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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ＧＰＳ水准大地水准面与重力大地水准面之差不仅由基准不同引起，而且也包含重力与ＧＰＳ水准观测

值的误差。建立了这两个水准面之差与基准转换参数、重力和ＧＰＳ水准观测值的残差之间的关系，并基于最

小二乘准则解算了基准转换参数和重力与ＧＰＳ水准观测值的残差，即计算转换参数及重力与ＧＰＳ观测值的

改正。尤其当ＧＰＳ水准精度远高于重力水准面时，联合解算模型可固定ＧＰＳ水准大地水准面，只对重力观

测值进行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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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ＧＰＳ技术的出现和快速发展，地面点的

坐标可以实时、准确地获得，这不仅能够得到一个

固定的边界面，而且使地面扰动重力的获取成为

现实［１］。由于ＧＰＳ水准数据精度高、分辨率低，

重力数据的精度低、分辨率高，综合利用这两种数

据可弥补各自的缺点，求得高精度、高分辨率的大

地水准面模型。现有的联合解算方法［１３］通常先

解算重力大地水准面模型，再根据ＧＰＳ水准点的

大地水准面高与重力大地水准面高之差拟合出两

个面之间的变换模型。

ＧＰＳ水准大地水准面与重力水准面之所以

不同，是因为两者的基准不同，且存在观测误差。

基准的差异可通过引入变换参数进行统一，基准

统一后，两个面的差值反映了重力和ＧＰＳ水准的

观测误差及基准变化模型的误差。本文引入基准

转换参数建立了两个水准面之间的关系，基于最

小二乘准则解算基准变换参数，并估计重力与

ＧＰＳ水准观测残差。利用残差修复的观测值重

新计算的重力与ＧＰＳ水准大地水准面不仅可以

提高精度，而且与基准变换参数相互兼容。本文

结合实际应用，在阐述联合ＧＰＳ水准及重力资料

解算大地水准面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计算了某

地区的大地水准面，并通过精度分析论证了该方

法的有效性。

１　犌犘犛水准与重力数据联合解算的

观测方程

　　在球近似条件下，某点犘的大地水准面差距

与重力异常之间可表示成如下积分关系：

犖 ＝
犚
４πγ

σ

Δ犵犛（）ψｄσ （１）

式中，犚为地球平均半径；γ为水准椭球面上的正

常重力；Δ犵为大地水准面上的重力异常；σ表示

单位球面；犘 点与积分元ｄσ的球坐标分别用

狉，φ，（ ）λ 和 φ′，λ（ ）′ 表示；ψ为犘 点与积分元的角

距；犛（）ψ 为Ｓｔｏｋｅｓ函数。如果考虑扁率级的影

响，只需对Δ犵加上三项小改正
［４］；如果利用已知

的地球重力场模型以及地形数据改善计算效率与

精度，需要对式（１）作适当改化
［４６］；若采用扰动重

力或其他重力观测值，也可给出类似的积分公式。

将边界σ格网化后，并顾及重力异常存在观测误

差，式（１）的离散形式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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犖犻＝∑
狀

犼＝１

Δ犵犼＋υ（ ）犼 犓 ψ犻（ ）犼 Δ狊犼 （２）

式中，狀为格网数；Δ犵犼 为第犼块格网的平均重力

异常；υ犼 为其改正数；ψ犻犼为格网中心点到计算点犻

的角距；Δ狊犼为该格网的面积：

Δ狊犼 ＝
σ
犼

ｄσ （３）

核函数犓 ψ犻（ ）犼 可表示为：

犓 ψ犻（ ）犼 ＝
犚
４πγ
犛 ψ犻（ ）犼 （４）

　　若共有犿 个ＧＰＳ水准点，利用重力观测资

料可计算这犿个点的重力大地水准面差距，由式

（２）可将计算结果表示成如下的矩阵形式：

狔
犿×１
＝狔

犮

犿×１
＋犃
犿×狀
υ
狀×１

（５）

式 中， 狔 ＝ 犖１，犖２，…，犖（ ）犿
Ｔ； 狔

犮 ＝

犖犮１，犖
犮
２，…，犖

犮（ ）犿
Ｔ；υ＝ υ１，υ２，…，υ（ ）狀

Ｔ；系数矩

阵犃的第犻项犼列元素犪犻犼＝犓 ψ犻（ ）犼 Δ狊犼；狔
犮 的各

分量可表示为：

犖犮犻 ＝∑
狀

犼＝１

Δ犵（ ）犼 犓 ψ犻（ ）犼 Δ狊犼 （６）

由ＧＰＳ水准资料也可得到这犿个点的ＧＰＳ水准

大地水准面，用向量狕表示，相应的观测误差向量

为狌；两个大地水准面基准变换的狋个参数用向量

狓表示，其系数矩阵为犅，由所采用的基准变换模

型确定。则两种大地水准面之差与基准变换参数

间的关系可表示为：

狕
犿×１
＋狌
犿×１
－狔
犿×１
＝ 犅

犿×狋
狓
狋×１

（７）

将式（５）代入式（７），并令犾＝狕－狔
犮，得联合ＧＰＳ

水准与重力两种数据解算大地水准面的观测方程

为：

犅狓＋犃υ－狌－犾＝０ （８）

犅取决于拟合模型，本文采用多面函数法
［８］：

ζ狓，（ ）狔 ＝∑
犽

犻＝１

犪犻犅 狓，狔；狓犻，狔（ ）犻 （９）

式中，犪犻 为待定系数； 狓，（ ）狔 为未测点坐标；

狓犻，狔（ ）犻 为已测点坐标（犻＜狀）；犅 狓，狔；狓犻，狔（ ）犻 为系

数矩阵：

犅 狓，狔；狓犻，狔（ ）犻 ＝ 狓－狓（ ）犻
２
＋ 狔－狔（ ）犻

２
＋［ ］δ

犫

（１０）

式中，δ称为平滑因子，本文实际计算时，取δ＝

０．０１；犫为一可供选择的非零实数，一般取１／２，即

核函数为正双曲形。显然，只要ＧＰＳ水准点数目

犿≥狋，就可由式（８）解算基准转换参数。如果

ＧＰＳ水准观测值与重力观测值相互独立，其观测

权阵分别为犘１、犘２
［６９］，当犿＞狋时，引入最小二乘

准则解算式（８），表示如下：

狌Ｔ犘１狌＋υ
Ｔ犘２υ＝ｍｉｎ （１１）

　　由式（８）和式（１１）不难求出基准变换参数狓，

ＧＰＳ水准与重力观测值的残差向量分别为：

狓^＝ 犅Ｔ 犘－１１ ＋犃犘
－１
２犃（ ）Ｔ －１（ ）犅 －１犅Ｔ 犘－１１（ ＋

　　犃犘
－１
２犃 ）Ｔ －１犾 （１２）

狌＝－犘
－１
１ 犘－１１ ＋犃犘

－１
２犃（ ）Ｔ －１犾－（ ）犅^狓 （１３）

υ＝犘
－１
２犃

Ｔ 犘－１１ ＋犃犘
－１
２犃（ ）Ｔ －１犾－（ ）犅^狓 （１４）

２　数据准备及其预处理

２．１　重力数据

本文的研究区域为３°×３°的Ｎ区，搜集了该

地区的重力点数据和对应的ＧＰＳ大地高数据，重

力数据为空间重力异常。首先采用多面函数拟合

法将采集到的不规则分布的重力点格网化，格网

大小为５′×５′；然后采用移去恢复法
［７１０］计算剩

余重力异常（如图１所示）。

图１　剩余重力异常等值线图

Ｆｉｇ．１　ＩｓｏｃｌｉｎｅｓＭａｐｏｆ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

在确定局部大地水准面的实际计算中，移去

恢复技术的具体表达式为：

δ犵ＲＥＳθ，（ ）λ ＝δ犵θ，（ ）λ －δ犵ＧＭ θ，（ ）λ （１５）

其中，λ为大地经度；θ为大地纬度；δ犵ＲＥＳ为剩余

重力异常；δ犵ＧＭ为重力场模型所计算的重力异

常［６，１１］。利用位系数计算参考重力场的公式

为［１１］：

δ犵ＧＭ θ，（ ）λ ＝
犌犕

狉２ ∑

狀
ｍａｘ

狀＝２

狀－（ ）１
犪（ ）狉

狀

·

∑
狀

犿＝０

犆狀犿ｃｏｓ犿λ＋犛狀犿ｓｉｎ犿（ ）λ犘狀犿 ｃｏｓ（ ）θ （１６）

其中，犆狀犿、犛狀犿为完全规格化的重力位系数；犌犕 为

地心引力常数；犪为参考椭球长半径；犘狀犿 ｃｏｓ（ ）θ 为

完全规格化的缔合Ｌｅｇｅｎｄｒｅ函数；狀ｍａｘ为重力场模

型的最大阶数。在实际计算中，选取ＥＧＭ９６全球

重力场模型作为参考重力场（３６０阶）。

２．２　犌犘犛水准数据

搜集了该地区的１９４个ＧＰＳ水准点数据（其

分布如图２所示），任取其中１８８个点（灰色标记）

２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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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高一级的控制点计算大地水准面，其余６个

点（黑色标记）作为外部检验点，以检验求得的大

地水准面的精度。

实测的ＧＰＳ水准大地水准面高为
［１］：

犖 ＝犎－犺 （１７）

其中，大地高 犎 相对于 ＷＧＳ８４椭球，参考系为

ＩＴＲＦ９６；正常高犺以１９８５年黄海高程系统为基

准。

图２　ＧＰＳ水准点分布图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ＧＰＳＬｅｖｅｌ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

３　实际计算结果

３．１　平差方案

由于观测的ＧＰＳ水准数据及重力数据不可

避免地存在误差，经过联合平差需要对观测值进

行改正。但是，如果ＧＰＳ水准精度远高于重力观

测精度，联合解算模型可忽略 ＧＰＳ水准观测误

差，只对重力观测值进行改正。这里分别对这两

种情况进行分析：① 考虑ＧＰＳ水准数据及重力

资料的观测误差，并经过联合平差对两者进行改

正，这就意味着拟合得到的大地水准面不通过

ＧＰＳ水准点，故将其称为不过点拟合。根据式

（１２）至式（１４）可方便地求出ＧＰＳ水准点、重力点

的观测改正以及基准转换参数。② 若ＧＰＳ水准

点精度比重力高出很多，可忽略ＧＰＳ水准点观测

误差，将重力大地水准面拟合到ＧＰＳ水准大地水

准面。这种方法得到的大地水准面通过ＧＰＳ水

准点，称之为过点拟合。那么，基准转换参数的计

算式（１２）变为：

狓^＝ 犅Ｔ 犃犘－１２犃（ ）Ｔ －１（ ）犅 －１犅Ｔ 犃犘－１２犃（ ）Ｔ －１犾

（１８）

重力点误差式（１４）变为：

υ＝犘
－１
２犃

Ｔ 犃犘－１２犃（ ）Ｔ －１犾－（ ）犅^狓 （１９）

３．２　计算结果

本文按照以上两种方案计算了该区５′×５′的

大地水准面，选取１８８个ＧＰＳ水准点作为高一级

的控制点与剩余重力异常（式（１５））联合平差，图

３为两种方案计算的大地水准面等值线图。由图

３可以看出，计算区域的大地水准面变化完全符

合该区域的实际地形状况，并且两种方案得到的

大地水准面基本一致，平均相差４．３ｃｍ，标准差

为３．７ｃｍ。

图４给出了不过点拟合法计算的观测点改正

值，可以看出，ＧＰＳ水准数据的改正量在±４ｍｍ

以内，平均改正数为１．７ｍｍ，重力数据改正值在

±２ｍＧａｌ以内。图５为过点拟合的重力点改正

值，可以看出，该方法计算的重力数据改正值在±

５ｍＧａｌ以内。

图３　不过点拟合和过点拟合得到的大地

水准面等值线图

Ｆｉｇ．３　ＩｓｏｃｌｉｎｅｓｏｆＧｅｏｉｄ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Ｎｏｔｃｒｏｓｓｐｏｉ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ＣｒｏｓｓｐｏｉｎｔＭｅｔｈｏｄ

图４　不过点拟合法得到的观测点改正值

Ｆｉｇ．４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ｏｆ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

ＮｏｔｃｒｏｓｓｐｏｉｎｔＭｅｔｈｏｄ

图５　过点拟合法得到的观测点改正值／ｍＧａｌ

Ｆｉｇ．５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ｏｆ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ｂｙ

ＣｒｏｓｓｐｏｉｎｔＭｅｔｈｏｄ

３．３　精度分析

为了验证该方法的可靠性，本文对计算结果

进行了检核。由于在计算区域内搜集了１９４个

ＧＰＳ水准点数据，按目前的检验方法，在计算过

程中，选取１８８个点作为高一级的控制点与重力

３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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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进行联合平差，其余６点作为外部检核点。

经计算，不过点拟合的外符合精度为６．８ｃｍ，过

点拟合的外符合精度为７．２ｃｍ，由于只有小样本

的比较，该值仅供参考。

将残差修复到观测值后，重新计算重力大地

水准面，用转换参数进行基准转换，然后与 ＧＰＳ

水准控制点进行比较，可得出大地水准面拟合的

内符合精度。本文算例中，该区的不过点拟合的

内符合精度为０．９ｍｍ，过点拟合的内符合精度

为０．５ｍｍ。

以上研究结果说明，利用重力资料和ＧＰＳ水

准资料联合平差确定大地水准面的方法是可行

的。值得强调的是，在联合平差前，必须严格把好

格网的数据质量关，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联合

平差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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