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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仿真和实测数据的空间变化进行了分析，得出拖鱼起伏高度变化对测量成果的影响量级与测区磁

异常水平梯度变化的复杂程度有关。提出了归算的阈值条件，并通过实例验证了该条件的合理性与实用性，

并提出当测区要求是一级、二级和三级测量精度时，必须将测量数据归算到平均海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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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海洋磁力测量中，大面积的海洋磁力测量

都是两艘或两艘以上的测量船同时测量，由于测

量船的属性参数（船长、排水量）及拖缆长度的不

同，导致拖鱼的入水深度也不同［１３］，致使观测面

是一个起伏的曲面，有时还可能是间断的曲面（相

同海区不同时期的测量资料的衔接处）。磁场测

量数据不在同一平面上会出现主测线与检查线交

叉点不符值过大的问题，即测量精度较差（测量精

度的评价指标是交叉点不符值的中误差［１，２，４］），

直接导致磁异常的成图精度降低。目前，仅仅通

过平差的方法［５８］减小交叉点不符值的中误差，以

满足测量精度，从物理机制角度考虑这是不合理

的［９］。对海洋磁力测量数据进行改正，不仅能满

足测量精度，而且从物理机制角度考虑更加合理，

国内外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较少。笔者通过对两

种磁异常不同分布情况的实测数据进行了空间变

化分析，提出对观测曲面上的数据进行垂直空间

改正，将其归算到平均海面，以消除或削弱观测面

起伏对测量精度的影响［１０］。从理论上讲，所有的

海洋磁力测量数据都必须进行空间改正，将其归

算到平均海面上。但是，对测量数据进行归算，势

必会增大工作量，并且任何归算方法都有计算误

差。若进行归算后，带入的误差大于消除观测面

起伏对测量精度的影响，就会使归算失去意义。

因此，研究进行归算的阈值条件是目前海洋磁力

测量数据处理需要研究的现实问题之一。本文提

出了进行归算的阈值条件和方法，并通过实例验

证了该方法的合理性和实用性。

１　海洋磁异常垂直空间变化分析

１．１　仿真数据变化分析

下面通过仿真一球体磁场来研究随高度变化

的球体磁异常的垂直空间变化情况。球体磁场的

计算公式为［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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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μ０ 为真空磁导率；犕 为磁化强度；犞 为球体

体积；犚为球体中心的埋深；狓、狔为空间任意一点

的平面坐标；犐为磁化倾角；犃′为磁化偏角。由式

（１）可以看出，磁源产生的磁异常值与磁源的磁化

强度、体积及埋深有关。

本文所用的球体半径为５０ｍ，磁化强度为

１００Ａ／ｍ，磁化倾角为４５°，磁化偏角为４５°。仿

真区域共有４１×４１个点，其中点距和线距均为

２５ｍ，球体位于仿真区域的中心。建立坐标系，

坐标原点为球心在地面的投影，狓轴与测线方向

平行，狔轴与基线方向平行，狕轴垂直狓狅狔平面向

上，根据犿＝犕·犞 计算出球体的磁距。假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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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ａ）中的磁异常为０ｍ高度的磁异常，利用式（１）

分别计算不同高度的磁异常。限于篇幅，本文只

绘制了１ｍ、１０ｍ、３０ｍ高度的磁异常等值线图，

分别如图１（ｂ）、１（ｃ）、１（ｄ）所示。

图１　不同高度球体磁异常等值线图

Ｆｉｇ．１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Ａｎｏｍａｌｙ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Ｈｅｉｇｈｔ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从图１可以看出，随着高度的变化，球体磁异

常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发生了变化，并且磁异常等

值线的形状也发生了变化，在磁异常等值线密集

地区尤其明显（狓，狔∈（－２００，２００））。为了说明

高度变化引起的磁异常变化情况，本文对不同高

度与０ｍ高度磁异常的差值变化情况进行了统

计，如表１中Ⅰ所示。按公式

σ０ ＝± ∑
狀

犻＝１

Δ犻Δ犻／槡 狀 （２）

计算磁异常随高度变化的均方根误差，Δ犻 为对应

点随高度变化与０ｍ高度的磁异常差值；狀为测

点个数。

从表１中Ⅰ可以看出，高度为１ｍ时，对磁异常

的影响量级是非常大的。随着高度的增大，磁异常

变化的最大值、最小值和均方根差逐渐增大，且其

衰减率逐渐减小，最大值的变化幅度大于最小值的

变化幅度。在任何高度，磁异常变化的平均值都接

近于０，结合图１发现，其主要原因是尽管在球体周

围的磁场变化比较剧烈，但是在大部分区域（狓，狔

∈［－５００，－２００］和［２００，５００］），磁异常值本身

很小，因此，高度变化对其的影响很小。

１．２　实测数据垂直空间变化分析

该区域位于某近海区，图载最小水深４９ｍ，

最大水深６８ｍ，海底地形由西南向东北逐渐变

深，再逐渐变浅，底质以沙泥为主。拖缆长度约为

船长的３倍，测区面积为１０５２８×１５４０５ｍ２。将

测区数据网格化后，测线数为２１１，每条测线上的

测点数为３０９个，测点总个数为６５１９９个。根据

海洋磁力测量数据处理流程对数据进行处理后，

把观测面作为０ｍ高度曲面，并绘制该曲面的磁

异常等值线图（见图２（ａ））。利用延拓方法将０ｍ

高度的磁异常进行不同高度的向上延拓计算，本

文绘制了１ｍ、１０ｍ、３０ｍ高度的磁异常等值线

图（见图２）。

图２　不同高度球体磁异常等值线图

Ｆｉｇ．２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Ａｎｏｍａｌｙ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Ｈｅｉｇｈｔ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从图２可以看出，在１０ｍ范围内，高度变化

对磁异常的变化趋势没有影响；高度变化３０ｍ

时，磁异常的最小值为－２００ｎＴ，磁异常等值线

的形状发生变化，尤其是在磁异常等值线密集地

区（狓：６０００～８０００，狔：３３４６００～３３４８００）的变

化明显。

为了说明高度变化引起的磁异常的变化情

况，对不同高度与０ｍ高度磁异常的差值变化情

况进行了统计，如表１中Ⅱ所示。从表１中Ⅱ可

以看出，随着高度的增加，磁异常变化的最大值、

最小值、平均值以及均方根差都逐渐增大；相同高

度变化时，磁异常变化的最小值幅度比最大值幅

度大；高度变化１ｍ对磁异常变化的影响较小。

在３０ｍ范围内，随着高度的增加，磁异常变化的

均方根差呈近似线性变化。

综合前面以及文献［１０］中的海洋地磁场的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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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不同高度与０ｍ高度磁异常差值变化统计

Ｔａｂ．１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ＡｎｏｍａｌｙＶａｌｕｅＣｈａｎｇｅ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Ｈｅ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０ｍＨｅｉｇｈｔ

高度／ｍ 最大值／ｎＴ最小值／ｎＴ 平均值／ｎＴ 均方根差／ｎＴ

Ⅰ

１ １９．１４ －１１．１９ ０．００ １．０３

２ ３７．３９ －２１．５１ ０．００ ２．００

３ ５４．７８ －３１．０２ ０．００ ２．９２

４ ７１．３５ －３９．７９ ０．００ ３．７９

５ ８７．１３ －４７．８８ ０．００ ４．６２

６ １０２．１６ －５５．３５ ０．００ ５．４０

７ １１６．４８ －６２．２５ ０．００ ６．１４

８ １３０．１１ －６９．２０ ０．００ ６．８４

９ １４３．１０ －７６．０３ ０．００ ７．５１

１０ １５５．４６ －８２．５１ ０．００ ８．１５

１５ ２０８．９８ －１１０．２６ ０．００ １０．８９

２０ ２５０．９８ －１３１．６０ ０．００ １３．０５

２５ ２８４．１１ －１４８．０２ ０．００ １４．７７

３０ ３１０．３７ －１６０．７０ ０．００ １６．１６

Ⅱ

１ １．５０ －１．８０ －０．００ ０．０６

２ １．６５ －３．３８ －０．００ ０．１４

３ ２．７３ －５．１０ －０．００ ０．１６

４ ３．４３ －６．７２ －０．００ ０．２２

５ ４．１１ －８．３２ －０．００ ０．２７

１０ ７．３９ －１６．１０ －０．０１ ０．５３

２０ １３．２７ －３０．５１ －０．０１ １．０３

３０ １８．４３ －４３．６５ －０．０２ １．５１

直空间变化分析可以发现，拖鱼起伏高度变化对

测量成果的影响量级与测区磁异常的水平梯度变

化的复杂程度有关。当测区磁异常分布较复杂

（水平梯度较大）时，相同的拖鱼起伏高度变化对

测量精度的影响较大；反之，则影响较小。这与仿

真数据中的结论一致。当拖鱼起伏高度变化对测

量精度的影响较大时，应该考虑将获得的磁异常

值归算到平均海面上来消除这种影响。

２　 空间归算阈值条件的确定

　　将获得的磁异常归算到平均海面上，势必会

增大工作量。通过分析发现，当拖鱼起伏高度变

化较小或者测区磁异常分布相对平缓时，在满足

测量精度的前提下，高度变化对测量精度的影响

可以忽略，需要设定一个标准来判断是否进行归

算。目前，测区磁异常的分布情况不能用量化的

标准来界定，它与磁源分布情况有关，因此不能用

严格的数学公式作为是否进行归算的标准。为

此，本文提出了如下步骤来界定是否必须将数据

归算到平均海面上。

１）利用水位观测资料或潮汐预报的方式计

算测点的水位改正量，综合成果数据中的拖鱼入

水深度来计算拖鱼与平均海面的高度，将这个高

度定义为拖鱼起伏高度，统计拖鱼起伏高度的最

大值、最小值和平均值。

如图３所示，根据潮汐观测或预报方式得到任

意时刻测点相对于平均海面的水位改正量犱ｔｉｄｅ，拖

鱼的压力传感器得到该时刻的入水深度犱ｄｅｐｔｈ，设

定平均海面为０平面，向下为负，向上为正，由犱＝

犱ｔｉｄｅ－犱ｄｅｐｔｈ计算得到测点与平均海面的距离。

２）采用二维泰勒级数迭代方法
［９，１２］将每条测

线数据向上延拓到平均海面，统计每条测线上磁异

常随高度变化的最大值、最小值和平均值，并按照

式（２）计算磁异常随高度变化的均方根误差。若所

有测线的磁异常变化的均方根差的最大值大于０．２

倍的海区设计中要求的测量精度时，所有测线的观

测数据都必须进行归算；反之，都不用归算。

图３　拖鱼起伏高度计算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ｓｈ’ｓＨｅｉｇｈｔ

阈值条件确定的理由是：影响海洋磁力测量

精度的因素主要有定位误差σ１、日变改正误差

σ２、船磁改正误差σ３、正常场校正误差σ４ 以及拖

鱼起伏高度变化的影响σ０，因此，海洋磁力测量

精度的计算公式可以表示为：

σ
２
＝σ

２
１＋σ

２
２＋σ

２
３＋σ

２
４＋σ

２
０ ＝∑

５

犻＝１

σ
２
犻 （３）

　　按照误差分配原则，使σ０≤σ／５。我国海洋磁

力测量精度的等级划分如表２所示。

表２　海洋磁力测量精度等级划分

Ｔａｂ．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Ｍａｒｉｎｅ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Ｓｕｒｖｅｙ

等级 测量目的 测量精度σ／ｎＴ

一级 关键航道、布雷区、潜艇训练区 ２．０

二级 一般航道、港口及港口入口 ４．０

三级
一、二级外的沿岸海区（离岸３００～

５００ｋｍ以内）
８．０

四级 离岸５００ｋｍ以外的远海区 １２．０

３　应　用

　　下面采用该方法对§１．２中的实测数据进行

分析判断（数据Ⅰ中共有２１条主测线）。测量过

程中，船速约为８节，原始数据点距为４～６ｍ，观

测曲面的高度统计的最大值为－５．５１ｍ，最小值为

－９．５６ｍ，平均值为－６．１６ｍ，均方根差为６．１８

４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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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可知，仿真的观测曲面高度的最大值与最小值

相差约４ｍ，与平均海面的平均距离为６．１６ｍ。

将测线数据内插为间距为５０ｍ的等间隔数

据，先利用泰勒级数迭代法对每条测线数据归算到

平均高度（即与平均海面距离的平均值）上，然后利

用ＦＦＴ向上延拓的方法将数据延拓到平均海面，

对每条测线磁异常的变化情况进行统计（见表３）。

从表３可以看出，磁异常变化的均方根差最

大的为１３号测线，最小的为４、５号测线，所有测

线的均方根差的平均值为０．６４ｎＴ。根据本文提

出的阈值条件可以判断，该测区要求是一级、二级

和三级精度测量时，必须将测量数据归算到平均

海面上。四级精度测量时，向上延拓拖鱼起伏高

度变化的平均值时，均方根差小于阈值，说明高度

变化对磁异常值的影响可以忽略，不用进行归算。

表３　归算到平均海面后磁异常的变化情况

Ｔａｂ．３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ＡｎｏｍａｌｙＣｈａｎｇｅＡｆｔｅｒ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

ｔｏＭｅａｎＳｅａＬｅｖｅｌ

测

线

号

最大

值

／ｎＴ

最小

值

／ｎＴ

平均

值

／ｎＴ

均方

根差

／ｎＴ

测

线

号

最大

值

／ｎＴ

最小

值

／ｎＴ

平均

值

／ｎＴ

均方

根差

／ｎＴ

１ ０．４３ －０．５２－０．０８ ０．３１ １２ ２．０１ －２．１２ ０．１７ ０．６１

２ ０．４６ －０．４２ ０．０２ ０．１９ １３ １．０２－１２．４２－０．２７ ２．０３

３ ０．４５ －０．２８－０．０３ ０．１５ １４ ４．０５ －０．１１ ０．４３ ０．８７

４ ０．７４ －０．４０ ０．００ ０．１１ １５ ２．２０ －０．４８ ０．２４ ０．５７

５ ０．３０ －０．２７ ０．０１ ０．１１ １６ １．３４ －０．２９ ０．１９ ０．４２

６ ０．４１ －２．２７－０．０７ ０．４３ １７ ０．７４ －０．６５ ０．０８ ０．３０

７ ０．３３ －１．９６－０．１２ ０．４０ １８ ０．５０ －０．２２ ０．１２ ０．１８

８ ０．３７ －０．９８－０．０６ ０．２９ １９ ０．５０ －０．０８ ０．１３ ０．１９

９ １．１３ －２．１４－０．０３ ０．５３ ２０ １．３７ ０．３４ ０．７２ ０．７７

１０ ０．６２ －２．７０－０．０５ ０．５９ ２１ ０．２３ －２．１７－０．２８ ０．３５

１１ ０．３５ －２．０７－０．０３ ０．４２

４　结　语

本文通过分析提出了判断是否进行归算的阈

值条件和步骤，此步骤综合考虑了拖鱼起伏高度、

海洋地磁异常分布情况以及要求的测量精度三个

因素。从理论上讲，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考虑拖

鱼起伏高度的变化对测量精度的影响，本文研究

是否进行归算的阈值条件主要是基于空间归算方

法存在误差。因此，高精度、高效率的空间归算方

法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参　考　文　献

［１］　海洋调查规范·海洋地质地球物理调查［Ｍ］．北

京：中国标准出版社，１９９３

［２］　梁开龙，刘雁春，管铮，等．海洋重力测量与磁力测

量［Ｍ］．北京：测绘出版社，１９９６

［３］　于波，刘雁春，肖付民，等．海洋磁力测量中确定最

佳拖曳距离的一种方法［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

科学版，２００６，３１（１１）：９９９１００２

［４］　地球物理调查技术规程［Ｍ］．北京：海洋出版社，

２００５

［５］　黄谟涛，翟国君，欧阳永忠，等．海洋重力测量误差

补偿两步处理法［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２，２７（３）：２５１２５５

［６］　ＨｕａｎｇＭｏｔａｏ．Ｍａｒｉｎ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ＬｉｎｅＳｙｓ

ｔｅｍ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ｄｅｓｙ，１９９５

（７０）：１５８１６５

［７］　ＨｕａｎｇＭｏｔａｏ，ＧｕａｎＺｈｅｎｇ，ＺｈａｉＧｕｏｊｕｎ，ｅｔａｌ．

ＴｈｅＳｅｌｆ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ｎｇ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ｏｆＭａｒｉｎｅＧｒａｖｉｔｙ

ＳｕｒｖｅｙＮｅｔｗｏｒｋ［Ｊ］．Ａｃｔａ ＧｅｏｄａｅｔｉｃａｅｔＣａｒｔｏ

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１９９９（２）：１６２１７１

［８］　黄谟涛，翟国君，欧阳永忠，等．海洋磁力测量误差

补偿技术研究［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６，３１（７）：６０３６０６

［９］　刘金兰．泰勒级数迭代曲面位场处理方法研究

［Ｄ］．西安：长安大学，２００４

［１０］于波，刘雁春，肖付民，等．海洋磁力测量垂直空间

改正研究［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２００８，

３３（９）：９２６９２９

［１１］管志宁．地磁场与磁力勘探［Ｍ］．北京：地质出版

社，２００６

［１２］杨再朝．利用迭代法进行位场的曲化平［Ｊ］．石油

地球物理勘探，１９８９，２４（２）：２００２０７

第一作者简介：于波，博士，现从事海洋磁力测量理论与数据处理

方法研究。

Ｅｍａｉｌ：ｙｕｂｏｚｘｐ＠１６３．ｃｏｍ

犃狆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犇犲狋犲狉犿犻狀犪狋犻狅狀狅犳犜犺狉犲狊犺狅犾犱狅狀犉狉犲犲犃犻狉

犆狅狉狉犲犮狋犻狅狀狅犳犕犪狉犻狀犲犕犪犵狀犲狋犻犮犛狌狉狏犲狔

犢犝犅狅１　犎犝犃犖犌犕狅狋犪狅
２
　犣犎犃犐犌狌狅犼狌狀

２
　犔犐犝犢犪狀犮犺狌狀

１

（１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Ｍａｒｉｎｅａｎｄ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ａｌｉａｎＮａｖ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ｙ，６６７ＪｉｅｆａｎｇＲｏａｄ，Ｄａｌｉａｎ１１６０１８，Ｃｈｉｎａ）

（２　Ｎａｖ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Ｈｙ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ａｎｄＣｈａｒｔｉｎｇ，４０ＹｏｕｙｉＲｏａｄ，Ｔｉａｎｊｉｎ３０００６１，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Ｓｐａｃ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ａ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ｓｈｏｗ

（下转第１８０页）

５７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