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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Ｇｅｏｓａｔ／ＧＭ测高波形数据，在中国海域内（１１７°Ｅ～１２９°Ｅ，２１°Ｎ～４１°Ｎ）比较了阈值法、Ｂｅｔａ５

和改进阈值法三种重跟踪算法。分析表明，改进阈值法优于其他两种重跟踪方法。由改进阈值法的测高数

据，分别采用最小二乘法（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ｃｏ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ＬＳＣ）和逆 ＶｅｎｉｎｇＭｅｉｎｅｓｚ（ＩＶＭ）计算了卫星测高重力异

常，并与船测重力数据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ＬＳＣ的精度优于ＩＶＭ。与ＫＭＳ０２和Ｓａｎｄｗｅｌｌ＆ＳｍｉｔｈＶ１５两

个重力场模型相比较，本文结果在东海优于这两个模型，在台湾海域结果稍差，需要融合ＥＲＳ１等其他数据

进一步提高精度。

关键词：Ｇｅｏｓａｔ／ＧＭ；波形重跟踪；重力异常；最小二乘配置；逆ＶｅｎｉｎｇＭｅｉｎｅｓｚ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３．７；Ｐ２２９．２

　　卫星测高反演海洋地区重力异常的起算数据

主要有海平面高（ｓｅ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ｈｅｉｇｈｔ，ＳＳＨ）和海

平面梯度（ｓｅ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ＳＳＧ）
［１］两种，这

两种数据均以ＳＳＨ为基础。沿海区域由于受陆

地和海潮模型等各种误差［１］的影响，使得卫星测

高波形数据受到影响，因而ＳＳＨ 通常误差较大，

使得部分沿海区域往往为数据空白区。波形重跟

踪已经被证实为一种能改善沿海区域ＳＳＨ精度

的方法和技术［２，３］。本文利用 Ｇｅｏｓａｔ／ＧＭ 波形

数据，在中国沿海区域（１１７°Ｅ～１２９°Ｅ，２１°Ｎ～

４１°Ｎ）对阈值法、Ｂｅｔａ５
［４］和改进阈值法［３］等三种

波形重跟踪算法进行了比较。

１　犌犲狅狊犪狋／犌犕数据分析

本文采用１０Ｈｚ的Ｇｅｏｓａｔ／ＧＭ波形数据，包

括ＧＤＲｓ、ＳＤＲｓ和 ＷＤＲｓ，ＧＤＲ主要为１Ｈｚ的

地理改正量，该地理改正量通常包括固体潮、海

潮、对流层、电离层、海况改正量、逆气压和 Ｈ＿

ＯＦＦ改正
［２］；ＷＤＲ包含１０Ｈｚ的６３个波形数

据，采用前６０个波形用于重跟踪计算。值得注意

的是，ＧＤＲ与 ＷＤＲ的时间系统需要统一
［３］。

２　波形重跟踪算法的选取

选取三条Ｇｅｏｓａｔ／ＧＭ 轨迹为波形重跟踪的

比较对象，从数据利用率和海面地形（ｓｅａ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ＳＳＴ）标准差两个方面进行比较，得

到不同重跟踪算法改正后的ＳＳＴ，结果统计见

表１。可以看出，虽然改进阈值法的数据利用率稍

低于阈值法，但改进阈值法的标准差最小，Ｂｅｔａ５

介于两者之间。因此，将改进阈值法选为波形重

跟踪法。

比较重跟踪前后不同海水深度的ＳＳＴ标准

差，结果见表２。可以看出，海水深度大于５０ｍ

时，改进阈值法只能提高０．０１ｍ；但５０ｍ以内，

改进阈值法提高了０．０６ｍ，显著提高了其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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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数据利用率与海面地形标准差的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ｕｃｃｅｓｓＲａｔｅｏｆＲｅ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ｅｔｒａｃｋｅｄＳＳＨａｎｄＭｏｄｅｌｅｄＧｅｏｉｄＨｅｉｇｈｔｓ

轨迹 地形重跟踪方法 总点数／个 有效点数／个 有效率／％ 标准差／ｍ

８５０９７ Ｂｅｔａ５ １１３ ９６ ８４．９６ １．４７１

阈值法 １１３ １１３ １００ １．４０８

改进阈值法 １１３ １１３ １００ ０．９１９

８５１２２ Ｂｅｔａ５ ５１３ ４９５ ９６．４９ ０．６３３

阈值法 ５１３ ５１３ １００ ０．５４２

改进阈值法 ５１３ ５１３ １００ ０．２９６

８５２４９ Ｂｅｔａ５ ３３０ ３１７ ９６．０６ ０．４７６

阈值法 ３３０ ３３０ １００ １．１９５

改进阈值法 ３３０ ３２８ ９９．３９ ０．３１４

表２　改进阈值法前后不同深度的海面地形标准差

Ｔａｂ．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ＳＴ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Ｒｅ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ｅｐｔｈｓ

深度／ｍ 总点数／个
原始ＳＳＴ标

准差／ｍ

改进阈值法ＳＳＴ
标准差／ｍ

０～５０ ４４１２０ ０．４４５ ０．３８３

５０～１００ ４７４３１ ０．３０２ ０．２９１

１００～１５０ １４１４１ ０．２８５ ０．２６８

１５０～２００ ３９３１ ０．３７４ ０．３６３

＞２００ ６７２４７ ０．４３０ ０．４１９

３　数据处理

３．１　卫星测高重力异常的计算

根据以上结果，选取改进阈值法为本文的波

形重跟踪算法。下面介绍ＳＳＨ计算重力异常的

流程。采用移去恢复法，参考重力场模型为３６０

阶ＥＩＧＥＮＧＬ０４Ｃ。首先由ＳＳＨ得到剩余ＳＳＧ，

然后采用ＬＳＣ和ＩＶＭ 方法估算剩余重力异常，

进而获得卫星测高重力异常，最后与船的实测重

力异常进行比较。计算流程如图１所示。

取１０ＨｚＳＳＨ的标准差为５ｃｍ，为去掉ＳＳＧ

的粗差，限差取为１０μｒａｄ；但对于台湾东部的海

域，取为２０μｒａｄ。以２Ｈｚ的ＳＳＧ为起算数据，分

别用ＬＳＣ和ＩＶＭ估算了２′分辨率的重力异常。

３．２　高斯滤波与粗差去除

由于ＳＳＨ不准确，需要对其平滑及去除粗

图１　计算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差，高斯滤波被证实为一种有效的算法。其公式

为：

犵（狓）＝
ｅ
－
狓
２

２σ
２，狘狓狘≤

１

２
犇

０，
烅

烄

烆 其他

（１）

式中，犇 为窗口大小；σ＝犇／６。去除粗差采用如

下方法：首先对各个点进行高斯滤波，得到每个点

滤波前后的变化量，进而得到其标准差，如此循环，

直到变化量的最大值小于３倍标准差。

４　结果分析

４．１　犔犛犆与犐犞犕的结果比较

不采用高斯滤波，分别在流程中输入重跟踪

前后的１０ＨｚＳＳＨ，使用ＬＳＣ计算重力异常，与

船测重力进行比较，结果见表３。表３结果表明，

重跟踪能提高重力异常的精度。

表３　犔犛犆方法，船测重力与卫星测高重力异常比较／ｍＧａｌ

Ｔａｂ．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ｈｉｐｂｏｒｎｅａｎｄ

ＡｌｔｉｍｅｔｅｒＤｅｒｉｖｅｄ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ｆｒｏｍＬＳＣ／ｍＧａｌ

区域 平均 均方差 最小 最大

台湾海域
原始 ０．５０１ １３．１２５ －１０２．４５５ ９１．５６６

波形重跟踪 ０．２７７ １２．２７５ －１０８．２０８ ８３．５８６

东海
原始 １．２４４ ５．８１１ －２１．５７２ ２３．３５０

波形重跟踪 １．２７０ ４．８４２ －２１．４９５ ２１．１９２

９８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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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不同滤波波长下ＬＳＣ算法的卫星测高

重力异常与船测重力，统计结果见表４。由表４

可以看出，滤波波长为１６ｋｍ时，东海和台湾海

域重力的均方差均最小。

表４　犔犛犆方法，不同滤波波长下的船测重力

与卫星测高重力异常的比较

Ｔａｂ．４　ＲＭ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ｈｉｐｂｏｒｎｅａｎｄＡｌｔｉｍｅｔｅｒ

Ｄｅｒｉｖｅｄ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ｓｉｎＬＳＣ

区域 滤波波长／ｋｍ 均方差／ｍＧａｌ

无 ４．８４２

东海
８ ４．４７８

１６ ３．８８０

２４ ３．８９８

无 １２．２７５

台湾海域
８ １１．８６９

１６ １０．９５３

２４ １１．２２７

　　采用ＩＶＭ方法，对于不同的窗口大小，分别

将卫星测高重力异常与船测重力进行比较，结果

见表５。可见，提高窗口的大小能改进卫星测高

重力异常的精度，但作用有限。由表４与表５可

以看出，ＬＳＣ得到的卫星测高重力异常精度优于

ＩＶＭ。

表５　犐犞犕方法，不同窗口大小的卫星测高重

力异常与船测重力的比较

Ｔａｂ．５　ＲＭ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ｈｉｐｂｏｒｎｅａｎｄＡｌｔｉｍｅｔｅｒＤｅｒｉｖｅｄ

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ｉｎｄｏｗＳｉｚｅｓｉｎＩＶＭ

区域 窗口大小／分 均方差／ｍＧａｌ

１５ ５．１７７

东海 ２０ ５．１４４

２５ ５．１２６

１５ １９．２６６

台湾海域 ２０ １８．７９５

２５ １８．３９９

４．２　改进阈值法与犓犕犛和犛犪狀犱狑犲犾犾牔犛犿犻狋犺的

结果比较

ＫＭＳ及Ｓａｎｄｗｅｌｌ＆Ｓｍｉｔｈ利用重跟踪后的

Ｇｅｏｓａｔ和ＥＲＳ１数据分别计算出全球海洋重力

场ＫＭＳ０２及 Ｖ１５，从中截取中国沿海区域的重

力异常。表６给出了改进阈值法、ＫＭＳ０２及Ｖ１５

的重力异常与船测重力的比较结果。可以看到，

在东海，改进阈值法得到的结果优于后两者，但台

湾海域的精度不如后两者。虽然台湾海域的结

表６　改进阈值法、犓犕犛和犛犪狀犱狑犲犾犾牔犛犿犻狋犺重力异常与船测重力的比较／ｍＧａｌ

Ｔａｂ．６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ｈｉｐｂｏｒｎｅａｎｄＡｌｔｉｍｅｔｅｒｄｅｒｉｖｅｄＧｒａｖｉｔｙ／ｍＧａｌ

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ｏｆ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ＫＭＳａｎｄＳａｎｄｗｅｌｌ＆ＳｍｉｔｈＭｅｔｈｏｄｓ

区域 最大 最小 平滑 均方差

改进阈值法 １９．５３ －２２．０４ １．２９ ３．８８

东海 ＫＭＳ０２ １９．９６ －２１．５１ １．５５ ３．９４

Ｓａｎｄｗｅｌｌ＆Ｓｍｉｔｈ １８．１５ －２２．２９ １．３７ ３．９２

改进阈值法 ９３．２６ －１０７．８６ ０．４０ １０．９５

台湾海域 ＫＭＳ０２ ９６．０１ －１１３．１３ －０．１６ １０．１９

Ｓａｎｄｗｅｌｌ＆Ｓｍｉｔｈ ９５．７８ －１１８．５８ －１．５ ８．８８

果较差，但仍然优于文献［３］的结果。

由于 ＫＭＳ０２及 Ｖ１５为重跟踪后的 Ｇｅｏｓａｔ

和ＥＲＳ１等多种数据综合计算的结果，因此，本

文只采用Ｇｅｏｓａｔ／ＧＭ融合ＥＲＳ１等其他卫星测

高波形数据来提高台湾海域卫星测高重力异常的

精度。

５　结　语

综合数据利用率和海面地形ＳＳＴ标准差两

个方面的比较说明，改进阈值法优于阈值法及

Ｂｅｔａ５两种重跟踪算法，ＬＳＣ算法得到的精度高

于ＩＶＭ。在中国沿海区域，ＬＳＣ算法１６ｋｍ高斯

滤波波长得到的结果最优，将结果分别与重跟踪

后的ＫＭＳ０２和Ｖ１５比较，东海的结果优于后两

者，但台湾海域的结果稍差。

在一些地形变化很快的复杂沿海区域，如台

湾海域，为了提高卫星测高重力异常的精度，需要

进一步融合ＥＲＳ１等其他数据，采用更好的潮汐

模型及波形重跟踪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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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绘遥感技术给敦煌文物穿上“数字外衣”

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研究所和浙江大学正在联手攻关

“数字敦煌”工程，已完成部分石窟的三维模型制作。“数字敦煌”工程包括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和交互现

实三个部分。以武汉大学李德仁院士为首的课题组负责虚拟现实的设计策划、组织管理和具体实施，运

用测绘遥感新技术，致力于将莫高窟的外形、洞内雕塑等全部文化遗迹，以 ｍｍ级精度虚拟在电脑里。

具体工作分为三步：首先是利用激光扫描技术将石窟里的所有壁画、佛像结构的位置数据测定，然后将

数据进行整理组合，组建成模型，最后在电脑上对壁画和佛像进行着色，形成最终的三维模型。据悉，敦

煌莫高窟共有７００多个石窟，从２００６年８月开始，两年多来，武汉大学的十几名科研人员已基本完成三

个石窟的三维建模工作，全部工作需要１０～２０ａ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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