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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ＩＧＳ提供的重新处理的周解，采用一阶形变法反演了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的地心运动。结果表明，犡、

犢、犣方向的周年项振幅分别为３．７２ｍｍ，３．０６ｍｍ和８．９５ｍｍ；犣方向的相位表明，２月份左右北半球的表面

负载最大，８月份左右南半球的表面负载最大，南北半球存在明显的季节性质量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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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考虑外力作用时，地球（包括海洋、大气和

内陆水）的原点ＣＭ（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ｍａｓｓ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ｔｈ

ｓｙｓｔｅｍ）是空间固定的。地球表面质量的重新分

布引起固体地球的重力位和形状的变化，进而导

致固体地球的原点ＣＥ（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ｍａｓｓｏｆｔｈｅｓｏｌ

ｉｄＥａｒｔｈ）相对ＣＭ运动。ＩＴＲＦ是大地测量和地

球动力学最重要的参考框架，其原点是地球形状

中心ＣＦ（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ｆｉｇｕｒｅ），ＣＦ与ＣＥ非

常接近，仅相差２％
［１］。本文定义ＣＦ相对于ＣＭ

的运动为“地心运动”。根据ＩＥＲＳ协议，ＩＴＲＳ的

原点定义为 ＣＭ；而实际上ＩＴＲＳ的实现，即

ＩＴＲＦ的原点为ＣＦ，与定义不一致。ＩＴＲＦ２０００

的原点长期上是ＣＭ，但在季节性和短时间尺度

上却为ＣＦ
［２］。目前，基于不同空间大地测量技术

提取的地心运动较为符合，地心运动的影响已不

能忽略。精确估计地心运动是实现和维持基于

ＣＭ 的参考框架的重点和难点，最新的ＩＥＲＳ

２０１０协议已专门讨论了地心运动
［３］。另一方面

地心运动对研究区域性和全球性的地表质量变化

具有重要的意义。地心运动与地表负载的一阶项

直接相关。ＩＥＲＳ于２００２年成立了专门的工作组

ＳＢＬ（ｓｐｅｃｉａｌｂｕｒｅａｕｏｎｌｏａｄｉｎｇ），负责对海洋和

大气等地表流体进行研究和建模，旨在进一步精

化地表形变的地球物理模型。

随着观测精度和模型的不断提高，诸多学者

利用ＧＰＳ反演地心运动得到了与ＳＬＲ较为一致

的结果。文献［２，４６］利用 ＧＰＳ数据，采用网平

移法和一阶形变法反演了地心运动。Ｌａｖａｌｌｅｅ等

提出利用“ＣＭ 法”来反演地心运动，结果表明

ＧＰＳ反演的地心运动内符合精度可达亚 ｍｍ量

级，但不同解之间的差异仍然较大［６］。国内学者

也开展了地心运动的研究，但尚未有利用ＧＰＳ反

演地心运动的成果［７９］。ＩＧＳ于２００７年开始采用

统一的框架和模型，重新处理了１９９４年以来的

ＧＰＳ历史数据，目前已处理完成ｉｇ１解
［１０］。本文

利用ＩＧＳ重新处理得到的ｉｇ１解反演地心运动，

研究了不同方法估计地心运动的差异和可靠性，

分析了重新处理数据的质量改进对地心运动估计

的影响。

１　地心运动基本理论及其实现方法

１．１　地心运动基本理论

理想的地球参考系统原点定义为ＣＭ，即包

括固体地球、海洋和大气地球整体的质量中心：

犡ＣＭ（狋）＝
犞

狓（狋）ｄ犿／
犞

ｄ犿 （１）

式中，犞 表示对地球整体积分。

理论上由于动力学约束的影响，卫星轨道的

原点为ＣＭ。虽然 ＧＰＳ卫星轨道也遵守开普勒

定律，但由于天线相位中心等系统误差的影响，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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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准确实现ＣＭ。ＶＬＢＩ缺少轨道动力学的约

束，不能实现ＣＭ。应当注意的是，利用ＳＬＲ卫

星轨道可以准确实现ＣＭ 原点，但不能对框架的

定向等进行约束，还必须依靠地基约束来实现整

个参考框架。这就要求直接采用式（１），而不是借

助卫星轨道来实现ＣＭ。而式（１）的实现是非常

困难的，不仅需要知道地球内部的质量分布，还需

要知道地表负载的质量分布，就目前的研究来说

是很困难的。一种可行的方法就是由均匀分布在

地表的质量分布实现建立和维持地球参考框架：

犡ＣＦ（狋）＝
Ω

狓（狋）ｄ犿／
Ω

ｄ犿 （２）

式中，Ω表示对地表积分。

但这时参考框架的原点是ＣＦ，而不是ＣＭ，

因为式（２）只是固体地球地表的质量中心，并不包

括地表负载。而地表负载有明显的季节性变化，

导致地表负载中心相对于ＣＭ是变化的，这样ＣＦ

相对于ＣＭ也有相对运动，即地心运动。

实际上，式（２）很难实现，目前一般采用一定

数目、分布合理的测站组成的地面网，在满足地表

形变无整网平移的条件下近似实现ＣＦ，即要求地

表形变在任意历元相对于参考历元都为零。

根据ＩＴＲＦ的技术现状，通过附加基准约束

实现ＩＴＲＳ定义。理论上采用ＳＬＲ约束原点可

以实现ＣＭ。实际上一般采用式（３）对原点进行

约束，推导可参见文献［１１］：

犜（狋０）＝０

犜＝
｛ ０

（３）

式中，犜（狋０）是参考时刻狋０ 的平移量；犜 是平移速

率。用这种方法实现基准定义时，仅对ＩＴＲＦ原

点相对于ＣＭ的长期变化进行约束，并不包含表

面负载等引起的季节性变化，因此，ＩＴＲＦ框架的

原点与 ＣＭ 还存在季节性时间尺度上的差异。

应当注意的是，犜进行约束时，附加约束条件必须

基于ＣＭ，否则ＩＴＲＦ原点在长时间尺度上也不

表现为ＣＭ。利用实测数据反演地心运动是解决

地球参考框架实现与定义不一致的方法之一，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１．２　网平移法

利用Ｈｅｌｍｅｒｔ参数转换可以得到基于ＣＦ和

ＣＭ框架的转换参数，网平移法将平移量作为地心

运动。由于轨道动力学的约束，采用“无基准约束”

得到的解的原点为ＣＭ。实际上卫星轨道受到光

压模型、天线相位中心等的影响，与“真实地心”存

在差异。此外，由于 Ｈｅｌｍｅｒｔ参数转换受网形影

响较大，以及尺度参数与表面负载的耦合等原因，

由ＧＰＳ得到地心运动包含系统误差，更准确地说

网平移法得到的地心运动为“似地心运动”。

１．３　一阶形变法

根据Ｆａｒｒｅｌｌ理论，Ｌａｍｂｅｃｋ给出了ＣＥ框架

下的地表形变与地表负载力矩的关系为［１３］：

［Δ犛犺］犆犈 ＝ ［犺′１犞１／犵＝ ［犺′１犺］×犿／犕犈

［Δ犛犾］犆犈 ＝ ［犾′１$犞１／犵＝ ［犾′１犐］×犿／犕犈

（４）

式中，［犺′１］犆犈和［犾′１］犆犈是ＣＥ框架下的一阶负载系

数；犺为测站的局部单位法向向量；犐为局部单位

切向向量［１３］。负载力矩为犿＝犕犔珚Δ狉犔，犕犔 是地

表负载的总质量，珚Δ狉犔 是地表负载的质量中心相

对于ＣＥ的变化，犕犈 是地球的总质量。受动量守

恒的约束，惯性空间下地表负载力矩导致ＣＥ相

对于ＣＭ运动为：

Δ狉ＣＥ／ＣＭ ＝－犿／犕犈 （５）

　　根据Ｂｌｅｗｉｔｔ的同构框架理论导出的ＣＦ框

架下的地心运动与ＣＥ框架下地心运动的关系，

最终ＣＦ框架下的地表形变与地心运动的关系可

以表示为［６］：

［Δ狊］ＣＦ ＝狋＋
３

［犺′１］ＣＥ＋２［犾′１］ＣＥ－（ ）３犌犜
ｄｉａｇ［犾′１，犾′１，犺′１］ＣＦ犌Δ狉ＣＦ／ＣＭ＋犃犢ＣＦ （６）

犌＝

－ｓｉｎλ ｃｏｓλ ０

－ｓｉｎφｃｏｓλ －ｓｉｎφｓｉｎλ ｃｏｓφ

ｃｏｓφｃｏｓλ ｃｏｓφｓｉｎλ ｓｉｎ

熿

燀

燄

燅φ

式中，狋表示平移参数；犢犆犉为高阶负载球谐函数

的系数；犃 可由式（４）对二阶以上系数求偏导获

得；［犺′１］ＣＦ和［犾′１］ＣＦ是ＣＦ框架下的一阶负载系数。

由于框架点全球分布的不均匀性，地球参考框架

从本质上来说只是ＣＦ框架的一个近似，实际上

为ＣＮ框架，即由地面网实现的参考框架。利用

ＧＰＳ数据得到的［Δ狊］ＣＦ是ＣＮ 框架下测站的形

变，而式（６）直接采用的是ＣＦ框架下的负载系

数。ＣＦ和ＣＮ框架间的差异是影响地心运动的

重要误差源，可以通过附加平移参数狋来减弱或

者消除这种误差。此外，［Δ狊］ＣＦ除了包含表面负

载引起的一阶形变外，还包含高阶形变以及冰期

后回弹、基岩的热力学膨胀等的影响，这些因素也

是影响地心运动的重要误差源。

２　犐犌犛重新处理的地心运动

将各分析中心提交的周解进行组合，利用

Ｈｅｌｍｅｒｔ转换将组合周解转换到ＩＧＳ框架下，转

换参数的平移量即为地心运动，详细流程可参见

文献［１４］。本文中ｉｇｓ和ｉｇ１分别表示ＩＧＳ发布

２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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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式解以及重新处理的解。由于ｉｇｓ解１４６０周

以前采用的是ＩＧｂ００框架，１４６０周以后采用

ＩＧＳ０５框架，为了避免框架的不连续性对地心运

动的影响，本文仅对１０４３～１４５９周ｉｇｓ和ｉｇ１的

地心运动进行了频谱分析。

大量研究表明，地心运动存在显著的周年项

和相对较弱的半周年项，因此一般文献只研究地

心运动的周年变化［２，７］。由图１可知，ｉｇ１的地心

运动呈现周年和半周年变化，而且周年项比较显

著，半周年项相对较弱，周年项的振幅和相位如表

１所示。而ｉｇｓ只有犢 方向呈现明显的周年项变

化，犡方向和犢 方向没有明显的周年信号。ｉｇｓ

的高频噪声比ｉｇ１解更显著，也说明ｉｇ１地心运动

的质量有所提高。目前的地球物理研究表明，地

心运动不存在明显的长期漂移，而ｉｇｓ的犣方向

不符合这一结论［２］。综上所述，ｉｇ１的地心运动与

现有的研究成果符合得更好，尤其是犣方向的改

进很大。这些改进得益于数据处理方法和地球物

理模型的改进，同时也表明地面网解的质量对利

用网平移法得到的地心运动影响很大。

３　实验结果分析

§２的分析表明，ｉｇ１解质量有了很大的提

高，不仅提供了利用网平移法得到的更高精度的

地心运动，而且为利用一阶形变法反演地心运动

提供了精度更高、更加一致的源数据。本文采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共１０ａ的ｉｇ１周解，利用一阶形变

法反演了地心运动。一阶形变法反演地心运动的

关键问题是准确、合理地消除由板块运动等引起

测站位置的长期变化，剔除仪器变动或者地震等

引起的测站位置突变。基于此本文选取ＩＧＳ０５

公布的１３２个框架点来反演地心运动，这些测站

的线性速度用ＩＧＳ重新处理提供的ＩＧＳ０５＿ｒｅ

ｐｒｏ．ｓｎｘ来消除，ＩＧＳ０５＿ｒｅｐｒｏ．ｓｎｘ也较为完善地

考虑了各种突变。数据处理时根据阈值剔除质量

不好的测站。本文采用ＳＩＮＥＸ文件提供的全方

差协方差阵进行反演。本文采用一阶形变法反

演地心运动，采用式（６），共有以下４种方案：方案

１）顾及ＣＦ和ＣＮ框架间的平移计算地心运动；

方案２）顾及ＣＦ和ＣＮ框架间的平移以及地表负

载的二阶项计算地心运动，用以分析高阶项对地

心运动估值的影响；方案３）顾及ＣＦ和ＣＮ框架

间的平移和旋转，用以分析旋转参数对地心运动

估值的影响；方案４）顾及ＣＦ和ＣＮ框架间的平

移和旋转以及地表负载的二阶项计算地心运动，

用以分析旋转参数对地心运动估值的影响。

同时估计４种方案得到的地心运动的长期

项、周年项和半周年项，结果分别列于表１。４种

方案的周年振幅和相位定义均为犃ｓｉｎ（狑（狋－狋０）

＋φ），其中狋０为时间原点，本文中取狋０＝２０００．０。

表１中方案５）是方案２）２０００．０～２００６．０间的周

年项的振幅和相位。表１中“ｉｇ１”是第３节中

ＩＧＳ重新处理时，利用网平移法得到的地心运动

的周年变化。表１中“Ｌａｖａｌｌｅｅ，２００６”取自文献

［６］的表３，剔除了ＥＳＡ和ＳＩＯ解，考虑二阶形变

的影响。表１中“Ｄｏｎｇ，２００３”取自文献［２］的表

２，时间跨度为１９９３．０～２００３．３１９，考虑了二阶形

变的影响。表１中“ＳＬＲ”取自文献［６］，是４个基

于ＳＬＲ的地心运动平均值。

数据分析表明，４种方案的长期项各方向都

小于１ｍｍ，而目前 ＧＰＳ数据的精度水平仅为

ｍｍ量级，可以说利用ＧＰＳ反演的地心运动不存

在明显的长期变化。方案２）除犣方向的振幅比

方案１）略大外，与方案１）的结果基本一致。因此

顾及二阶项对地心运动周年项有一定的影响，但

影响不大，仅为亚 ｍｍ量级。但更高阶项的影响

还需要进一步分析。分别比较方案１）与方案３），

图１　ＩＧＳ地心运动的频谱分析

Ｆｉｇ．１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ＰｏｗｅｒｏｆＩＧＳＧｅｏｃｅｎｔｅｒＭｏｔｉｏｎ
　　　

图２　方案２）给出的地心运动时间序列

Ｆｉｇ．２　ＧｅｏｃｅｎｔｅｒＭｏ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ｆｒｏｍＳｃｈｅｍｅ２）

３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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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２）与方案４）可以发现，加入旋转参数对振幅

的影响均为亚ｍｍ级，犡和犢 方向的相位稍有增

大，犣方向基本不变。可以推断旋转参数对地心

运动的周年项基本没有影响。综上可以认为四种

方案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结合已有研究成果，

认为方案２）的参数设置更为合理，既顾及了ＣＦ

与ＣＮ框架间的差异，又考虑了高阶项的影响，其

时间序列如图２所示。

由表２中的方案２）和图１可知，犣方向的周

年项变化比犡 和犢 方向更显著，犣方向的相位表

明２月份左右北半球的表面负载最大，８月份左

右南半球的表面负载最大，犣方向振幅和相位与

Ｌａｖａｌｌｅｅ和Ｄｏｎｇ的结果一致。犡 和犢 方向的振

幅与Ｌａｖａｌｌｅｅ的结果一致，相位与Ｌａｖａｌｌｅｅ的结

果大致相差４０°
［２，６］。考虑到Ｌａｖａｌｌｅｅ的结果是

利用１９９７．２５～２００４．２５年的ＧＰＳ数据反演得到

的，与本文数据时间不同，因此方案２）给出了方

案２）的结果在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间的周年项，结果

表明方案５）的犡和犢 方向的相位比其他四种方

案都要小，方案２）的犡 和犢 方向的相位与Ｌａ

ｖａｌｌｅｅ的结果符合得更好。可以推断由ＧＰＳ数据

反演的地心运动的犡 和犢 方向的相位可能不稳

定，早期犡和犢 方向的相位要大一些。这一推断

是否正确，还要利用更长期的数据进行小波分析

加以确认。此外本文的ＣＦ框架由ＩＧＳ０５框架点

近似实现，与Ｌａｖａｌｌｅｅ
［６］和Ｄｏｎｇ

［２］实现的ＣＦ框

架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对季节性地心运动的影响

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与ＳＬＲ结果相比，方案２）犡 方向的振幅和

相位略大，犢 方向与ＳＬＲ结果较为一致，而犣方

向的相位基本一致，振幅差异显著。ＳＬＲ３个方

向的振幅相差不大，犣方向振幅仅为３．５５ｍｍ。

而方案２）犣方向的振幅为８．９５ｍｍ，是ＳＬＲ的

２．５倍。如上所述方案２）犣 方向的振幅与 Ｌａ

ｖａｌｌｅｅ和Ｄｏｎｇ较为一致，因此可以说犣方向的质

量不好是利用 ＧＰＳ反演地心运动的共同问题。

这与ＧＰＳ技术本身的问题有关：ＧＰＳ网犣方向

的分布极不均匀，ＧＰＳ数据犣方向的精度比犡 和

犢 方向低。将来ＧＰＳ犣方向精度的提高，将极大

改进ＧＰＳ反演的地心运动的质量。

表１也给出了第２节中重新处理的ｉｇ１地心

运动的周年项，ｉｇ１三个方向的振幅分别比ＳＬＲ

小２６％，１７％，４４％，而 犡 和犢 方向的相位比

ＳＬＲ小１４０°和１７６°。犣方向相位比ＳＬＲ小１１７°，

这样北半球的最大负载将推迟４个月，即６月份

左右，与现有研究成果显示的南北半球质量交换

的时间不一致。应该注意的是，虽然ｉｇ１和方案

２）采用相同的数据，但结果有所不同。ｉｇ１和方

案２）的犢 方向的振幅和相位符合得较好，而且与

ＳＬＲ符合得也较好。方案２）犡 方向的振幅大约

是ｉｇ１的两倍。ｉｇ１的犣方向的相位与方案２）不

同，但方案２）与ＳＬＲ符合得较好；同时ｉｇ１的犣

方向振幅似乎太小。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无

论采用网平移法还是一阶形变法，由ＩＧＳ重新处

理数据得到的地心运动犢 方向的质量都比较好；

而两种方法得到的犣方向的季节性变化都存在

较大问题。总之除了一阶形变法犣方向振幅较

大外，总体比网平移法更优。

表１　地心运动的周年变化

Ｔａｂ．１　Ａｎｎｕ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ＧｅｏｃｅｎｔｅｒＭｏｔｉｏｎ

犡 犢 犣

振幅／ｍｍ 相位／（°） 振幅／ｍｍ 相位／（°） 振幅／ｍｍ 相位／（°）

方案１） ３．６８±０．２ ２５９±３ ２．９６±０．１ ３３０±２ ８．４９±０．２ ２２９±１

方案２） ３．７２±０．２ ２６１±４ ３．０６±０．１ ３３１±２ ８．９５±０．２ ２２８±１

方案３） ３．５６±０．２ ２６１±４ ３．１８±０．１ ３３４±２ ８．５２±０．２ ２２８±１

方案４） ３．５８±０．２ ２６２±４ ３．１２±０．１ ３３６±２ ８．９６±０．２ ２２８±１

方案５） ３．９２±０．３ ２５６±４ ２．４５±０．２ ３２７±４ ９．８６±０．２ ２３０±１

ｉｇ１ １．９３±０．２ ２６９±６ ２．４９±０．１ ３２４±３ １．９８±０．３ １１４±８

Ｌａｖａｌｌｅｅ［６］ ３．５７±０．３ ２１９±５ ２．４４±０．３ ２８９±７ ９．９３±０．３ ２４０±１

Ｄｏｎｇ
［２］ ２．１±０．３ ２２４±７ ３．３±０．３ ２９７±６ ７．１±０．３ ２３２±３

ＳＬＲ ２．６０ ２２９ ３．００ ３２０ ３．５５ ２３１

４　结　语

目前，利用地球物理模型反演得到地心运动

基本一致，而用不同的空间大地测量数据获得的

地心运动差异比用不同物理模型计算的差异要

大。本文基于ＧＰＳ数据采用一阶变形法反演的

地心运动周年项的振幅和相位与Ｌａｖａｌｌｅｅ的结果

较为一致。但由于地心运动估值本身的不确定度

大，不同地心运动估值进行直接比较的意义不大。

ＧＰＳ的周年项与ＳＬＲ存在一定的差异，主要体现

在犣方向的周年振幅上。对于高阶项的影响，可

４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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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用ＧＲＡＣＥ和地球物理模型进行约束。此外

网形、测站速度的精度、参数耦合以及岩石膨胀等

因素也是地心运动的重要误差源，今后将继续深

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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