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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最小均方误差准则的频域形式，探讨了观测噪声和数据分辨率对估计结果的综合影响，给出了频

域内顾及观测噪声和数据分辨率的最优线性估计及其误差功率谱的一般公式。算例表明，当数据分辨率较高

时，观测噪声对估计精度占有主要的影响；当数据分辨率较低时，估计误差主要表现为采样不足引起的混叠误

差，观测精度的提高对估计结果的改善非常有限。研究成果可为重力场精化中技术方案的设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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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球重力场的实际研究中，只能用离散的

观测数据对重力场进行逼近，重力场逼近的精度

与观测噪声和重力数据的分辨率有关［１］。因此，

在建立地球重力场模型或精化大地水准面时，通

常需要在给定的精度和分辨率水平下合理设计观

测数据的施测方案，包括观测精度与采样密度，以

达到投入少、收效大的目的。若能建立观测噪声、

数据分辨率与待估量之间的综合误差响应关系，

则可为重力和ＧＰＳ水准等数据观测方案的优化

设计提供重要的参考。

从频域的角度看，连续信号的离散采样会对

估计结果造成混叠误差，并且观测数据的分辨率

越低，引起的混叠误差就越大。针对这一问题，文

献［２８］都进行了研究，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

进一步讨论了观测噪声和数据分辨率对估计结果

的综合影响，并在最小均方误差准则的频域形式

下，给出了频域内顾及观测噪声和数据分辨率的

最优线性估计及其误差功率谱的一般公式。

１　基本原理

在确定地球重力场时，实际观测数据难以避

免地带有噪声，并且不能满足理论上连续分布的

要求，因此，通常采用带有噪声的格网化观测数

据，在某种最优估计准则下估计待估重力场信号。

格网化观测数据一般可表示为：

犱（狀犺狓，犿犺狔）＝犵（狀犺狓，犿犺狔）＋狏（狀犺狓，犿犺狔）

（１）

式中，狀，犿∈犣；犵（狀犺狓，犿犺狔）为无噪声的格网观测

值；狏（狀犺狓，犿犺狔）为随机观测噪声；犺狓×犺狔为数据

采样的分辨率水平。

假设在实平面上具有紧支性的待估信号仅在

矩形区域０≤狓≤犡、０≤狔≤犢内，则式（１）中的整数

指标狀、犿分别限制在范围０≤狀≤犖－１和０≤犿≤

犕－１内，犖、犕 分别表示狓、狔方向的格网观测值

的个数。紧支性条件下，区域０≤狓≤犡、０≤狔≤犢

以外并无观测值，相应的观测噪声可视为零，则无

噪声观测值、随机观测噪声和实际观测值的二维傅

立叶变换可分别表示为［９］：

珚犌（ω狓，ω狔）＝∑
犖－１

狀＝０
∑
犕－１

犿＝０

犵（狀犺狓，犿犺狔）ｅ
－ｉ（狀犺狓ω狓＋犿犺狔ω狔

）（２）

珚犞（ω狓，ω狔）＝∑
犖－１

狀＝０
∑
犕－１

犿＝０

狏（狀犺狓，犿犺狔）ｅ
－ｉ（狀犺狓ω狓＋犿犺狔ω狔

）（３）

珡犇（ω狓，ω狔）＝∑
犖－１

狀＝０
∑
犕－１

犿＝０

犱（狀犺狓，犿犺狔）ｅ
－ｉ（狀犺狓ω狓＋犿犺狔ω狔

）
＝

犌（ω狓，ω狔）＋犞（ω狓，ω狔） （４）

　　在线性移不变条件下，顾及观测噪声和数据

分辨率的未知信号最优线性估值的卷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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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１０］：

犵^（狓，狔）＝

∑
犖－１

狀＝０
∑
犕－１

犿＝０

犱（狀犺狓，犿犺狔）ξ犺（狓－狀犺狓，狔－犿犺狔）（５）

式中，ξ犺（狓，狔）是在某种最优估计准则下确定的二

维滤波核，它同时考虑了观测噪声和数据分辨率

对估计结果的影响，下标犺表明滤波核与观测数

据的分辨率有关。

２　最优滤波核的确定

由式（５）引起的估计误差可分解为两个部分：

犲（狓，狔）＝犵（狓，狔）－犵^（狓，狔）＝

犲犺（狓，狔）＋犲狏（狓，狔） （６）

式中，犲犺（狓，狔）为离散采样引起的混叠误差；犲狏（狓，

狔）为观测噪声引起的估计误差：

犲犺（狓，狔）＝犵（狓，狔）－珟犵（狓，狔） （７）

犲狏（狓，狔）＝珟犵（狓，狔）－犵^（狓，狔） （８）

　　当观测值无误差时，未知信号的估值珟犵（狓，狔）

依赖于观测值的分辨率，它可通过某种内插滤波

得到。在线性移不变条件下，珟犵（狓，狔）可表示为：

珟犵（狓，狔）＝

∑
犖－１

狀＝０
∑
犕－１

犿＝０

犵（狀犺狓，犿犺狔）φ犺（狓－狀犺狓，狔－犿犺狔）（９）

式中，φ犺（狓，狔）为依赖于数据分辨率的内插滤波

核，它是在混叠误差犲犺（狓，狔）的均方差为最小时

求得的［７，８］。

式（５）中的最优二维滤波核ξ犺（狓，狔）可在如

下最小均方误差准则的频域形式下求得，即

犘犲狏（ω狓，ω狔）＝犈 犈狏（ω狓，ω狔）｛ ｝２ ＝ｍｉｎ

（１０）

其中，犈狏（ω狓，ω狔）为犲狏（狓，狔）的傅立叶变换；犘犲狏
（ω狓，ω狔）为相应估计误差的平均功率谱。求解式

（１０）可得到最优滤波核ξ犺（狓，狔），其频域形式

为［１０］：

Ξ犺（ω狓，ω狔）＝
珚犌（ω狓，ω狔）

２

珚犌（ω狓，ω狔）
２
＋珚犘狏（ω狓，ω狔）

·

Φ犺（ω狓，ω狔）＝珨犠（ω狓，ω狔）Φ犺（ω狓，ω狔）

（１１）

式中，Φ犺（ω狓，ω狔）为内插滤波核φ犺（狓，狔）的傅立叶

变换；珚犘狏（ω狓，ω狔）为噪声的功率谱密度，可由下式

计算：

珚犘狏（ω狓，ω狔）＝犈 珚犞（ω狓，ω狔）｛ ｝２ （１２）

　　由式（１１）可知，顾及观测噪声和数据分辨率的

最优滤波器可由两个级联的子滤波器组成，即一种

是具有降噪作用的噪声滤波器 珨犠（ω狓，ω狔），另一种

是基于某种内插函数获得连续输出信号的内插滤

波器Φ犺（ω狓，ω狔），二者的级联结构可参见文献［１０］。

可以看出，噪声滤波器 珨犠（ω狓，ω狔）具有 Ｗｉｅ

ｎｅｒ滤波类似的信噪比结构。由式（１１）可得：

珨犠（ω狓，ω狔）＝

犌（ω狓，ω狔）
２／犖犕

珚犌（ω狓，ω狔）
２／犖犕 ＋珚犘狏（ω狓，ω狔）／犖犕

＝

珡犃（ω狓，ω狔）
珡犃（ω狓，ω狔）＋犅（ω狓，ω狔）

（１３）

式中，犖犕 为格网观测值的总数；函数珡犃（ω狓，ω狔）

和珚犅（ω狓，ω狔）分别为以下连带序列的傅立叶变换：

犪（狀犺狓，犿犺狔）＝
１

犖犕∑
犖－１

犽＝０
∑
犕－１

犾＝０

犵犽犺狓，犾犺（ ）狔 ·

犵 （犽＋狀）犺狓，（犾＋犿）犺（ ）狔 （１４）

犫（狀犺狓，犿犺狔）＝
１

犖犕∑
犖－１

犽＝０
∑
犕－１

犾＝０

σ狏·

犽犺狓，犾犺（ ）狔 （犽＋狀）犺狓，（犾＋犿）犺（ ）［ ］狔 （１５）

式中，序列犪（狀犺狓，犿犺狔）为无噪声观测值在分辨率

为犺狓×犺狔时的离散协方差函数；序列犫（狀犺狓，犿犺狔）

是噪声的广义离散协方差函数；σ狏［（·）（·）］表

示任意两点的协方差。

若取φ犺（狓，狔）＝φ（狓／犺狓，狔／犺狔），则由式（１１）

引起的估计误差的平均功率谱为［１０］：

犘犲狏（ω狓，ω狔）＝（犺狓犺狔）
２珨犠（ω狓，ω狔）×

珚犘狏（ω狓，ω狔）Φ（犺狓ω狓，犺狔ω狔）
２
　（１６）

由式（１６）可知，估计误差与观测噪声和数据的分

辨率水平有关。

３　算例与分析

以一个一维的模拟计算为例，初步分析观测

噪声和数据分辨率对估计结果的影响。假设重力

异常的协方差函数为：

犆（狓）＝２０．０ｅ－
狓
２／１６ （１７）

　　采用上述协方差函数，根据文献［１１］中的模拟

方法模拟出大地水准面上某段长为５１２ｋｍ断面上

的重力异常。以模拟的重力异常为真值，用间隔犺

＝１ｋｍ、２ｋｍ、４ｋｍ分别对真值进行采样，得到３

组无观测噪声的重力异常观测值。同时，在每一种

采样间隔的观测值中加入均值为０、方差σ
２分别为

１．０ｍＧａｌ２、４．０ｍＧａｌ２和１６．０ｍＧａｌ２的高斯白噪声

序列，连同无观测噪声的数据，共得到１２组重力异

常观测值，分别利用模拟的１２组观测数据来估计

原重力异常。图１给出了上述不同观测噪声和分

辨率水平时重力异常的估计误差曲线，表１为相应

的重力异常估计误差的统计结果。

４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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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不同观测噪声和分辨率水平时重力异常的估计误差

Ｆｉｇ．１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Ｎｏｉｓｅａｎｄ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ｓ

表１　不同观测噪声和分辨率水平时估计误差的统计表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Ｅｒｒｏｒ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Ｎｏｉｓｅａｎｄ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ｓ

犺＝１ｋｍ的分辨率噪声方差 犺＝２ｋｍ的分辨率噪声方差 犺＝４ｋｍ的分辨率噪声方差

０
１．０

ｍＧａｌ２
４．０

ｍＧａｌ２
１６．０

ｍＧａｌ２
０

１．０

ｍＧａｌ２
４．０

ｍＧａｌ２
１６．０

ｍＧａｌ２
０

１．０

ｍＧａｌ２
４．０

ｍＧａｌ２
１６．０

ｍＧａｌ２

最大值／ｍＧａｌ ０．０１ １．４２ ３．０６ ６．９５ １．５８ ２．３６ ３．９９ ６．９３ ８．２１ ８．１９ ８．４２ ９．６６

最小值／ｍＧａｌ －０．０１ －１．３６ －３．４９ －５．６８ －１．６７ －２．５８ －４．２１ －７．２７ －８．０１ －８．４０ －８．８０ －９．４９

平均值／ｍＧａｌ ０．００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３ ０．０９ ０．０６ ０．００ ０．１４ －０．０３ ０．２５

标准差／ｍＧａｌ ０．００３ ０．４８ １．０２ １．９６ ０．７０ ０．９８ １．４９ ２．７４ ３．２６ ３．２８ ３．４６ ３．８０

　　从图１和表１可看出，重力异常的估计误差

随分辨率的降低和观测噪声的增加而增大，并且

当数据分辨率较高时（如犺＝１ｋｍ、２ｋｍ），观测噪

声方差从０变化到１６．０ｍＧａｌ２所对应的重力异

常估计误差的变化量较大，而当数据分辨率较低

时（如犺＝４ｋｍ），变化量却很小。上述结果初步

表明，当数据分辨率较高时，观测噪声对估计精度

占有主要的影响，但当数据分辨率降低到一定程

度时，估计误差主要表现为数据采样不足引起的

混叠误差，即使观测值精度有很大提高，其对估计

结果的改善非常有限。

另外，根据式（１６）计算了不同观测噪声和分辨

率水平时估计结果的误差功率谱，如图２所示。从

图２可知，在相同的数据分辨率水平下，估计误差

的能量随观测噪声的增加而增大；而当观测噪声相

同时，高分辨率观测值的估计误差主要集中在高

频，且误差的能量较小，但随着数据分辨率的降低，

误差逐渐向低频蔓延，误差的能量也随之增大。

图２　不同观测噪声和分辨率水平时

估计结果的误差功率谱

Ｆｉｇ．２　ＥｒｒｏｒＰｏｗ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Ｎｏｉｓｅａｎｄ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ｓ

５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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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语

本文基于最小均方误差准则的频域形式，给

出了顾及观测噪声和数据分辨率的最优线性估计

及其误差功率谱的一般公式。这些公式可用于预

估观测噪声和数据离散采样引起的估计误差，并

为重力场精化中施测方案的优化设计提供参考。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研究仅限于平面内数据为

单输入／单输出的估计，其应用范围具有一定的局

限。今后需要进一步将该理论扩展到球面（或椭

球面）内，并能考虑数据为多输入／多输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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