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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多源数据的沿岸低潮面模型构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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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沿岸低潮面模型构建时数据多源、精度不等的现状，提出了一种基于多源数据的沿岸低潮面模型

构建方法。利用验潮站低潮面数据和基于网格潮汐模型计算的低潮面数据等多源潮汐数据，改进潮汐数据插

值方法，根据不同源数据精度信息进行权重配赋，构建顾及不同源数据精度差异的沿岸低潮面模型。实验结

果表明，本文所提方法顾及了沿岸海域潮汐运动特点和不同源数据精度差异对建模精度的影响，可以有效利用

多源潮汐数据构建较高精度的沿岸低潮面模型，满足低潮线推算等特殊应用对高精度沿岸低潮面模型的需求。

关键词：海洋测绘；沿岸低潮面模型；理论最低潮面；ＴＣＡＲＩ；多源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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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潮面（本文中指理论最低潮面）是指潮汐涨

落周期中的低潮位面，对船舶航行安全、海岸带开

发利用、登陆作战、海洋划界等应用具有重要意

义［１］。

低潮面传统上是由一个或几个验潮站的潮汐

观测资料推算获得［２３］。这种方法确定的沿海各

地的低潮面存在不连续的跃变现象［２］。随着海道

测量技术的发展，离散跳变的低潮面越来越不能

满足实际应用的需求，迫切需求构建连续无缝的

低潮面［４］。利用网格潮汐模型（结合卫星测高数

据和潮汐动力学方程）［４８］，按照低潮面定义计算

网格点的低潮面值，可以构建曲面形态的低潮面

模型。但沿岸海域潮波传播复杂，潮汐动力学方

程所需的高精度海底地形数据获取困难，上述潮

汐模型在某些沿岸海域精度可能不高，甚至还可

能出现某些区域没有有效潮汐参数的情形，在此

基础上构建的低潮面模型亦存在同样的不足。若

采用相对简单的外推法估计无效网格点的低潮面

值，受制于模型在沿岸海域的精度，推估的低潮面

精度将可能更低。随着新的验潮数据的不断增

多，虽然可以考虑将这些新的验潮数据与卫星测

高数据同化构建更精细的网格潮汐模型，但这对

一般用户是非常困难的。此外，短期、临时验潮站

缺少足够的潮汐信息，参与同化处理反而可能会

影响模型精度，一般不选择这类验潮站数据参与

同化。

在上述情况下，对沿岸海域的低潮面数据进

行内插处理，是另一种低潮面模型构建的有效

方法。近年来，已有学者开展了利用插值技术

构建低潮面的相关研究［２，９］。其中，文献［１０

１１］提出的 ＴＣＡＲＩ（ｔｈｅｔｉｄａｌ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ａｎｄｒｅ

ｓｉｄｕａｌ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方法
［１０，１１］，顾及了沿岸潮汐

运动的特点，相比传统插值方法，计算结果更为

合理，更适合沿岸低潮面模型的内插构建。随

着观测手段的改进，潮汐观测数据向着多数据

源、多种类方向发展［１２］，沿岸海域存在着验潮站

低潮面数据和基于网格潮汐模型计算的低潮面

等多源数据，而由于测量方式不同、计算方式各

异，不同源低潮面数据的精度存在差异。传统

的ＴＣＡＲＩ方法只考虑了验潮站潮汐数据这一

种需要现地观测的数据源，且未考虑不同验潮

站潮汐数据在精度上的可能不等同。为构建较

高精度的沿岸低潮面模型，需要充分利用现有

多源潮汐数据，并在插值建模过程中顾及不同

源数据的精度差异。

本文针对沿岸潮汐数据多源、精度不等的现

状，研究利用不同来源的低潮面数据及其精度差

异性来构建较高精度的沿岸低潮面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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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沿岸低潮面模型构建方法

１．１　犜犆犃犚犐方法

ＴＣＡＲＩ方法的基本思想是在边界条件约束

下，通过对验潮站数据进行Ｌａｐｌａｃｅ插值，计算各

网格点的潮汐数据，从而建立相应的网格模型，具

体思路如下。

在不考虑海底摩擦力、温盐密等物理作用的

情况下，可以认为潮汐变化犳 满足拉普拉斯方

程，即：


２
犳
狓

２＋

２
犳
狔

２ ＝Δ
２
犳＝０ （１）

对于该拉普拉斯方程的求解，满足数值边界条件

和自然边界条件，即：

犳（狓犿，狔犿）＝犉犿

犳
狀
＝犪·

珔犳


烅

烄

烆 狀

（２）

式中，（狓犿，狔犿，犉犿）表示验潮站位置坐标和低潮面

值；狀表示海岸线法向量；犪为可调整的系数（一

般取０．９）。

对于任一内节点（狓犻，狔犼），由式（２）得到Ｌａ

ｐｌａｃｅ方程的５点格式的有限差分解：

犳犻，犼 ＝
犳犻＋１，犼＋犳犻，犼＋１＋犳犻－１，犼＋犳犻，犼－１

４
＝

（（犐犻－１，犼（犳犻－１，犼＋犪·δ狓珚犳）＋犐犻＋１，犼（犳犻＋１，犼－犪·δ狓珚犳）

＋犐犻，犼－１（犳犻，犼－１＋犪·δ狔珚犳）＋犐犻，犼＋１（犳犻，犼＋１－犪·

δ狔珚犳 ））／犐犻－１，犼＋犐犻＋１，犼＋犐犻，犼－１＋犐犻，犼＋（ ）１

（３）

式中，犳犻－１，犼、犳犻＋１，犼、犳犻，犼－１、犳犻，犼＋１分别是对应网格

点的低潮面值；犐犻－１，犼、犐犻＋１，犼、犐犻，犼－１、犐犻，犼＋１分别是对

应点的海陆标记。由于海岸线是不规则的，海岸

线法向量方向不易确定，可以用点（狓犿，狔狀）邻域

（３×３）内的一阶导数平均值δ狓珚犳、δ狔珚犳近似代替。

对于边界节点（狓犻，狔犼），取与该点邻域范围内

最临近的采样点（狓犻 ，狔

犼 ）的值作为近似解，即：

犳犻，犼 ＝犳（狓

犻 ，狔


犼 ） （４）

　　采用超松弛迭代法求解上述方程，迭代式为：

犳

犻，犼 ＝

犳
（犽）
犻＋１，犼＋犳

（犽）
犻，犼＋１＋犳

（犽＋１）
犻－１，犼 ＋犳

（犽＋１）
犻，犼－１

４

犳
（犽＋１）
犻，犼 ＝狑犳


犻，犼＋（１－狑）犳

（犽）
犻，

烅

烄

烆 犼

（５）

式中，狑 为超松弛因子，满足１＜狑＜２；犽为迭代

次数；ε 为精度控制 （ε＝１０
－６），当满足 ｍａｘ

（犳
（犽）
犻，犼－犳

（犽－１）
犻，犼 ）＜ε时，迭代结束。

１．２　 加权犜犆犃犚犐方法

为构建较高精度的沿岸低潮面模型，需要充

分利用沿岸验潮站数据和基于网格潮汐模型计算

的低潮面数据等多源数据，如图１所示。不同源

数据的精度是不同的，即便同一类数据源，精度也

存在差异。例如验潮站的低潮面数据，由于不同

性质的验潮站低潮面计算方法不同，其低潮面数

据精度也存在差异。如长期验潮站的低潮面数据

一般采用长期水位观测数据通过最小二乘方法计

算获得，精度较高；而短期验潮站和临时验潮站的

低潮面数据是通过基准面传递技术计算获得，精

度稍差。随着验潮技术和测深技术的发展，在沿

海地区可以获得更多的不同源验潮数据［２］。为有

效利用多源潮汐数据，构建较高精度的沿岸低潮

面模型，本文提出了加权ＴＣＡＲＩ方法。

图１　基于多源潮汐数据的沿岸低潮面模型构建

Ｆｉｇ．１　ＣｏａｓｔａｌＬｏｗＷａｔｅｒＭｏｄｅｌ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ｕｌｔｉｄａｔａ

１．２．１　基本思路

加权 ＴＣＡＲＩ方法的基本思路是：在沿岸验

潮站数据和基于网格潮汐模型计算的低潮面数据

等多源数据的基础上，对参与插值建模的采样点

进行精度评估，并在插值过程中根据数据精度不

同赋予不同权重，从而顾及不同源数据精度差异

对插值结果的影响，达到改进ＴＣＡＲＩ方法、提高

沿岸低潮面建模精度的目的。具体步骤如下。

对于任意内节点（狓犻，狔犼），考虑到４个采样点

精度不同，式（３）可以转换为：

犳犻，犼 ＝

狑犻＋１，犼犳犻＋１，犼＋狑犻，犼＋１犳犻，犼＋１＋狑犻－１，犼犳犻－１，犼＋狑犻，犼－１犳犻，犼－１
狑犻＋１，犼＋狑犻，犼＋１＋狑犻－１，犼＋狑犻，犼－１

（６）

式中，狑犻＋１，犼、狑犻，犼＋１、狑犻－１，犼、狑犻，犼－１分别是４个采样

点的权重。

对网格区域的任意节点，有：

犳犻，犼－犳犻－１，犼 ＝

犐犻－１，犼（犳犻，犼－犳犻－１，犼）＋（１－犐犻－１，犼）犪·δ狓珚犳 （７）

其中，犐犻－１，犼海陆标志。当点（狓犻－１，狔犼）处于海部时，

犐犻－１，犼＝１；当点（狓犻－１，狔犼）处于陆部时，犐犻－１，犼＝０。

２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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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式（１）～（２）、（６）～（７）得到（狓犻，狔犼）的估计 值：

犳犻，犼 ＝
１

犐犻－１，犼＋犐犻＋１，犼＋犐犻，犼－１＋犐犻，犼＋１
×［（犐犻－１，犼＋

４狑犻－１，犼
狑犻－１，犼＋狑犻＋１，犼＋狑犻，犼－１＋狑犻，犼＋１

－１）犳犻－１，犼＋（犐犻＋１，犼＋
４狑犻＋１，犼

狑犻－１，犼＋狑犻＋１，犼＋狑犻，犼－１＋狑犻，犼＋１
－１）犳犻＋１，犼＋（犐犻，犼－１＋

４狑犻，犼－１
狑犻－１，犼＋狑犻＋１，犼＋狑犻，犼－１＋狑犻，犼＋１

－１）犳犻，犼－１＋（犐犻，犼＋１＋
４狑犻，犼＋１

狑犻－１，犼＋狑犻＋１，犼＋狑犻，犼－１＋狑犻，犼＋１

－１）犳犻，犼＋１＋（犐犻－１，犼－犐犻＋１，犼）犪·δ狓珚犳＋（犐犻，犼－１－犐犻，犼＋１）犪·δ狔珚犳）］

（８）

１．２．２　权重的确定

从§１．２．１节可以看出，加权ＴＣＡＲＩ方法实

现的关键是插值过程中各采样点权重的确定。在

利用多源数据构建沿岸低潮面模型时，当有不同源

采样点参与内插点的估值时，不同精度的数据对内

插点估值的影响是不同的，精度越高，权重越大；精

度越低，权重越小。本文低潮面数据精度指标采用

标准差。为顾及不同源数据精度差异对插值精度

的影响，采用常用的指数模型构建权重，公式为：

狑犻＝ｅ
犽（１－δ犻

／δ０
） （９）

式中，犽表示调控因子，调控数据源精度差异对权

值的贡献，一般情况下取０．１；δ犻表示某数据源的

标准差；δ０ 表示精度最高的数据源的标准差，即

δ０＝ｍｉｎ（δ犻）。

该权重模型实际上以精度最高的数据源为参

考，确定其他数据的权重，决定该数据在插值过程

中的参与程度。通过该定权，对于数据精度相差

较大的邻近采样点，可起到对权值合理调配的作

用，满足“精度越差、权值越小”的基本要求。

１）原始采样点的数据精度估计。参与插值

构建沿岸低潮面模型的原始数据源主要有沿岸验

潮站数据和基于网格潮汐模型计算的低潮面数

据。目前对低潮面精度并没有系统的评价研究。

如果数据含有具体的精度信息，可以根据相应信

息计算标准差，但大多数情况下，数据源不包含具

体的精度信息。鉴于数据精度评估的基本模式，

根据误差传递理论，可以根据数据描述文件提供

的观测时间（周期）、计算方式、测量工具、测量方

式等信息推估不同源数据的标准差δ犻，即：

δ犻 ＝ δ
２
犪＋δ

２
犫＋δ

２
犮＋δ

２
犱＋δ

２
槡 犲 （１０）

式中，δ犪、δ犫、δ犮、δ犱、δ犲 分别表示与观测时间（周

期）、计算方式、测量工具、测量方式和其他因素相

关的标准差。

２）插值点的精度估计。在迭代计算过程中，

存在这种情况：网格点估值所利用的邻域点并不

是原始采样点（验潮站数据和基于网格潮汐模型

计算的低潮面数据），而是已经估计的网格点。因

此，需要对这些已经插值估计的网格点精度进行

估计，以用于接下来的计算。

基于协方差传播率，由式（６）可得插值点的精

度估计：

δ
２
犻，犼 ＝

狑２犻－１，犼δ
２
犻－１，犼＋狑

２
犻＋１，犼δ

２
犻＋１，犼＋狑

２
犻，犼－１δ

２
犻，犼－１＋狑

２
犻，犼＋１δ

２
犻，犼＋１

（狑犻－１，犼＋狑犻＋１，犼＋狑犻，犼－１＋狑犻，犼＋１）
２

（１１）

式中，δ犻，犼、δ犻＋１，犼、δ犻，犼＋１、δ犻－１，犼、δ犻，犼－１分别是插值点

和４个采样点的标准差；狑犻＋１，犼、狑犻，犼＋１、狑犻－１，犼、

狑犻，犼－１分别是４个采样点的权重。

２　实验与分析

２．１　实验数据

选择南海某沿岸区域作为实验区域，区域内

主要有两种不同源低潮面数据。数据分布见

图２，数据具体情况见表１。图２中，圆点是基于

网格潮汐模型计算的低潮面数据，三角形是验潮

站低潮面数据；方点代表检查点，是从海图潮信

表、项目研究等相关资料中搜集到的验潮站数据，

具有较长时间的潮汐观测。表１中，长期验潮站

数据源 犕１１，其低潮面的确定是通过对多年观测

数据进行调和分析计算调和常数，根据低潮面定

义计算而得，精度较高，估计精度为２ｃｍ；短期验

潮站数据数据源 犕１２，其低潮面的确定是通过潮

差比法确定，观测数据时间为３０ｄ左右，根据观

测时间、计算方式依据式（１０）估计低潮面精度为

７ｃｍ；临时验潮站数据源犕１３，其低潮面的确定也

是通过潮差比法确定，观测数据时间为５ｄ左右，

根据观测时间、计算方式依据式（１０）估计低潮面

估计精度为９ｃｍ；基于网格潮汐模型计算的低潮

面数据源犕１４利用了文献［４５］的研究成果。

表１　实验数据信息

Ｔａｂ．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ａｔａ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数据 数据来源 计算方法 数据精度δ犻／ｃｍ

犕１１ 长期验潮站 最小二乘法 ２

犕１２ 短期验潮站 潮差比传递法 ７

犕１３ 临时验潮站 潮差比传递法 ９

犕１４
基于网格潮

汐模型计算

ＰＯＭ模式和

Ｂｌｅｎｄｉｎｇ同化法
１２

３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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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实验数据分布

Ｆｉｇ．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ａｔａ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２．２　沿岸低潮面模型精度分析

采 用 了 三 种 建 模 方 法 进 行 具 体 实

验：①方法一，基于网格潮汐模型构建的低潮面

模型外推法；② 方法二，ＴＣＡＲＩ方法；③ 方法

三，加权ＴＣＡＲＩ方法（本文方法）。

采用检查点法对三种建模方法构建的沿岸网

格低潮面模型进行精度评估。检查点的原始低潮

面值作为比对值犔′犻，采用三种建模方法构建实验

区域的沿岸低潮面模型，并计算６个检查点处的

内插值犔犻，与比对值逐一比较，计算不同方法的

内插值与比对值的低潮面差值Δ犔，并计算中误

差δ（Ｇｒｉｄ犔），公式为：

δ（Ｇｒｉｄ犔）＝
１

狀∑
狀

犻＝１

犔′犻－犔（ ）犻槡
２ （１２）

表２列出了应用三种建模方法构建的沿岸低潮面

模型的精度比较结果。

表２中，方法一计算的内插点的低潮面误差

表２　不同方法构建的沿岸低潮面模型精度对比／ｃｍ

Ｔａｂ．２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ｃｍ

点号 纬度 经度 犔′／ｃｍ
方法一 方法二 方法三

犔 Δ犔 犔 Δ犔 犔 Δ犔

犘１ ２１°３０′ １０８°２０′ ２５０．０ ２５６．７ ６．７ ２４０．０ －１０．０ ２４７．０ －３．０

犘２ ２１°４０′ １０８°２０′ ２３０．０ ２５６．８ １６．８ ２３０．０ ０．０ ２３０．０ ０．０

犘３ ２１°５０′ １０８°３０′ ２５０．０ ２５６．２ ６．２ ２５０．０ ０．０ ２５０．０ ０．０

犘４ ２１°３０′ １０９°００′ ２５０．０ ２５７．１ ７．１ ２５５．０ ５．０ ２５１．２ １．２

犘５ ２１°２５′ １０９°２５′ ２８５．４ ２７７．７ －７．７ ２８９．５ ４．１ ２８８．２ ２．８

犘６ ２１°００′ １０９°４０′ ２６０．０ ２６４．９ ４．９ ２６４．９ ４．９ ２６４．９ ４．９

δ（Ｇｒｉｄ犔） ９．１ ５．３ ２．７

较大，方法二和方法三计算精度有较大提高。这

是由于基于网格潮汐模型计算的低潮面模型在沿

岸精度不高，导致外推计算的低潮面结果精度亦

不高；而后两种方法利用多源潮汐数据插值构建

沿岸低潮面，顾及了沿岸海岸线对潮汐运动的影

响，计算结果更为合理。

方法三较方法二计算结果精度有进一步提

高。这是因为利用多源潮汐数据插值构建沿岸低

潮面时，相比方法二，方法三不仅顾及到沿岸潮汐

运动特点对插值结果的影响，而且顾及到不同源

数据精度差异对插值结果的影响。在多源数据条

件下，本文方法可以提高内插结果的精度。

方法二、方法三与方法一相比，在检查点１、

２、３处差别较大，在检查点４、５处差别较小。这

是因为点１、２、３邻近的海岸线复杂，基于网格潮

汐模型计算的低潮面值外推估值误差较大，而点

４、５邻近的海岸线平直简单，基于网格潮汐模型

计算的低潮面值外推估值误差较小。在海岸线复

杂的沿岸海域，相比方法一，方法二和方法三计算

的沿岸低潮面值精度较高。

在点２、３处，方法二和方法三计算的低潮面

值与原始值的差值为０，这是因为这两点距离基

于网格潮汐模型计算的低潮面有效值较远，且邻

域范围内分别存在一个验潮站值。根据本文算

法，将邻域内的验潮站数据赋予该网格点，并在模

型迭代构建过程中保持不变，而该赋值与检查点

原始值恰好相等，因此插值为０。

三种方法建模的中误差依次减小，表明三种

方法构建的沿岸低潮面模型质量依次提高。其

中，方法一建模质量较差，方法三建模精度最高。

在多源潮汐数据情况下，本文方法顾及沿岸潮汐

运动特点和不同源数据精度差异对建模精度的影

响，可以构建较高精度的沿岸低潮面模型。

３　结　语

在多源潮汐数据情况下，本文提出的基于加

权ＴＣＡＲＩ方法的沿岸低潮面模型建模方法，顾

及了沿岸海域潮汐运动特点和不同源数据精度差

异对建模精度的影响，可以构建较高精度的沿岸

低潮面模型，满足低潮线推算等特殊应用对高精

度沿岸低潮面模型的需求。当然，本文更多的是

在分析现有沿岸低潮面模型构建方法不足的基础

上，提出了一种多源数据情况下的沿岸低潮面模

４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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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构建思路，至于沿岸海域地形复杂程度与建模

精度的内在规律、更多数据源情况下的实验分析

及不同源数据的精度指标的确定等，还有待更深

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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