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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等效点质量进行（似）大地水准面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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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等效源原理，提出了一种半自由点质量模型，并给出了顾及相邻点空间关系构造虚拟点质量的简

单快速迭代算法。实验结果表明，利用该点质量模型对离散ＧＰＳ／水准观测数据进行拟合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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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３．０

　　传统的确定（似）大地水准面最常采用的方法

是重力／水准法。ＧＰＳ等定位技术的发展使得直

接精确获取空间任意一点的大地高成为可能，从

而产生了另一种直接确定（似）大地水准面的方

法———ＧＰＳ／水准法。ＧＰＳ／水准法得到的是离散

点的观测数据，需要对其进行拟合，以获得未知点

的（似）大地水准面。离散点拟合是很多工程中都

会遇到的问题，且一直是研究的热点问题［１４］，并

发展出很多的数学方法，如多项式曲面拟合、多面

函数法、样条函数法、最小二乘配置、Ｋｒｉｇｉｎｇ法、

Ｓｈｅｐａｒｄ曲面拟合、最小曲率法、神经网络和支持

向量机等，这些方法也被用于进行（似）大地水准

面拟合，并取得了较好的结果。

点质量模型是一种基于等效源原理的方法，

通过构造埋藏于地球内部的虚拟点质量来实现对

外部重力场元的任意逼近。从数学模型看，点质

量方法简单易行，虚拟点质量一经求出，就可简单

地通过Ｎｅｗｔｏｎ正算子快速计算外部任意一点的

重力场元，也即实现了对离散重力场元观测数据

的拟合［５］。本文通过虚拟点质量来实现对离散

ＧＰＳ／水准观测数据的拟合，提出了一种半自由点

质量模型，给出了顾及局部点空间关系构造虚拟

点质量的简单快速迭代算法，避免了矩阵求逆的

过程。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是可行的。

１　点质量模型

点质量模型伴随着其他等效源方法出现于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其数学形式非常简单。假设在

地平面下某处有一点质量异常（如图１所示），则

该点质量异常在地面产生的扰动位可表示为：

犜（狉）＝
犌犿

（狉２＋犱
２）１／２

（１）

式中，犱为点质量离地面狉０处的距离；狉为计算点

离狉０处的水平距离；犌为引力常数；犿为点质量异

常大小，它的值可为负。根据Ｂｒｕｎｓ公式，该点质

量引起的（似）大地水准面差距可表示为：

犖（狉）＝
犜

γ
＝

犌犿
（狉２＋犱

２）１／２γ
（２）

式中，γ为平均正常重力。

图１　点质量模型

Ｆｉｇ．１　ＰｏｉｎｔＭａｓｓＭｏｄｅｌ

从式（２）可以看出，点质量异常引起的（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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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水准面起伏变化与该点质量的构造（质量大小

犿、埋藏深度犱）有关。点质量埋藏深度一定时，犿

的绝对值越大，其引起的（似）大地水准面差距绝

对值也就越大，但不改变其变化趋势（见图２（ａ））。

当质量犿一定时，埋藏深度越深，其引起的（似）

大地水准面起伏变化越平缓，即可反映大地水准

面的长波趋势性变化；埋藏深度越浅，其引起的

（似）大地水准面起伏变化越剧烈，即可反映大地

水准面的局部细节变化（见图２（ｂ））。对于任一

确定的点质量而言，其引起的（似）大地水准面变

化则随着计算点离点质量的水平距离狉越远而越

小。通过构造一系列这样的点质量，则可以任意

逼近局部区域的（似）大地水准面。

图２　点质量引起的（似）大地水准面变化与点质量大小

及点质量埋藏深度的关系

Ｆｉｇ．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ｆｔｈｅＧｅｏｉｄＵｎ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ｏｉｎｔＭａｓｓ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ｓｓ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

ａｎｄｔｈｅＰｏｉｎｔＭａｓｓＤｅｐｔｈ

２　点质量的构造

对于点质量模型而言，关键是如何根据已知

离散点的重力场元观测数据来构造点质量，也就

是确定点质量的位置和质量大小。计算等效点质

量包含一种逆过程，由于 Ｎｅｗｔｏｎ逆算子的不唯

一性，可以确定无穷个不同的等效场源。许多学

者对构造点质量的方法进行了大量的研究［６１３］，

这些方法一般可分为固定点质量模型和自由点质

量模型两大类。固定点质量模型首先人为地给出

点质量的位置，然后根据观测数据求解出每个点

质量的大小。确定固定点点位的方法又分为两

种，一种是规则格网法，即认为点质量位于地球内

部一定深度的规则格网点上，格网点的数目要小

于观测点的个数。Ｂｏｗｉｎ
［１２］、吴晓平［１３］等对格网

大小和埋藏深度的选择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进

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分层格网模型效果较好。另

一种方法则是将点质量直接安置于观测数据的下

面，点的埋藏深度根据观测数据间的距离经验给

出［６，１０］。固定点质量模型的方程是线性的，求解

相对简单，但由于其位置固定，所以重力场元某些

波段的信息不能得到很好的逼近。自由点质量模

型则先不给出点质量的位置，而是将其和质量大

小都作为参数进行求解［１１］。自由点质量模型是

非线性模型，理论上其解是最优的，点质量的个数

也较少。但其求解比较困难，一般通过模型线性

化或迭代法进行求解，并加以某些约束，其解受初

始近似值的影响较大，可能得到的只是局部最

优解。

本文结合这两类方法的特点，提出了一种半

自由点质量模型。其基本思想是：将点质量直接

安置于观测数据的下面，但考虑到重力场元是由

不同波段的信号组成，认为每个观测数据点下面

可以有多个点质量，且其埋藏深度不是固定的，而

是根据相邻观测数据的关系确定的。根据式（２）

可知，任意一点质量引起的（似）大地水准面差距

犖（狉）的绝对值随狉的增加而减小，将其除以 犖

（０）可得：

犽（狉）＝
犖（狉）

犖（０）
＝

犱
（狉２＋犱

２）１／２
（３）

显然，犽（狉）的范围应该在（０，１］之间，随着狉的增

加而减小，反映了犖（狉）和犖（０）之间的关系。如

果知道了犽（狉），则可求出该点质量的埋藏深度：

犱＝狉犽（狉）／ １－犽
２（狉槡 ），狉≠０ （４）

确定了埋藏深度后，则可确定该点质量的质量大

小为：

犿＝γ犱犖（０）／犌 （５）

　　实际的求解过程借鉴了Ｃｏｒｄｅｌｌ
［１０］提出的一

种简单迭代解法，并认为相邻最近的点之间的相

关关系最可信。具体步骤如下：①首先找出已知

观测数据中绝对值最大的点，认为在其下面某一

深度有一点质量；② 求取相邻最近观测数据点的

犽，然后根据式（４）确定该点质量的埋藏深度；

③ 根据式（５）确定该点质量的质量大小；④ 根据

式（２）求取该点质量引起的每个观测数据点的

（似）大地水准面差距；⑤ 求取每个观测数据点的

残余（似）大地水准面差距，确定其中绝对值最大

的点。重复上面几步，直到所有点的残余（似）大

地水准面差距的绝对值都小于某一值（如１ｃｍ）

时，即可认为所产生的一系列点质量已很好地逼

近了该区域的（似）大地水准面差距。

利用这种迭代法构造的点质量个数一般大于

观测数据的点数，并且有的观测数据点可能会有

多个点质量，这类似于分层点质量模型，可以顾及

重力场元的多尺度特性。需要指出的是，在迭代

过程中，有可能相邻最近点的犽≤０，这时显然可

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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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残余值是高频信号，这两点之间是不相关的，

不应再用该值确定点质量的埋藏深度，那可能会

导致结果不收敛。这时应令该点质量的埋藏深度

较浅，使之对相邻点的影响较小。在本文的算法

中，当犽≤０，限制这时所埋藏的点质量对相邻点

的影响不大于±０．１ｃｍ，并用该限制值代替相邻

点的值来计算犽。另外，当相邻最近的几个点到

点质量的水平距离相差很小时，可用它们的平均

值来计算犽。

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为了检验方法的可行性，用收集到的中国香

港和深圳地区 ＧＰＳ／水准点进行实验，其中香港

地区共６６个ＧＰＳ／水准点，４３个点作为拟合点，

２３个点作为检核点（见图３（ａ））；深圳地区共９６

个ＧＰＳ／水准点，６７个点作为拟合点，２９个点作

为检核点（见图３（ｂ））。利用上面的迭代算法，香

港和深圳地区分别生成了５８个和１２７个点质量。

图４是生成第一个点质量时计算的犽值，可以看

出，这两个地区的高程异常都包含很明显的线性

趋势信号，香港的局部变化相对大些。从图５可

以看出，通过该迭代法生成的第一个点质量对该

地区高程异常趋势信号有较好的反映。

图３　香港和深圳地区的ＧＰＳ／水准点分布图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ＧＰＳ／Ｌｅｖｅｌｉｎｇ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ａｎｄ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图４　构造第一个点质量时计算的犽值

Ｆｉｇ．４　ＶａｌｕｅｏｆＫ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ＰｏｉｎｔＭａｓｓｉｎ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ａｎｄ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图５　构造的第一个点质量产生的高程异常

Ｆｉｇ．５　ＨｅｉｇｈｔＡｂｎｏｒｍｉｔｙ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Ｐｏｉｎｔ

Ｍａｓｓｉｎ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ａｎｄ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另外，分别应用二次曲面拟合法、Ｓｈｅｐａｒｄ曲

面拟合法和基于二次曲面的Ｓｈｅｐａｒｄ曲面拟合法

分别对这两个地区的 ＧＰＳ／水准数据进行了拟

合。已有研究表明，单纯二次曲面法只能对（似）

大地水准面的中长波项进行比较好的拟合，而

Ｓｈｅｐａｒｄ曲面拟合则对短波信号拟合效果较好，

基于二次曲面的Ｓｈｅｐａｒｄ拟合方法同时考虑了高

程异常的中长波项和短波项的影响，一般可取得

较好的结果［１４］。表１是香港和深圳地区应用不

同方法拟合的外部检核结果统计。可以看出，等

效点质量模型整体上比单纯使用二次多项式曲面

拟合或Ｓｈｅｐａｒｄ曲面拟合的效果要好，和基于二

次曲面的Ｓｈｅｐａｒｄ拟合方法的效果相当，表明应

用本文的算法进行高程异常拟合是可行的。

表１　香港犌犘犛／水准（似）大地水准面拟合外部检核结果／ｃｍ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ｆＣｈｅｃｋｅｄＧＰＳ／Ｌｅｖｅｌ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ｉｎ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拟合方法
香港 深圳

最大偏差 最小偏差 平均偏差 均方根 标准差 最大偏差 最小偏差 平均偏差 均方根 标准差

二次多项式 １０．９ －５．６ １．２ ±４．０ ±３．９ ５．９ －５．０ －０．４ ±２．８ ±２．８

Ｓｈｅｐａｒｄ ８．９ －７．３ ２．１ ±５．３ ±５．０ ８．９ －８．２ －０．７ ±３．４ ±３．４

二次多项式＋Ｓｈｅｐａｒｄ １０．９ －３．９ １．３ ±３．５ ±３．４ ２．６ －２．９ －０．５ ±１．６ ±１．５

点质量法 ５．８ －３．３ １．４ ±２．９ ±２．６ ３．４ －４．７ －０．５ ±１．８ ±１．７

４　结　语

　　本文是根据相邻点间的关系构造的点质量，

因而具有一定的自适应性。需要强调的是，ＧＰＳ／

水准点的观测数据虽然精度较高，但由于高等级

水准测量工作量大，观测数据分辨率一般较低。

而任何拟合方法都是利用已知离散点数据对未知

３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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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进行数学意义上的逼近，逼近程度的好坏首先

取决于已知点的精度、空间分辨率及拟合点相对

于已知点的空间位置［１５］。所以在确定高精度高

分辨率的区域（似）大地水准面时，ＧＰＳ／水准点一

般是作为重力法的高一级控制点。另外，本文在

确定点质量的埋藏深度时，没有考虑观测点数据

误差的影响，这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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