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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最小二乘配置误差估计公式，建立了重力异常格网数据的分辨率和精度与重力异常内插值精度

的关系，提出了在给定插值精度时反推已知格网数据的分辨率和精度的方法。以ＥＧＭ２００８重力场模型为

例，在不同分辨率和精度条件下进行重力异常插值实验。实验结果与本文方法的计算结果基本一致，表明该

方法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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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局部地球重力场逼近研究或重力场的某些

应用中，通常需要利用一些已知的重力异常数据

内插某些点的重力异常值。在插值计算时，已知

数据的分辨率、数据精度和数据范围都会影响到

重力异常的插值精度，因此，需要研究离散观测数

据的分辨率和观测误差与重力场逼近的精度之间

的关系［１］。文献［２，３］讨论了数据分辨率与最小

二乘配置解精度之间的关系；文献［４］利用不同分

辨率的扰动重力数据分别模拟了对ＧＰＳ／重力边

值问题的影响；文献［５］进一步探讨了同时顾及数

据分辨率及观测误差线性估计结果的精度问题。

研究这一问题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其反过程，即在

给定待估量精度的条件下推求已知重力数据的格

网分辨率、数据精度和数据范围等约束条件，可用

于指导重力和ＧＰＳ水准等数据观测方案的优化

设计，以达到对施测工程投入少、收效大的目的。

如陈俊勇等人于２００１年在给定局域（似）大地水

准面的精度条件下，针对不同的地形类型提出了

对ＧＰＳ水准点和重力数据的密度要求
［６］，并用于

指导ＧＰＳ水准网格间距的设计
［７］；孙凤华等人给

出了在格网重力数据精度相同条件下的重力补点

公式［８］，对重力数据分辨率的确定进行了研究［９］。

根据给定内插重力异常值精度确定已知数据

所需的分辨率和精度是典型的反问题，具有较大

的困难。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最小二

乘配置的误差估计公式建立了数据分辨率和精度

与内插值精度的关系，给出了一种由插值精度确

定已知数据所需分辨率和精度的方法。

１　理论方法

内插可以看作是一个线性估计问题，故可以

利用最小二乘配置理论讨论已知重力异常数据分

辨率和精度与内插值精度的关系。文献［２，３］在

频域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本文直接从最小

二乘配置误差估计公式出发，给出了一种简单的

计算方法。最小二乘配置误差估计公式［１０，１１］为：

犆犲犲 ＝犆Δ犵′Δ犵′－犆Δ犵′Δ犵 （犆Δ犵Δ犵＋犆狏狏）
－１犆Δ犵Δ犵′ （１）

式中，犆Δ犵′Δ犵′为内插点重力异常的协方差阵；犆Δ犵Δ犵

为已知点重力异常的协方差阵；犆狏狏为已知点重力

异常的误差协方差阵；犆Δ犵′Δ犵为重力异常内插点与

已知点的互协方差阵；犆犲犲是内插点重力异常的误

差协方差阵；Δ犵是已知点的重力异常值；Δ犵′是

待定点的重力异常内插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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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１）主要揭示了估值误差与协方差、观测误

差之间的关系，但没有将已知数据分辨率体现出

来。而已知数据的协方差犆Δ犵Δ犵、已知数据与内插

数据之间的互协方差犆Δ犵′Δ犵在不同分辨率的情况

下具有不同的维数和表达结果，即犆Δ犵Δ犵和犆Δ犵′Δ犵

与已知数据分辨率具有密切的联系。所以建立了

犆Δ犵Δ犵、犆Δ犵′Δ犵与分辨率之间的关系，便可根据式（１）

建立估值误差与已知数据分辨率和精度之间的关

系。

本文设计已知格网重力异常数据点位与内插

点之间的相对位置如图１所示，设内插点位于原

点犗，以正方形框来表示已知数据对内插点的有

效作用范围，其搜索半径为犇，犱表示已知数据的

分辨率，犐、犑分别表示在横向和纵向距离原点的

间隔个数。则内插点周围的已知格网点的数目狀

可由格网数据的分辨率犱 和内插计算的搜索半

径犇 共同确定，狀＝（２犖＋１）２－１，犖＝ 犇／犱 （向

下取整），这样便确定了犆Δ犵Δ犵和犆Δ犵′Δ犵的维数，分

别为狀×狀和１×狀。犆Δ犵Δ犵和犆Δ犵′Δ犵用矩阵形式表

示为：

犆Δ犵Δ犵 ＝

犆１１ … 犆１狀



 犆犽犾 



犆狀１ … 犆

熿

燀

燄

燅狀狀

（２）

犆Δ犵′Δ犵 ＝ ［犆１，…，犆狋，…，犆狀］ （３）

式（２）和式（３）中的元素可由协方差函数根据距离

狊计算得到。图１中，假设其中一点坐标为（犻·犱，

犼·犱），另一点坐标为（狌·犱，狏·犱），则这两点间

的距离狊满足：

狊２ ＝ ［（犻－狌）
２
＋（犼－狏）

２］·犱２ （４）

式中，犻、犼、狌、狏∈［－犖，犖］。对应于式（２）和式

（３），狊２犽犾＝［（犻－狌）
２＋（犼－狏）

２］·犱２，狊２狋＝（犻
２＋犼

２）

·犱２，其中，犽、犾、狋∈［１，狀］。

协方差函数未知时，一般要通过对已知数据

进行拟合得到，本文根据文献［１２］提供的方法计

算局部协方差函数值，再采用高斯函数对协方差

函数值进行拟合。高斯函数模型为：

犆（狊）＝犆０ｅ
－（狊
２／犃

２） （５）

式中，犆０、犃
２ 为模型参数。

将式（４）代入式（５），便得到犆Δ犵Δ犵和犆Δ犵′Δ犵的矩

阵元素。显然，已知数据的协方差阵和已知点与内

插点之间的互协方差阵的元素是由数据分辨率犱

和指标犐、犑来表示的，根据式（１），便建立了内插值

精度与已知数据分辨率及误差之间的关系。

图１　已知点个数与搜索半径、分辨率的关系

Ｆｉｇ．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ｆＧｉｖｅｎＰｏｉｎｔｓ’Ｎｕｍｂｅｒ，Ｒａｄｉｕｓ

ａｎｄ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２　实验结果与验证

２．１　实验方案

本文实验采用ＥＧＭ２００８地球重力场模型计

算得到不同分辨率的格网重力异常数据，采用上

文介绍的方法估计给定重力异常插值点误差（如

３σ不超过５ｍＧａｌ，下文均以此值为例）时所需的

已知数据的分辨率和误差，并利用实际内插算例

对结果进行验证。

针对以上实验内容，设计实验方案及步骤如

下：

１）选择范围为１°×１°的某一区域，采用

ＥＧＭ２００８模拟生成分辨率为１′×１′的重力异常

点值格网数据，分别由分辨率为１′的格网数据等

间隔采样得到分辨率为２′～６′的格网重力异常数

据。

２）计算该区域重力异常的局部协方差值，再

利用高斯函数对这些局部协方差值进行拟合。

３）利用本文介绍的方法计算出插值点误差

随已知数据的分辨率及误差变化的结果，根据结

果分析给定插值误差的约束条件。

４）选择实验区域内一定数量的离散点作为

待求点，利用加入不同水平噪声后的各种格网分

辨率的重力异常数据进行内插计算，将这些待求

点的内插结果与 ＥＧＭ２００８计算的结果进行比

较，统计出不同条件下的内插精度，验证步骤３）

结果的可行性。

步骤３）需要确定已知数据对内插点的有效

作用范围，即确定搜索半径犇。由于插值方法的

实质是通过插值点周围已知点的信息采取适当加

权得到插值点的重力异常值，从理论上讲，已知重

力异常点与待求点的距离越远，其对插值点的影

响也越小，甚至可以忽略，因此，在插值点影响区

域内（以犚为半径的圆内）的已知点才对插值结

果有影响。以距离倒数权函数 （）狑 犱 ＝１／犱２ 为

例，图２给出了权函数与距离的关系。由图２可

９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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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如果以量级为１００ｍＧａｌ的重力异常为例，３３

ｋｍ以外的已知点对插值的影响将小于０．１

ｍＧａｌ，所以文中所选的搜索半径为２０′，即在图１

中，犇＝２０′。

２．２　实验结果与讨论

利用§２．１中的步骤１）～３），通过对实验区

域重力异常协方差值进行拟合，得到了该地形条

件下的经验协方差函数，得到式（５）中两个参数值

为犆０＝６９８，犃
２＝４０，拟合曲线如图３所示。

图２　距离倒数权函

数的取值变化

Ｆｉｇ．２　ＩｎｖｅｒｓｅＤｉｓｔａ

ｎｃｅＷｅｉｇｈｔｓ’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图３　重力异常协方

差函数的拟合结果

Ｆｉｇ．３　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ｓＦｉｔ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

根据式（５）可计算出该地形条件下式（１）中

犆Δ犵Δ犵和犆Δ犵′Δ犵的矩阵元素，并得到内插重力异常

的误差估值，由此结果可分析插值误差与格网分

辨率、观测误差之间的关系，从而研究插值误差不

大于５ｍＧａｌ（３σ）的约束条件，计算结果如图４所

示。

图４　最小二乘配置的误差估计

Ｆｉｇ．４　Ｅｒｒｏ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ｓＣｏ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图４为文中所选区域的经验协方差函数计算

得到的内插点精度与观测误差和数据分辨率之间

的关系，图中的等值线表示待估点重力异常的误

差值，等值线间距为１ｍＧａｌ，其中满足３σ＜５

ｍＧａｌ的情况均用深色标出。可以看出，在该地

区，为了满足重力异常插值精度在５ｍＧａｌ以内，

已知观测数据的分辨率不能低于４′；当分辨率为

３′时，观测误差需优于２ｍＧａｌ；当分辨率为２′时，

观测误差需优于３ｍＧａｌ，其中分辨率优于２′且观

测误差优于２ｍＧａｌ是比较可靠的组合。图４还

反映出插值点误差会随着约束条件的变化（分辨

率变低及观测误差增加）而迅速增加，误差等值线

间距则表现为逐渐变密。

为了验证上述理论分析的合理性，本文进行

了不同组合下的插值计算实验。理论上，采用最

小二乘配置法进行内插有助于两种结果之间的一

致性，但是该方法受协方差函数的影响较大，协方

差函数不准确时，计算会有较大误差。因此，为了

避免协方差误差的影响，这里选用精度较高、与最

小二乘配置法比较类似的Ｋｒｉｇｉｎｇ内插方法进行

插值计算。在所选实验区域内，分别以１′～６′分

辨率的格网数据作为已知数据，并模拟了不同大

小的观测噪声（中误差分别为０．３ｍＧａｌ、１～６

ｍＧａｌ），计算了１００个插值点的重力异常值，插值

结果的精度统计列于表１，表中黑体标出了满足

精度要求的条件组合。从表１可以看出，该地区

内插精度若要满足３σ＜５ｍＧａｌ的要求，观测精度

必须优于２ｍＧａｌ，分辨率需优于２′；当观测精度

很高时，分辨率可以放宽到３′。

表１　利用犓狉犻犵犻狀犵方法得到的插值点误差（３σ）

Ｔａｂ．１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ｎ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ＰｏｉｎｔｂｙＫｒｉｇｉｎｇ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３σ）

观测精度

／ｍＧａｌ

格网分辨率／（′）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０．３ ０．６７３ １．６５０ ４．８０４ １０．２８４ １７．７９８ ２５．５９２

１ ２．０８８ ２．１６２ ５．１０９ １０．１３９ １７．７８７ ２５．８６１

２ ４．１６９ ４．５８５ ６．４０３ １０．３８９ １８．２５２ ２６．２２９

３ ６．７０２ ６．５２７ ７．９１８ １１．０５６ １８．８８５ ２５．９８１

４ ８．０７１ ８．２２４ ８．９９０ １３．６５８ １９．７１４ ２６．４０５

５ １０．８７６ ９．５８５ １０．７２１ １５．３４７ ２０．２８６ ２６．９７４

６ １０．８２６１１．８５６ １２．２９９ １７．５５４ ２２．３８８ ２９．６５０

　　对比表１和图４可知，由理论公式给出的分

析结果与插值实验给出的结果基本一致。对于所

选区域，为了满足内插重力异常值的三倍中误差，

即３σ＜５ｍＧａｌ的条件，选择分辨率为２′、精度为

２ｍＧａｌ的格网数据是比较可靠的。由于理论公

式是基于协方差函数完全准确的理想条件，由其

分析结果得到的约束条件相比实际应用时需要的

条件可能更宽松，故在应用该方法时，为增加可靠

性，应采取比较保守的估计。

３　结　语

本文基于最小二乘配置误差估计公式和协方

差函数，建立了重力异常内插点误差与已知数据

分辨率、数据精度之间的关系。实验结果表明，本

文方法具有可行性。使用该方法进行分析时，要

求已知准确的协方差函数，但在实际应用时往往

０３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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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协方差函数。幸运的是，目前ＥＧＭ２００８

地球重力场模型对真实地球重力场有了很好的逼

近，可以先利用它来拟合协方差函数。但是为了

得到更加可靠的约束条件，今后有必要进一步研

究协方差模型误差对估计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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