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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搜集的某地区２２５个ＧＰＳ水准点数据对最新的超高阶全球重力场模型ＥＧＭ２００８进行了外部检

核，并将其结果同ＥＩＧＥＮ５Ｃ、ＥＩＧＥＮ４Ｃ及ＥＧＭ９６等全球重力场模型进行了比较。外部检核结果表明，

ＥＧＭ２００８模型相对其他全球重力场模型的整体精度有所提高。该地区的相对检核结果表明，可将ＥＧＭ２００８

模型和ＧＰＳ大地高相结合应用于低等级的水准测量和长距离的跨障碍物高程传递。

关键词：ＥＧＭ２００８；高程异常；ＧＰＳ水准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３．０

　　近年来，随着ＣＨＡＭＰ、ＧＲＡＣＥ等卫星重力

探测计划的实施，各研究机构纷纷研制发布了各

自的全球重力场模型（如ＥＩＧＥＮ４Ｃ、ＥＩＧＥＮ５Ｃ

等）［１，２］。２００８ 年，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

（ＮＧＡ）发布了新一代超高阶全球重力场模

型———ＥＧＭ２００８
［３］，该模型在计算时综合了最新

的卫星测高、卫星重力和地面重力数据，模型的阶

次完全至２１５９阶（球谐模型的阶扩展至２１９０

阶），空间分辨率达到５′（约９ｋｍ）。为了对新发

布全球重力场模型的精度进行评估，ＩＡＧ／ＩＧＦＳ

下的联合工作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Ｅａｒｔｈ

Ｇｒａｖ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ｓ”负责组织各国的研究人员对这

些重力场模型进行外部检核［４７］。本文利用收集

到的中国大陆某地区２２５个ＧＰＳ水准点数据对

ＥＧＭ２００８模型进行了外部检核，并将其结果同

ＥＩＧＥＮ５Ｃ、ＥＩＧＥＮ４Ｃ、ＥＧＭ９６等模型的结果进

行了比较分析。

１　数据和基本公式

１．１　重力场球谐模型高程异常计算

本文 分 别 对 ＥＧＭ９６（１９９６ 年 发 布，３６０

阶［８］）、ＥＩＧＥＮ４Ｃ（２００６ 年 发 布，３６０ 阶
［１］）、

ＥＩＧＥＮ５Ｃ（２００６年发布，３６０阶
［２］）和ＥＧＭ２００８

（２００８年发布，２１９０阶
［３］）模型进行了外部检核

比较。通过重力场球谐模型计算高程异常，首先

需要确定４个基本条件：地球重力场模型（包括位

系数及其重力常数犌犕犵 和半径犪犵）、参考椭球

（包括重力常数犌犕０、赤道半径犪、扁率犳、地球自

转角速度ω）、大地水准面重力位犠０、潮汐改正系

统，然后根据式（１）可计算任意一点的高程异

常［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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犌犕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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珚犆犲狀犿）ｃｏｓ犿λ＋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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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犿ｓｉｎ犿λ）珚犘狀犿（ｓｉｎφ）（１）

式中，珚犆狀犿和珚犛狀犿为完全规格化的位系数；珚犆
犲
狀犿为参

考椭球的完全规格化的位系数；珚犘狀犿（ｓｉｎφ）为完全

规格化的缔合勒让德函数；（狉，φ，λ）分别是地心半

径、地心纬度和地心经度；γ是正常重力；ζ０ 是高

程异常的零阶项：

ζ０ ＝ （犌犕犵－犌犕０）／（犚γ）－（犠０－犝０）／γ

（２）

式中，犠０ 是所选定的大地水准面的重力位值；犝０

为参考椭球的正常重力位值；犚为地球平均半径；

γ为平均正常重力值。在本文的计算中，所选定

的重力位犠０ 采用的是Ｂｕｒｓａ等人根据Ｔ／Ｐ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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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的测高资料求得的全球大地水准面重力位

值，为６２６２６８５６．０ｍ２ｓ－２（ＩＥＲＳ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２００３），参考椭球选用的是 ＷＧＳ８４椭球，其重力

常数犌犕０ 为３９８６００４．４１８×１０
８ｍ３ｓ－２，正常重

力位犝０ 为６２６３６８５１．７１４６ｍ
２ｓ－２。平均半径犚

为６３７１００８．７７１ｍ，平均正常重力γ为９．７９８

ｍｓ－２。另外，考虑到我国的大地测量成果使用的

是无潮汐基准，本文利用全球重力场模型计算高

程异常时采用的都是无潮汐基准模型。

１．２　犌犘犛水准数据

本文共收集到江苏省某市２２５个ＧＰＳ水准

点数据，覆盖范围约６０００ｋｍ２。每个ＧＰＳ水准

点的观测数据为ＧＰＳ大地高和水准正常高，ＧＰＳ

水准高程异常计算公式为：

ζ＝犺－犎 （３）

式中，ζ为高程异常，犺为ＧＰＳ大地高，犎 为水准

正常高。表１列出了各点ＧＰＳ大地高、水准正常

高、ＧＰＳ水准高程异常及各种模型高程异常的统

计结果。

表１　本文采用的犌犘犛水准点数据和相应的

模型高程异常统计／ｍ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ＶａｒｉｏｕｓＨｅｉｇｈｔＤａｔａｓｅｔｓｏｖｅｒｔｈｅ

２２５ＧＰＳ／Ｌｅｖｅｌｉｎｇ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ｓ／ｍ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标准差

ＧＰＳ大地高 １２３．９９７ ６．４４５ ２０．３２０ ±１９．９９４

水准正常高 １１８．６６０ １．９６７ １５．５６７ ±１９．９４１

ＧＰＳ水准高程异常 ６．４８６ ３．４２０ ４．７５３ ±０．７２６

模型

高程

异常

ＥＧＭ９６ ６．０１８ ３．０３５ ４．３４８ ±０．６９８

ＥＩＧＥＮ４Ｃ ６．４３４ ３．３２０ ４．７１７ ±０．７４０

ＥＩＧＥＮ５Ｃ ６．０６９ ２．９２２ ４．３２８ ±０．７３６

ＥＧＭ２００８ ６．７０５ ３．７３０ ５．０１４ ±０．７４２

２　检核方法

２．１　绝对检核

绝对检核就是将模型高程异常和ＧＰＳ水准

高程异常直接进行比较，然后对其差值进行统计

分析。根据直接比较求得的高程异常差存在一个

系统平均偏差值，这个系统偏差反映了水准正常

高采用的局部高程基准和模型高程异常计算采用

的全球大地水准面间存在的垂直偏差及重力场模

型截断误差、系数误差的影响。表２列出了该地

区ＧＰＳ水准绝对检核的统计结果。图１显示了

高程异常差值与经度、纬度及大地高的关系，为了

便于显示和比较，图中高程异常差减去了平均偏

差值。

２．２　相对检核

相对检核是将每两个点间的模型高程异常差

和ＧＰＳ水准高程异常差进行比较，然后对其差值

进行统计分析。相对检核消除了局部高程基准和

全球大地水准面间系统偏差的影响，能反映利用

ＧＰＳ大地高和模型高程异常进行高差测量的精

度。表２给出了该地区２２５个ＧＰＳ水准点相对检

核的统计结果，其相对检核基线的平均长度为

３１．８ｋｍ。另外，本文对不同长度基线的相对检核

结果也进行了统计分析，图２反映了该地区不同

模型高程异常的相对偏差精度与基线长度的关

系。

表２　某地区犌犘犛水准检核结果统计／ｃｍ

Ｔａｂ．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２２５ＧＰＳ／Ｌｅｖｅｌｉｎｇ

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ｓ／ｃｍ

最大偏差 最小偏差 平均偏差 标准差

绝

对

检

核

ＥＧＭ９６ ５７．２ ２９．５ ４０．５ ±６．４

ＥＩＧＥＮ４Ｃ ２３．７ －８．５ ３．６ ±５．２

ＥＩＧＥＮ５Ｃ ６２．３ ２９．２ ４２．５ ±６．１

ＥＧＭ２００８ －１４．４ －４０．６ －２６．１ ±４．６

相

对

检

核

ＥＧＭ９６ ２７．４ －２７．７ １．８ ±８．９

ＥＩＧＥＮ４Ｃ ３０．１ －３２．１ －０．８ ±７．４

ＥＩＧＥＮ５Ｃ ３３．１ －３１．８ ０．３ ±８．７

ＥＧＭ２００８ １７．８ －２６．２ －２．５ ±６．０

３　结果分析

从表２的检核统计结果可以看出，ＥＧＭ２００８

模型相对 ＥＧＭ９６、ＥＩＧＥＮ４Ｃ和 ＥＩＧＥＮ５Ｃ模

型的精度有所提高，但不是特别明显，这可能是由

于该地区的高程异常变化相对比较平缓，而

ＥＧＭ２００８模型主要是改进了重力场的高频信

息。从图１可以看出，模型高程异常与ＧＰＳ水准

高程异常之差与经纬度间存在较强的关系，而与

大地高则没有明显的关系，其中ＥＧＭ２００８模型

差相对其他模型的高程异常差的变化范围更小，

与经纬度的相关性更强。这说明可以以经纬度为

参数对高程异常差进行拟合，从而提高ＧＰＳ高程

转换的精度。而从图２可以看出，ＥＧＭ２００８模型

相对其他模型的高程异常相对偏差的精度整体有

所提高，其中短基线的提高较为明显。ＥＧＭ２００８

模型５ｋｍ基线相对偏差的精度可达±３ｃｍ 左

右，２０～７０ｋｍ基线相对偏差的精度小于±７ｃｍ，

这说明将ＥＧＭ２００８模型和 ＧＰＳ结合代替低等

级的水准测量是可行的，特别是对于长距离的跨

障碍物的高程传递更为经济有效。

０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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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高程异常差（减去平均值）与经度、纬度、大地高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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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ｔｔｈｅ２２５ＧＰＳ／Ｌｅｖｅｌｉｎｇ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ｓ

图２　该地区高程异常相对偏差精度与基线长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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