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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联合ＧｅｏｓａｔＧＭ 数据、ＥＲＳ１数据、Ｔ／Ｐ数据、Ｔ／Ｐ新轨道数据、ＥＲＳ２数据和ＧＦＯ数据，采用强制

改正法确定了中国近海（０°～４１°Ｎ，１０５°～１３２°Ｎ）２′×２′格网分辨率的平均海面高模型，并将其与ＣＬＳ０１、ＧＦ

ＳＣ００．１和 ＫＭＳ０４平均海面高模型进行了比较。统计结果显示，这些模型格网差值的 ＲＭＳ分别是１０．１７

ｃｍ、１２．７０ｃｍ和１６．１３ｃｍ，在剔除差值大于５０ｃｍ（分别剔除０．５％、０．８９％和１．６％）的误差点后，ＲＭＳ分别

为７．９８ｃｍ、１０．２９ｃｍ和１２．５９ｃｍ；与三年的Ｊａｓｏｎ１数据（Ｃｙｃｌｅ２２～１２７）的平均框架相比，其ＲＭＳ为７．４０

ｃ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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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海面是大地测量学和物理海洋学最重要

的参考面。相对于参考椭球，它包括了大地水准

面和海面地形两部分，因而被大地测量学家和地

球物理学家广泛地用来分析大地水准面差距、研

究地壳形变和地球内部动力学机制等。海洋学者

则以平均海平面为基准，用来研究海面高、大洋环

流等问题。自１９７５年以来，先后有Ｇｅｏｓ３、Ｓｅａ

ｓａｔ、Ｇｅｏｓａｔ、ＥＲＳ１、Ｔ／Ｐ、ＥＲＳ２、ＧＦＯ、Ｔ／Ｐ新轨

道、Ｊａｓｏｎ１和 Ｅｎｖｉｓａｔ等多类测高卫星上天服

务。如何联合处理多代测高卫星数据，成为计算

高精度高分辨率平均海面高模型的关键技术。国

内外一些研究机构在利用卫星测高数据推求平均

海面高 模型方面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１６］。

ＣＬＳ０１ＭＳＳ
［１，４］利用最小二乘配置技术得到了２′

×２′格网分辨率的平均海面高模型；ＧＦＳＣ００．１

ＭＳＳ
［１］是在用沿迹梯度代替海面高处理 ＧＭ 数

据的基础上，通过二维傅立叶插值得到了２′×２′

格网分辨率的平均海面高模型；ＫＭＳ０４ＭＳＳ
［２］

是按不同的波长用移去恢复技术得到了２′×２′

格网分辨率的平均海面高模型；我国学者李建成

等［５，６］用联合交叉点平差法得到了２．５′×２．５′格

网分辨率的中国海平均海面高模型和２′×２′格网

分辨率的 ＷＨＵ２０００平均海面高模型；陈俊勇等

先后也作了多方面的有益研究［７１３］。本文主要是

联合 ＧｅｏｓａｔＧＭ 数据、ＥＲＳ１数据、Ｔ／Ｐ数据、

Ｔ／Ｐ新轨道数据、ＥＲＳ２数据和ＧＦＯ数据，采用

强制改正法确定了中国近海（０°～４１°Ｎ，１０５°～

１３２°Ｎ）２′×２′格网分辨率的平均海面高模型。

１　采用的数据

本文用于计算中国近海２′×２′格网分辨率的

平均海面高模型的卫星测高数据如表１所示。

表１　所用的数据描述

Ｔａｂ．１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ｏｆＡｌｌＤａｔａ

数据模型 数据时间 周期数／个
轨迹赤道

间隔／ｋｍ

Ｔ／Ｐ １９９２．１２～２００２．３ １１～３４８ ３２０

Ｔ／Ｐ新轨道 ２００２．９～２００４．１０ ３６９～４４６ ３２０

ＥＲＳ２ １９９５．５～２００３．６ １～８４ ８０

ＧＦＯ ２０００．７～２００６．１ ３７～１７２ １６０

ＧｅｏｓａｔＧＭ １９８５．３～１９８６．９ １～１９ ６

ＥＲＳ１／１６８ １９９４．４～１９９５．３ ＰｈａｓｅＥ、Ｇ ８

　　在测高数据编辑中，潮汐改正是一项主要的

改正项，量值可达ｍ级
［１４］。潮汐模型的误差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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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海平面高中，将污染测高值，因此，潮汐模型

的精度是影响平均海平面高精度的重要因素。但

是本文在收集数据时，Ｔ／Ｐ新轨道、ＥＲＳ２、ＧＦＯ

和 ＥＲＳ１／１６８ 这 五 颗 卫 星 的 数 据 是 经 过

ＦＥＳ２００４潮汐模型改正后的数据，而 Ｔ／Ｐ 和

ＧｅｏｓａｔＧＭ的潮汐模型是采用文献［１５］提供的

中国近海潮汐模型。经长期验潮站数据验证［１５］，

在中国近海潮汐模型［１５］的精度要优于ＦＥＳ２００４

潮汐模型和其他现有的通用潮汐模型。

２　数据的处理

２．１　共线平均ＥＲＭ数据

对具有重复轨道的测高数据进行共线平均，

沿迹以纬差０．０５°形成沿轨规则采样点，每个采

样点的高度值通过前后各１０′的测高值多项式拟

合得到，经度也按类似的方法得到。若采样点前

后在时域上缺少５ｓ以上的观测值，则不插值，减

小插值误差的影响。多项式拟合可以降低随机噪

声的影响。

本文共线平均的步骤如下：① 分别对３３８个

周期的Ｔ／Ｐ、７７个周期的Ｔ／Ｐ新轨道、８４个周期

的 ＥＲＳ２、１３５个周期的 ＧＦＯ（ＧｅｏｓａｔＧＭ 和

ＥＲＳ１／１６８没有重复轨迹，是 ＧＭ 数据）数据进

行共线平均，其中平均框架的经度取所有周期重

复点的平均；② 剔除与平均值的差值大于３倍中

误差的海平面观测值；③ 重新计算平均海面高，

形成各测高卫星的平均轨迹。

对测高数据进行共线平均，不仅可以减弱海

平面高的时变影响，还可以减弱在某一特定时期

发生的大范围海洋学异常现象（如厄尔尼诺和拉

尼娜现象）所引起的海平面异常变化，其精度明显

优于采用单一周期的观测结果，具体见表２。

由表２可知，Ｔ／Ｐ、Ｔ／Ｐ新轨道、ＥＲＳ２以及

ＧＦＯ的平均轨迹交叉点的海面高不符值的ＲＭＳ

表２　平均前后交叉点不符值的统计结果／ｃｍ

Ｔａｂ．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Ｃｒｏｓｓｏｖｅｒ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Ｍｅａｎ／ｃｍ

Ｔ／Ｐ Ｔ／Ｐ新轨道 ＥＲＳ２ ＧＦＯ

平均前 ８．２２ ９．１９ １１．０８ ９．９８

平均后 ２．７３ ４．０６ ３．１３ ４．１３

分别为２．７３ｃｍ、４．０６ｃｍ、３．１３ｃｍ、４．１３ｃｍ；对

不同卫星，由平均前的８．２２～１１．０８ｃｍ降至平均

后的２．７３～４．１３ｃｍ，表明通过在时域上进行共

线平均，有效地削弱了主要来自海平面高异常变

化产生的测高数据短波误差。

２．２　强制改正

２．２．１　强制改正ＥＲＭ

具有重复轨迹的 Ｔ／Ｐ、Ｔ／Ｐ新轨道、ＥＲＳ２

以及ＧＦＯ数据在共线平均后，尽管测高数据短

波误差被大大削弱，但是它们之间的交叉点海面

高不符值在３．７９～７．１５ｃｍ之间（见表３），说明

不同测高数据之间存在包括系统差在内的中长波

误差。

考虑到各测高数据基准统一在Ｔ／Ｐ所在的

坐标框架，且它的精度最高（ＲＭＳ为２．７３ｃｍ），

本文认为，Ｔ／Ｐ平均框架的平均测高值含有最

少的中长波误差。用Ｔ／Ｐ平均框架强制改正其

他测高平均框架，从空域上削弱各中长波误差。

强制改正的原理是：被改正框架与改正框架在

交叉点处的不符值是该交叉点的强制改正量。

被改正框架的交叉点处强制减去该量，而非交叉

点的测高值则按同一轨迹线相邻交叉点的测高强

制改正量线性内插，得到测线上在统一框架下的

海面高。

考虑到测高卫星的地面轨迹并非总是连续

的，特别是有陆地岛屿的阻挡，如果观测值相邻交

叉点的间距大于３．５°（Ｔ／Ｐ平均框架的轨迹间隔

在３°左右），则舍去这一观测值。强制改正后的

结果见表３。

表３　ＥＲＭ强制改正前后交叉点不符值的统计结果／ｃｍ

Ｔａｂ．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Ｃｒｏｓｓｏｖｅｒ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ＥＲＭＣｏｍｐｅｌｌｉｎｇ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ｃｍ

Ｔ／Ｐ新轨

道Ｔ／Ｐ

ＥＲＳ２

Ｔ／Ｐ

ＧＦＯ

Ｔ／Ｐ

Ｔ／Ｐ新轨道

Ｔ／Ｐ新轨道

ＥＲＳ２

ＥＲＳ２

ＧＦＯ

ＧＦＯ

ＥＲＳ２Ｔ／Ｐ

新轨道

ＧＦＯＴ／Ｐ

新轨道

ＧＦＯ

ＥＲＳ２
总结果

改正前 ７．１５ ３．８３ ４．８７ ４．０６ ３．１３ ４．１３ ６．２６ ６．０７ ３．７９ ４．５４

改正后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４．０４ ３．０２ ３．２５ ３．８２ ４．８６ ２．８３ ３．３３

　　由表３可知，Ｔ／Ｐ新轨道、ＥＲＳ２以及ＧＦＯ

的平均框架在被Ｔ／Ｐ平均框架强制改正之后，它

们与Ｔ／Ｐ平均框架的交叉点处全部被强制改为

Ｔ／Ｐ的平均测高值，故ＲＭＳ都为０；强制改正对

单颗卫星平均框架的交叉点不符值有一定的改

进，但 ＲＭＳ降低的最大幅度是０．８ｃｍ，表明

ＥＲＭ数据经过共线平均后，中长波误差以由于坐

标框架不同引起的系统差为主；而 Ｔ／Ｐ新轨道、

ＥＲＳ２以及ＧＦＯ的平均框架之间的交叉点不符

值的ＲＭＳ在强制改正后降低了１．２ｃｍ左右，与

４８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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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３ｃｍ接近，最大的４．８６ｃｍ也在两倍之内，表

明通过在空域上的强制改正，能有效地削弱除Ｔ／

Ｐ平均框架所含的中长波误差以外的所有其他波

长大于３００ｋｍ（Ｔ／Ｐ的轨迹线间隔为３．０°左右）

的中长波误差，包括由坐标框架引起的系统差。

２．２．２　强制改正ＧＭ

将Ｔ／Ｐ平均框架和经过强制改正后的Ｔ／Ｐ

新轨道、ＥＲＳ２以及 ＧＦＯ的平均框架组成联合

平均框架，形成较密的控制网（见图１），按强制改

正原理对低精度的ＧＭ数据（ＧｅｏｓａｔＧＭ 数据和

ＥＲＳ１／１６８数据）中的各种测高误差进行强制改

正，具体结果见表４。

表４　ＧＭ强制改正前后交叉点不符值的统计结果／ｃｍ

Ｔａｂ．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Ｃｒｏｓｓｏｖｅｒ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ＧＭＣｏｍｐｅｌｌｉｎｇ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ｃｍ

改正前 改正后

ＥＲＳ１／１６８ＥＲＳ１／１６８ １６．１３ ７．６４

ＧｅｏｓａｔＧＭＧｅｏｓａｔＧＭ ９１．７９ ８．９２１

ＥＲＳ１／１６８ＧｅｏｓａｔＧＭ １５２．０ ８．２０

　　由表４可知，用ＥＲＭ的联合平均框架强制改

正ＧＭ数据，既能削弱径向轨道误差、测高误差等

长波误差，由于联合平均框架较密集，又能从空域

上有效地削弱来自海面高异常引起的短波误差，强

制改正后的ＧＭ数据的精度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数据处理后，Ｔ／Ｐ、Ｔ／Ｐ 新轨道、ＲＥＳ２和

ＧＦＯ的平均框架、ＧｅｏｓａｔＧＭ 以及 ＥＲＳ１／１６８

框架可用的总观测值的个数为４５６１０５（见图２），

这六类测高数据组成的总测高框架的海面高交叉

点不符值的ＲＭＳ为７．５７ｃｍ。

３　确定中国海域平均海面高模型

联合处理后的六类测高数据，采用ｓｈｅｐａｒｄ

插值方法［１４］进行格网化，格网分辨率为２′×２′。

以２倍的格网间距为局部拟合半径，若在拟合的

范围内少于１个观测值，则舍去该点。用ｓｕｒｆ

ｅｒ８．０绘制的２′×２′格网分辨率的中国近海平均

海平面模型如图３所示。

图３表明，中国海域及其邻海的平均海平面

相对于 ＷＧＳ８４椭球呈由西向东逐渐升高的倾斜

状态，以北部湾为最低（约－２４ｍ），菲律宾群岛

东南方向为最高（约７７ｍ），差异达１０１ｍ。

图１　测高联合平均框架

Ｆｉｇ．１　Ｍｅａｎ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Ｍｕｌｔｉ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图２　总测高数据分布图

Ｆｉｇ．２　ＡｌｔｉｍｅｔｅｒＤａｔａ

ｏｆＭｕｌｔｉ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图３　中国近海及邻海平均海平面模型

Ｆｉｇ．３　ＭＳＳＭｏｄｅｌｏｆ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ａｎｄＴｉｅ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Ａｒｅａｓ

４　结果比较及分析

４．１　用已有的海平面模型检验

作为外部检核，将本文所建的模型与ＣＬＳ０１

ＭＳＳ、ＧＳＦＣ００．１ＭＳＳ以及ＫＭＳ０４ＭＳＳ这三种

全球海平面高模型在中国海及其邻海区域内进行

了数据比较和验证。具体比较结果如表５所示。

由表５可知，本文计算的中国近海及邻海平均

海平面模型与ＣＬＳ０１ＭＳＳ、ＧＳＦＣ００．１ＭＳＳ以及

ＫＭＳ０４ＭＳＳ比较的ＲＭＳ分别是１０．１７ｃｍ、１２．７０

ｃｍ和１６．１３ｃｍ。ＣＬＳ０１ＭＳＳ与ＧＳＦＣ００．１、ＣＬＳ０１

与ＫＭＳ０４、ＧＳＦＣ００．１与ＫＭＳ０４比较的ＲＭＳ分别

是９．５８ｃｍ、１３．８６ｃｍ、１６．３５ｃｍ。

表５　不同模型之间的比较结果

Ｔａｂ．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ＭＳＳＨｅｉｇｈ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ＳＳＭｏｄｅｌｓ／ｃｍ

本文模型ＣＬＳ０１ 本文模型ＧＳＦＣ００．１ 本文模型ＫＭＳ０４ ＣＬＳ０１ＧＳＦＣ００．１ ＣＬＳ０１ＫＭＳ０４ ＧＳＦＣ００．１ＫＭＳ０４

最大／ｃｍ ２７８．８３ ３３６．７５ ３４３．８１ １９３．１ ２０２．１ １９１．８

最小／ｃｍ －３０３．６６ －２６０．９３ －２７７．２６ －１６０．５ －１３４．０ －２０９．１

平均／ｃｍ ０．４５ ２．７１ －２．７１ ２．２５ －３．１７２ －５．４２

ＲＭＳ／ｃｍ １０．１７ １２．７０ １６．１３ ９．５８ １３．８６ １６．３５

点数／个 ２３４２５５ ２３４２７６ ２３４１９５ ２３４２５５ ２３４１７４ ２３４１９５

５８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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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有些点的误差较大，剔除差值大于５０

ｃｍ的点（分别剔除０．５％、０．８９％和１．６％）以后，

其不同模型比较的ＲＭＳ分别为７．９８ｃｍ、１０．２９

ｃｍ、１２．５９ｃｍ、８．７３ｃｍ、１１．７６ｃｍ、１３．７０ｃｍ，具

体见表６。

表５、表６表明，本文所建立的平均海平面模

型在中国近海区域已达到 ＣＬＳ０１ ＭＳＳ、ＧＳＦＣ

００．１ＭＳＳ和 ＫＭＳ０４ＭＳＳ平均海平面模型的

精度。

表６　剔出偏差大于５０ｃｍ数据后的比较结果

Ｔａｂ．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ＭＳＳＨｅｉｇｈ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ＳＳＭｏｄｅｌＡｆｔｅｒ

Ｅｘｃｌｕｄ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Ｇｒｅａｔｅｒｔｈａｎ５０ｃｍ

本文模型ＣＬＳ０１ 本文模型ＧＳＦＣ００．１ 本文模型ＫＭＳ０４ ＣＬＳ０１ＧＳＦＣ００．１ ＣＬＳ０１ＫＭＳ０４ ＧＳＦＣ００．１ＫＭＳ０４

平均／ｃｍ ０．６４ ２．７１ －２．６９ ２．０９ －３．３５ －５．３４

ＲＭＳ／ｃｍ ７．９８ １０．２９ １２．５９ ８．７３ １１．７６ １３．７０

点数／个 ２３３０４８ ２３２１９７ ２３０４６４ ２３３４０６ ２３１７１４ ２３０４５６

４．２　用犑犪狊狅狀１数据的平均框架检验

Ｊａｓｏｎ１卫星
［１６］是在２００１年１２月由美国的

ＮＡＳＡ和法国的ＣＮＥＳ共同发射的Ｔ／Ｐ的后继

星。本文用三年的Ｊａｓｏｎ１数据（Ｃｙｃｌｅ２２～１２７）

按照前述的共线平均法得到其平均框架。Ｊａｓｏｎ

１的平均框架的海面高交叉点不符值的ＲＭＳ为

２．８１ｃｍ，它与 Ｔ／Ｐ、强制改正后的 Ｐｏｓｅｉｄｏｎ、

ＥＲＳ２和ＧＦＯ的平均框架的海面高交叉点不符

值的ＲＭＳ分别为４．５２ｃｍ、３．５１ｃｍ、４．５０ｃｍ以

及４．６７ｃｍ。由此可知，经过共线平均后，Ｊａｓｏｎ１

数据中的测高误差以及海面高异常的影响得到了

削弱。

用Ｊａｓｏｎ１的平均框架检验本文所建立的中

国近海及邻海的平均海平面模型，并用了ＣＬＳ０１

ＭＳＳ、ＧＳＦＣ００．１ ＭＳＳ以及 ＫＭＳ０４ ＭＳＳ作比

较。用ｓｈｅｐａｒｄ插值内插出Ｊａｓｏｎ１平均框架正

常点处的平均海平面模型高，得到的统计结果见

表７。

表７　与犑犪狊狅狀１平均框架的比较结果

Ｔａｂ．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ＭＳＳＭｏｄｅｌｓｗｉｔｈ

Ｊａｓｏｎ１Ｐｒｏｆｉｌｅ

本文模型 ＣＬＳ０１ ＧＳＦＣ００．１ ＫＭＳ０４

平均／ｃｍ －１．７７９ －２．３２ －０．０５ －６．４４

ＲＭＳ／ｃｍ ７．４０ ７．６２ ９．６２ ９．９８

点数／个 ２５９４９ ２６４８９ ２５８２４ ２６２６９

　　由表７可以看出，本文所建立的平均海平面

模型在中国近海区域比ＣＬＳ０１ＭＳＳ、ＧＳＦＣ００．１

ＭＳＳ和ＫＭＳ０４ＭＳＳ的平均海平面模型的精度

略优。

５　结　语

测高数据的误差主要分为中长波误差和短波

误差。对于有重复轨迹的ＥＲＭ 数据，通过共线

平均，在时域上能很好地削弱短波误差的影响，而

ＥＲＭ数据的中长波误差可以通过以Ｔ／Ｐ平均框

架作为参考框架来强制改正，从空域上削弱该影

响；对于没有重复轨迹的ＧＭ 数据，以Ｔ／Ｐ平均

框架和经过 Ｔ／Ｐ平均框架强制改正后的其他

ＥＲＭ平均框架组成的联合平均框架作为参考框

架来强制改正，由于联合平均框架形成了较密的

控制网，能从空域上同时削弱ＧＭ 数据的中长波

误差和短波误差的影响。

经国际上公认的有较好精度的平均海面模型

和Ｊａｓｏｎ１平均框架的检验可知，本文用强制改

正法建立的中国近海及邻海的平均海面高模型的

精度略有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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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ａｌｔｉｍｅｔｒｙ；ｍｅａｎｓｅ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ｃｏｍｐｅｌｌｉｎｇ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ＤＥＮＧＫａｉｌｉａｎｇ，Ｐｈ．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ｍａｒｉｎｅｇｅｏｄｅｔｉｃ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

Ｅｍａｉｌ：ｄｅｎｇｋａｉｌｉａｎｇ０３６＠

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殢

殢殢

殢

１６３．ｃｏｍ

关于本刊２００９年增加出版页码的公告

为扩大刊物容量，缩短论文发表周期，更好地服务于广大测绘工作者，应广大作者要

求，并经主办单位批准，《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自２００９年第一期起，出版页码由现

在的１１２面增加到１２８面，每期定价由现在的８．００元增加到１０．００元。

特此公告。

《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编辑部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３０日

７８２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