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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不同于Ｓｔｏｋｅｓ、Ｍｏｌｏｄｅｎｓｋｙ等经典理论的新方法确定了３０′×３０′全球大地水准面。该方法充分

利用了高精度地球重力场模型ＥＧＭ２００８、数字高程模型ＤＴＭ２００６．０以及全球地壳密度模型ＣＲＵＳＴ２．０。

计算的３０′×３０′全球大地水准面与同分辨率的ＥＧＭ２００８大地水准面及美国、澳大利亚ＧＰＳ水准数据进行了

比较，结果表明，计算大地水准面与截断至３６０阶的３０′×３０′ＥＧＭ２００８大地水准面的精度相当，在全球范

围，两者差值的标准差为２．９ｃｍ；在美国、澳大利亚区域，计算大地水准面的精度分别为２８ｃｍ和１４ｃｍ。

关键词：新方法；ＣＲＵＳＴ２．０；全球大地水准面；ＧＰＳ水准数据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３．０

　　大地水准面是最接近平均海水面的重力等位

面，是地球真实形状的自然描述，也是正高高程系

统的基准面，可为测绘科学、地球科学、国民经济

建设提供亟需的基础信息。确定高分辨率高精度

的全球大地水准面已成为本世纪大地测量学领域

全局性的战略目标［１］。基于近年来发布的高精度

地球重力场模型ＥＧＭ２００８
［２］、高精度数字高程模

型ＤＴＭ２００６．０
［３］ 以 及 全 球 地 壳 密 度 模 型

ＣＲＵＳＴ２．０
［４］，本文从大地水准面的定义出发，利

用新的理论方法［５］确定了３０′×３０′全球大地水准

面，并将计算结果与同分辨率的ＥＧＭ２００８大地

水准面进行了比较，同时利用美国及澳大利亚的

ＧＰＳ水准数据对结果进行了精度评估。

１　新方法简介

与传统大地水准面确定方法（如Ｓｔｏｋｅｓ方

法、Ｍｏｌｏｄｅｎｓｋｙ方法）不同，本文所用新方法的

基本思路如下［１，５，６］：① 根据地壳密度模型、数字

高程模型以及平均海面模型建立地表浅层三维密

度模型（如图１所示，粗实线表示地球表面Ω，虚

线表示大地水准面犌，细实线表示完全位于大地

水准面内部的封闭曲面Γ，介于Ω和Γ之间的

部分称为地表浅层），确定其在地表浅层下界面

Γ的外部空间珚Γ中产生的引力位Ｖ１，再结合已知

的地球外部引力位模型犞（如ＥＧＭ２００８，定义在

地球外部空间），可得Γ所包含物质在地球外部

空间珚Ω 中产生的引力位犞０＝犞－犞１；② 利用犞０

构造边值，求解Γ所包含物质在其外部空间珚Γ 中

的引力位场犞
０ ；③犞


０ 与犞１ 均定义在珚Γ中，两

者叠加即得整个地球在珚Γ中的引力位场犞珚Γ，进而

求解方程犠（犘）≡犞珚Γ（犘）＋犙（犘）＝犠０（犘∈珚Γ，其

中犘 是待求大地水准面上的点位坐标，犙是离心

力位，犠０ 是大地水准面上的重力位常数）得到全

球大地水准面。

图１　地表浅层示意图
［５］

Ｆｉｇ．１　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ＳｈａｌｌｏｗＬａｙｅｒ
［５］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

２　数据与计算

２．１　数据

应用新方法的关键在于建立地表浅层三维密

度分布模型，其中，一个重要环节是确定上下界

面：上界面由两部分组成，陆地部分采用数字高程

模型ＤＴＭ２００６．０，海面部分采用ＤＮＳＣ０８平均

海面地形模型［７］；下界面要求完全位于大地水准

面内部，可选ＥＧＭ２００８大地水准面为参考面，将

其下延１５ｍ得到（这样可以确保下界面位于大

地水准面内部）。三维密度模型的建立通过引入

ＣＲＵＳＴ２．０模型完成。该模型由美国地质调查

局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地球物理与行星物理学

院联合研制，其最初版本 ＣＲＵＳＴ５．１
［８］，分辨率

为５°×５°，目前版本ＣＲＵＳＴ２．０，分辨率为２°×

２°，定义了３６０种地壳类型，每个２°×２°网格分配

到其中一种。每种地壳类型自上而下分为冰层、

水层、软沉积层、硬沉积层、上地壳、中地壳以及下

地壳７层。其中，每一层都明确地给出了地震波

速度、密度及厚度信息。

恢复珚Γ中的引力位场犞

０ 时，选取ＥＧＭ２００８

（截断至３６０阶）作为全球外部重力场模型，利用

球谐分析方法，获得了以球谐形式给出的犞
０ ，完

整展开到３６０阶（对应３０′×３０′空间分辨率）。

２．２　计算结果

确定地表浅层三维空间及密度分布模型后，

使用Ｔｅｓｓｅｒｏｉｄ建模方法
［９１１］计算了地表浅层产

生的引力位效应。与直角坐标系下的柱体（ｒｅｃ

ｔａｎｇｕｌａｒｐｒｉｓｍ）模型相比，Ｔｅｓｓｅｒｏｉｄ模型表示的

几何形状要复杂得多，为球坐标系下按经纬度格

网划分后所得到的一个特殊形体［１０］，比柱体模型

更接近地表浅层离散化后的单元形状。基于Ｔｅｓ

ｓｅｒｏｉｄ模型计算引力位的详细公式参见文献［１０，

１１］，该方法计算结果精度基本与由严格解析表达

形式给出的柱体建模计算结果精度相当，但其计算

效率远优于柱体模型，是后者的１０倍左右。

基于ｔｅｓｓｅｒｏｉｄ模型计算的地表浅层引力位

（半径６３８６ｋｍ球面处）如图２所示，计算中，地

表浅层划分为１５′×１５′格网。

在地球外部空间，将地表浅层引力位展开为

３６０阶球谐函数，得到球谐系数｛珚犆
狀犿，珚犛


狀犿｝。为检

验球谐展开过程的精度，利用｛珚犆
狀犿，珚犛


狀犿｝作球谐

合成，再次计算半径为６３８６ｋｍ球面上的引力

位，与地表浅层产生的原引力位比较，残差如图３

所示，统计结果最大值＝０．４６１ｍ２／ｓ２，最小值＝

图 ２　地表浅层物质产生的引力位（半径６３８６ｋｍ球面处）

Ｆｉｇ．２　Ｇｒ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Ｓｈａｌｌｏｗ

Ｌａｙｅｒ（ｏｎａＳｐｈｅｒｅｗｉｔｈａＲａｄｉｕｓｏｆ６３８６ｋｍ）

－０．５３５ｍ２／ｓ２。残差平均值为－２．６５４×１０－１３

ｍ２／ｓ２，标准差为０．０４２ｍ２／ｓ２，转换成相应水准

面误差大约为 ４ ｍｍ。为保证所得球谐系数

｛珚犆
狀犿，珚犛


狀犿｝能与ＥＧＭ２００８模型提供的球谐系数

进行比较，上述球谐展开过程使用了与后者相同

的地心引力常数犌犕（犌是引力常数，犕 是地球质

量），球谐展开具体公式可参见文献［１２，１３］。

图３　球谐合成引力位与地表浅层原引力

位在半径为６３８６ｋｍ球面上的差值

Ｆｉｇ．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ａｎｄ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ｎａＳｐｈｅｒｅｗｉｔｈａＲａｄｉｕｓｏｆ６３８６ｋｍ

计算得到的３０′×３０′全球大地水准面如图４

所示。求解全球大地水准面时，采用的犠０ 值为

６２６３６８５６．０ｍ２／ｓ２
［１４］。为了便于叙述，本文将利

用新方法计算得到的３０′×３０′全球大地水准面简

称为“全球计算大地水准面”，将对应的ＥＧＭ２００８

模型给出的３０′×３０′全球大地水准面简称为

“ＥＧＭ２００８全球大地水准面”。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与犈犌犕２００８全球大地水准面的比较

全球计算大地水准面与ＥＧＭ２００８全球大地

水准面的差值如图５所示，其统计信息由表１给

出。

从图５以及表１可以发现，全球计算大地水

准面与ＥＧＭ２００８全球大地水准面相比，较大差

６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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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利用新方法计算得到的３０′×３０′全球大地水准面

Ｆｉｇ．４　３０′×３０′ＧｌｏｂａｌＧｅｏｉ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ＮｅｗＭｅｔｈｏｄ

图５　全球计算大地水准面与ＥＧＭ２００８

全球大地水准面差值

Ｆｉｇ．５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Ｇｌｏｂａｌ

ＧｅｏｉｄａｎｄｔｈｅＥＧＭ２００８Ｇｅｏｉｄ

异一般出现在高原、山地等海拔较高地区以及南

极和格陵兰岛冰盖地区，陆地地势平缓地区差异

普遍较小，海洋区域差值最小（标准差为１．５

ｃｍ）。具体来说，在澳大利亚、北极区域、欧洲、美

国区域以及非洲，两者整体吻合较好，标准差分别

为４．６ｃｍ、７．３ｃｍ、７．５ｃｍ、１４．２ｃｍ及１４．８ｃｍ；

在南美洲、亚洲以及南极洲，两者整体偏离较大，

标准差分别为１９．０ｃｍ、２５．８ｃｍ和２８．４ｃｍ；若

单独考察中国区域，两者偏离最大，标准差达到了

３１．０ｃｍ，其中，中国西部青藏高原地区，差异尤为

显著（最大差异在±２ｍ左右），但在东部平坦地

区，差异大为减小，标准差降至１５．６ｃｍ。以面积

作为权重，得到整个陆地区域的标准差为８．８４

ｃｍ，全球加权平均标准差为２．９ｃｍ（表１）。

表１　全球计算大地水准面与犈犌犕２００８全球大地水

准面差值统计信息／ｍ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ＧｌｏｂａｌＧｅｏｉｄａｎｄｔｈｅＥＧＭ２００８Ｇｅｏｉｄ

统计区域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标准差

全球 １．１３８ －２．３８９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９

全球海洋区域 ０．３６９ －０．５７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５

澳大利亚区域 ０．０９４ －０．３０６ －０．０６０ ０．０４６

北极区域 ０．６３２ －０．５７６ －０．０３１ ０．０７３

欧洲区域 ０．３２５ －０．７０２ －０．０７３ ０．０７５

美国区域 ０．１７１ －１．１７１ －０．１３８ ０．１４２

非洲区域 ０．２７０ －１．１８８ －０．２０２ ０．１４８

南美洲区域 ０．９４２ －２．２６３ －０．１０７ ０．１９０

亚洲区域（包含中国）１．０１０ －２．３８９ －０．１５３ ０．２５８

南极洲区域 １．１３８ －０．４０６ ０．２２３ ０．２８４

中国区域 １．０１０ －２．３８９ －０．２３８ ０．３１０

中国东部区域 ０．３３６ －１．１３２ －０．１４６ ０．１５６

３．２　与实测犌犘犛水准数据比较

我们还采用 ＮＧ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ｄｅｔｉｃｓｕｒｖｅｙ）

发布的ＧＰＳＢＭｓ０９（ＧＰＳ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ｓ２００９）水

准数据［１５］以及澳大利亚 ＧＰＳ水准数据检核了

ＥＧＭ２００８全球大地水准面以及全球计算大地水

准面的精度（这是我们目前在全球范围所能获取

的实测数据）。ＧＰＳＢＭｓ０９数据集包含美国大陆

境内２０４４６个水准点（不包含阿拉斯加和夏威

夷），实际检核时遵循 ＮＧＳ建议剔除了其中误差

较大的１４７４个点。澳大利亚数据集包含澳大利

亚境内２６１４个水准点。全部 ＧＰＳ水准点位置

分布情况如图６所示。

图６　美国和澳大利亚ＧＰＳ水准点位置分布

Ｆｉｇ．６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ＧＰＳＢＭｓｉｎＵＳＡａｎｄ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ｎａ

　　检核后残差统计信息如表２所示，美国及澳

大利亚ＧＰＳ／Ｌｅｖｅｌｉｎｇ水准面与全球计算大地水

准面的残差如图７所示，ＧＰＳ／Ｌｅｖｅｌｉｎｇ水准面与

ＥＧＭ２００８全球大地水准面的残差与图７在量级

及趋势分布上非常相似，因此不再罗列。由表２

及图７可以看出，３０′×３０′大地水准面分辨率较

７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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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粗略，丢失了很多短波信息，因此残差起伏较 大，残差标准差在ｄｍ级。

图７　美国和澳大利亚ＧＰＳ／Ｌｅｖｅｌｉｎｇ水准面与计算水准面的残差

Ｆｉｇ．７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ＧＰＳ／ＬｅｖｅｌｉｎｇＧｅｏｉｄａｎｄ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ＧｅｏｉｄｉｎＵＳＡａｎｄ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ｎａ

表２　３０′×３０′大地水准面检核结果／ｍ

Ｔａｂ．２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３０′×３０′Ｇｅｏｉｄ／ｍ

统计项目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标准差

美国大陆区域 ＧＰＳ／ｌｅｖｅｌｉｎｇ水准面 ＥＧＭ２００８大地水准面 ０．１８４ －１．０８７ －０．４７３ ０．２８２０

计算大地水准面 ０．１８４ －０．８７４ －０．４６８ ０．２８０７

澳大利亚大陆区域 ＧＰＳ／ｌｅｖｅｌｉｎｇ水准面 ＥＧＭ２００８大地水准面 ０．７００ －０．０８６ ０．４７７ ０．１３６１

计算大地水准面 ０．７００ －０．０８６ ０．４７８ ０．１３６２

　　综合§３．１、§３．２的比较及检验结果，可得

出如下结论：①３０′×３０′计算大地水准面精度与

３０′×３０′ＥＧＭ２００８大地水准面精度相当，且非常

接近，两者的差异在ｃｍ量级（见表１）；②３０′×

３０′计算大地水准面在美国及澳大利亚的精度为

ｄｍ级（表２），证实了新理论方法的潜力及可行

性。

４　结　语

本文利用新方法［５］确定了３０′×３０′全球大地

水准面；通过与同分辨率的ＥＧＭ２００８全球大地

水准面及实测数据的比对，验证了新理论方法的

有效性及可靠性。由于所确定的大地水准面分辨

率较低，计算大地水准面的精度与同分辨率的

ＥＧＭ２００８大地水准面精度相当，未能有较大改

善。笔者的另一项正在进行的研究表明，当确定

高分辨率大地水准面时（如５′×５′），基于新理论

方法确定的大地水准面相比于ＥＧＭ２００８大地水

准面会有明显改进，其原因在于新方法充分利用

了地壳密度信息，改善了短波贡献。利用新理论

方法确定大地水准面时的主要误差源分析，如

ＣＲＵＳＴ２．０模型误差的影响，将是下一步的研究

目标。另外，ＣＲＵＳＴ２．０模型的升级版本，分辨

率为１°×１°、精度更高的ＣＲＵＳＴ１．０模型将于今

年发布［１６］。可以预见，这一重要推进将大幅度提

高利用新理论方法确定大地水准面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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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ＰＳＢＭｓ０９）以及澳大利亚地质局（Ｐｒｏｆ．Ｇｕｏｒ

ｏｎｇＨｕ）提供的澳大利亚ＧＰＳ水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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