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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削弱各类误差源的影响，提出了一种两阶段误差综合补偿方法：第一阶段采用相关分析法对仪器

厂家标定的交叉耦合改正（ＣＣ改正）的不足进行修正；第二阶段采用测线网平差对各类剩余误差的综合影响

进行补偿。实际观测数据处理结果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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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目前我国各作业

单位使用的海空重力仪绝大多数都是从美国进口

的Ｌ＆Ｒ型仪器，它是由 ＬａＣｏｓｔｅ＆Ｒｏｍｂｅｒｇ公

司生产的第二代摆杆型海空重力仪，这种仪器存

在的主要问题是测量结果受交叉耦合（ｃｒｏｓｓｃｏｕ

ｐｌｉｎｇ，ＣＣ）效应的影响较大，可达±（５～４０）×

１０－５ｍ／ｓ２
［１］。早期的这类仪器通常带有附加装

置，用于测量作用在重力仪传感器上的扰动加速

度，并由此直接计算出ＣＣ改正值；新一代重力仪

则通过加速度计输出积分量来计算ＣＣ改正值。

即使如此，ＣＣ效应改正误差仍然是摆杆型海空

重力仪的主要误差源。为了提高海空重力测量成

果的质量，世界各国科研人员曾就海空重力观测

数据后处理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２１２］。本文在

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基于相关分析和测线网平差

的两阶段误差综合补偿方法，力求最大限度地减

弱因环境干扰引起的影响。

１　犔牔犚海空重力仪测量方程及误

差分析

　　Ｌ＆Ｒ海空重力仪测量空间重力异常基本方

程式为：

Δ犵狆 ＝犵０＋（犳狆－犳０）－犪犞 ＋狏犎 ＋狏犈＋

狏犉－γ０ （１）

式中，Δ犵狆 表示测点处的重力异常；犵０ 为比对基

点处的绝对重力值；犳狆 和犳０ 分别为测点观测比

力（即重力仪读数）和比对基点时的观测比力；犪犞

为载体的垂直扰动加速度；狏犎 为载体水平扰动加

速度改正；狏犈 为厄特弗斯改正；狏犉 为测点空间改

正；γ０ 为正常重力。其中，

犳狆 ＝犌（犛＋犓犅′＋ＣＣ） （２）

式中，犌为将重力计数单位换算为 ｍＧａｌ的系数；

犛为弹簧张力；犓 为摆杆尺度因子；犅′为摆杆的运

动速率；ＣＣ为交叉耦合改正。

Ｌ＆Ｒ海空重力仪主要受到两种类型交叉耦

合效应的影响，一种是由于仪器自身受到垂直加

速度和水平加速度共同作用引起的附加重力扰

动，这种影响对于摆式型重力仪来说是固有的，必

须加以消除；另一种是由于仪器工艺制造和安装

达不到理想情况而造成的，称为不完善交叉耦合

效应。基于重力观测值经厄特弗斯改正后应与载

体运动状态变化无关这样的基本事实，ＬａＣｏｓｔｅ

将Ｌ＆Ｒ型重力仪的交叉耦合效应改正表示为如

下运动参数的线性组合，并由相关分析法确定具

体的组合系数［２］：

ＣＣ＝犪１ ＜狔″狕′＞＋犪２ ＜狓″狕″＞＋

犪３ ＜狔″狕″＞＋犪４ ＜ （狕″）
２
＞＋犪５ ＜ （狓″）

２狕″＞＋

犪６ ＜ （狓″）
２
＞＋犪７ ＜ （狔″）

２
＞ （３）

式中，犪犻（犻＝１，…，７）代表仪器出厂时经过标定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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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ＣＣ改正系数；狓、狔、狕分别表示摆杆坐标系的

横向、纵向和垂直方向；＜＞表示取均值。式（３）

由７个运动状态监视项组成，其中既包含了固有

交叉耦合效应改正项，又包含了不完善交叉耦合

效应改正项。

由式（１）知，由于测量平台受动态扰动因素的

干扰，Ｌ＆Ｒ海空重力仪观测值受到载体水平加

速度、垂直加速度、交叉耦合以及厄特弗斯效应等

多项干扰加速度的影响。在这些影响中，交叉耦

合和厄特弗斯效应改正误差一直被认为是影响海

空重力测量精度的主要误差源。尽管ＣＣ改正可

利用加速度计输出量由式（３）计算得到，但由于这

种由仪器生产厂家设计的计算模型是在一定的假

设条件下，通过室内模拟实验进行标定获得的，因

此必然与海上和空中复杂的实际环境存在一定程

度的不符。当海况和空况测量条件较差时，这种

不符性表现得尤为明显［１０１２］。由厄特弗斯效应改

正公式得知［１］，该效应作用大小主要与载体的航

向和航速有关，因此仪器载体的定位精度高低将

直接决定厄特弗斯效应改正数的计算精度水平。

随着高精度ＧＰＳ导航定位系统的广泛应用，测量

定位技术的发展已经发生了质的飞跃，但对于航

空重力测量，由于飞机航速较高，厄特弗斯效应的

影响相应增大，对其准确测定的难度也必然加大。

另外，在海洋重力测量中，测量船始终在变化比较

平稳的瞬时海面上航行，垂直加速度干扰可以通

过取观测平均值予以消除。而在航空重力测量

中，航行高度受气流的影响变化比较明显，垂直加

速度同高度变化引起的重力变化叠加在一起，不

能用简单的滤波方法予以消除，必须对其进行测

定并加以改正。总之，海空重力测量从出测前的

仪器校准到海上和空中的观测作业，再到测量结

束后的数据处理各个环节，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各

种误差源的干扰和影响，它们或表现为系统性，或

表现为随机性，随机性干扰一般可使用滤波方法

予以消除，系统性影响（包括各项环境改正剩余误

差）则必须通过建立相应的计算模型来进行补偿。

２　误差补偿综合方法

２．１　犆犆改正剩余误差补偿

ＬａＣｏｓｔｅ曾指出
［２］，使用仪器生产厂家标定

的ＣＣ系数进行交叉耦合改正，如果改正后的重

力值与运动状态无关（即两者的相关性接近于

零），就说明厂家标定的ＣＣ系数是准确的，ＣＣ改

正是完善的；否则，就说明原有的ＣＣ改正系数需

要进行修正，改正后的重力值需要作进一步的补

偿，直至其与运动状态无关为止。正如文献［２，

１０１２］所述，在实际处理海空重力测量数据的过

程中，也同样发现数据处理结果与载体运动状态

之间仍存在比较高的相关性，当使用较小吨位的

测量船并遇到较恶劣的海况条件时，这种相关性

更加明显。这说明仪器生产厂家标定的ＣＣ改正

系数的应用范围并不具有普遍性，必须根据具体

使用情况作相应修正。为此，本文依照 Ｌａ

Ｃｏｓｔｅ
［２］使用的相关分析方法推求ＣＣ改正系数

的修正量。

为方便起见，这里将式（３）中的７个监视项用

犕犻（犻＝１，…，７）表示（即 犕１＝＜狔″狕′＞，其余类

推），并设Δ犪犻（犻＝１，…，７）为原ＣＣ改正系数犪犻（犻

＝１，…，７）的修正量；Δ犵狆０为使用原ＣＣ改正系数

计算得到的测点重力异常，Δ犵狆 为使用经过修正

后的ＣＣ改正系数计算得到的测点重力异常，则

由式（１）可得到如下方程式：

Δ犵狆 ＝Δ犵狆０＋∑
７

１

Δ犪犻犕犻 （４）

　　为了达到预期目标，也就是使改正后的重力

变化与运动状态变化无关，确定Δ犪犻（犻＝１，…，７）

时必须满足如下条件：

∫Δ犵狆犕犼ｄ狋＝０，犼＝１，…，７ （５）

设

犔０犼 ＝∫Δ犵狆０犕犼ｄ狋，犼＝１，…，７ （６）

犢犻犼 ＝∫犕犻犕犼ｄ狋，犻，犼＝１，…，７ （７）

则将式（４）代入式（５）后可得到如下联立方程式：

犔０犼＋∑
犖

１

Δ犪犻犢犻犼 ＝０，犼＝１，…，７ （８）

求解上述方程可获得期望的Δ犪犻 值，进一步将其

代入式（４）即可得到ＣＣ改正完善后的重力值。

考虑到重力观测曲线与运动状态的相关性主要体

现在变化“异常”的局部区域，而最能反映曲线变

化“异常”特征的参数是曲线曲率，为此，文献［２］

建议使用重力和运动状态观测曲线的二阶导数

（与曲线曲率成正比）代替其自身参与式（５）至式

（８）的计算。

２．２　各项剩余误差综合效应补偿

由前面的误差分析得知，尽管可以针对各项

环境影响进行相应的改正计算，但由于海空测量

环境复杂多变，从环境参数观测到各项改正计算

模型本身，都不可避免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为

了提高海空重力测量成果的可靠性，有必要对各

６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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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改正剩余误差引起的综合效应进行补偿。这里

依照黄谟涛等［９］提出的研究思路，采用测线网平

差两步处理法构建具体的补偿模型。

１）测线网交叉点平差，将测线上任意一点经

过各项改正后的重力异常值Δ犵表示为：

Δ犵＝Δ犵０＋Δ （９）

式中，Δ犵０ 代表Δ犵的真值；Δ为综合剩余误差。

根据式（９），在第犻号主测线和第犼号副测线的交

叉点处，可建立如下形式的条件方程式：

ν犻犼－ν犼犻 ＝犱犻犼 （１０）

式中，狏为Δ的改正数；犱犻犼＝Δ犵犻犼－Δ犵犼犻为交叉点

不符值。对于具有多个交叉点的某个测线网，可

写出交叉点条件方程的矩阵形式为：

犅犞－犇＝０ （１１）

式中，犞为改正数向量；犅为由１和－１组成的系

数矩阵；犇为交叉点不符值向量。式（１１）的最小

二乘解为：

犞＝犘
－１犅Ｔ（犅犘－１犅Ｔ）－１犇 （１２）

对应的协因数阵为：

犙犞 ＝犘
－１犅Ｔ（犅犘－１犅Ｔ）－１犅犘－１ （１３）

式中，犘为观测值向量权矩阵。设测线上各个测

点均为独立观测量，则不难推得：

ν犻犼 ＝狆犼犻犱犻犼／（狆犻犼＋狆犼犻） （１４）

ν犼犻 ＝－狆犻犼犱犻犼／（狆犻犼＋狆犼犻） （１５）

式中，狆犻犼和狆犼犻分别代表第犻号主测线和第犼号副

测线在交叉点处的观测权因子。

按前面的测线网交叉点平差方法求得改正数

犞值以后，可进一步将犞 值视为一类虚拟的观测

量，通过选择合适的误差模型来描述剩余系统偏差

的变化，并以此为基础对犞值进行最小二乘滤波和

推估。根据文献［９］，这里选用以测点时间作为自

变量的混合多项式模型作为剩余系统偏差模型，即

犳（狋）＝犪０＋犪１狋＋…＋犪狀狋
狀
＋

∑
犿

犻＝１

（犫犻ｃｏｓｉω狋＋犮犻ｓｉｎｉω狋） （１６）

式中，狋代表测点时间；犪犻、犫犻 和犮犻 均为待定系数；

ω代表对应于误差变化周期的角频率。在交叉点

平差的基础上，以式（１６）为误差模型可建立如下

形式的误差方程式：

ν＝犳（狋）＋δ （１７）

其矩阵形式为：

犞＝犃犡＋犝 （１８）

式中，犞为前面的虚拟观测值向量；犝 为犞 的改正

数向量；犃为已知系数矩阵；犡为待求的误差模型

参数向量。式（１８）的最小二乘解为：

犡＝ （犃
Ｔ犘犞犃）

－１犃Ｔ犘犞犞 （１９）

式中，犘犞 为犞的权矩阵。将按式（１９）求得的误差

模型系数代入式（１６），依据各个测点的观测时间

即可完成相应的剩余系统偏差改正。

３　应用实例分析

为了验证前面提出的误差综合补偿方法的有

效性，本文选用一个实际海洋重力观测网数据进

行了计算和分析。观测网由南北方向布设的２０７

条主测线和东西方向布设的２４条副测线组成，使

用的观测仪器是ＬａＣｏｓｔｅ＆ Ｒｏｍｂｅｒｇ公司生产

的Ｓ型海洋重力仪，测量中使用的定位仪器是

ＧＰＳ综合导航系统。由该观测网共求得有效重

力交叉点不符值２１７２个，由于该航次使用的测

量船吨位较小，受海面风浪影响特征明显，交叉点

不符值的变化幅度较大，其统计计算结果见表１，

其中标准差为±２．４３×１０－５ｍ／ｓ２。

表１　交叉点不符值统计结果／１０－５ｍ·ｓ－２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Ｃｒｏｓｓｏｖｅｒ

Ｄｉｓｃｒｅｐａｎｃｉｅｓ／１０
－５ｍ·ｓ－２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均方根

原始交叉点不符值 ２４．５ －２２．５ －０．３７ ±２．４４

修正后第一组结果 １４．１ －１１．４ ０．２４ ±１．４３

修正后第二组结果 ８．８ －６．０ －０．０８ ±０．４６
测线网平差后第一

组结果
２．０ －２．２ －０．００ ±０．１７

测线网平差后第二

组结果
２．０ －２．０ －０．００ ±０．１３

３．１　犆犆改正剩余误差补偿计算

首先分别使用重力仪及运动状态监视项观测

值及其二阶导数，按照式（５）至式（８）求解两组ＣＣ

改正系数（由仪器厂家提供）的修正量，将直接使

用观测值计算得到的修正量记为第一组，使用观测

值二阶导数计算得到的结果记为第二组，表２列出

了两组计算结果的具体数值和原有ＣＣ改正系数

的对比情况（新一代仪器只输出前面５个ＣＣ改

正系数，这里也只给出５个ＣＣ系数的修正量）。

表２　犆犆改正系数及其修正量

Ｔａｂ．２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ＣＣ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犕１ 犕２ 犕３ 犕４ 犕５

原有系数 －０．４４３ ０．１４０ ０．１００ ２．８４０ ０．５４０

第一组修正量 ０．１７８－１．６８７ ０．８０１ －１．１９４ －２．５０１

第二组修正量 －０．２６３－１．１１２ ０．９９９ －１．９８７ ０．１３４

　　利用经过修正后的ＣＣ改正系数重新计算各

个重力测点的ＣＣ改正数，然后计算新的交叉点

不符值，对应于两组修正量的交叉点不符值统计

结果如表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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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给出了ＣＣ改正系数修正前后（对应第

二组结果）重力异常值变化形态的对比情况。可

以看出，通过相关分析方法推求ＣＣ改正系数的

修正量，可有效抑制海洋动态环境的干扰，对提高

海洋重力测量成果的质量具有显著作用。两组计

算结果相比较而言，第二组的补偿效果全面优于

第一组，这个结论与前面所作的理论分析也是相

吻合的。

图１　ＣＣ改正系数修正前后重力异常值变化

形态三维图

Ｆｉｇ．１　３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

３．２　各项剩余误差综合效应补偿计算

在前面计算结果的基础上，依次按照式（１４）、

式（１５）、式（１９）和式（１６）计算各项剩余误差综合

效应补偿改正数，经第二阶段平差处理后的交叉

点不符值统计结果见表１。可以看出，经测线网

平差后，海洋重力测量成果的内部不符合的程度

进一步降低，这说明第二阶段平差处理方法对消

除各类剩余误差综合效应的影响同样具有实质性

作用。

４　结　语

近几年对多个航次海面船测重力数据处理的

结果表明，无论是平静海况条件，还是恶劣海况条

件，对ＣＣ改正系数进行修正都可获得满意的补

偿效果，有区别的是前者的修正量和补偿量都较

小，后者的修正量和补偿量则会相应增大，这说明

ＣＣ改正系数的修正方法具有较好的适用性。测

线相互交叉并构成一定的网状是第二阶段应用测

线网平差方法的基本条件，其平差效果取决于测

线网交叉点的分布密度（即控制能力），交叉点之

间的距离越短，误差补偿的效果就越好，这是该方

法在应用上的局限性。本文使用式（５）作为相关

分析的基本条件与仪器生产厂家最初确定ＣＣ改

正系数的原理相一致，理论和实践结果都具有合

理性。因此建议无论是海洋重力测量，还是航空

重力测量，在数据处理中应优先考虑使用测量误

差综合补偿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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