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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南极夏季期间，中国第２５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利用 Ａ１０便携式绝对重力仪和ＬａＣｏｓｔｅ

＆ＲｏｍｂｅｒｇＧ相对重力仪在南极中山站及附近拉斯曼丘陵地区建立了高精度重力基准网。该网由３个绝对重

力点和１０个相对重力点组成，其绝对和相对重力测量的精度分别优于７．５×１０－８ｍ·ｓ－２、２０×１０－８ｍ·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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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重力测量技术已应用于南极地区地球

重力场、地壳垂直运动、海平面变化、高程基准、气

候变化等地球动力学研究［１３］。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世界发达国家先后

在南极地区开展了各种方式的重力测量工

作［４，５］。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南极夏季期间，中国第２１

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建立了我国南极长城站地区的

绝对重力基准［６］。迄今为止，南极地区先后有１０

个考察站开展了绝对和相对重力测量，重力数据

大部分集中在南极海岸边缘地区，相对于南极

１．４×１０７ｋｍ２的面积而言，重力数据显得很稀

少，尤其缺乏南极内陆的重力数据。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南极夏季期间，中国第２５次

南极科学考察队利用Ａ１０便携式绝对重力仪和

ＬａＣｏｓｔｅ＆ＲｏｍｂｅｒｇＧ相对重力仪在南极中山

站及附近拉斯曼丘陵地区进行了高精度的绝对和

相对重力测量，填补了该地区无重力基准的空白，

并为开展此地区加密重力测量（如航空重力测量）

和相关地球动力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１　重力基准网的布设与观测

１．１　重力基准网的布设

考虑到南极中山站及附近拉斯曼丘陵地区的

地理环境和观测条件，该重力基准网由３个绝对

重力点和１０个相对重力点组成，其分布见图１。

图１中，Ｚ００１、Ｚ００２和Ｚ００３为３个室外绝对重力

点，其中，Ｚ００１位于中山站电离层观测栋的南面，

Ｚ００２位于进步１站，Ｚ００３位于天鹅岭卫星跟踪

站天线墩旁，绝对重力点都建筑了混凝土观测墩；

ｌｓｍ０１～ｌｓｍ１０为１０个相对重力点，其中，水准验

潮站、中山站大地基准点、劳基地、珠海半岛、熊猫

岛和牛头半岛各一个点，斯图尔内斯半岛和布洛

克尼斯半岛各两个点。

１．２　重力基准网的观测

１）绝对重力测量。绝对重力测量仪器为Ａ

１０便携式绝对重力仪，其标称精度为１０μＧａｌ，测

量原理见文献［７］。Ａ１０绝对重力仪到达中山站

后，在室内进行了安装和调试，多次测试结果表明

该仪器运行正常、稳定。采用该仪器和野外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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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南极拉斯曼丘陵重力点位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ａｖｉｔｙ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ｖｅｒＬａｒｓｅｍａｎｎ

Ｈｉｌｌｓｉｎ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

参数（６组、１００次下落／组、采样间隔１ｓ）完成了

３个绝对重力点Ｚ００１、Ｚ００２和Ｚ００３的野外数据

采集，测量结果满足规范要求。ＤＲＯＰ图是一组

犖（１００）次下落测量的结果相对于平均值的偏差

分布图，图２是各测站的典型ＤＲＯＰ图，表明各

测站的观测环境较好。

图２　绝对重力点Ｚ００１、Ｚ００２和Ｚ００３

的Ｄｒｏｐ图

Ｆｉｇ．２　ＤｒｏｐＭａｐｏｆ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Ｚ００１，

Ｚ００２ａｎｄＺ００３

２）相对重力测量。相对重力仪在中山站经

检验和调整符合要求后开始相对重力测量，其中

ｌｓｍ０１、ｌｓｍ０２和ｌｓｍ０３相对重力点采用雪地车为

交通工具，其余７个位于岛屿上的点采用直升飞

机为交通工具。陆路联测的相对重力点与３个绝

对重力点联结，分次进行测量并构成网。由于时

间的关系，７个飞机联测的点采用以Ｚ００１为控制

点的环线测量方式进行测量。

重力测量定位以天鹅岭卫星跟踪站为参考

站，采用ＴＯＰＣＯＮＨｉｐｅｒ和Ｌｅｉｃａ１２００Ｐｒｏ两种

ＧＰＳ接收机进行静态观测，观测时间不少于１５

ｍｉｎ。利用Ｔｒｉｍｂｌｅ公司的ＴＧＯｆｆｉｃｅ软件以静态

差分算法对ＧＰＳ观测数据进行处理，获得了平面

坐标最大误差小于１３ｍｍ、垂直坐标最大误差小

于３２ｍｍ的相对重力点坐标。

３）重力梯度测量。采用两台 ＬａＣｏｓｔｅ ＆

ＲｏｍｂｅｒｇＧ型重力仪分别对３个绝对重力点进

行水平重力梯度和垂直重力梯度观测，其中水平

重力梯度测量为２个循环，垂直重力梯度测量是

测定观测墩中心点高度差为１ｍ的两点重力差，

每台重力仪观测不少于５个合格的独立结果。根

据重力段差和高度差计算垂直重力梯度，其结果

见表１，该结果用于改正绝对重力观测值。表１

的结果表明，３个绝对重力点的观测结果均满足

规范要求，Ｚ００３的观测结果稍差。

表１　垂直重力梯度观测结果

Ｔａｂ．１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Ｇｒａｖｉｔｙ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测站 垂直梯度／（ｍＧａｌ·ｍ－１） 精度／μＧａｌ

Ｚ００１ －０．３５２２ １．４６

Ｚ００２ －０．３２９５ １．３３

Ｚ００３ －０．３９４２ ２．８３

２　数据处理方法

２．１　迭代处理

由于计算绝对重力需要观测点的垂直梯度

值，而计算垂直梯度值需要各相对重力仪的格值，

相对重力仪的格值标定又需要绝对重力点的重力

差，南极中山站及附近拉斯曼丘陵地区还没有已

知绝对重力点，因此，各参数形成了循环。为了解

决这一问题，采用迭代处理的方法，即依据初始格

值、绝对重力测量和相对重力测量数据进行迭代

计算，迭代直至结果稳定且变化小于阈值为止。

２．２　绝对重力测量数据处理

绝对重力测量数据处理采用 Ｍｉｃｒｏｇ公司的

犵专用软件进行数据处理。根据测量的干涉条纹

过零的时间狋犻和条纹计数对应的距离狓犻 形成的

数据对，考虑均匀梯度重力场和相对论效应，按式

（１）拟合计算待解参数狓０、狏０ 和犵０
［８］：

狓犻＝狓０＋狏０珓狋犻＋
犵０珓狋

２
犻

２
＋
γ狓０珓狋

２
犻

２
＋
γ狏０珓狋

３
犻

６
＋
γ犵０珓狋

４
犻

２４

珓狋犻＝狋犻－
（狓犻－狓０）

犮

（１）

７６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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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γ为垂直梯度。

计算待测点的绝对重力值：

犵犱 ＝犵０＋δ犵狋＋δ犵犪＋δ犵狆＋δ犵犺 （２）

其中，δ犵狋为固体潮改正和海洋负荷潮改正；δ犵犪

为大气压改正；δ犵狆 为极移改正；δ犵犺 为高度改正。

大气压改正为：

δ犵犪 ＝犃（犘（狅）－犘（狀）） （３）

式中，犃 为气压导纳系数；犘（狅）为气压测量值；

犘（狀）为正常气压值。

极移改正为：

δ犵狆 ＝－１．１６４×１０
８
ω
２犪２ｓｉｎφｃｏｎφ·

（狓ｃｏｓλ－狔ｓｉｎλ） （４）

式中，ω为地球旋转速度；犪为参考椭球长半轴；λ

和φ为大地经纬度；狓和狔为极点坐标。

δ犵狋采用ＥＴＧＴＡＢ或Ｂｅｒｇｅｒ两种模型与海

洋负荷潮组合进行改正。

２．３　相对重力测量数据处理

相对重力数据处理采用自编软件Ｇｌｏｏｐ进行

解算，各测站重力观测值的计算模型为［９］：

犵狇 ＝犵犚＋δ犵狋＋δ犵犪＋δ犵犺＋δ犵犽 （５）

式中，犵犚 是根据相对重力仪的格值表和格值校准

因子由测量读数转换得到的毫伽值；δ犵狋 是由点

位坐标和观测时间计算的固体潮改正；δ犵犪 为实

测气压计算的各测站的气压改正；δ犵犺 为各测站

仪器高变化引起的高度改正；δ犵犽 为各测站的零

点漂移改正。

各测站重力观测值经以上各项改正后，可以

计算测站间的重力段差，作为联合平差的观测值。

２．４　联合平差处理

将绝对重力与相对重力的观测值进行联合平

差，求解重力基准网各测站的重力值。因为在迭

代处理时已求解了相对重力仪的格值，因此，联合

平差时不考虑格值和周期项的影响。

绝对重力观测误差方程为：

狏犻＝犵犻－犵
０
犻 （６）

式中，犵犻为犻点的重力平差值；犵
０
犻 为犻点的绝对重

力观测值。

相对重力观测误差方程为：

狏犻犼 ＝犵犼－犵犻－（犵狉犼－犵狉犻） （７）

式中，犵犻和犵犼 分别为犻、犼点的重力平差值；犵狉犻和

犵狉犼分别为犻、犼点按式（５）计算的观测值。

综合式（６）、（７），形成联合平差的误差方程

为：

犞＝犃犡－犔 （８）

　　根据最小二乘原理，联合平差的求解结果为：

犡＝ （犃
Ｔ犘犃）－１犃Ｔ犘犔 （９）

式中的权阵犘按如下方法确定。

绝对重力观测值的权为：

狆绝 ＝
σ
２
０

犿２绝
（１０）

相对重力观测值的权为：

狆相 ＝
σ
２
０

２犿２相
（１１）

式中，犿相 为相对重力仪单仪器、单测回观测段差

的中误差；犿绝 为绝对重力观测值的中误差；σ０ 为

单位权中误差。

单位权中误差为：

犿０ ＝±
犞Ｔ犘犞
狀－槡 狋

（１２）

式中，狀为观测值的总个数；狋为必要观测量的总

个数。

未知数的协因数阵为：

犙狓狓 ＝ （犃
Ｔ犘犃）－１ （１３）

未知数中误差为：

犕犻＝犿０ ∑
犙犻犻

槡犜
（１４）

其中，犙犻犻为待定点的协因数；犜为待定点的个数。

３　结果与分析

根据上述联合平差模型，以Ｚ００１和Ｚ００２为

绝对重力点，其他重力点作为待定点，对南极拉斯

曼丘陵重力基准网进行平差计算，求解结果见表

２。表２中犵为绝对重力值，其中，Ｚ００１、Ｚ００２、

Ｚ００３、ｌｓｍ０１、ｌｓｍ０２和ｌｓｍ０３的重力值为平差结

果，ｌｓｍ０４～ｌｓｍ１０的重力值为非平差结果。从表

２可以看出：① 绝对重力测量精度优于７．５μＧａｌ

（７．５×１０－８ｍ·ｓ－２），完全达到了设计精度指标

（１０×１０－８ｍ·ｓ－２）；② 与其他两个绝对重力点

比较，Ｚ００３的平差结果较差，其原因有待进一步

分析和核实；③ 相对重力测量精度优于设计精度

指标２５μＧａｌ（２５×１０
－８ｍ·ｓ－２），ｌｓｍ０５和ｌｓｍ０６

的精度相对较差。

表２　南极拉斯曼丘陵重力基准网的平差结果／μＧａｌ

Ｔａｂ．２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ＧｒａｖｉｔｙＢａｓｅ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ｖｅｒＬａｒｓｅｍａｎｎＨｉｌｌｓｉｎ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μＧａｌ

点号 犵 ＲＭＳ 点号 犵 ＲＭＳ

Ｚ００１ ９８２５７１７３５．６２ ０．３０ｌｓｍ０４ ９８２５６６７０２．２７ ６．４５

Ｚ００２ ９８２５５９６４６．２８ ０．１５ｌｓｍ０５ ９８２５７２３４４．９２ １８．８０

Ｚ００３ ９８２５７２２８２．５１ ７．３８ｌｓｍ０６ ９８２５７４３６８．０２ １９．２０

ｌｓｍ０１ ９８２５７０６８２．１０ ７．２２ｌｓｍ０７ ９８２５７１１２７．４７ １３．７５

ｌｓｍ０２ ９８２５７１３０２．９４ ６．４９ｌｓｍ０８ ９８２５６６０３８．３２ ３．７０

ｌｓｍ０３ ９８２５６７３８１．４７ ６．０４ｌｓｍ０９ ９８２５６８７２１．５２ ２．４０

ｌｓｍ１０ ９８２５６８０２４．９７ ９．５５

８６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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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重力点Ｚ００３与ＧＰＳ跟踪站并址，如果

将其观测墩改造成室内环境，将有利于开展周期

性的绝对重力测量，进行地壳垂直形变监测。此

外，如果固体潮观测栋可以提供同址观测环境，还

可以利用绝对重力仪进行固体潮重力观测设备的

标定。

致谢：感谢第２５次中国南极考察队全体队员

的大力协助和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对此次

南极考察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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