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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局部（似）大地水准面的求解过程，将聚类分析方法用于重力观测数据的优化设计。根据重力场

的变化特征，利用地形的双向坡度值作为分类属性，给出了实测重力数据可以较稀疏或必须稠密的判断依据。

在一处丘陵地区进行了数值实验，结果表明，应用此方法在非均匀地删除掉近一半的实测重力数据之后，计算

得到的（似）大地水准面变化的最大值为１．２ｃｍ，最小值为－０．４ｃｍ，平均值为０．３ｃｍ，与未删除实测重力数

据情况下获得的计算结果精度相当。由此验证了该方法的可行性，并为局部（似）大地水准面求解过程的优化

设计提供了一条可借鉴的途径。

关键词：聚类分析；（似）大地水准面；重力点位；坡度；优化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３．０

　　众所周知，（似）大地水准面确定之前必须进

行重力数据的观测，一般认为，数据观测量越大，

或观测数据的分辨率越高，（似）大地水准面的计

算精度也越高。但是，数据观测量的增加意味着

观测成本和计算量的增加。如何在满足（似）大地

水准面精度设计的要求下，利用有限且有效的观

测设计降低观测成本和计算量，是确定（似）大地

水准面优化设计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以往人们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并不是太多，可借鉴的工

作主要侧重于数据精度和计算模型对计算结果的

精度影响方面［１４］。而关于数据观测量或观测数

据的分辨率与（似）大地水准面的计算精度之间的

关系之所以缺乏直接的研究成果，原因在于计算

区域类型的多样性及地形的复杂性导致很难确定

出一个相对全面一致的判别准则。文献［５，６］的

结果强调了重力观测中优化设计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但并未给出一条可用于实际的优化设计的方

法。本文以某地区的实测重力及地形数据为基础

进行了数值实验和分析，将地形的双向坡度作为

点位的分类属性，采用聚类分析的方法来选择实

测重力数据的点位，使得每一个实测的重力数据

能够代表更多的局部区域面积，从而可以减少实

测重力的数目，提高（似）大地水准面确定项目中

每个实测重力数据的利用效率，减少投入，节约成

本，以达到优化设计的目的。

１　实验数据

本文收集了某地区的４８７０个实测重力数

据、１ｋｍ分辨率的数字高程模型以及６３个精度

优于２ｃｍ的 ＧＰＳ水准数据作为模拟计算的数

据，其主要统计信息如表１所示。它们在地方坐

标系下的等值线图分别如图１、图２所示。

图１　大地高等值线图

Ｆｉｇ．１　ＥｌｌｉｐｓｏｉｄＨｅｉｇｈｔ

Ｃｏｎｔｏｕｒ

　
图２　空间重力异常等值线图

Ｆｉｇ．２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Ｇｒａｖｉｔｙ

Ｃｏｎｔｏｕ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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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大地高和空间重力异常值统计信息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ＥｌｌｉｐｓｏｉｄＨｅｉｇｈｔａｎｄ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Ｇｒａｖｉｔｙ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大地高／ｍ －２９．１００ ９６０．３４５ ５１．１９１

空间重力异常／ｍＧａｌ －３２．８０１ ５９．８４３ １１．５４６

　注：空间重力异常经过实测重力的归算。

２　分析及模拟比较计算

２．１　大地高信息与实测重力信息相关性分析

首先对已知的４８７０个大地高数据和实测重

力数据经过归算得到的空间重力异常数据进行相

关性分析，引入相关系数狉作为量化指标，其计算

公式为［７］：

狉＝∑
狀

犻＝１

（狓犻－珚狓）（狔犻－珔狔）／

∑
狀

犻＝１

（狓犻－珚狓）
２

∑
狀

犻＝１

（狔犻－珔狔）槡
２ （１）

式中，狉表示变量狓 和变量狔 的相关系数；狓和狔

均包含狀个元素；狓犻 为变量狓 的一个元素；狔犻 为

变量狔的一个元素；珚狓为变量狓 中所有元素的期

望；珔狔为狔的期望。当｜狉｜＞０．９５时，两个变量存

在显著性相关；当０．８≤｜狉｜≤０．９５时，高度相

关；当０．５≤｜狉｜＜０．８时，中度相关；当０．３≤｜狉｜

＜０．５时，低度相关；当｜狉｜＜０．３时，认为不相

关［８］。由式（１）计算得出，该地区的大地高数据与

空间重力异常数据的相关系数为０．８７９，说明它

们存在高度相关性。经验表明，这两种数据存在

着一般性的高度相关现象［１］。另外，大地高数据

与实测重力数据本身也存在这种高度相关性现

象。

２．２　聚类分析原理

聚类分析主要是根据实体的特征对其进行聚

类或分类，按一定的距离在大型多维数据集中标

识出聚类或稠密分布的区域，将数据分成一系列

相互区分的组［９］。它能够将一批样本数据按照它

们在性质上的亲疏程度进行自动分类，一个类就

是一个具有相似性的个体的集合。本文运用１

ｋｍ分辨率的ＤＴＭ数据作为坡度计算的对象，先

对整个研究区域进行分类，分类技术采用适用于

众多样本的快速犓 均值聚类法
［７］，在地方坐标系

下，选取东西犡和南北犢 方向上坡度的欧氏距离

作为分类准则［７］：

犈（犿，狀）＝ｓｑｒｔ（（ｓｌｏｐｅ＿狓犿－ｓｌｏｐｅ＿狔犿）
２
＋

（ｓｌｏｐｅ＿狓狀－ｓｌｏｐｅ＿狔狀）
２） （２）

式中，犈（犿，狀）表示两个格网点位犿、狀之间的分

类距离；ｓｌｏｐｅ＿狓犿、ｓｌｏｐｅ＿狔犿 分别为格网点位犿

在狓、狔方向上的坡度；ｓｌｏｐｅ＿狓狀、ｓｌｏｐｅ＿狔狀 分别为

格网点位狀在狓、狔方向上的坡度，而任意格网点

位犻的坡度计算公式为：

ｓｌｏｐｅ＿狓犻＝ （∑
狀

狆＝１

±
犺狆－犺犻
狓狆－狓（ ）

犻

）／狀

ｓｌｏｐｅ＿狔犻＝ （∑
狀

狆＝１

±
犺狆－犺犻

狔狆－狔（ ）
犻

）／狀

（３）

式中，狀为计算格网点周围的流动格网点的个数；

狓狆、狔狆、犺狆 分别为流动格网点的横坐标、纵坐标和

高程。在计算中，一般可选取适当的搜索半径，在

半径内的已知点都作为流动点参与计算。当狓狆

＞狓犻，狔狆＞狔犻 时，取正；当狓狆＜狓犻，狔狆＜狔犻 时，取

负，从而保证坡度的计算在同一方向参考下进行。

２．３　重力值聚类分析及其同类点的删除方法

按照以上聚类分析准则，可将该地区分成４０

类、２０类、１０类和５类。图３至图６分别是基于

双向坡度的大地高聚类分析影像结果。

图４至图６中的像素灰度值大小并没有实际

意义，只是代表该像素位置属于哪一类，但是相同

的灰度值可以代表该重力点位具有相同的坡度相

似性。它们的对比表明，分类越多，越能区分出地

形的起伏变化；分类越少，更多的地形细节将被忽

略，分类的结果将变得更粗糙。根据前面所述，存

在这种一般性的大地高信息和空间重力异常信息

具有高度相关性，因此，可以把大地高信息看作是

重力点位的一个高度相关量，认为重力点位的分

类形态与大地高信息的分类形态也高度相似。这

样，可以根据重力点位的坐标值确定每个点位落

入到哪个聚类中，间接地将４８７０个重力点位也

分别分为４０类、２０类、１０类和５类，然后对它们

进行有规律的删除：① 判断所有的重力点位中哪

些点既属于同一类，又属于邻近点，形成一片连续

区域；② 在选定的连续区域中，对重力点位进行

犡方向或者犢 方向上的坐标值排序；③ 计算该连

续区域中重力点位的个数，选择一个控制是否在

连续区域进行删除重力点位行为的个数阈值，大

于这个阈值的同类连续区域每隔一点删除一个重

力点，在此情形下，该选定的连续区域重力点的个

数则减少了一倍；④ 重复操作，对所有满足阈值

要求的同类连续区域都进行删除。

通过以上过程，其结果是对于具有典型意义

的孤点位和小于阈值的同类连续区域上的重力点

位得到了保留，这些点位往往存在于坡度变化较

为剧烈的山区；而对于大量的大于阈值的同类连

续区域则得到了稀疏，其数目减少了一倍，这些点

位往往存在于连续平缓的平原区。

８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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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４０类影像图

Ｆｉｇ．３　４０ｃｌｕｓｔｅｒｓＩｍａｇｅ
　　

图４　２０类影像图

Ｆｉｇ．４　２０ｃｌｕｓｔｅｒｓＩｍａｇｅ
　　

图５　１０类影像图

Ｆｉｇ．５　１０ｃｌｕｓｔｅｒｓＩｍａｇｅ
　　

图６　５类影像图

Ｆｉｇ．６　５ｃｌｕｓｔｅｒｓＩｍａｇｅ

２．４　局部（似）大地水准面试算

在局部（似）大地水准面的求解过程中，本文

首先用离散的实测重力数据得到空间重力异常，

再内插成１ｋｍ的格网代入Ｓｔｏｋｅｓ公式进行（似）

大地水准面及其差值变化计算［１，８，１０］，内插方法采

用Ｓｈｅｐａｒｄ方法
［８］。表２是将４８７０个重力点分

别进行四种形式的聚类分析以及重力同类数据删

除之后所求得的１ｋｍ格网重力异常与未删除任

何重力数据所得的格网重力异常变化差值的统计

信息。

表２　格网重力异常差值信息统计表／ｍＧａｌ

Ｔａｂ．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Ｇｒｉｄｄｅｄ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ｍＧａｌ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均方根 删除个数

４０类 ４．９５８ －５．３２７ ０．７６９ ０．３２２ １２８８

２０类 ５．７９２ －７．４５７ ０．６８６ ０．４８３ １７５７

１０类 ５．６８８ －８．１５２ ０．６３４ ０．６１１ ２０８８

５类 ９．３０７ －７．０３０ ０．６７０ ０．６６４ ２３５０

　注：表中计算结果是在内插半径相同的情况下取得的。

将原始的与通过５类聚类分析删除掉２３５０

个重力点的格网空间重力异常变化差值代入

Ｓｔｏｋｅｓ公式进行计算，得到（似）大地水准面高的

近似变化情况，如表３所示。

表３　（似）大地水准面高差值统计信息／ｍ

Ｔａｂ．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Ｇｅｏｉｄ／ｍ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均方根

４０类差值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２０类差值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１０类差值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５类差值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为了严格地说明通过聚类分析方法可以不均

匀地大量删除同类重力点位，并且不影响（似）大

地水准面的精度量级，本文还利用删除了２３５０

个同类重力点之后的实测重力数据、６３个 ＧＰＳ

水准数据以及１ｋｍ分辨率的数字高程模型，采

用１ＤＦＦＴ技术
［１，１０，１１］移去恢复法进行重力（似）

大地水准面的计算，并利用该地区的２５个 ＧＰＳ

水准数据得到的（似）大地水准面高进行外部检

核，外部检核点位分布如图７所示。得到的外部

检核精度的最大值为０．０６７ｍ，最小值为－０．０２７

ｍ，平均值为０．００９ｍ，均方根为０．０２６７ｍ。

图７　外部检核点分布

Ｆｉｇ．７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ＣｈｅｃｋＰｏｉｎｔｓ

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将所有的重力点位按

照聚类分析方法分成５类（本文中最粗糙、删除重

力点位最多的分类情形），然后进行点位删除，得

到的（似）大地水准面的精度也可以达到ｃｍ级。

这说明用于模拟计算的４８７０个重力点位中，有

些点位是可以去掉的，在坡度变化不大的区域，可

以用更少的点位来控制。

３　结　语

本文是在利用大地高地形数据与实测重力数

据具有较强的相关性这一实际特征的条件下，用

某地区的数据进行的模拟试算。在实际重力测量

之前，利用本文的基于双向坡度聚类分析法来分

９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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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地形，将所要求解的区域再分成若干个小区域，

初步找出哪些位置的重力数据可以比较稀疏地实

测，哪些位置的重力数据需要被加密实测是可行

的，为重力数据的优化设计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不过，对于具体的定量分类指标，还需根据地形复

杂程度的不同作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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