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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分析潮位观测值中粗差和系统误差特点及现有检测和修复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基于潮汐调

和分析、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相结合的潮位误差综合探测和修复方法。在长期潮位站实现了粗差和系统误差的

准确探测和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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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位观测序列中的测量误差主要有两类：

① 观测误差，源于观测者或者仪器设备；② 因观

测站零点沉降引起的误差。前者会引起随机误差

或粗差，而后者将导致系统误差。对于观测噪声，

在测量误差允许范围内可以不予考虑，而系统误

差和粗差对于实际应用影响较大，需给予足够重

视，这也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点［１］。

粗差探测目前多采用人工或频谱分析方

式［２］。前者费时费力，效率低下且易出错；后者修

复精度较低，且经滤波后，原始潮位信息中正确的

高频信息也可能被滤除，从而使潮位信息“失真”。

此外，此方法仅顾及了有限时段潮汐波动的规律

性，未完全顾及长时间的波动特点，因此，在连续

粗差探测时效果欠佳。

系统误差的发现和修正多根据经验采用人工

判断的方式来实现。这种方法除了费时费工外，

人为误差因素也会给系统误差的发现带来较大的

影响。此外，人工修复往往因为对事件发生期的

情况不了解，修复精度较低甚至存在较大偏差。

因此，本文给出了一种长期验潮站潮位观测

误差综合探测和修复方法。

１　错误观测信息的探测和修复

１．１　粗差的探测和修复

潮汐作为一种长周期波动，具有较强的规律

性，对其长期观测序列进行潮汐调和分析，可得到

各分潮的振幅和迟角，这些调和常数在特定时空

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借助这些调和常数，结合潮

汐观测时间，可反算出潮位值，从而修复潮位序列

中的粗差。

根据达尔文展开式，潮高可表达为［１，３，４］：

ζ（狋）＝ ＭＳＬ＋∑
犼

犳犼犎犼ｃｏｓσ犼狋［ ＋

（犞０＋狌）犼－犵 ］犼 （１）

式中，ＭＳＬ表示长期平均海平面；σ为分潮的角

速度；犎 是分潮的平均振幅；犵是分潮的区时专用

迟角；犵和犎 称为分潮的调和常数；犳为交点因

子；（犞０＋狌）是平衡潮分潮的初相角；ζ（狋）是潮高，

表示为时间狋的函数。式（１）可以理解为每一时

刻的瞬时潮高是由犼个分潮互相叠加而成，若求

出各个分潮的表达式，然后相互叠加求出拟合的

潮高值，将其跟真实潮高比较可以起到检核潮位

的效果。其中，日族中的主要分潮有犓１、犗１、犘１、

犙１分潮；半日族主要分潮有犕２、犛２、犖２、犓２分潮；

若在沿海或内陆河域，考虑到浅海分潮的影响，需

加上犕４、犕犛４四分之一日分潮及犕６六分之一日

分潮。

若顾及１１个分潮，则式（１）简化为：

ζ（狋）＝ ＭＳＬ＋∑
１１

犼＝１

（犡犼ｃｏｓσ犼狋＋犢犼ｓｉｎσ犼狋）（２）

其中，犡＝犚ｃｏｓθ；犢＝犚ｓｉｎθ；犳犎＝犚；（犞０＋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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犵＝－θ。

根据潮位观测序列η（狋），求出１１个分潮的调

和常数和 ＭＳＬ后，再将潮汐观测时刻代入式

（２），求出每一个观测时刻的潮汐拟合值%

（狋）。根

据最小二乘原理可知η（狋）&%（狋），但正常情况下两

者趋于相等。据此，潮位观测中粗差可借助式（３）

来判别：

ξ′（狋）＝
η（狋），ａｂｓ［η（狋）－ζ（狋）］≤犓

ζ（狋），ａｂｓ［η（狋）－ζ（狋）］＞
｛ 犓

（３）

式中，犓 为阈值，犓 值要恰当选择。过大的犓 值

会导致检测和修复中遗漏粗差；过小则可能将正

确的潮位观测值滤掉，丧失有效信息。犓 值可根

据经验设定。当前，潮汐模型的精度在２０～３０

ｃｍ范围内变动
［５，６］，因此，可将犓 设定为３０ｃｍ。

１．２　系统误差的探测和修复

突发性验潮零点变化会引起潮位观测曲线陡

变，易于发现；对于因海床底质不稳定等因素造成

的验潮零点渐变性变化，则较难发现。因此，本文

给出了一种新的方法来探测系统误差并对其进行

修复。这种方法的工作原理是首先根据长期验潮

站过去若干年的潮位观测序列，利用概率和数理

统计原理计算出验潮站当年每月平均潮位的范

围，使其月平均潮位落入此范围的概率达到９５％

或者更高：

犘｛ＭＳＬ下 ≤ ＭＳＬ月 ≤ ＭＳＬ上｝≥９５％ （４）

式中，ＭＳＬ上、ＭＳＬ下分别表示当置信概率犘大于

或等于９５％时，月平均海平面 ＭＳＬ月所落入的区

间上限和下限，即本月平均海平面多年来变化的

上限和下限。

当月平均潮位超出此范围时，即小概率事件

发生，从概率论角度可判断其为不可能发生事件。

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验潮基准点产生“漂

移”，造成系统误差隐含在潮位序列里，导致潮位

序列整体发生向上或向下的移动。将潮位站以往

若干年相同月份的平均潮位看作是随机变量，根

据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切比雪夫不等式：

犘 犡－犈（犡）≥｛ ｝ε ≤
犇（犡）

ε
２

（５）

式中，犡为潮位站某月的月平均潮位；犈（犡）为潮

位站过去若干年该月的月平均潮位的数学期望；

犇（犡）为过去若干年该月的月平均潮位的方差；ε

则是任意大小的正数。可得：

犘 犡－犈（犡）≤｛ ｝ε ≥１－
犇（犡）

ε
２

（６）

即有：

犘 －ε＋犈（犡）≤犡≤ε＋犈（犡｛ ｝）≥１－
犇（犡）

ε
２

（７）

　　由于潮位站历史观测资料有限，因此，可以近

似采取下列方法来计算月平均潮位的数学期望和

方差：

犈（犡）＝
１

狀∑
狀

犻＝１

犡犻

犇（犡）＝
１

狀－１∑
狀

犻＝１

（犡犻－犈（犡））
２

（８）

将置信概率设为９５％，即令

犇（犡）

ε
２ ＝１－９５％ （９）

便可计算出常数ε，即得到｜犡－犈（犡）｜的范围。

将ε作为衡量月平均潮位是否含有系统误差的一

个临界值，当该月的月平均潮位与平均值的差值

超出ε时，便可以认定该月包含有系统误差，否则

没有。

在探测出系统误差后，便可对其进行修复。

尽管验潮仪的基点发生“漂移”，但潮位序列仍然

保存了正确的潮汐振动信息。根据式（１）可知，潮

位值是潮汐各个分潮在平均海平面上的叠加。因

此，若能给出正确的平均海平面 ＭＳＬ，则可得到

正确的潮汐信息：

ζ（狋）＝ ＭＳＬ＋∑
犼

犳犼犎犼ｃｏｓ［σ犼狋＋

（犞０＋狌）犼－犵犼］ （１０）

　　相对式（１），式（１０）用月平均海平面的数学期

望ＭＳＬ代替原来包含有系统误差的 ＭＳＬ。ＭＳＬ

可通过式（１１）获得：

ＭＳＬ＝
１

狀∑
狀

犻＝１

ＭＳＬ犻 （１１）

其中，ＭＳＬ犻代表不同年份相应月份的平均海平

面，狀为年数。狀值越大，所得平均海平面的值就

越接近其数学期望值，即平均海面的稳定性和可

靠性变得越来越好［１，３６］。

２　实验与分析

采用长江口崇头验潮站２００７年１月潮位资

料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实验，记录间隔为１ｈ，共

７４４个记录，均为正确潮位观测值。人为改动原

始潮位，在某些观测时段随机加入粗差，粗差范围

为１～２ｍ，使原始潮位时序曲线产生“尖点”（见

图１）。

分别采用潮汐调和分析滤波法和基于频谱分

析的低通滤波粗差检测法（传统方法）对上述数据

进行粗差检测和修复，检测和修复结果如图２所

示。从图２中可以看出，本文方法在潮位观测正

常时，修复结果基本与原始潮位值一致，而“尖点”

１９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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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原始潮位序列中的“尖点”

Ｆｉｇ．１　ＳｈａｒｐＰｏｉｎｔｉｎＴｉｄａｌ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处潮位得到了有效探测和修复。频谱分析法正确

地判别了显著粗差，且对其进行了修复，但修复精

度欠佳，这种方法对小粗差的判别能力有限。

图２　 两种滤波方法修复精度比较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ｗｏＦｉｌｔｅｒＭｅｔｈｏｄ’ｓ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图２中，频谱分析低通滤波后的潮位与正确

潮位之间的误差中明显存在含有粗差的地方，频

谱分析法修正后的值与原始正确的潮位值仍含有

较大偏差，在粗差较大的地方修复误差达到了２

ｍ；在小粗差位置，修复误差分布在０．５～１．０ｍ

之间，无法满足实际应用的精度需求。本文方法

的误差，除个别点外，大部分点的修复精度在２０

ｃｍ以内，误差绝对值平均为１８．９ｃｍ。可知，本

文方法的修复精度明显好于频谱分析法。

为了进一步分析调和分析法在探测和修复潮

位粗差方面的性能，对上述原始潮位资料连续添

加粗差，其中４～６号期间添加的粗差最为显著，

粗差大小从１ｍ到５ｍ（见图３）。

同样，分别采用本文方法和频谱分析法对上

述数据进行粗差检测和修复，结果见图４。从图４

中可以看出，本文方法在修复离散粗差时，修复精

度保持在１０ｃｍ左右；在修复连续粗差时，除个别

图３　原始潮位序列中的连续粗差

Ｆｉｇ．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ＧｒｏｓｓＥｒｒｏｒｓｉｎＴｉｄａｌ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点外，修 复 误 差 最 小 值 为 ２．８ｃｍ，最 大 为

２８．３ｃｍ，误差绝对值的平均值为１６．６ｃｍ。频谱

分析法修复离散粗差的精度在０．５～２．０ｍ 之

间，而在修复连续粗差时，误差最大时达４ｍ之

多。究其原因，根据长期潮位序列进行调和分析

得到的调和常数在时空上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因

此，无论是修复离散粗差还是连续粗差，均具有较

高的精度。连续粗差降低了潮位时序整体频谱分

布的一致性，当滤波中截止频率给定得过高，则粗

差检测中，可能遗漏部分粗差，达不到滤波的效

果；给定得过低则可能滤除了正确的潮位观测值，

造成修复错误。这也就是在图４实验中，尽管截

止周期给定为当地潮汐周期的一半，频谱分析法

检测和修复粗差的效果仍较差的原因。

图４　两种滤波方法的精度比较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ｗｏＦｉｌｔｅｒＭｅｔｈｏｄ’ｓ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取崇头站２００７年全年潮位序列作为研究对

象，假设该站下半年发生渐进性零点沉降，其过程

可能持续若干月，即从６月到１２月，相对上月逐

月零点沉降量分别为１０ｃｍ、２０ｃｍ、３０ｃｍ、４０

ｃｍ、３０ｃｍ、１０ｃｍ、０ｃｍ，最后趋于稳定（见表１）。

整个渐变过程为抛物线型，变化过程符合实际变

化规律，但人工从潮位时序中很难识别。

表１　崇头站２００７年实际月平均海平面和加入系统误差后的月平均海平面

Ｔａｂ．１　２００７ＲｅａｌＴｉｄａｌ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ＡｄｄｅｄｔｏＳｙｓｔｅｍＥｒｒｏｒｓＴｉｄａｌＶａｌｕｅａｔＣｈｏｎｇｔｏｕ

崇头站 １月 ２月 ３月 ４月 ５月 ６月 ７月 ８月 ９月 １０月 １１月 １２月

真实／ｍ ２．６２４ ２．６８８ ２．８６７ ２．８１５ ２．９０８ ３．０７２ ３．３４７ ３．４３６ ３．４４４ ３．１３７ ２．８７２ ２．６９１

漂移／ｍ ２．６２４ ２．６８８ ２．８６７ ２．８１５ ２．９０８ ３．１７２ ３．６４７ ４．０３６ ４．４４４ ４．４３７ ４．２７２ ４．０９１

　　根据崇头站已有的１９８８～２００６年潮位资料

以及式（５），可得２００７年各个月的月平均海平面

在９５％置信概率下的区间范围（见表２）。

２９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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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崇头站２００７年月平均海平面在９５％置

信度下的区间范围

Ｔａｂ．２　ＡｖｅｒａｇｅＭｏｎｔｈｌｙＭｅａｎＳｅａＬｅｖｅｌｉｎ２００７

ａｔＣｈｏｎｇｔｏｕ

月份 ε／ｍ １９年月平均潮位／ｍ 下限／ｍ 上限／ｍ

１ ０．３０６ ２．６９０ ２．３８４ ２．９９６

２ ０．２９８ ２．７１７ ２．４１９ ３．０１５

３ ０．３０９ ２．８３ ２．５２１ ３．１３９

４ ０．２９４ ２．９４３ ２．６４９ ３．２３７

５ ０．３１０ ３．０７９ ２．７６９ ３．３８７

６ ０．２６７ ３．２２７ ２．９６０ ３．４９４

７ ０．３２７ ３．４０９ ３．０８２ ３．７３６

８ ０．３４４ ３．４０１ ３．０５７ ３．７４４

９ ０．３８８ ３．３９２ ３．００４ ３．７８０

１０ ０．２７１ ３．１７４ ２．９０３ ３．４４５

１１ ０．３０３ ２．９３７ ２．６３４ ３．２４０

１２ ０．３２６ ２．７３９ ２．４１３ ３．０６５

　　从表２中可以看出，７月、８月和９月的ε值

较大，主要因为每年７～９月期间月平均海平面相

对长期平均海平面的变化相对显著。根据各月的

月平均海平面的上下限以及表１中含有系统误差

的月平均海平面，可以发现：８～１２月的月平均海

平面均超出各自的区间范围；７月的月平均海平

面落在区间以内，但位于上限附近；６月的月平均

海平面落入区间之内。但从１９８８～２００７年各年

月平均海平面变化趋势可以看出，从６月开始，

２００７年的月平均海平面变化逐渐“上扬”，偏离正

常的变化趋势。因此，可以判断，６月和７月的潮

位数据中同样存在系统误差。

根据以上系统误差修复方法，借助过去１９ａ

潮位资料得到的平均海平面，代替式（１０）中的平

均海平面，实现对系统误差的修复，复原真实的潮

位变化。

为实现精确修复，用１９ａ相应月平均海平

面、月平均海平面多项式拟合所得相应月平均海

平面、１９ａ总平均海平面分别替代需修复月份的

月平均海平面，修复精度见表３。

表３　修复后的潮位与原始真实潮位的差值

Ｔａｂ．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ｅｐａｉｒｅｄＴｉｄａｌ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ＲｅａｌＴｉｄａｌＶａｌｕｅ

方法
月份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９ａ月平均潮位代入修复 ０．１５５ ０．０６２ ０．０３５ ０．０５２ ０．０３７ ０．０６５ ０．０４８

月平均潮位多项式拟合代入修复 ０．１６９ ０．１１６ －０．０４８ －０．０６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２

１９ａ总平均潮位代入修复 ０．０２７ ０．３０２ ０．３９１ ０．３９９ ０．０９２ －０．１７３ －０．３５４

　　从表３的修复精度可以看出，前两个平均海

平面的修复精度接近，均相对较高，除６月份修复

精度为１５．５ｃｍ 外，其他月份的修复精度均在

７．０ｃｍ以内；１９ａ总平均海平面修复的精度最

差，不适于修复系统误差。这主要是因为月平均

海平面相对总平均海平面的变化较大，且不同月

份的变化还存在着差异，因此，用总平均海平面替

代月平均海平面的修复精度较差。

３　结　语

潮位观测粗差的检测相对容易，但修复时需

要考虑观测时序的长度，建议潮位序列长度不小

于１５ｄ时，采用潮汐调和分析修复方法。在潮位

系统误差修复中，建议采用长期月平均海平面修

复方法，而当月平均海平面变化平缓不发生陡变

时，建议采用月平均海平面多项式拟合修复法。

本文所述的探测和修复方法适合长期验潮站

潮位误差的修复，对于短期验潮站潮位误差的修

复还需进一步研究。本文对系统误差以月为单位

进行了检测和修复，对于更短时间单元的潮位序

列中的系统误差的检测和修复还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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