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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了球冠谐分析的理论基础，推导出用球冠谐分析拟合高程异常的模型，从而实现了ＧＰＳ大地高

和正常高之间的转换。介绍了球冠谐模型的改进模型（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ｈａｒｍｏｎ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ＳＨＡ），解决了

球冠谐分析中求解非整阶Ｌｅｇｅｎｄｒｅ函数阶数的困难。拟合结果显示，模型的内外符合精度能控制在ｃｍ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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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国内外用于ＧＰＳ水准高程计算的方法

主要有绘等值线图法、解析内插法（包括曲线内插

法、三次样条函数法和 Ａｋｉｍａ法）、曲面拟合法

（包括多项式曲面拟合法、多面函数法、曲面样条

拟合法、高阶回归方程逼近法和移动曲面法）、加

权均值法等［１］。对球冠谐分析方法的研究最早由

加拿大的 Ｈａｉｎｅｓ
［２］于１９８５年提出，用于计算与

地壳结构有关的地球表面局部范围内的区域磁

场。我国对球冠谐方法的研究起于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主要用于表达我国三分量地磁场和局部重力

场。球冠谐分析方法属于一种谱方法，由基函数

张成的近似空间具有良好的逼近性质，它由非整

阶勒让德（Ｌｅｇｅｎｄｒｅ）函数和三角函数组成，其优

点是在球冠域上具备正交、完备的特性。本文从

位理论出发，对用球冠谐（ＳＣＨＡ）逼近局部ＧＰＳ

水准的方法进行了尝试。

１　球冠谐模型

球冠谐函数是球冠坐标系下满足位理论边界

条件的谱函数，它是局部区域对应的特征函数，这

里讨论用特征值问题的方法进行球冠谐函数模型

的推导。Ｌａｐｌａｃｅ方程Δ狌＝０是ＳｔｕｒｍＬｉｏｕｖｉｌｌｅ

方程（简称ＳＬ方程）的一种特殊形式，该方程在

球坐标系（狉，θ，φ）中可表述为
［３］：

１
犚（狉）

ｄ

ｄ狉
狉２
ｄ犚（狉）

ｄ（ ）狉
＋

１

犳（θ）ｓｉｎθ
ｄ

ｄθ
ｓｉｎθ

ｄ犳（θ）

ｄ（ ）θ
＋

１

ｓｉｎ２θ犺（φ）
ｄ２犺（φ）

ｄφ
２ ＝０ （１）

式中，狌＝犚（狉）犳（θ）犺（φ），可以用分解变量的方法

求解得到：

犚（狉）＝
１

狉犾＋１
，犺（φ）＝ ｃｏｓ（犿φ）ｓｉｎ（犿φ｛ ｝）

犳（θ）＝犘
犿
犾犽
（ｃｏｓθ） （２）

式中，犾是一个实数；犘犿犾犽（ｃｏｓθ）是非整阶Ｌｅｇｅｎｄｒｅ

函数。

某一球冠上球坐标形式的 Ｌａｐｌａｃｅ方程解

为：

犞（狉，θ，φ）＝∑
∞

犽＝０
∑
犽

犿＝０

犚
犚（ ）狉

犾犽＋１

·

（犆犽犿ｃｏｓ（犿φ）＋犛犽犿ｓｉｎ（犿φ））犘
犿
犾犽
（ｃｏｓθ） （３）

　　球冠谐函数与球谐函数的区别在于用非整阶

勒让德函数代替整阶勒让德函数，余纬θ的定义

域由［０，π］变为［０，θ０］，同时需要把通过地球北极

的坐标犣轴沿子午线旋转到通过球冠的中心，使

经度φ仍然满足周期性的边界条件。

非整阶勒让德函数由以下边界条件确定［４］：

犃犘犿
犾犽 ＋犅

ｄ犘犿犾犽
ｄ狋

＝０，犽＝犻，犼 （４）

式中包含三种情况：① 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问题，犃≠０，犅＝

０；② Ｎｅｕｍａｎｎ问题，犃＝０，犅≠０；③ 混合边值问

题，犃≠０，犅≠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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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满足①和②时，可分别表示为：

犘犿犾（ｃｏｓθ）狘θ＝θ０ ＝０ （５）

ｄ犘犿犾（ｃｏｓθ）

ｄθ
狘θ＝θ０ ＝０ （６）

　　在己知犿 和θ０ 时，可以求出两组犾的实数

根。令犽为根犾犽 的序号，犾的实根可用犾犽（犿）表

示，应取下述三种情形的根［４］：① 当犽－犿为奇数

时，取式（５）的根；② 当犽－犿 为偶数时，取式（６）

的根；③ 当犽－犿 为非负整数时，广义Ｌｅｇｅｎｄｒｅ

函数同时满足式（５）、式（６）。

为了实际应用的方便，对缔合勒让德函数

犘犿犾犽（ｃｏｓθ）进行规格化，得到
珚犘犿犾犽（犿）。

珚犘犿犾犽（犿）的计算

比较复杂，要借助超几何函数来实现［５］：

珚犘犿犾犽（犿）＝犓犾犿ｓｉｎ
犿
θ·

犉 犿－犾；犾＋犿＋１；１＋犿；
１－ｃｏｓθ（ ）２

（７）

式中，犓犾犿为规格化因子，其递推公式为：

犓犾０ ＝１，犓犾犿 ＝
槡２
２犿犿！

（犾＋犿）！
（犾－犿）［ ］！

１
２

（８）

犉为超几何函数，

犉（α；β；γ；狓）＝１＋
αβ
１！γ
狓＋

α（α＋１）β（β＋１）

２！γ（γ＋１）
狓２＋… （９）

　　因为在边界上要求高程异常值为零不现实，

所以对于 ＧＰＳ水准高程异常，应满足 Ｎｅｕｍａｎｎ

边界条件，这要求（犽－犿）为偶数。构造函数：

ζ（狉，θ，φ）＝
犳犕
狉γ ∑

∞

犽＝１
∑
犽

犿＝０
犽－犿＝偶数

犚（ ）狉
犾犽
（犿）＋１

·

（珚犆犽犿ｃｏｓ（犿φ）＋珚犛犽犿ｓｉｎ（犿φ））珚犘
犿
犾犽
ｃｏｓ（θ）　

（１０）

式中，γ是正常重力；犚为地球半径。

２　改进的球谐分析（犃犛犎犃）

用球冠谐展开表达局部高程异常，需要按边

界条件反求非整阶Ｌｅｇｅｎｄｒｅ函数的阶数，计算量

非常繁重，不便于实际应用。本文采用改进的球

谐模型（ＡＳＨＡ），在保持相当精度的前提下，对球

冠谐函数作必要的改进，以简化运算，提高球冠谐

分析在局部 ＧＰＳ水准拟合研究中的应用效率。

其主要思想是把余纬θ的定义域（０，α）映射到（０，

π／２）上，以便用整阶Ｌｅｇｅｎｄｒｅ函数代替非整阶

Ｌｅｇｅｎｄｒｅ函数。下面将从理论上简述如何把扰

动场元从半角为α的球冠坐标系（狉，θ，φ）转化到

半角为π／２的球冠坐标系（狉′，θ′，φ′）中去。这

里［６］，狉′＝狉；φ′＝φ，θ′＝狊θ，其中，狊＝π／（２α），α

是球冠半角；狉和狉′、φ和φ′分别是在旧坐标系和

新坐标系中的半径和经度。

当球冠的半角α≤１４°时，用ＡＳＨＡ技术
［６］把

球冠域映射到半球域上，实现整阶Ｌｅｇｅｎｄｒｅ函数

代替非整阶Ｌｅｇｅｎｄｒｅ函数后，仍能保持相当的精

度。假设犘狀犿（狋）为整阶Ｌｅｇｅｎｄｒｅ函数，狋＝ｃｏｓθ，

狋０＝ｃｏｓ０°，则有：

犘狀犿（狋）＝
１

２狀
（１－狋

２）
犿
２∑

狉

犽＝０

（－１）
犓

（２狀－２犽）！

犽！（狀－犽）！（狀－犿－２犽）！
狋狀－犿－２犽 （１１）

式中，

狉＝

狀－犿
２
，狀－犿为偶数

狀－犿－１
２

，狀－犿
烅

烄

烆
为奇数

（１２）

这里只考虑 Ｎｅｕｍａｎｎ边界条件，ＧＰＳ水准高程

异常可以表示为：

ζ（狉，θ′，φ′）＝
犳犕
狉γ ∑

∞

犽＝１
∑
犽

犿＝０
犽－犿＝偶数

犚（ ）狉
犾犽
（犿）

·

（珚犆犽犿ｃｏｓ（犿φ′）＋珚犛犽犿ｓｉｎ（犿φ′））珚犘犽犿（ｃｏｓθ′）

（１３）

式中，珚犘犽犿 （ｃｏｓθ′）为规格化勒让德函数；犾犽＝

狊２犽（犽＋１）＋０．槡 ２５ － ０．５； 珚犘犽犿 （狋） ＝

［２－δ（犿）］［１－狋０］

犓犿槡 犾

犘犽犿（狋）＝

［２－δ（犿）（２犽＋１）（犽－犿）！］
（犽＋犿）槡 ！ 犘犽犿（狋） （１４）

３　实例计算

某测区在北纬３１°４１′２２″～３２°４２′３４″、东经

１２０°１２′２０″～１２１°５４′５５″之间，共有１４８３个ＧＰＳ

点，其中３５个点联测了水准。在３５个水准联测

点中，选择３２个计算模型系数，其余３个用于检

验拟合模型的外符合精度。根据测区范围，球冠

角为０．６８°即可覆盖整个测区。因为测区球冠角

较小，为计算方便，首先采用ＡＳＨＡ模型，编写了

Ｍａｔｌａｂ程序计算。下面给出了截断项数 犖＝４

和犖＝５时计算的正常高，图１为相应的高程异

常等值线图。同时，还计算了３２个已知水准点在

不同拟合残差绝对值区间内的分布情况，如表１

所示。

在表１中，当犖＝５时，３２个水准点中有３０

个点的残差小于７ｃｍ；而犖＝４时，只有２３个点

的残差小于７ｃｍ。可以看出，当犖＝５时，模型的

１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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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采用犃犛犎犃模型，已知水准点在不同残差

绝对值区间内点的分布个数／个

Ｔａｂ．１　Ｎｕｍｂ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Ｋｎｏｗｎ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ｓＤｉｓｔｒｉ

ｂｕｔｉｎｇ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ＶａｌｕｅＲａｎｇｅｏｆ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ＡｄｏｐｔｉｎｇＡＳＨＡＭｏｄｅｌ

内符合残差绝对值区间

０～３ｃｍ ３～５ｃｍ ５～７ｃｍ ７～１０ｃｍ ＞１０ｃｍ

犖＝４ １２ ８ ３ ６ ３

犖＝５ ２３ ５ ２ ０ ２

图１　采用ＡＳＨＡ模型，犖＝４和犖＝５时拟合

测区的高程异常等值线图

Ｆｉｇ．１　ＦｉｔｔｅｄＩｓｏｌｉｎｅｓｏｆＨｅｉｇｈｔＡｎｏｍａｌｙｉｎＳｕｒｖｅｙ

ＡｒｅａＡｄｏｐｔｉｎｇＡＳＨＡＭｏｄｅｌ，Ｗｈｅｎ犖＝４ａｎｄ犖＝５

内符合精度明显优于截断项数犖＝４时的模型。

对于截断项数 犖 的选取，经过反复试算发

现，犖 越大，拟合模型的内符合精度越高，但随截

断项数犖 的增大，模型的边缘效应也越明显，计

算矩阵会发生奇异，导致部分点发生突变，降低模

型的外符合精度（这在表２中也有所表现）。

表２给出了用于检验模型精度的３个水准点

在犖＝４和犖＝５时拟合的正常高及和已知正常

高的差值。很明显，当犖＝５时，１号点发生了突

变。

表２　犃犛犎犃模型检验模型精度的各水准点

的正常高及残差值

Ｔａｂ．２　Ｎｏｒｍ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ｏｆ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ｓ

ＵｓｅｄｔｏＴｅｓｔ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ｏｆＡＳＨＡＭｏｄｅｌ

点号
已知正常

高／ｍ

犖＝４拟合

正常高／ｍ
差值／ｃｍ

犖＝５拟合

正常高／ｍ
差值／ｃｍ

１ ４．７６９ ４．６７７ ９．２ ４．４９７ ２７．２

２ ３．８０８ ３．７９２ １．６ ３．８２８ －２．０

３ ３．３８１ ３．４６８ －８．７ ３．４０６ －２．５

　　另外，为了对比ＡＳＨＡ模型和球冠谐模型的

精度，还用球冠谐模型模拟了上述测区的高程异

常，截断项数犖＝４和犖＝５时，拟合的高程异常

等值线图如图２所示。

通过图２和图１的对比发现，当截断项数

犖＝４时，球冠谐模型和 ＡＳＨＡ模型对测区高程

异常的逼近程度相差不多。当犖＝５时，ＡＳＨＡ

模型的部分点发生了突变。

在本算例中，球冠谐模型的内、外符合精度都

图２　用球冠谐模型，犖＝４和犖＝５时，拟合测区

高程异常等值线图

Ｆｉｇ．２　ＦｉｔｔｅｄＩｓｏｌｉｎｅｓｏｆＨｅｉｇｈｔＡｎｏｍａｌｙｉｎ

ＳｕｒｖｅｙＡｒｅａＡｄｏｐｔｉｎｇＳＣＨＡＭｏｄｅｌ，Ｗｈｅｎ

犖＝４ａｎｄ犖＝５

能控制在１０ｃｍ以下（表３）。从表３可以看出，

在这么大的研究区域内，参与拟合的水准重合点只

有３２个的情况下，拟合出的精度还是很好的，这说

明球冠谐模型作为一个考虑并利用地球物理特性

的模型，在应用于拟合ＧＰＳ水准高程时，还是很有

优势的。另外，本例中的已知水准高程精度在５～

１０ｃｍ，结果用于像控，本文只是用其作为数据实

例，若用精度高的水准高，结果会更好。

表３　各模型的内外符合精度／ｃｍ

Ｔａｂ．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ａｎｄ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ｏｆＡｌｌＭｏｄｅｌｓ

ＡＳＨＡ模型 球冠谐模型

犖＝４ 犖＝５ 犖＝４ 犖＝５

内符合精度 ６．５１ ４．４９ ６．３５ ５．４７

外符合精度 ８．９９ １９．３８ ９．３２ ３．６０

最大残差 ２０．６ １６．６ ２２．２ １９．１

最小残差 ０．１ ０．１ ０．３ ０．６

　　在本文算例中，当犖＝４时，无论是球冠谐模

型还是ＡＳＨＡ模型，模型的内外符合精度都能控

制在ｃｍ级；当犖＝５时，ＡＳＨＡ模型的内符合精

度比犖＝４时高，但外符合精度降低。当选择不

同的截断项数时，计算表明，截断项数犖 越大，模

型的内符合精度越高，但同时模型的边缘效应也

越明显，导致模型的外符合精度降低。实际使用

时，应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另外，在实例计算

中，已知水准数据的精度只有５～１０ｃｍ，这会影

响拟合结果的精度，希望以后用更准确的水准数

据验证模型。当球冠谐模型的球冠角较小时（通

常不超过１４°），球冠谐模型和 ＡＳＨＡ模型拟合

的精度相差不多，此时应用中可以选择ＡＳＨＡ模

型进行计算。同时，用ＡＳＨＡ模型能够避免计算

非整阶Ｌｅｇｅｎｄｒｅ函数的非整阶数，省去很多复杂

而又繁琐的计算。而球冠谐模型作为一种求解

ＧＰＳ水准的新方法和思路，随着研究的深入，球

冠谐模型的应用会更加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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