋｍ／ｈ，

采样率１Ｈｚ时），则５′×５′格网平均重力异常约

为２００个采样的算术平均，相当于采用了一个长

度为２００的ＦＩＲ平滑滤波器。当然，由于这种平

滑滤波器的高频衰减不够［７］，仍难以完全消除高

频噪声的影响，因此，滤波尺度较小时的５′×５′格

网平均重力异常的精度依旧较低。

此外，Ｓｔｏｋｅｓ积分本身也起着平滑高频噪声

的作用，因而即使采用较短的滤波尺度，由５′×５′

格网平均重力异常计算得到的大地水准面的精度

并没有显著下降。正如从表３可见的那样，对于

５０ｓ的滤波尺度，大地水准面的比较精度仍可达

４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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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５ｃｍ量级，而此时单个采样点的重力异常与相

应参考值相比的误差可能高达５０ｍＧａｌ
［７］。

综上所述，航空重力测量数据用于确定大地

水准面时，如果采用５′×５′格网平均重力异常，则

滤波处理时可以采用小一些的滤波尺度。这种做

法的突出优点是可以显著减小滤波器的边界效

应，从而大大提高观测数据的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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