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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精度海岸带重力似大地水准面的若干问题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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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海岸带多源重力数据和地形特点，通过理论分析和试算，对若干影响ｃｍ级似大地水准面确定的

关键问题进行了剖析，得出了一些有益的结论。我国海岸带 Ｍｏｌｏｄｅｎｓｋｙ一阶项对高程异常的贡献在１０～３０

ｃｍ，需在 Ｍｏｌｏｄｅｎｓｋｙ框架中精化重力似大地水准面；精细处理地形影响是提升多源重力场数据处理水平的

重要途径；地球外空间不同高度、任意类型重力场参数的地形影响、地形补偿和地形 Ｈｅｌｍｅｒｔ凝聚算法可以统

一；重力场数据处理中大地测量基准不一致的影响会随数据处理算法的不同而变化，在多源重力数据处理时

此类影响易变得不可预测和控制；将地形Ｈｅｌｍｅｒｔ凝聚理论引入 Ｍｏｌｏｄｅｎｓｋｙ框架，可以解决以其他重力场参

数（如扰动重力、垂线偏差等）为边界条件的似大地水准面精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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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合适的重力似大地水准面确定算法，是

海岸带似大地水准面能否达到ｃｍ级精度水平的

重要基础［１２］。近岸陆地地形起伏对近海海域高

程异常有贡献，海岸带似大地水准面应在 Ｍｏｌｏ

ｄｅｎｓｋｙ框架中解算。尽可能多地集成多源地面

重力、航空重力、海洋重力和卫星测高数据，是提

高海岸带重力场和大地水准面精化水平的基本途

径。通常，海岸带范围内重力场数据来源复杂，研

究分析这些数据所采用的大地测量基准是否一

致，以及对重力场和大地水准面精化的影响规律，

对有效实现多源重力场的数据集成相当重要。传

统的地形归算方法仅适合地球表面上的重力异常

和扰动重力，不适合其他类型重力场参数，不能用

于航空重力、卫星重力、浅水卫星测高垂线偏差等

重力场数据处理［３］。研究适合ｃｍ级精度的地形

影响算法，也是海岸带大地水准面能否实现ｃｍ

级精度目标的关键因素之一。

１　似大地水准面应在 犕狅犾狅犱犲狀狊犽狔
框架中计算

　　沿海地区有一定的地形起伏，Ｍｏｌｏｄｅｎｓｋｙ一

阶项犌１（受地形起伏大小影响，与地面高程绝对

大小关系不大）在近岸地区不为零，将犌１ 项进行

Ｓｔｏｋｅｓ积分后对近海似大地水准面有贡献。实

际上，似大地水准面在陆海交界处不可能突然变

成与大地水准面重合，而是经过近岸海域一定区

域的平滑而解析地过渡，逐渐趋近于大地水准面。

图１是直接采用线性Ｍｏｌｏｄｅｎｓｋｙ公式按ＦＦＴ快

速算法得到的海岸带区域 Ｍｏｌｏｄｅｎｓｋｙ一阶项及

其对似大地水准面的贡献。

图１　海岸带区域 Ｍｏｌｏｄｅｎｓｋｙ一阶项

及其对高程异常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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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表明，在我国海岸带，Ｍｏｌｏｄｅｎｓｋｙ一阶

项对似大地水准面的贡献在１０ｃｍ左右，部分地

区超过２０ｃｍ。可见，要想实现ｃｍ级精度的似大

地水准面，离岸距离在１００ｋｍ范围内的海域都

应严格在 Ｍｏｌｏｄｅｎｓｋｙ框架中处理。

Ｍｏｌｏｄｅｎｓｋｙ理论框架的边界面为地球表面，

采用不同的边界条件，解的形式也不同。下面分

别给出以地面上重力异常、扰动重力和垂线偏差

为边界条件的３种常见情况下似大地水准面在线

性 Ｍｏｌｏｄｅｎｓｋｙ框架内的球近似解，取至一阶项。

１）已知地面重力异常Δ犵

高程异常零阶项ζ０按Ｓｔｏｋｅｓ公式计算：

ζ０ ＝
狉
４πγ

σ

Δ犵犛（）ψｄσ （１）

式中，狉为计算点的地心距，σ为单位球面，犛（ψ）为

Ｓｔｏｋｅｓ函数，ψ为计算点到积分面元之间的角距。

Ｍｏｌｏｄｅｎｓｋｙ一阶项犌１为：

犌１ ＝
狉２

２π
σ

Δ犵＋
３γζ０
２（ ）狉

犺－犺犘
犾３０

ｄσ （２）

式中，犺为流动点正常高，犺狆为计算点正常高，γ为

计算点的正常重力，犾０为计算点与流动点的水平

距离。

高程异常一阶项ζ１为：

ζ１ ＝
狉
４πγ

σ

犌１犛（）ψｄσ （３）

地面高程异常（似大地水准面高）为：

ζ＝ζ０＋ζ１

　　２）已知地面扰动重力
［４］
δ犵：

ζ０ ＝
狉
４πγ

σ

δ犵犎（）ψｄσ （４）

式中，犎（ψ）为Ｈｏｔｉｎｅ函数。

δ犵１ ＝
狉２

２π
σ

δ犵－
γζ０
２（ ）狉
犺－犺狆
犾３０

ｄσ （５）

ζ１ ＝
狉
４πγ

σ

δ犵１犎（）ψｄσ （６）

　　３）已知地面垂线偏差

地面高程异常零阶项ζ０为：

ζ０ ＝－
狉
４π

σ

ｃｔｇψ
２ ξ
ｃｏｓα＋ηｓｉｎ（ ）αｄσ （７）

式中，α为ψ方向上的方位角。

地面重力异常计算公式为：

Δ犵＝
γ
４π

σ

３ｃｓｃψ－ｃｓｃψｃｓｃ
ψ
２
－ｔａｎψ（ ）２ ·

ξｃｏｓα＋ηｓｉｎ（ ）αｄσ （８）

代入式（２）计算一阶项犌１，再按Ｓｔｏｋｅｓ公式计算

出ζ１。

２　多源重力场数据的相容性问题

２．１　正常重力计算方法不一致及影响

目前，已公布的地球重力场位系数模型会明

确该模型对应的正常重力场，但不同机构或部门

发布的重力场模型或卫星重力场模型，采用的正

常重力场也不尽相同。在地面重力数据处理过程

中，规范中通常采用 Ｈｅｌｍｅｒｔ公式来计算正常重

力，这个正常重力公式与特定的正常椭球一一对

应。

对于同一计算区域，若地面重力数据和参考

重力场模型对应的正常重力不一致，甚至不同来

源的地面重力数据采用的正常重力公式也不严格

一致，情况将变得异常复杂，对精化重力场和大地

水准面的影响会随数据处理算法的不同而变化，

使得误差影响变得不可预测和控制。

２．２　潮汐基准不统一的影响

在我国，传统大地测量成果采用无潮汐基

准［５６］。水准高程（高差）采用无潮汐基准，ＧＰＳ

卫星定位默认采用零潮汐基准，因此，实际得到的

离散ＧＰＳ水准高程异常值存在潮汐基准不统一

问题。由海洋卫星测高数据反演的海洋重力场参

数所参考的潮汐基准一般认为是平均潮汐基准。

不同潮汐基准对大地测量观测量的影响只与

纬度有关，与经度无关，且表现为低频性质。例

如，将ＧＰＳ大地高从零潮汐基准转换为无潮汐基

准时，在纬度１０°～６０°区域所需增加的改正数为

０．２５～６．８０ｃｍ；将卫星测高海面高从平均潮汐基

准转换为无潮汐基准时，在纬度１０°～６０°区域所

需增加的改正数为－０．６～－１５．５ｃｍ。

２．３　区域性高程基准的问题

在地球重力场理论中，高程基准是指全球高

程基准，即大地水准面对应的大地位或正常椭球

面对应的正常位。因此，计算空间重力异常中正

常重力采用的高程基准应该是全球高程基准，而

不能是区域性高程基准。但在计算实际地面空间

异常时，常用区域性高程基准来代替全球高程基

准，会给空间异常引入系统性误差。

潮汐基准不同、区域性高程基准使用对重力

场大地水准面影响特性与正常重力场不一致的影

响类似，解决的办法也基本相同。在多源重力场

数据处理和大地水准面精化过程中，应保证不同

来源的重力场数据所参考的潮汐基准一致，高程

基准是全球高程基准，区域性高程基准差别也应

事先标定或迭代计算，否则也会导致误差影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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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可预测。

３　采用地形影响移去恢复法提升重

力数据处理水平

　　将地球外空间各类重力场参数的地形影响定

义为地形质量生成的同类型重力场参数的大小。

显然，引力位（扰动位）的地形影响在地球外空间

是调和的，实际地球重力场参数之间的解析关系

式完全适用于地形影响。文献［７］给出了球近似

下地球外空间任意类型重力场参数的地形影响球

近似算法。

只要有了数字地形模型及相关数据，就可以

计算地球外空间任意高度不同类型重力场参数的

地形影响［８９］。图２为直接用于计算（局部）地形

影响的一种计算方案。

图２　地球外空间重力场参数地形影响计算方案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ｅｏｆｔｈｅＴｅｒｒａｉｎ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ｔｈ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ｉｎＥａｒｔｈ’ｓＯｕｔｅｒＳｐａｃｅ

重力场参数解析关系式移去恢复法应满足

的条件是：移去量与恢复量对应的引力场均是调

和的，且移去量与恢复量之间的关系符合重力场

参数解析关系式。

如同参考重力场移去恢复法分离地球引力场

的中低频分量一样，地形影响移去恢复法的实质

是精确分离重力场参数的地形高频分量，即在数

据集成前，先移去源重力场参数的地形影响，然后

进行数据集成，最后再恢复目标重力场参数的地

形影响。

在多源重力场数据处理时，可先移去所有源

重力数据的地形影响，对扣除地形影响后的重力

数据进行处理，最后，仅需恢复目标数据的地形影

响即可。

地形影响的移去恢复法能用于延拓、拼接、

融合和格网化等所有重力场数据集成算法，可抑

制地形代表性误差，有效抑制重力场数据集成过

程中的高频信息损失。因此，精确处理地球外空

间各种类型重力场参数的地形影响是提升区域多

源重力场数据处理水平的重要途径。

４　将犎犲犾犿犲狉狋凝聚引入 犕狅犾狅犱犲狀狊犽狔
框架

４．１　外空间任意类型参数的地形犎犲犾犿犲狉狋凝聚

大地水准面外部空间任意类型重力场参数地

形补偿的严密定义是：为抵消扣除地形质量（即扣

除地形影响）后导致地球引力场发生变化，从而对

该类型重力场参数进行的补偿量。

地形 Ｈｅｌｍｅｒｔ凝聚可分解为两个步骤：扣除

地形质量生成的引力场，即减去地形影响；补偿扣

除地形质量后引起的引力场变化，即加上地形补

偿。因此，对于地球外空间任意类型重力场参数

χ，地形 Ｈｅｌｍｅｒｔ凝聚引起的重力场参数变化可

表示为：

χ
犺
＝－χ

狋
＋χ

犮 （９）

式中，χ
犺为χ 的 Ｈｅｌｍｅｒｔ凝聚；χ

狋为χ 的地形影

响；χ
犮为χ的地形补偿。

对地形进行 Ｈｅｌｍｅｒｔ凝聚后的引力场是调

和的，且与实际地球引力场相差由地形 Ｈｅｌｍｅｒｔ

凝聚引起的引力场变化［１０１１］。因此，地形的

Ｈｅｌｍｅｒｔ凝聚改变了实际地球引力场。

１）球近似下地形补偿与 Ｈｅｌｍｅｒｔ凝聚算法

这里给出大地水准面外部调和空间中，任意

高度扰动位和扰动重力地形补偿的球近似算法。

① 扰动位的地形补偿

犜犮 ＝犜
犅
＋犜

犮犚
＝犜

犅
＋犌犚

２

∫σ
μ＇－μ
犔
ｄσ

式中，μ＝珓ρ犎 １＋
犎
犚
＋
犎２

３犚（ ）２ 称为地形质量补偿密
度；犎 为计算点正下方的地面高程；犜犮犚称为扰动

位的局部地形补偿。

② 扰动重力地形补偿

δ犵
犮
＝δ犵

犅
＋δ犵

犮犚
＝

δ犵
犅
＋犌犚

２

∫σ μ′－（ ）μ
狉－狉′狋

犔３
ｄσ

式中，δ犵
犮犚称为扰动重力的局部地形补偿。

将地形影响和地形补偿分别代入式（９），就导

出了球近似下地球外空间的扰动位 Ｈｅｌｍｅｒｔ凝

聚和扰动重力 Ｈｅｌｍｅｒｔ凝聚，进而得到其他类型

重力场参数的 Ｈｅｌｍｅｒｔ凝聚。将图２中的“地形

影响”用“地形补偿”或“Ｈｅｌｍｅｒｔ凝聚”替换，就变

成了地球外空间地形补偿或 Ｈｅｌｍｅｒｔ凝聚计算

方案。

这样，球近似下地球外空间任意类型重力场

２５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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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χ的 Ｈｅｌｍｅｒｔ凝聚可表示为：

χ
犺
＝－ χ

犅
＋χ（ ）狋犚

＋ χ
犅
＋χ（ ）犮犚

＝χ
犮犚
－χ

狋犚

（１０）

　　由式（１０）可以看出，球壳布格改正抵消，即

Ｈｅｌｍｅｒｔ凝聚等于局部地形补偿与局部地形影响

之差。可见，Ｈｅｌｍｅｒｔ凝聚是个比局部地形影响

更小的量。

２）直接地形影响与间接地形影响

在Ｓｔｏｋｅｓ框架的大地水准面精化中，必须精

细处理地形影响，进行重力归算，如地形影响的改

正和地形的Ｈｅｌｍｅｒｔ凝聚改正，涉及对地面重力

的直接影响和对大地水准面的间接影响概念。

将 Ｈｅｌｍｅｒｔ凝聚引入 Ｍｏｌｏｄｅｎｓｋｙ框架后，

直接地形影响（ＤＴＥ）指地形 Ｈｅｌｍｅｒｔ凝聚引起

的地 面 引 力 变 化，相 当 于 地 面 扰 动 重 力 的

Ｈｅｌｍｅｒｔ凝聚
［１２］。第一间接地形影响（ＰＩＴＥ）指

地形Ｈｅｌｍｅｒｔ凝聚引起的地面引力位（扰动位或

高程异常）变化，第二间接地形影响（ＳＩＴＥ）是

ＰＩＴＥ“间接”产生的似地形表面正常重力变化。

ＰＩＴＥ相当于地面高程异常（或地面扰动位）的

Ｈｅｌｍｅｒｔ凝聚，ＤＴＥ与ＳＩＴＥ之和相当于地面重

力异常的 Ｈｅｌｍｅｒｔ凝聚。三者之间的关系符合

重力测量基本方程：

Δ犵
犺
＝δ犵

犺
－
２犜犺

犚
＝δ犵

犺
－
２γζ

犺

犚
（１１）

式中，δ犵
犺为ＤＴＥ；ζ

犺为ＰＩＴＥ；－
２γζ

犺

犚
为ＳＩＴＥ。

将“地球外空间”换成“地面”，“地形影响”换

成“Ｈｅｌｍｅｒｔ凝聚”，图２的计算方案也适合直接

地形影响和间接地形影响计算。

４．２　用犎犲犾犿犲狉狋凝聚表示高程异常高阶项

由地球外空间扰动位的唯一性可知，Ｓｔｏｋｅｓ

边值问题与 Ｍｏｌｏｄｅｎｓｋｙ边值问题的解在地球外

空间（含地面）是等价的。因此，重力异常的

Ｈｅｌｍｅｒｔ凝聚应该与Ｍｏｌｏｄｅｎｓｋｙ高阶项（一阶及

以上各阶项之和）相近，高程异常 Ｈｅｌｍｅｒｔ凝聚

等于重力异常 Ｈｅｌｍｅｒｔ凝聚的Ｓｔｏｋｅｓ积分，因

此，高程异常Ｈｅｌｍｅｒｔ凝聚即第一间接影响也应

与高程异常高阶项相近，可将地形 Ｈｅｌｍｅｒｔ凝聚

理论引入 Ｍｏｌｏｄｅｎｓｋｙ框架进行进一步研究。

图３是利用§４．１方法按ＦＦＴ快速算法得

到的海岸带地区地面重力异常和地面高程异常的

Ｈｅｌｍｅｒｔ凝聚。比较图１和图３可以看出，地面

重力异常Ｈｅｌｍｅｒｔ凝聚与Ｍｏｌｏｄｅｎｓｋｙ一阶项犌１

大致相等，高程异常第一间接影响与高程异常高

阶项十分接近。

图３　地面重力异常 Ｈｅｌｍｅｒｔ凝聚与高程

异常第一间接影响

Ｆｉｇ．３　Ｇｒｏｕｎｄ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ＨｅｌｍｅｒｔＣｏｎｄ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Ｆｉｒｓｔ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ＨｅｉｇｈｔＡｎｏｍａｌｙ

采用地面重力异常 Ｈｅｌｍｅｒｔ凝聚（略小于其

局部地形影响）代替 Ｍｏｌｏｄｅｎｓｋｙ高阶项，其精度

比用地形改正代替 Ｍｏｌｏｄｅｎｓｋｙ一阶项要高，而

且，若采用本文介绍的球近似算法计算地面重力

异常 Ｈｅｌｍｅｒｔ凝聚，似大地水准面高不再需要进

行地形附加改正。

同理，当地面边界条件为扰动重力、垂线偏差

等其他类型重力场参数时，通过引入相应参数的

Ｈｅｌｍｅｒｔ凝聚代替该参数的高阶项，可直接得到

以其他类型参数为边界条件的 Ｍｏｌｏｄｅｎｓｋｙ框架

中重力似大地水准面算法。如扰动重力 Ｈｅｌｍｅｒｔ

凝聚的 Ｈｏｔｉｎｅ积分等于高程异常高阶项，利用

式（７）由垂线偏差 Ｈｅｌｍｅｒｔ凝聚也可计算高程异

常高阶项。

５　结　语

１）我国海岸带 Ｍｏｌｏｄｅｎｓｋｙ一阶项对高程异

常的贡献在１０～３０ｃｍ。为保证重力似大地水准

面达到ｃｍ级精度水平，必须在 Ｍｏｌｏｄｅｎｓｋｙ框架

中处理不同边界条件的边值问题。

２）重力场数据处理中大地测量基准不一致

的影响会随数据处理算法的不同而变化，在多源

重力数据处理过程中此类影响易变得不可预测和

控制。

３）精细处理地形影响，是提升多源重力场数

据处理水平的重要途径，地球外空间不同高度、任

意类型重力场参数的地形影响、地形补偿和地形

Ｈｅｌｍｅｒｔ凝聚算法可以统一。

４）将地形 Ｈｅｌｍｅｒｔ凝聚理论引入 Ｍｏｌｏｄｅｎ

３５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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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ｋｙ框架，可以解决以其他重力场参数（如扰动重

力、垂线偏差等）为边界条件的似大地水准面精化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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