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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测线系数修正法，即在交叉点处采用平差的思想对每条测线的交叉耦合（ＣＣ）改正监视项的系

数进行修正，然后采用新系数重新计算ＣＣ改正。实验结果表明，采用修正后的系数能补偿外界的动态测量

条件与仪器生产厂家计算ＣＣ改正系数时设计的假设条件之间的差异对ＣＣ改正造成的影响，提高海洋重力

数据处理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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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载海洋重力测量是在测量平台不断运动状

态下进行的一种动态测量。当测量船受到的水平

加速度和垂直加速度出现频率一样而相位不同

时，安装在稳定平台上的摆杆型重力仪将产生交

叉耦合效应（简称为ＣＣ效应）。交叉耦合改正

（简称为ＣＣ改正）是海洋重力测量中的主要改正

项之一，其改正误差也一直被认为是影响精度的

主要误差源［１］。ＣＣ改正由仪器生产厂家设计的

计算模型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通过室内模拟实

验获得，因此与海上复杂的实际环境不符。Ｌａ

Ｃｏｓｔｅ推导出了Ｓ型海洋重力仪的交叉耦合公

式，同时指出，这种改正并不完善，当海况变差时，

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改正［２］。对此，国内学者作了

许多有益的研究［３７］。针对不良海况下的近岸海

洋重力测量，如何计算与实际动态环境更相符的

ＣＣ改正，以提高测量成果的精度，是一个急需研

究的问题。

本文根据ＣＣ改正与其５个监视项的线性关

系，提出了测线系数修正法，在交叉点处采用平差

的思想对每条测线的ＣＣ改正监视项的系数进行

修正，然后采用新系数重新计算ＣＣ改正，以减小

ＣＣ改正的误差，提高海洋重力测量成果的精度。

１　犛型海洋重力仪测量的数学模型

海洋重力测量的基本数学模型为：

Δ犵＝犌０＋犵＋δ犵犈＋δ犵犓 ＋δ犵犆＋δ犵犺－γ

（１）

式中，Δ犵是重力异常；犌０是基点的绝对重力值；犵

是重力读数；δ犵犈是Ｅｔｖｓ改正值；δ犵犓是零点漂

移改正值；δ犵犆是吃水改正值；δ犵犺是潮汐改正值；γ

是测点处的正常重力值。

Ｓ型海洋重力仪的重力读数犵是采用零长弹

簧和强空气阻尼技术，通过测定运动周期无限长

的摆在强空气阻尼中的运动速度来表示重力的微

小变化，最后通过弹簧的张力和摆的运动速度来

计算的，其基本方程式为：

犵＝犛＋犓犅′＋ＣＣ （２）

式中，犛为弹簧张力；犓 为摆杆的尺度因子；犅′为

摆杆的速度；ＣＣ为交叉耦合改正。

为了消除波浪等垂直加速度的影响，需对海

洋重力测量中采集的观测量进行低通滤波。Ｓ型

海洋重力仪自带的滤波器是利用 ＥｘａｃｔＢｌａｎｋ

ｍａｎ窗函数设计的低通有限冲击滤波器，其公

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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狑（狀）＝０．４２６５９－０．４９６５６ｃｏｓ
２π狀
犖－１

＋

０．０７６８５ｃｏｓ
４π狀
犖－１

（０≤狀≤犖） （３）

式中，狑（狀）为窗函数序列；犖 为滤波长度。

２　犆犆改正的测线系数修正法

２．１　犆犆改正公式

ＣＣ改正受到两种类型的ＣＣ效应的影响
［５］：

①内部固有的ＣＣ效应，是由仪器受到的垂直加

速度和水平加速度共同作用引起的附加重力扰

动；②由于仪器的制造和安装达不到理想情况而

造成的，称为不完善ＣＣ效应。这两类ＣＣ效应由

５个称之为ＣＣ监视项的线性组合表示：

ＣＣ＝犪１（狔″狕′）＋犪２（狓″狕″）＋犪３（狔″狕″）＋

犪４（（狕″）
２）＋犪５（（狓″）

２狕″） （４）

式中，犪犻为ＣＣ的改正系数，由仪器出厂时给定，犻

＝１，…，５；狓、狔、狕分别表示当地水平坐标系下的

三轴指向；狔″狕′为纵向加速度和垂向速度的耦合，

用ＶＣＣ表示；狓″狕″为横向加速度和垂向加速度的

耦合，用ＡＸ表示；狔″狕″为纵向加速度和垂向加速

度的耦合，用 ＡＬ表示；（狕″）２为垂向加速度的平

方，用ＶＥ表示；（狓″）２狕″为横向加速度的平方和

垂向加速度的耦合，用ＡＸ２表示。其中，ＶＣＣ是

对固有ＣＣ效应的改正；ＡＸ、ＡＬ、ＶＥ和ＡＸ２是对

不完善ＣＣ效应的改正。

故式（４）作为ＣＣ效应的改正公式，又可表

达为：

ＣＣ＝犪１ＶＣＣ＋犪２ＡＸ＋犪３ＡＬ＋犪４ＶＥ＋犪５ＶＸ２

（５）

２．２　测线系数法

由ＣＣ效应改正公式得知，ＣＣ改正的误差大

小主要由其５个监视项及对应的系数决定。５个

监视项实时动态测定，其系数则通过在实验室模

拟海上环境得到，在仪器出厂时就设定在数据采

集系统中，实际测量中不能随意改动。实际测量

时，每个航次测量中，测量仪器的安装都会有所不

同；在每一测线上，海上的测量环境都会有自己的

特殊性，因此，为了得到更符合当时测量环境的

ＣＣ改正监视项系数，必须对每一测线的ＣＣ改正

监视项系数作修正。

对每一条测线，完善的ＣＣ改正监视项系数

必须在仪器出厂时给定系数α的基础上加修正值

Δα，此时，该测线上的每一测量点的ＣＣ改正都可

得到完善，即

ＣＣ修 ＝ （犪１＋Δ犪１）ＶＣＣ＋（犪２＋Δ犪２）ＡＸ＋（犪３

＋Δ犪３）ＡＬ＋（犪４＋Δ犪４）犞犈＋（犪５＋Δ犪５）ＶＸ２

＝ＣＣ原 ＋［Δ犪１ Δ犪２ Δ犪３ Δ犪４ Δ犪５］×

［ＶＣＣ ＡＸ ＡＬ ＶＥ ＶＸ２］
Ｔ （６）

　　将式（６）和式（２）代入式（１），得到完善ＣＣ效

应改正的海上重力测量值Δ犵′，即：

Δ犵′＝犌０＋δ犵犈＋δ犵犓 ＋δ犵犆＋δ犵犺－γ＋犛＋

犓犅′＋犆犆修 ＝犌０＋δ犵犈＋δ犵犓 ＋δ犵犆＋δ犵犺－γ

＋犛＋犓犅′＋犆犆原 ＋［Δ犪１ Δ犪２ Δ犪３ Δ犪４ Δ犪５］

×［ＶＣＣ ＡＸ ＡＬ ＶＥ ＶＸ２］
Ｔ （７）

顾及式（１）中的各项改正及正常场校正，式（７）可

写为：

Δ犵′＝Δ犵＋［Δ犪１ Δ犪２ Δ犪３ Δ犪４ Δ犪５］×

［ＶＣＣ ＡＸ ＡＬ ＶＥ ＶＸ２］
Ｔ （８）

假设第犻号主测线和第犼号检查线相交于犘犻犼点，

根据式（８），可得到方程：

（Δ犵′）犻 ＝ （Δ犵）犻＋［ＶＣＣ ＡＸ ＡＬ ＶＥ ＡＸ２］犻×

　［Δ犪１ Δ犪２ Δ犪３ Δ犪４ Δ犪５］Τ犻

（９）

（Δ犵′）犼 ＝ （Δ犵）犼＋［ＶＣＣ ＡＸ ＡＬ ＶＥ ＡＸ２］犼×

［Δ犪１ Δ犪２ Δ犪３ Δ犪４ Δ犪５］
Ｔ
犼

（１０）

犘犻犼点处的重力异常不符值狏犻犼为：

ν犻犼 ＝ ［ＶＣＣ犻 ＡＸ犻 犔犻 ＶＥ犻 ＡＸ２犻 －ＶＣＣ犼

－ＡＸ犼 －ＡＬ犼 －ＶＥ犼 －ＡＸ２犼］×

［Δ犪１犻 Δ犪２犻 Δ犪３犻 Δ犪４犻 Δ犪５犻 Δ犪１犼 Δ犪２犼

Δ犪３犼 Δ犪４犼 Δ犪５犼］
Ｔ
＋（（Δ犵）犻－（Δ犵）犼）　

（１１）

取犙犻犼为交叉点犘犻犼处主测线犻的ＣＣ改正监视项，

即

犙犻犼 ＝ ［ＶＣＣ犻 ＡＸ犻 ＡＬ犻 ＶＥ犻 ＡＸ２犻］

（１２）

犙′犼犻为交叉点犘犻犼处检查线犼的ＣＣ改正监视项，即

犙′犼犻 ＝ ［ＶＣＣ犼 ＡＸ犼 ＡＬ犼 ＶＥ犼 ＡＸ２犼］

（１３）

狓犻为交叉点犘犻犼处主测线犻的ＣＣ改正监视项系

数，即

狓犻 ＝ ［Δα１犻 Δα２犻 Δα３犻 Δα４犻 Δα５犻］（１４）

狓′犼为交叉点犘犻犼处检查线犼的ＣＣ改正监视项系

数，即

狓′犼＝ ［Δα１犼 Δα２犼 Δα３犼 Δα４犼 Δα５犼］（１５）

犾犻犼为交叉点犘犻犼处主测线犻和检查线犼的海上重力

观测值的差值，即：

犾犻犼 ＝Δ犵犻－Δ犵犼 （１６）

　　考虑式（１１）～（１５）可得出式（１１）的另一种表

５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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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式：

ν犻犼 ＝ ［犙犻犼 －犙′犼犻］·［狓犻 狓′犼］＋犾犻犼 （１７）

对有狀条主测线、犿条检查线的某一航次，能组成

有狀×犿 个交叉点的测线网，故可写出交叉点不

符值的矩阵形式：

犞＝犅犡＋犔 （１８）

式中，

犞＝［ν１１ … ν１犿 ν２１ … ν２犿 … ν狀１ … ν狀犿］
Ｔ

犅＝

犙１１ －犙′１１

 

犙１犿 －犙′犿１

犙２１ －犙′１２

 

犙２犿 －犙′犿２

  

犙狀１ －犙′１狀

 

犙狀犿 －犙′

熿

燀

燄

燅犿狀

犡＝ ［狓１ 狓２ … 狓狀 狓′１狓′２ … 狓′犿］
Ｔ

犔＝ ［犾１１ … 犾１犿 犾２１ … 犾２犿 … 犾１狀 … 犾犿狀］
Ｔ

　　假设该航次的交叉点个数不小于待求ＣＣ改

正监视项系数的改正量的个数，即狀犿≥５（狀＋

犿），取各测点的测量精度相同，则可利用最小二

乘原理得到ＣＣ改正监视项系数的改正量犡＝

（犅Ｔ犘犅）－１犅Ｔ犘犔。

３　算　例

观测网由东西向布设的４２条主测线和南北

向布设的７条副测线组成，观测仪器是Ｓ型海洋

重力仪。由观测网求得有效交叉点２９０个。

图１　测区的主检测线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Ｍａｊｏｒ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Ｌｉｎｅｓ

ｏｆ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Ａｒｅａ

３．１　计算流程

首先，对重力测量值进行零点漂移改正、吃水

改正、潮汐改正、Ｅｔｖｓ改正和正常场校正。考

虑到Ｓ型海洋重力仪的重力读数犵是经基于Ｅｘ

ａｃｔＢｌａｎｋｍａｎ窗函数的低通滤波器滤波后的数

据，此时的犵是一段时间内的加权平均值。为了

使Ｅｔｖｓ改正与犵在时间和权值上对应，本文对

Ｅｔｖｓ改正也采用同样的基于ＥｘａｃｔＢｌａｎｋｍａｎ

窗函数的低通滤波器进行滤波。

然后，计算主测线与检查线的交叉点，并认为

此时交叉点的不符值是由ＣＣ改正不完全造成

的，故可以组建方程（式（１８））以求得各测线ＣＣ

改正监视项系数的修正值。在组建式（１８）的系数

矩阵犅时，同样考虑到犵的滤波因素，对交叉点

处的ＣＣ改正监视项也进行相应的低通滤波。

最后，根据最小二乘原理，求得各测线上ＣＣ

改正监视项系数的修正项，接着按照式（７）计算各

测点上ＣＣ改正的修正值，得到经过测线系数修

正法处理后的船测重力异常。

３．２　精度检验及分析

本文利用测线系数修正法对该测区的ＣＣ改

正进行修正，在交叉点处统计了内符合精度，并与

没有得到ＣＣ改正修正和通过整体系数修正法
［６］

修正的情况进行了比较，统计结果见表１。

表１　测线系数修正法改善前后的交叉点

不符值比较／ｍＧａｌ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ｏｆＵｎ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Ｖａｌｕｅｓｏｆ

ＣｒｏｓｓＰｏｉｎｔ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ｍＧａｌ

最大值 最小值 中误差 平均值

修正前 １６．４６５５０－２０．５７９５４．９９４６０ －２．３１７９１

整体系数修正法 １８．７３３４７－１１．００３７２．６７７１８ －０．１１６２７

测线系数修正法 ３．９４７１１ －５．７９７９２０．７７７１１ －０．０１７１１

　　由表１可以看出，修正前的交叉点不符值的中

误差为４．９９ｍＧａｌ，远不能满足规范
［２］的要求（中误

差不大于３．０ｍＧａｌ），主要因为当时的测量环境较

为恶劣，外界的动态测量条件与仪器生产厂家计算

ＣＣ改正系数时所设计的假设条件之间存在较大差

异，导致ＣＣ改正不完全；利用测线系数修正法处

理该组数据后，其交叉点不符值的中误差为０．７８

ｍＧａｌ，精度比修正前提高了４．２２ｍＧａｌ；与整体

修正法［６］比较，精度提高了１．９ｍＧａｌ。

４　结　语

１）不良海况下的小船海洋重力测量，外界的

动态测量条件与仪器生产厂家计算ＣＣ改正系数

时所设计的假设条件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经过零点

漂移改正、吃水改正、潮汐改正、Ｅｔｖｓ改正和正常

场校正后，数据误差主要由ＣＣ改正不完全引起。

６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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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基于平差原理的测线系数修正法能有效

地完善各条测线的ＣＣ改正，提高海洋重力测量

的精度。

３）测线系数修正法考虑航次中每条测线的

特殊测量环境，所求得的ＣＣ改正与实际动态环

境更相符，但也导致该模型只适用于相应航次测

量数据的处理，不能推广应用于其他航次，适应条

件为狀犿≥５（狀＋犿）。当测线的测量环境特殊性

不充分时，可能会导致复共线性，这些在一定程度

上限制了该方法的使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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