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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１°×１°全球犮犿级大地水准面的一种理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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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阐述了采用Ｓｔｏｋｅｓ方法或 Ｍｏｌｏｄｅｎｓｋｙ方法难以确定全球ｃｍ级大地水准面的理由。提出了一种实

现具有分辨率１°×１°的全球ｃｍ级大地水准面的理论方案，并给出了实施步骤，其基本前提是给定全球具有

分辨率为１°×１°的ｍＧａｌ的引力位模型以及精度较高的地表浅层密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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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ＧＭ９６模型提供了一个３０′×３０′的全球重

力位场参考框架，其精度水平大约几十ｃｍ
［１］。

计划２００８年９月发射的 ＧＯＣＥ卫星系统可提供

全球１°×１°分辨率的重力位场参考框架，其精度

水平为 ｍＧａｌ量级，相应的高程精度可达到ｃｍ

量级［２］，这为实现全球１°×１°分辨率ｃｍ级大地

水准面奠定了基础。

大地水准面是最接近平均海水面的重力等位

面。为了确定大地水准面 （包括确定外部重力

场），通常引进平均椭球或参考椭球，如 ＧＲＳ８０

参考椭球系统［３］。如果确定了大地水准面至参考

椭球面的距离犖（即大地水准面差距），也即确定

了大地水准面的位置。以大地水准面为边界面，

利用大地水准面上的重力异常 Δ犵（大地水准面

上的重力值与参考椭球面上对应点的正常重力值

之差），基于Ｓｔｏｋｅｓ方法可求出大地水准面上的

扰动位犜，再利用Ｂｒｕｎｓ公式可求出大地水准面

差距犖
［４］。

为计算扰动位犜，需要将地球表面的重力观

测值归算到大地水准面上，这需要两个条件：

① 重力测量点的正高犺，也即海拔高（地面点至

大地水准面的距离）；② 大地水准面与地面之间

的物质密度。条件①可通过水准测量和重力测量

近似实现；条件②则通过取估计密度值 （大地水

准面外部的物质层的平均密度值通常取为２．６７

ｇ·ｃｍ
－３）来完成。实际上，由于存在很多重力

测量空白区 （如山区），目前采用地形数据和地

球物理数据推估这些空白区的重力值，由此产生

的误差可达ｄｍ级。

由条件②导致的确定大地水准面的误差取决

于对所论物质密度的了解程度。如果给定足够精

确的地表（或地壳）密度模型，则可将密度误差的

影响降低到ｃｍ级。然而，由条件①导致的确定

大地水准面的误差在很大程度上源于高程误差，

特别是在需要较长水准测线的传递才能到达的点

位以及地形变化复杂的地区或山区，存在较大的

累积误差或代表误差，构成了难以克服的障碍，

无法达到ｃｍ级精度。这是采用 Ｓｔｏｋｅｓ方法难

以确定ｃｍ级大地水准面的理由。

以地球表面为边界面，利用地球表面重力异

常Δ犵（地球表面的重力值与似地形表面对应点的

正常重力值之差），基于 Ｍｏｌｏｄｅｎｓｋｙ方法可以

求出地球表面的扰动位犜，进而利用Ｂｒｕｎｓ公式

可求出高程异常ζ （即地面至似地形表面的

高）［４，５］。

Ｍｏｌｏｄｅｎｓｋｙ方法避开了质量调整 （或重力

归算）问题，无需知道地面与大地水准面 （或似

地形表面）之间的物质密度［５］。在应用 Ｍｏｌｏｄｅｎ

ｓｋｙ方法时，由于采用了球近似线性化计算模

型，其近似程度在ｄｍ级左右。此外，为了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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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高程异常ζ向大地水准面差距犖 的转换，仍

然需要根据水准测量求出地面的正高犺，其误差

在山区通常远远超过了ｃｍ级。

１　基本假设

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际计算表明，采用重力

卫星技术 （如 ＣＨＡＭＰ卫星计划、ＧＲＡＣＥ卫星

计划或ＧＯＣＥ卫星计划等）可确定精度较高的

全球（地球外部）重力场模型［６］。因此，假定已经

给定了一个分辨率为１°×１°（相当于 约１００ｋｍ

的分辨率）的外部重力位场模型，其精度为

ｍＧａｌ级，给定的重力场模型仅定义在地球域Ω

的外部区域珚Ω。因此，如何得到整个大地水准面

外部的重力位场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在地球外部区域，重力位可表述为：

犠（犘）＝犞（犘）＋犙（犘），　犘∈珚Ω （１）

其中，犙（犘）是离心力位；犞 （犘）是引力位场；犘

是场点。由于犙（犘）已知，因此，给定了重力位

场犠（犘）即给定了引力位场犞 （犘），反之亦然。

本文中，假定犞 （犘）在地球外部区域珚Ω 中是已

知的。

假定利用 ＧＰＳ技术以ｃｍ量级的精度确定

了地面的位置 （因而就以相应的精度确定了大地

高），因此，只要以ｃｍ级的精度确定了大地水准

面的位置，即可在ｃｍ级的精度水平上确定地面

的正高 （海拔高）。

假定对地表浅层的物质密度分布已充分了

解。这里，地表浅层表示位于大地水准面下面的

某个封闭曲面Γ 与地面Ω 之间的物质层，其

中，Γ与大地水准面犌比较接近或尽量接近，参

见图１。图１中，粗线表示地球表面Ω，虚线表

示大地水准面犌，封闭细线表示被大地水准面包

围但又与大地水准面比较接近的曲面Γ。由于大

地水准面差距 犖 的变化范围大约在±１００ｍ

量级之间，因此，地表浅层的厚度犇不会超过

图１　确定全球大地水准面的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ｋｅｔｃｈＦｉｇｕｒｅ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Ｇｅｏｉｄ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１０ｋｍ。在海域，犇 大约 ｍ级；在平原地区，为

１０ｍ至１００ｍ量级；在山区，为１０００ｍ量级

（在珠穆朗玛峰附近，可达到８０００ｍ左右）。也

就是说，如果这样选取Γ 面，当它位于地表以下

１０ｋｍ处时满足理论要求。

地质勘探（包括钻进）以及地震波探测技术

（特别是浅层地震勘探技术）能够对地表浅层的物

质分布提供越来越精确的信息。早期ＰＲＥＭ 模

型［７］提供了地球的球对称物质密度分布，但精度

非常有限，特别是没有给出密度的横向变化。近

年来，出现了地壳模型，从ＣＲＵＳＴ５．１（分辨率

为５°×５°）
［８］发展到了ＣＲＵＳＴ２．０（分辨率为２°

×２°）
［９］，对地表浅层物质密度分布的了解越来

越精细。因此，假定给定了一个精度足够高的地

表浅层物质密度分布ρ１。

２　理论模型

由地 表 浅 层 物 质 产 生 的 引 力 位 场 记 为

犞１（犘），它可根据密度分布ρ１ 按牛顿位积分公式

求出：

犞１（犘）＝犌∫珚Γ－珚Ω

ρ１
犾
ｄτ，犘∈珚Γ （２）

其中，犌是引力常数；珚Γ表示曲面Γ的外部区域，

它包含地球的外部区域珚Ω；珚Γ－珚Ω表示地表浅层所

占据的区域（即由Γ与Ω 包围的区域，参见图

１）；犾是场点犘 与体积分元ｄτ之间的距离。于是，

可以确定由Γ包围的物质所产生的在地球外部

区域珚Ω 中的引力位场犞０（犘）：

犞０（犘）＝犞（犘）－犞１（犘），犘∈珚Ω （３）

式（３）仅仅定义在地球的外部区域珚Ω，因为事先

并不知道区域珚Γ－珚Ω中的引力位场犞 （给定的引

力位场仅定义在地球的外部空间珚Ω）。

由Γ包围的物质所产生的真实引力位场在

Γ的外部区域珚Γ 正则调和。现在，它在地球外部

空间珚Ω中是已知的（见方程（３）），因此，基于虚拟

压缩恢复法［１０］或球谐展开法［４］即可求出由Γ包

围的物质所产生的在域珚Γ 中的引力位场：

犞０（犘）＝犞

０ （犘），犘∈珚Γ （４）

其中，犞
０ （犘）表示虚拟解，它实际上是犞０（犘）（犘

∈珚Ω）向界面Γ的自然延拓，即所采用的边值是由

方程（３）求出的在包围了地球的一个圆球面犓

（比如Ｂｒｉｌｌｏｕｒｉｎ球）上的边值犞０｜犓。由此得到

的在Γ面外部区域珚Γ 中的虚拟解犞

０ （犘）必定与

相应的真实场犞０（犘）（即由Γ包围的物质所产生

的在域珚Γ 中的引力位场）重合
［１１，１２］。比如，采用

３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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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谐展开法，可利用球面犓 上的边值犞０｜犓求出

球谐系数，得到由Γ包围的物质所产生的在犓

的外部域珡犓 中的正则调和解，该解也同时是域珚Γ

－珚Ω中的真解
［１１，１２］。若采用虚拟压缩恢复法［１０］，

则对边值犞０｜犓进行连续不断的 （恒等）压缩和

（Ｐｏｉｓｓｏｎ积分）恢复，最终得到一个虚拟解犞
０

（犘）（犘∈珡犓犻），其中，珡犓犻表示位于由Γ 包围的区

域Γ之中的一个球犓犻（称为Ｂｊｅｒｈａｍｍａｒ球或内

部球）的外部区域，珡犓犻包含了珚Γ。当把解犞

０ （犘）

（犘∈珡犓犻）限定在珚Γ中时，它与真实场犞０（犘）（犘∈

珚Γ）重合
［１０，１２］。于是，可求出在珚Γ中的由整个地球

产生的真实地球引力位场：

犞（犘）＝犞０（犘）＋犞１（犘），犘∈珚Γ （５）

其中，犞０（犘）由方程（４）给出；犞１（犘）由牛顿引力

位公式（２）给出，它们均定义在珚Γ之中。在珚Γ中

的重力位场可表示成：

犠（犘）＝犞（犘）＋犙（犘），犘∈珚Γ （６）

方程（６）与方程（１）的区别在于定义域不同，方程

（６）的定义域由珚Ω扩展到了珚Γ，即将解（１）所适用

的范围从珚Ω延拓到了珚Γ。文献［１３］的研究表明，

采用虚拟压缩恢复法进行向下延拓几乎不损失精

度。

这样，可精确求出大地水准面的位置，它由如

下重力等位面方程决定：

犞（犘）＋犙（犘）＝犠０ （７）

其中，犠０是大地水准面上的重力位
［３］。基于方程

（７）求解大地水准面时，需要利用试探法并采用

迭代（或搜索）技术来实现。具体步骤如下。

１）如图１（图１中，射线与Γ和犌的交点分

别记为犘０和犘犌）。从坐标系原点（它与地心重合）

狅向任意方向 （θ，λ）引一条射线犾，它与Γ交于

犘０点。从犘０点出发向远处逐渐移动，必存在一

点而且只有一点犘犌，使得方程（７）成立，因为不

同的重力等位面互不相交。实际上，定义

犳（犘）＝犞（犘）＋犙（犘） （８）

如果将犘 限定在射线犾上，由于方向 （θ，λ）固

定，因而犳（犘）是犘 的单调递减函数（本文讨论

仅限于包含了大地水准面的地球附近空间）。

２）首先选取犘０代入方程（７）。如果犘０位于

大地水准面上（即犘０＝犘犌），则方程（７）成立；否

则，必有：

犳（犘０）＞犠０ （９）

这意味着需要在离开原点更远的地方寻求犘犌

（犳（犘）是犘的单调递减函数）。为了减少搜索步

骤，可应用Ｂｒｕｎｓ公式，在（沿射线方向）离犘０更

远的一段距离

犾１ ＝ ［犳（犘０）－犠０］／γ （１０）

的犘１处试探方程（７），这里狅犘１＝狅犘０＋犾１。如果

犘１位于大地水准面上，则方程（７）成立；否则，

有：

犳（犘１）＞犠０ （１１）

或

犳（犘１）＜犠０ （１２）

如果式（１１）成立，继续前述过程；如果式（１２）成

立，则需从犘１向反向（即射线方向的逆向）按步

长［犠０－犳（犘０）］／γ搜索。如果定义

犾犻＝ ［犳（犘犻－１）－犠０］／γ（犻＝１，２，…）（１３）

那么，总可以按步长犾犻从犘犻－１点试探下一个点犘犻

（狅犘犻＝狅犘犻－１＋犾犻）。

３）上述过程可使序列犘犻逐步接近犘犌。当试

探到第犖 步时，如果

犳（犘犖）－犠０

γ
＜δ （１４）

成立，则停止搜索；否则，继续下去。其中，δ是

精度指标，在ｃｍ级精度要求之下，便确定了点

犘犌，其坐标可以表示成 （狉犌，θ，λ）。由于（狉犌，θ，λ）

任意，由此便得到了ｃｍ级大地水准面犌 的位

置。

３　结　语

通常，在大地水准面与地球表面之间采用平

均密度值２．６７ｇ·ｃｍ
－３。实际上，在上述两个界

面之间，真实密度值往往会偏离平均密度值。不

过，可以认为这种偏离服从正态分布，因为在确

定密度分布时，总是将一个大区域划分成很多小

区域来确定。如地壳模型 ＣＲＵＳＴ２．０
［９］，该模

型除了将地壳划分为７个层面之外，又将每层按

２°×２°的格网划分，因而属于大样本事件（将每层

中的每个格网看作一个事件）。如果密度误差服

从正态（随机）分布，密度误差对确定大地水准面

的影响会大大削弱［１４］。另一方面，在占整个地球

表面７１％ 的海洋区域，海面正高犺大约在±１ｍ

之间变化，这时，即使存在系统密度误差δρ＝

０．０１ｇ·ｃｍ
－３，由此引起的大地水准面的变化也

只有０．５ｍｍ。文献［１４］的模拟实验表明，采用

本文提出的方法确定具有分辨率１°×１°的全球

ｃｍ级大地水准面，对地表浅层密度的精度要求

为０．１ｇ·ｃｍ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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