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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别讨论了阈值法、Ｄｉｘｏｎ检验法和小波算法应用于卫星重力梯度数据粗差探测的效果。为了克服

这３种单一粗差探测方法的不足，提出了卫星重力梯度数据的粗差探测组合方案，即联合Ｄｉｘｏｎ检验和小波

算法，以及联合Ｄｉｘｏｎ检验、阈值法和小波算法的组合方案。模拟结果表明，两种组合方案均能有效改善粗差

探测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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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３．６

　　ＧＯＣＥ卫星重力梯度测量数据中粗差的处理

方式主要分为两类：① 在地球重力场解算过程中

采用抗差估计方法削弱粗差的影响，但采用迭代

计算的抗差估计方法对计算平台的要求很高且难

以实现［１］；② 在卫星重力梯度测量数据的预处理

中进行粗差探测［２４］。上述方法在卫星重力梯度

数据的粗差探测中各具优势，但任何单一方法都

无法在有效性和可靠性两方面同时满足要求。本

文在文献［３，４］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考虑在模拟卫

星重力梯度数据中同时含有正、负粗差的条件下，

进一步分析阈值法、Ｄｉｘｏｎ检验和小波算法在卫

星重力梯度数据粗差探测中的优缺点，提出能兼

顾单一粗差探测方法优点和克服各自不足的组合

探测方案。同时，考虑到官方公布的ＧＯＣＥ观测

数据已经过粗差探测处理，且实际观测数据的粗

差情况未知，评价粗差探测效果涉及到复杂的重

力场解算问题，因此，本文仅通过模拟计算与分析

来客观地验证粗差探测方法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１　粗差探测方法

１．１　阈值法

假设犡犻＝｛狓１，狓２，…，狓犿｝为卫星重力梯度观

测数据序列，服从正态分布。在样本中，绝对值远

大于其他观测值的个体出现的概率是极小的，在

有限次测量中，这样的观测值一般被认为是不正

常的。阈值法将满足式（１）的重力梯度观测值判

断为粗差：

ｏｕｔ（珚狓犿，狊犿，犽，犿）：＝ ｛犻＝１，…，犿：狘狓犻－

珚狓犿狘＞犽狊犿；犽＝１，２，３｝ （１）

式中，珚狓犿 和狊犿 分别为卫星重力梯度观测数据犡犻

的均值和标准差；犽为阈值参数；犿 为样本个数，

本文称之为探测窗口宽度。

１．２　犇犻狓狅狀检验

将窗口内的卫星重力梯度观测值犡犻 按从小

到大的顺序排列，得到时间序列犡′犻＝｛狓′１，狓′２，…，

狓′犿｝（狓′１≤狓′２≤…≤狓′犿），并构建如下两个比率
［５］：

狉１ ＝
狓′２－狓′１
狓′犿－狓′１

（２）

狉２ ＝
狓′犿－狓′犿－１
狓′犿－狓′１

（３）

若狉１ 满足式（４），则窗口内最小的观测值狓′１是粗

差观测值；同理，若狉２ 满足式（４），则窗口内最大

的观测值狓′犿是粗差观测值。

狘狉犼狘＞犙１－α（犿－１）；犼＝１，２ （４）

其中，α为显著水平；犙１－α（犿－１）为犙分布。

１．３　小波算法

本文经过试算选择了 Ｈａａｒ小波基，并对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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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进行单层小波变换，达到很好的探测效果，与文

献［３］一致。具体过程如下所示。

１）对卫星重力梯度数据作如下小波分解：

犛１，犽 ＝
１

槡２
（狓２犽＋狓２犽＋１）

犱１，犽 ＝
１

槡２
（狓２犽－狓２犽＋１

烅

烄

烆
）

（５）

其中，犽＝１，…，狀／２－１；狓犻 为卫星重力梯度观测

值序列；狀为信号长度；犛１，犽、犱１，犽分别为低频系数

和高频系数。

２）对高频系数犱１，犽进行阈值处理：

犱′１，犽＝
犱１，犽，狘犱１，犽狘＜狋

０，｛ 其他
（６）

式中，狋为小波阈值；犱′１，犽为收缩阈值后的小波高

频系数。

阈值狋是依据原始信号的信噪比来选取的，

本文采用Ｄｏｎｏｈｏ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ｅ提出的阈值确定模

型，即［６］

狋＝σ ２ｌｎ槡 狀 （７）

式中，σ为信号的噪声强度。

对于实测卫星重力梯度数据，其先验信息是

不可知的，则可采用如下的方法来确定阈值：截取

一段真实数据，采用模拟计算时的阈值作为初值，

通过调整阈值的大小或种类来进行迭代计算，当

粗差探测之后得到的时间序列较平滑和稳定时，

则可认为取得了较好的探测效果，再将此时确定

的阈值应用于所有的真实数据。

３）信号重构：

狓狑２犽 ＝
１

槡２
（犛１，犽＋犱′１，犽）

狓狑２犽＋１ ＝
１

槡２
（犛１，犽－犱′１，犽

烅

烄

烆
）

（８）

式中，狓狑犻 为小波重构后的信号。

４）粗差定位：

狉犻＝狓犻－狓
狑
犻，犻＝１，…，狀 （９）

其中，狉犻为狓犻的残差。粗差观测值在残差狉中体

现为“尖峰”，其位置可以通过模极大值法来确定。

２　模拟计算与分析

２．１　数据模拟

２．１．１　原始观测数据

采用３００阶次的ＥＩＧＥＮＧＬ０４Ｃ模型，以径

向分量犞狕狕为例，模拟了沿ＧＯＣＥ卫星轨道１ｓ采

样间隔的引力梯度观测值［７］，数据长度为２４ｈ，共

有８６４００个观测值。

为了凸显粗差，可在重力梯度观测值中扣除

模型重力梯度的影响，降低信噪比，然后直接对生

成的扰动重力梯度进行粗差探测。以一定阶次的

ＥＧＭ９６为参考模型，由此得到扰动重力梯度序

列：

犜狕狕 ＝犞狕狕－犝狕狕 （１０）

其中，犞狕狕为模拟的ＧＯＣＥ卫星重力梯度观测值；

犝狕狕为由参考重力场模型计算的重力梯度。考虑

到参考重力场模型可能存在系统偏差，通常对扰

动重力梯度进行中心化处理以减弱这种影响，即

犜犕狕狕 ＝犜狕狕－Ｍｅｄｉａｎ（犜狕狕） （１１）

式中，Ｍｅｄｉａｎ（犜狕狕）为扰动重力梯度序列的中位

值；犜狕狕、犜
犕
狕狕分别为中心化前后的扰动重力梯度。

２．１．２　含有色噪声的观测数据

卫星重力梯度测量数据包含有色噪声，其先

验误差功率谱密度的平方根为［８］：

犛（犳）

≤犛０
犳ｍｉｎ

犳
，犳＜犳ｍｉｎ

≤犛０，犳ｍｉｎ≤犳≤犳ｍａｘ

≤犛０（
犳
犳ｍａｘ

）２，犳＞犳

烅

烄

烆
ｍａｘ

（１２）

式中，犛０＝３．２ｍＥ／槡Ｈｚ；犳ｍｉｎ＝０．００５Ｈｚ；犳ｍａｘ＝

０．１Ｈｚ。根据以上误差功率谱密度函数，可采用

高阶自回归模型对重力梯度测量的有色噪声进行

模拟［９１０］。本文模拟了一组与模型序列同等长度

的有色噪声序列，其统计信息如表１所示。

表１　有色噪声的统计结果／Ｅ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ｏｌｏｒｅｄＮｏｉｓｅ／Ｅ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０．１５１８ ０．１７４２ ０．００７５ ０．０３７２

２．１．３　含有粗差的观测数据

在上述包含有色噪声的沿轨重力梯度数据时

间序列中加入４３２０个观测粗差，约占模拟数据

总长度的５％，以３０阶ＥＧＭ９６为参考模型得到

扰动重力梯度序列，其统计信息见表２。考虑到

实际观测过程中重力梯度仪可能受卫星或仪器失

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些粗差按图１的３种形

式分布，具体情况为：①４２３０个随机分布的离散

态粗差，绝对值在０．５～１Ｅ之间；② 绝对值在

０．５～１Ｅ之间的６０个批量性粗差，持续１ｍｉｎ；

③ 大小固定为０．５Ｅ的３０个批量性粗差，持续

０．５ｍｉｎ。

模拟数据中的离散态粗差和第一种批量性粗

差为随机生成，期望和方差分别为０．７５Ｅ 和

０．０２０８Ｅ２。加入粗差的具体过程为：先加入批

量性粗差，并将其位置标识为１，在其他位置随机

３９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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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由随机函数生成的离散态粗差。模拟数据的

时间序列长度为２４ｈ，为了便于显示和反映粗差

探测效果，本文仅给出了长度为１０００ｓ的示意

图。

表２　模拟扰动重力梯度数据的统计结果／Ｅ

Ｔａｂ．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Ｄｉｓｔｕｒｂｉｎｇ

Ｇｒａｖｉｔｙ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Ｄａｔａ／Ｅ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原始信号 －１．３１１２ １．５２８４ ０．００４３ ０．２２５５

带噪声的信号 －１．４４５８ １．６０３３ ０．００６８ ０．２３６９

带噪声和粗差

的信号
－２．１３５３ ２．３８６５ ０．０１３２ ０．８５３６

２．２　结果分析

在模拟研究中，通常采用粗差探测成功率

ＯＲＳ与失败率 ＯＲＦ来评价粗差探测方法的效

果，具体计算公式为［１］：

ＯＲＳ＝
狀狊

狀０
（１３）

ＯＲＦ＝
狀犳

狀
（１４）

其中，狀狊为探测出的粗差个数；狀０ 为数据序列中

总的粗差个数；狀犳 为正常观测值错误地被探测为

粗差的个数；狀为总观测值个数。

为了分析参考重力场模型对粗差探测效果的

影响，本文分别以３０、９０和２００阶ＥＧＭ９６模型

作为参考重力场形成扰动重力梯度数据序列。首

先采用阈值法、Ｄｉｘｏｎ检验和小波分析方法对扰

动重力梯度数据序列进行粗差探测，所有被探测

出来的粗差观测值用Ｏｖｅｒｈｕａｓｅｒ内插值取代，内

插公式为［１］：

　犜′犻＝
２

３
（犜犻－１＋犜犻＋１）－

１

６
（犜犻－２＋犜犻＋２） （１５）

其中，犜犻－２、犜犻－１与犜犻＋１、犜犻＋２分别为粗差观测值

犜犻前后各两个历元的观测值。为使计算结果更

具统计意义和代表性，后续统计表中的结果均为

８次计算后的平均值。

以３０阶ＥＧＭ９６模型作为参考重力场，表３

和表４分别给出了阈值法和Ｄｉｘｏｎ检验的粗差探

测结果，图２～４分别显示了阈值法、Ｄｉｘｏｎ检验

和小波算法对同时段扰动重力梯度数据的粗差探

测效果。从表３中可以看出，在相同的探测窗口

宽度下，阈值参数犽＝２时的粗差探测成功率高于

犽＝３时的探测结果，但也有更多的正常观测值被

误判为粗差，即粗差探测失败率也较高；在相同的

阈值条件下，粗差探测成功率和失败率均随着探

测窗口宽度的增加而降低。综合考虑粗差探测的

成功率、失败率和效率等，当阈值参数犽＝３、探测

窗口宽度犿＝１００时的探测效果较理想，本文后

续的组合法计算将采用该参数。比较图１和图２

可知，阈值法对绝对值较小的粗差、离散态粗差及

批量性粗差的探测效果较差。

表３　阈值法的粗差探测结果

Ｔａｂ．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Ｏｕｔｌｉｅｒ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ｉｎｇ

犽 犿 ＯＲＳ／％ ＯＲＦ／％

５０ ７３．４ ８．７

２ １００ ７０．２ ５．６

２００ ６１．８ ４．１

５０ ６３．０ ４．６

３ １００ ５９．６ ２．３

２００ ５４．５ ２．０

表４　犇犻狓狅狀检验的粗差探测结果

Ｔａｂ．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Ｏｕｔｌｉｅｒ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ＤｉｘｏｎＴｅｓｔ

α 犿 ＯＲＳ／％ ＯＲＦ／％

５ ７０．２ ０

０．０５
１０ ７３．６ ０

２０ ６８．０ ０

２５ ６５．９ ０

５ ６８．９ ０

０．０１
１０ ７２．８ ０

２０ ５８．８ ０

２５ ５６．１ ０

　　一般说来，探测窗口宽度越大，探测窗口内出

现多个粗差的概率也越大。因Ｄｉｘｏｎ检验只对探

测窗口内的极值进行探测，因此其探测窗口宽度

不宜太大。考虑到模拟观测值中含粗差的比率为

５％，本文选择探测窗口宽度的初始值为２０，模拟

计算时适当调整探测窗口宽度。从表４中可以看

出，Ｄｉｘｏｎ检验的失败率为零；当探测窗口宽度相

同时，粗差探测的成功率随着显著水平的降低而

减小；当探测窗口宽度犿＝１０、显著水平α＝０．０５

时具有更好的探测效果，因此，本文后续的组合探

测方案计算时也将采用此参数。

与阈值法和Ｄｉｘｏｎ检验相比，在相同条件下

小波算法具有更好的探测效果，粗差探测成功率

为９６．５％，但约有４．６％的正常观测值被误判为

粗差。对比图１～４可以看出，小波算法对离散态

粗差和小粗差更加敏感，但３种方法对批量性粗

差的探测效果均较差。

　　综上所述，阈值法、Ｄｉｘｏｎ检验和小波算法的

优缺点都很明显，主要体现在：① 小波算法的粗

差探测成功率最高，但其失败率也较高，计算最复

杂，效率最低，适合于粗差的精密探测；② Ｄｉｘｏｎ

检验的粗差探测成功率较低但失败率为零，其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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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含有色噪声和粗差

的观测数据时间序列

Ｆｉｇ．１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ｅ

ｍ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ｏｌｏｒｅｄＮｏｉｓｅ

ａｎｄＯｕｔｌｉｅｒｓ

　　　　

图２　犽＝３，犿＝１００时阈

值法的粗差探测效果

Ｆｉｇ．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Ｏｕｔｌｉｅｒ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ｉｎｇ

ｗｉｔｈ犽＝３，犿＝１００

　　　　

图３　α＝０．０５，犿＝１００时

Ｄｉｘｏｎ检验的粗差探测效果

Ｆｉｇ．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Ｏｕｔｌｉｅｒ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ＤｉｘｏｎＴｅｓｔ

ｗｉｔｈα＝０．０５ａｎｄ犿＝１０

法较阈值法略微复杂，计算效率高于小波算法，适

合于粗差的快速探测；③ 阈值法的算法最简单，

但粗差探测成功率较低，失败率介于Ｄｉｘｏｎ检验

和小波算法之间，计算效率最高，同样适合于粗差

的快速探测。

由于上述３种单一粗差探测方法的优缺点在

一定程度上形成互补，因此，本文提出了两种组合

粗差探测方案：① 组合方案１，Ｄｉｘｏｎ检验与小波

算法；② 组合方案２，Ｄｉｘｏｎ检验、阈值法和小波

算法。组合方案１的粗差探测顺序为先Ｄｉｘｏｎ检

验后小波算法，组合方案２的粗差探测顺序为先

Ｄｉｘｏｎ检验、再阈值法、最后小波算法，粗差判别

准则和采用的相关参数与上述单一粗差探测方法

相同。图５、６显示了两种组合方案的粗差探测效

果，表明组合方案均比单一粗差探测方法探测效

果更好。表５给出了各种粗差探测方案的综合结

果。从表５中可以看出，与小波算法比较，组合方

案１略微提高了粗差探测成功率，但失败率显著

降低，仅为１．３％，这主要是由于Ｄｉｘｏｎ检验具有

粗差探测失败率为零的独特优势，先对扰动重力

梯度序列进行Ｄｉｘｏｎ检验有利于降低信噪比，从

而有助于降低小波算法的粗差探测失败率；组合

方案２依次应用Ｄｉｘｏｎ检验、阈值法和小波算法

进行粗差探测，进一步提高了粗差探测的成功率，

而失败率稍有增加，仅有约１．５％的粗差观测值

没有被探测出。

　 　　

图４　小波算法的

粗差探测效果

Ｆｉｇ．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

Ｏｕｔｌｉｅｒ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Ｗａｖｅｌｅ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图５　Ｄｉｘｏｎ检验与小波

算法的组合方案探测效果

Ｆｉｇ．５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Ｏｕｔｌｉｅｒ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ＳｃｈｅｍｅｏｆＤｉｘｏｎＴｅｓｔａｎｄ

Ｗａｖｅｌｅ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图６　Ｄｉｘｏｎ检验、阈值法和

小波算法的组合方案探测效果

Ｆｉｇ．６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Ｏｕｔｌｉｅｒ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ＳｃｈｅｍｅｏｆＤｉｘｏｎＴｅｓｔ，Ｔｈｒｅｓｈ

ｏｌｄｉｎｇａｎｄＷａｖｅｌｅ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此外，表５还给出了以９０阶次和２００阶次

ＥＭＧ９６为参考重力场时的粗差探测结果。表５

的结果说明，以较高阶次ＥＭＧ９６为参考模型时，

粗差探测的成功率明显提高，特别是阈值法和

Ｄｉｘｏｎ检验的效果尤为明显，但对阈值法而言更

多的正常观测值被误判为粗差。这主要是因为引

入较高阶次参考重力场模型进一步降低了信噪比

（即凸显粗差），同时参考重力场模型的误差也会

对探测结果有一定影响。选择更高阶次的同一参

考重力场或更高精度的另一参考重力场，都是试

表５　重力梯度数据的粗差探测结果

Ｔａｂ．５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Ｏｕｔｌｉｅｒ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粗差探

测方法

参考重力场阶次

３０ ９０ ２００

ＯＲＳ

／％

ＯＲＦ

／％

ＯＲＳ

／％

ＯＲＦ

／％

ＯＲＳ

／％

ＯＲＦ

／％

阈值法 ５９．６ ２．３ ７５．３ ７．６ ８２．９ １１．４

Ｄｉｘｏｎ检验 ７３．６ ０ ７８．２ ０ ８５．３ ０

小波算法 ９６．５ ４．６ ９６．９ ４．８ ９７．８ ５．４

组合方案１ ９７．１ １．３ ９７．８ １．４ ９８．６ １．６

组合方案２ ９８．４ １．５ ９９．０ １．６ ９９．２ １．９

图通过减小参考重力场的误差来改善探测效果，

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在对ＧＯＣＥ卫星重力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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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测量数据进行粗差探测时，应尽可能选择高精

度的重力场模型（如ＥＧＭ２００８、ＥＩＧＥＮ５Ｃ等）作

为参考场，有助于改善粗差探测效果。

３　结　语

考虑到阈值法、Ｄｘｉｏｎ检验和小波算法３种

单一粗差探测方法的互补性，本文提出了两种组

合粗差探测方案，即Ｄｉｘｏｎ检验和小波算法的组

合粗差探测及Ｄｘｉｏｎ检验、阈值法和小波算法的

组合粗差探测。模拟结果表明，两种组合方案的

探测效果均明显优于单一粗差探测方法。需要指

出的是，阈值法、Ｄｉｘｏｎ检验、小波算法和组合方

案对批量性粗差的探测效果均不够理想，后续工

作需要进一步研究批量性粗差的探测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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