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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卫星测高数据确定平均海平面变化速度中可能存在的线性漂移问题，利用全球快速验潮站观测

数据，在进行精细数据预处理中，为保证两种数据观测含相同时变海平面信号，改进了同步校正方法，解决了

每个验潮站参考基准不同导致验潮站上两种数据海平面变化差值无法进行全球平均的问题，并以Ｔ／Ｐ卫星

观测数据为例，确定了其平均海平面变化线性漂移，为获取真实海平面变化速度提供了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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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影响卫星测高精度的误差很多，即使经

过细致的研究分析，也无法避免任何一项误差的

残余，从而导致海平面变化计算精度偏低。验潮

站观测数据具有长期、相对稳定的特点，ＷＯＣＥ

（ｗｏｒｌｄｏｃｅａｎ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提供了达

１ｈ的高频率快速全球分布验潮站观测数据，时间

延迟仅１～３个月，可保持与卫星测高数据较完整

的时间一致性，将两种数据按相应时间进行同步

比较，可实现其互相验证。Ｍｉｔｃｈｕｍ
［１３］和Ｃｈａｍ

ｂｅｒｓ
［４］较早开展了这项研究，但在处理两种数据

参考基准不一致的问题上采用了近似方法，可能

导致结果的不稳定性。其后，国际上很多利用卫

星测高确定海平面变化的研究都借鉴了他们的方

法［５６］，而国内目前由测高数据确定海平面变化的

研究尚未考虑这项改正［７８］。本文以Ｔ／Ｐ卫星轨

道变换前观测数据为例（第１～３６４周期，１９９２０８

～２００２０８），利用２５２个 ＷＯＣＥ验潮站观测数

据，详细给出了确定测高观测海平面变化线性漂

移的方法和过程，改进了两种数据确定海平面变

化差值时间序列同步校正方法，解决了每个验潮

站参考基准不同所带来的问题，获得了全球平均

海平面变化线性漂移量。

１　数据预处理

借助验潮站观测数据校正卫星测高确定海平

面变化的线性漂移，首先要获得卫星测高与验潮

站之间真实的系统偏差，建立相应差值时间序列。

前提是在相同时间和地点上获得相同海平面高，

但这两种数据还受到了其他误差的影响，如卫星

信号传播误差、潮汐改正等，测高观测点不一定刚

好经过验潮站，观测时间也未必相同，这些影响都

必须仔细考虑，并给予改正。

对于Ｔ／Ｐ测高卫星，针对近年来发现的问题

及对相关改正的深入认识和分析，对 ＴＭＲ微波

辐射计湿分量改正的漂移［９］、电离层改正噪声影

响［１０］、海况偏差改正误差［１１］进行了改进，并利用

ＧＯＴ４．７海洋潮汐模型替换了ＣＳＲ３．０模型
［１２］。

针对验潮站观测数据可能会出现的基准变化和数

据空白，以及由冰后回弹、局部地壳沉降和震后垂

直形变等板块运动影响造成观测数据不可靠，进

行了如下编辑：① 在两种数据中均移去逆气压改

正；② 单个验潮站总观测时间不少于１０ａ，与测

高数据重复观测时间不少于２ａ；③ 验潮站计算

海平面变化长期性趋势与测高计算结果不能相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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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④ 对验潮站观测时间序列提取海平面变化

特征后残差不大于１５０ｍｍ。经验证符合条件验

潮站共１４８个。

２　差值时间序列建立

卫星测高海平面以参考椭球面为基准，但验

潮站观测海平面相对于观测尺的某一水准零点或

水准面，且各站的基准不一致。ＷＯＣＥ发布的验

潮站记录未给出参考基准，故不能与测高数据进

行绝对比较。然而通过获取两种数据的海平面变

化差值，可以避免参考基准不一致影响。

在观测时间狋时，设验潮站观测记录为犺犱，其

参考基准为犵犱，该站上测高海面高为犺犪，其偏差

为Δ，则有：

犺犱＋犵犱 ＝犺犪＋Δ （１）

　　对测高数据，以全球平均海平面模型
［１３］为参

考面计算海平面变化狏犪：

狏犪 ＝犺犪－犺犿 （２）

式中，犺犿 为由平均海平面模型得到该验潮站处的

海平面高。

由式（１）、式（２），可得：

Δ＝犺犱－狏犪＋犵犱－犺犿 （３）

式中，对于每一个验潮站，犵犱－犺犿 为常数，但不同

验潮站上的常数可能不等。

卫星测高观测点不一定刚好经过验潮站所在

位置，但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可假设海平面变化

随地理位置的变化较小，因此，可选择验潮站周围

较小范围内的测高观测值平均来建立该验潮站上

差值时间序列。考虑到Ｔ／Ｐ卫星轨道倾角仅为

６６°，本文选取在以验潮站为中心点，纬向±１°、经

向±２°范围内所有测高观测值平均，来确定其海

平面差距，依此建立该验潮站上两种数据的偏差

时间序列。

为保证两种数据在近于相同时间和地点上捕

获尽可能相同的海平面信号，两者应具有较大的

相关度，并且其差值标准差尽量小。因此，按以下

步骤作了进一步处理。

１）将两种数据在卫星测高观测周期内平均，

以削弱高频噪声影响，并剔除差值时间序列观测

空白比例大于３０％的站点；

２）海洋潮汐改正中，５９ｄ周期的犕２ 分潮与

６２ｄ的犛２ 分潮会发生频率混叠，故对差值时间序

列作了６０ｄ周期平滑以削弱混频效应；

３）当两种序列的相关系数小于０．５时，认为

两者相关性较弱，说明某种数据存在较大的误差，

该验潮站上的时间序列不予考虑；

４）对差值时间序列的海平面变化特征分析，

如季节性变化幅度较大，说明验潮站数据受到了

某些季节性变化信号的影响，予以剔除。

表１给出了经式（１）和式（２）处理后两种数据

时间序列的相关性和差值ＲＭＳ，可以看出，所作

改正效果理想，建立的差值时间序列相对于原始

观测序列精度有较大提高，相关性更强。

经上述编辑后，符合条件的验潮站共１１０个，

开阔海域验潮站基本得到保留，其中，８５％验潮站

上相关性大于０．８，８３％验潮站上 ＲＭＳ小于

５ｃｍ，仅少数位于大陆沿岸的站点上表现较差。

图１列举了３个验潮站上两种数据所建立海平面

差值的时间序列，分别位于印度洋（ＰＯＲＴＬＯＵ

ＩＳ）、太平洋西岸（ＨＡＭＡＤＡ）、大西洋最北端

（ＬＥＲＷＩＣＫ），各图中左下角给出了两种数据的

相关程度和差值ＲＭＳ，可以看出，两种数据的相

关性高且差值较小。

表１　所选验潮站与测高观测数据差值相关系数

及其均方根误差统计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ｎｄＲＭＳ

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ＴｉｄｅＧａｕｇｅａｎｄＡｌｔｉｍｅｔｒｙ

差值
相关系数 ＲＭＳ／ｃｍ

Ｍｅａｎ ＲＭＳ ＳＴＤ Ｍｅａｎ ＲＭＳ ＳＴＤ

原始观测值 ０．６５ ０．６７ ０．１５ １０．４１１１．３６ ４．５６

１０ｄ测高周期内平均 ０．７８ ０．７９ ０．１３ ６．７６ ７．４０ ３．０１

６０ｄ潮汐混叠效应改正０．８７ ０．８８ ０．１２ ３．６４ ４．０１ １．６８

图１　部分验潮站上两种数据建立的海平面变化时间序列，其中测高数据（下方曲线）减去了１５ｃｍ

Ｆｉｇ．１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ＳｅａＬｅｖｅｌＣｈａｎｇｅｆｒｏｍＴｉｄｅＧａｕｇｅａｎｄＡｌｔｉｍｅ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ＳｅｖｅｒａｌＴｉｄｅＧａｕｇｅｓ，

ＴｈｅＢｅｌｏｗＣｕｒｖｅｉｎＥａｃｈＦｉｇｕｒｅｉｓｆｒｏｍＡｌｔｉｍｅｔｒｙａｎｄＩｔｓＶａｌｕｅＨａｓＢｅｅｎＳｕｂｔｒａｃｔｅｄ１５ｃｍ

５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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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海平面变化漂移计算

由于每个验潮站的绝对参考基准不同，使得

在两种数据绝对比对处理中存在较大的困难。

Ｃｈａｍｂｅｒｓ等
［４］曾利用较长观测时间内验潮站观

测值的平均作为其参考面确定海平面变化狏犱，并

近似认为在每个验潮站上均值（犺犱＋犵犱）与犺犿 近

似相等，设其差值为偶然误差。然而，确定这两个

参考面时采用的观测时间不一定完全重合，其差

值可能出现系统性偏差，使计算的海平面变化线

性漂移不正确，经试算发现验潮站平均值采用的

观测时间段不同，结果有较大差异。Ｍｉｔｃｈｕｍ则

将各验潮站上得到的两种海平面变化的差值时间

序列减去其平均值［２］，虽然可以消除参考面差距，

但假设了差值时间序列具有零均值，该假设不一

定成立。

本文提出以相同参考历元对各验潮站上的差

值时间序列进行最小二乘拟合后移去系统偏差，

得到所有验潮站上具有相同参考历元的与基准无

关的差值时间序列，再对所有验潮站按相同时刻

进行全球平均，得到全球平均海平面变化差值时

间序列，进而估计得到其线性漂移量。

在验潮站狀的某一个观测时间狋时，设验潮

站观测记录（犺犱）狀狋与卫星测高海平面变化（狏犪）狀狋的

差值为δ狀狋，将其按海平面变化半周年、周年和线

性趋势特征进行最小二乘拟合后有：

δ狀狋 ＝ （犺犱）狀狋－（狏犪）狀狋 ＝δ′狀狋＋犫狀 （４）

式中，犫狀 为差值δ狀狋拟合得到的系统偏差，主要为

两种数据的基准差；δ′狀狋为移去系统偏差后剩余值，

主要为两种数据确定海平面变化的差值。

在观测时间狋时，利用全球分布的验潮站上

两种海平面变化差值δ′狀狋可得观测方程：

δ′＝犡Δ＋ε （５）

式中，δ′为该时刻所有验潮站上两种海平面差距

的差值，δ′＝（δ′１狋，…，δ′狀狋）
Ｔ；犡为单位列向量；Δ＝

（Δ狋），为狋时刻全球平均海平面变化差值；ε为偶

然误差。该式的最小二乘解为：

Δ＝ （犡
Ｔ犚－１犡）－１犡Ｔ犚－１δ′ （６）

　　该时刻上两种海平面变化差值参数Δ的方

差为：

σ
２
＝ （犡

Ｔ犚－１犡）－１ （７）

式中，犚为误差协因数阵。

从式（４）可以看出，在不同验潮站上所得到的

海平面变化差值的方差不等。在沿岸的验潮站

上，可能由于海岸边界流、陆海水交换等使得差值

方差较小，即使在开阔海域海岛附近的验潮站上，

也会由于验潮站和卫星测高观测的真实海平面信

号不同而导致方差各异。

当所有验潮站上的差值不相关时，观测时间

狋时的全球偏差可采用加权平均的方法计算，其

权（犚－１）与差值的方差成反比。然而，两个不同

位置验潮站上差值序列中残余的海平面信号可能

会存在相关关系。其次，即使差值全部是由噪声

引起的，但测高仪的噪声可能在较短时间内相关，

由此会影响其相邻观测值，使同一观测时间上不

同验潮站差值相关。Ｍｉｔｃｈｕｍ 证明了考虑该项

相关性的估计精度，相对于不相关时精度仅提高

１０％左右
［２］，说明其相关性很弱。因此，本文计算

了各验潮站上差值时间序列的方差，并假设不随

时间变化，并假定所有验潮站上差值序列不相关，

则由式（６）和式（７）可确定各观测时间上测高海平

面变化的漂移量及其精度估计。

由此计算得到了Ｔ／Ｐ卫星平差后的全球平

均海平面变化偏差时间序列。利用半周年、周年

和线性趋势特征作最小二乘拟合后，得其线性趋

势变化为－０．３４±０．０７ｍｍ／ａ。需要指出的是，

海平面变化在不同时间段内线性趋势不同。此

外，测高数据所作的误差改正不同，计算海平面变

化不同，其线性漂移量也会不相等。

４　结　语

本文详细给出了利用验潮站观测数据校正卫

星测高确定平均海平面变化线性漂移的方法和过

程，特别对两种数据比对中的误差处理给出了具

体说明和处理方法，并针对各验潮站参考基准不

一致的问题，改进了计算方法，通过在各站上拟合

消除两种海平面变化的系统偏差，达到全球验潮

站上两种海平面变化差值时间序列的基准统一，

得到可靠的测高海平面变化线性漂移。该方法可

结合海上ＧＰＳ浮标等多种实际观测数据，并用于

联合多源多代测高数据确定长期平均海平面变化

时，校正单颗卫星计算结果，获得不同卫星之间存

在的系统偏差，以得到长时间平均海平面变化序

列，研究多尺度变化特征。

致谢：值此宁津生院士８０华诞之际，特撰写

此文，以表达深深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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