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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传统点质量方法在融合处理多源重力数据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病态性问题，特别引入Ｔｉｋｈｏｎｏｖ正

则化方法，对点质量法计算模型进行正则化改造，建立了相应的正则化点质量解算模型。使用ＥＧＭ２００８位

模型模拟产生航空重力和海面船测重力数据进行了融合处理仿真试验。实际验证结果表明，正则化处理方法

能够有效抑制病态系数矩阵小奇异值放大噪声对点质量解的污染，提高解算结果的精度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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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获取海域重力场信息的主要技术手段

包括卫星重力探测、卫星测高、航空和海面船测重

力测量，在陆海交界区域，还包括陆地地面重力测

量［１，２］。如何有效地整合处理由各种不同观测手

段获取的具有不同频谱属性、分辨率、空间分布和

误差特性的多型数据，是进一步拓展海域重力场

信息保障应用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关于多源重力数据融合问题，国内外学者已

经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许多有效

的处理方法，主要有统计法和解析法两大类型，最

小二乘配置（简称配置法）是统计法的典型代表，

由于该方法可以联合处理不同类型的重力数据，

因此在多源重力数据融合处理中得到了广泛应

用［３７］。但由于配置法构建经验协方差函数必须

以足够分辨率的观测数据为基础，而在实际应用

中这样的条件是很难满足的，要想获得较高逼近

度的协方差函数模型特别是三维空间协方差函数

模型并非易事，加上协方差矩阵求逆还存在不稳

定性问题，配置法融合处理效果也因此受到了较

大的制约［７，８］。在解析法方面，文献［９，１０］利用

残差重力异常修正重力位模型系数的思想，提出

了融合卫星、航空、地面（海面）重力数据的迭代计

算方案；文献［１１］专门针对同一基准面上的同类

多源数据，提出了分步平差、拟合、推估和内插相

结合的解析融合处理方法。点质量方法同样属于

解析法的范畴，它源于解算大地测量边值问题的

Ｂｊｅｒｈａｍｍａｒ换置理论
［１，２］，该理论以某一虚拟球

作为边界面，将离散分布于地球表面上的观测值

向下解析延拓到一个完全处于地球内部的虚拟球

面上，把原有的自由边界面的边值问题严格转换

为固定的球面边值问题，从而可以最简单的

Ｓｔｏｋｅｓ积分公式给出问题的解。点质量方法因

其计算模型结构简单、使用方便而备受关注，并在

局部重力场特别是在外部重力场逼近计算中得到

了较好的应用［２］。但必须指出的是，求解虚拟点

质量所涉及的向下延拓迭代过程或矩阵求逆常受

到边界面和边界值粗糙化或奇异性的影响，使数

值解算过程失稳，因为向下延拓总是欠适定的［１］。

最近一个时期，有多位学者将点质量方法应用于

航空重力测量数据的向下延拓计算，同样发现点

质量的解算过程存在明显的不稳定性［１２，１３］。针

对这种情况，本文将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正则化方法引入

点质量模型解算，并将其拓展应用于海域多源重

力数据的融合处理。基于ＥＧＭ２００８位模型模拟

产生航空重力和海面船测重力数据进行了融合处

理仿真试验，数值计算与分析结果表明，对点质量

计算模型进行正则化改造是可行、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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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点质量法计算模型

“虚拟质量”方法的理论支撑是著名的

ＲｕｎｇｅＫｒａｒｕｐ定理
［１４］，即在地球外部空间定义

的任一正则谐函数φ，总可用定义在地球内部任

意给定的一个球外部的正则谐函数ψ来一致逼

近。所谓虚拟点质量模型，就是以分布于多个

Ｂｊｅｒｈａｍｍａｒ球面上的虚拟扰动质点系来等效地

代替地球实际引力场源，只要求这些扰动质点在

地球表面产生的位及其导出量以要求的精度逼近

场元观测量。这种以扰动质点表征外部扰动位解

的方法实际上是用质点位的线性组合来逼近地球

外部扰动位，公式形式为［２，１５］：

犜（犘）＝∑
犿

犼＝１

犌δ犕犼
犾犘

犼

，犘∈Ω

犅犜（犘）·∑ ＝犉（犙），犙∈

烅

烄

烆 ∑

（１）

式中，犅为边界算子；∑代表地球表面；Ω为∑所

界的闭点集关于三维Ｅｕｌｅｒ空间犚３的补集；犌δ犕

代表牛顿引力常数与扰动点质量的乘积；犉（犙）代

表地表已知观测量。对应于重力异常、高程异常

和垂线偏差观测量的边值条件方程可分别写为：

Δ犵犻＝∑
犿

犼＝１

（狉犻－犚犼ｃｏｓψ犻犼
犾３犻犼

－
２

狉犻犾犻犼
）犌δ犕犼 （２）

ζ犻 ＝
１

γ∑
犿

犼＝１

犌δ犕犼
犾犻犼

（３）

ξ犻 ＝－

１

γ∑
犿

犼＝１

犚犼［ｃｏｓφ犻ｓｉｎφ犼－ｓｉｎφ犻ｃｏｓφ犼ｃｏｓ（λ犼－λ犻）］

犾３犻犼
·

　　　　　犌δ犕犼 （４）

η犻 ＝－
１

γ∑
犿

犼＝１

犚犼ｃｏｓφ犼ｓｉｎ（λ犼－λ犻）

犾３犻犼
犌δ犕犼 （５）

式（２）～式（５）中，（狉犻，φ犻，λ犻）代表第犻个观测量的

球坐标；（犚犼，φ犼，λ犼）代表第犼个质点的球坐标；犚犼

＝犚－犇犼 为Ｂｊｅｒｈａｍｍａｒ球半径，犚 为地球平均

半径；犇犼代表第犼个质点的埋藏深度；γ为地球平

均重力；犿为质点的个数；犾犻犼和ψ犻犼分别代表第犻个

观测量与第犼个质点之间的空间距离和球心角。

在实际应用中，已知观测量可以是重力异常、

高程异常、垂线偏差等各类重力场参量中的一种，

也可以是它们的任意组合，将它们的观测方程组

成线性方程组进行联合求解，这正是点质量模型

能够用于融合多源重力数据的内在特性。用犔

表示已知的观测值向量，犡表示未知的点质量参

数向量，犃表示联系已知观测值和未知点质量的

系数矩阵，则有：

犔＝犃犡 （６）

　　当已知观测量个数狀等于待求点质量个数犿

时，方程（６）的点质量解为：

犡＝犃
－１犔 （７）

当狀＞犿时，式（６）的最小二乘解为：

犡＝ （犃Τ犘犃）－
１犃Τ犘犔 （８）

式中，犘为观测值向量犔 的权矩阵。当犔由不同

类型的观测量组成时，可按定权公式确定它们的

权比。假设重力异常和高程异常的测量精度分别

为犿Δ犵和犿ζ，它们的权因子为狆Δ犵＝σ
２
０／犿

２
Δ犵，狆ζ＝

σ
２
０／犿

２

ζ
，取单位权中误差σ

２
０＝犿

２
Δ犵，则有狆Δ犵＝１，狆ζ

＝犿２Δ犵／犿
２

ζ
。

由式（７）或式（８）求得点质量后，即可根据实

际需求，参照式（２）至式（５）计算地球表面及其外

部空间任意点上的不同种类的重力场参数。设待

求的重力场参量用犔′表示，其对应的系数矩阵为

犆犘，则对应于式（７）和式（８）点质量解的重力场参

数估值分别为：

犔′＝犆犘犡 ＝犆犘犃
－１犔 （９）

犔′＝犆犘犡 ＝犆犘（犃
Ｔ犘犃）－１犃Ｔ犘犔 （１０）

２　计算模型不适定性分析与正则化

改造

　　如前所述，点质量方法的核心思想源于重力

场源的等效性原理和解析延拓理论，由于虚拟点

质量解算过程涉及的向下延拓反问题在数学上总

是欠适定的，因此若不采用特殊的方法求解，将得

不到合理的估值。为分析造成解不稳定的原因，

对系数矩阵犃作如下奇异值分解
［１６］：

犃＝犝Λ犞
Τ
＝∑

狀

犻＝１

λ犻狌犻狏
Τ
犻 （１１）

式中，犝 和犞 分别代表犃 的左右奇异向量，犝＝

［狌１，狌２，…，狌狀］，犞＝［狏１，狏２，…，狏狀］，且满足狌犻狌
Τ
犻＝

犐，狏犻狏
Τ
犻＝犐；Λ是对角矩阵，其对角线上的元素为犃

的递减奇异值λ犻，即Λ＝ｄｉａｇ［λ１，…，λ狀］，λ１≥λ２≥

…≥λ狀≥０。代入式（７）和式（８），可得点质量解的

统一谱分解式为：

犡＝犃
＋犔＝∑

狀

犻＝１

狌Τ犻犔

λ犻
狏犻 （１２）

式中，犃＋代表犃－１或（犃Τ犘犃）－１犃Τ犘。令重力场观

测向量犔＝珟犔＋犲，其中珟犔代表观测向量真值，犲为

观测量的随机误差向量，则式（１２）可写成：

犡＝∑
狀

犻＝１

狌Τ犻犔

λ犻
狏犻 ＝珟犡＋∑

狀

犻＝１

狌Τ犻犲

λ犻
狏犻 （１３）

式中，珟犡代表点质量估值的真值。如果观测方程

１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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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适定的，则系数矩阵犃的奇异值λ犻将单调递

减趋于零。由式（１３）知，观测噪声对真解的影响

主要反映在等式右端第二项，当奇异值λ犻特别小

时，即当犻→∞，λ犻→０时，犲将在高频段被成倍放

大，很小的观测噪声也会引起待估参数较大的偏

差，其影响量甚至会掩盖掉反映真解的右端第一

项。这正是解算重力场向下延拓反问题出现不稳

定性的内因所在。要想获得稳定的点质量解，必

须对不适定观测方程进行正则化处理，以抑制高

频段观测误差对待估参数的影响。

关于正则化方法应用于不适定问题的求解，

国内外已经开展了多年研究［１７］，在测量数据处理

领域，特别是在航空重力测量向下延拓方面，我国

学者对正则化方法的应用也做了许多有益的探

讨［８，１２，１３，１８，１９］。在众多正则化方法中，以 Ｔｉｋ

ｈｏｎｏｖ正则化法研究最为深入，应用最为广泛。

其他主要还有阻尼奇异值分解法、岭估计法、半参

数模型法等。不同的正则化方法采用不同的正则

化准则，本文重点研究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正则化法的应

用问题。

采用移去恢复技术对重力场观测向量进行

位模型处理，可将观测方程（６）改写为：

犃犡 ＝犾 （１４）

式中，犾代表移去位模型影响后的剩余观测值向

量。对式（１４）引入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正则化算法，其正

则化准则和正则化解可分别写为［１７，１８］：

犕犪（犡）＝ ‖犃犡－犾‖
２
＋α‖犡‖

２
＝ｍｉｎ

（１５）

犡^α ＝ （犃
Τ犃＋α犎）－

１犃Τ犾 （１６）

式中，α为正则化参数；犎 表示正则化矩阵，通常

可取为单位阵。对系数矩阵犃作奇异值分解后，

可得到与式（１２）相对应的正则化谱分解式为：

犡^α ＝∑
狀

犻＝１

λ
２
犻

λ
２
犻 ＋α

狌Τ犻犾

λ犻
狏犻 （１７）

式（１７）对应的估值均方误差为
［１３］：

犉（α）＝σ
２
０∑
狀

犻＝１

λ
２
犻

（λ
２
犻 ＋α）

２＋α
２

∑
狀

犻＝１

（狏Ｔ犻珟犡）
２

（λ
２
犻 ＋α）

２

（１８）

式中，σ
２
０ 代表单位权方差。由式（１８）知，Ｔｉｋ

ｈｏｎｏｖ正则化估值的误差包括两部分：第一项是

由测量误差引起的估值误差，随着正则化参数α

的增大而减小；第二项是由正则化引起的估值偏

差，随着α的增大而增大。当α＝０时，第二项偏

差为０，此时Ｔｉｋｈｏｎｏｖ正则化估计回归传统的最

小二乘估计。由此可见，相对于最小二乘估计，正

则化估计是通过适当地牺牲了估计值的有偏性来

换取方差的减小。选择合适的α可起到平衡式

（１８）右端两项误差的作用，使得它们的和为最小，

这正是通过正则化算法可获得准确、稳定解的原

因。因此，选择合适的正则化参数α就成为有效

运用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正则化算法的关键。根据文献

［８，１６］的研究结果，认为基于广义交叉检核（ｇｅｎ

ｅｒａｌｃｒｏｓｓ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ＧＣＶ）准则的正则化参数确

定方法是可行、有效的。本文因此继续沿用了该

算法。

３　数值计算与分析

为了验证正则化点质量方法在多源重力数据

融合处理中的有效性，本文专门设计了基于

ＥＧＭ２００８重力场位模型的航空重力和海面船测

重力测量两种数据源的融合处理仿真试验。

３．１　试验数据与方法步骤

考虑到航空重力测量具有快速高效但精度较

低，以及船载重力测量具有精度高但效率较低的

特点，仿真试验将航空重力测量数据设计为全覆

盖，船载重力测量数据设计为稀疏控制。使用

２１６０阶ＥＧＭ２００８重力场位模型分别计算某海

域１ｋｍ、３ｋｍ、５ｋｍ 高空处的重力异常 Δ犵１、

Δ犵３、Δ犵５，计算范围取为３°×３°，格网间距为５′×

５′。同时计算相同范围内格网间距为４５′×４５′的

稀疏海面重力异常Δ犵０ 作为控制信息。为了评

估多源数据融合处理的解算效果，同时计算了相

同区域内５′×５′格网的海面重力异常Δ犵′０。为减

弱远 区 效 应 影 响，采 用 移 去恢 复 技 术，取

ＥＧＭ２００８模型的前３６０阶作为参考场，可分别求

得相对应的残差重力异常δΔ犵０、δΔ犵１、δΔ犵３、

δΔ犵５ 和δΔ犵′０。

为了模拟航空和海面重力测量数据的实际特

性，对仿真的空中位模型重力异常分别加入含系

统偏差的随机噪声，即观测误差犲１（系统偏差为１

ｍＧａｌ（即１０－５ｍ／ｓ２），标准差为±２ｍＧａｌ，均方差

为±２．２３ｍＧａｌ）和观测误差犲２（系统偏差为２

ｍＧａｌ，标准差为 ±３ ｍＧａｌ，均方差为 ±３．６１

ｍＧａｌ）；对仿真的海面位模型重力异常加入观测

误差犲００（系统偏差为０，标准差为±１ｍＧａｌ，均方

差为±１ｍＧａｌ）。具体试验方法和步骤如下。

１）模拟产生观测误差，并将其加入空中和海

面位模型重力异常Δ犵，得到含误差的仿真航空和

海面重力异常Δ犵犲；

２）应用移去恢复技术，从含误差的航空和

海面重力异常Δ犵犲 中移去参考场重力异常，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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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和海面残差重力异常δΔ犵犲；

３）引入Ｔｉｋｈｏｎｏｖ正则化算法，并基于ＧＣＶ

准则确定相对应的正则化参数α。图１展示了５

ｋｍ高度对应于误差犲２ 情形下的ＧＣＶ函数变化

曲线（航高８０００ｍ）；

４）基于正则化点质量法模型解算待定的点

质量参数，点质量埋藏深度统一取为犇犼＝２０ｋｍ；

５）利用第４）步获得的点质量估值，依据式

（９）和式（１０）计算海面未测点上的残差重力异常

δΔ犵′０犲，并在其基础上恢复参考场重力异常，得到

海面未测点上的重力异常Δ犵′０犲；

６）将基于正则化点质量法的融合处理结果

Δ犵′０犲与原始的海面重力异常Δ犵′０进行比较，以检

验融合处理结果的精度。

图１　观测误差为犲２ 时的ＧＣＶ函数变化曲线图

Ｆｉｇ．１　ＧＣＶ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ｉｋｈｏｎｏｖ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Ｅｒｒｏｒ犲２

３．２　解算结果比较与分析

采用传统点质量法和正则化配置法，分别针

对单独使用航空重力、联合使用航空和海面重力

两种数据情况，以及无误差（犲０）、误差犲１ 和犲００以

及误差犲２ 和犲００三种误差情形，逐一进行了多源

数据融合处理计算，并将解算结果与模拟真值进

行了比较。表１列出了三种情形下使用不同方法

和不同数据组合获得的比对统计结果。四组结果

对应的四种解算模式具体定义如下：① 基于传统

点质量法，单独使用航空重力数据进行向下延拓

计算；② 基于正则化点质量法，并采用ＧＣＶ准则

选择正则化参数，单独使用航空重力数据进行向

下延拓计算；③ 基于传统点质量法，联合使用航

空和海面重力数据进行融合处理，其中，权因子由

误差犲１ 和犲００、误差犲２ 和犲００的大小确定；④ 基于

正则化点质量法，并采用 ＧＣＶ准则选择正则化

参数，联合使用航空和海面重力数据进行融合处

理，同样，权因子由误差犲１ 和犲００、误差犲２ 和犲００的

大小确定。

１）传统点质量观测方程存在比较严重的病

态性是不争的事实，且病态程度随航空重力测量

高度的加大而明显增大（见表１中系数矩阵的条

件数一栏）。但对于无观测误差作用下的向下延

拓过程，不管是使用传统模型的模式①和③，还是

使用正则化模型的模式②和④，其对应的点质量

解算结果都是可靠、有效的。这说明点质量法几

乎不存在由模型简化即系数矩阵构制过程引入的

模型误差，正则化方法对无观测误差系统没有作

用。

表１　不同模式计算结果与模拟真值比较结果／ｍＧａｌ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Ｄｉｓｃｒｅｐａｎｃｉ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ｒｏ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ｍＧａｌ

高度

／ｋｍ

模

式

最小

值

最大

值

平均

值

标准

差

均方

根

条件

数

无

误

差

犲０

情

形

下

１

① －１．５２ ０．９５ ０．００ ０．１０ ０．１０ ７４２４

② －１．５３ ０．９５ ０．００ ０．１１ ０．１１ ２０２４

③ －１．４８ ０．８７ ０．００ ０．０８ ０．０８ ８１１２

④ －１．５７ ０．９６ ０．００ ０．０８ ０．０８ ２２８７

３

① －４．４４ ２．６２ ０．００ ０．３１ ０．３１ １９２８７

② －４．４５ ２．６３ ０．００ ０．３１ ０．３１ １６２８６

③ －４．３２ ２．７４ ０．００ ０．２７ ０．２７ ２１１３７

④ －４．０６ ２．６７ ０．００ ０．２３ ０．２３ ３１２３

５

① －７．０ ４．００ ０．００ ０．４９ ０．４９ ５０１０９

② －７．０６ ４．０１ ０．００ ０．５０ ０．５０ ４１０８２

③ －７．１４ ３．９６ ０．００ ０．５１ ０．５１ ５５０６５

④ －７．２３ ４．０２ ０．００ ０．５２ ０．５２ ４４０９

误

差

犲１

和

犲００

情

形

下

１

① －１０．１５ ７．０２ －１．０３ ２．６２ ２．８２ ７４２４

② －８．６７ ５．６０ －１．０２ １．８８ ２．１４ ３８０

③ －９．９４ ６．９６ －０．９６ ２．５２ ２．６９ ８１１２

④ －９．１５ ５．６２ －０．９６ １．８５ ２．０８ ６３４

３

① －１７．３１１４．０５ －１．０５ ４．８２ ４．９４ １９２８７

② －１２．４５１１．０２ －１．０４ ２．４７ ２．６８ ２６５

③ －１７．２２１３．４５ －１．００ ４．５３ ４．６４ ２１１３７

④ －１１．２２ ８．５２ －０．９８ ２．３３ ２．５３ ４１７

５

① －３２．７１３１．７２ －１．０７ ９．４２ ９．４７ ５０１０９

② －１５．５３１５．５４ －１．０５ ３．０６ ３．２４ １８９

③ －３１．８４２７．８８ －１．０４ ８．６４ ８．７０ ５５０６５

④ －１５．６７１３．８５ －１．００ ２．８４ ３．０１ ２７６

误

差

犲２

和

犲００

情

形

下

１

① －１５．５３１０．４２ －２．０４ ３．９３ ４．４３ ７４２４

② －１０．７０ ７．６８ －２．０４ ２．６３ ３．３３ ２０２

③ －１５．９２ ９．５９ －１．８９ ３．７１ ４．１６ ８１１２

④ －１１．７０ ７．３０ －１．８６ ２．５０ ３．１２ ２３３

３

① －２５．２４１９．５７ －２．０８ ７．１３ ７．４３ １９２８７

② －１１．９３１１．９６ －２．０８ ３．２８ ３．８８ １４５

③ －２４．６５１８．０９ －１．９８ ６．５０ ６．８９ ２１１３７

④ －１２．４６１２．２２ －１．９２ ３．１１ ３．６６ １５２

５

① －４４．４６３８．２０ －２．１３ １３．８３ １３．９９ ５０１０９

② －１５．８７１６．２１ －２．１２ ３．９８ ４．５１ ９８

③ －４４．１４３５．７０ －２．０６ １２．６９ １２．８６ ５５０６５

④ －１５．３８１４．０７ －１．９８ ３．７１ ４．２０ １２７

　　２）在观测噪声作用下，传统点质量解的稳定

性和精度都明显降低，且随着观测误差量值和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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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高度的增大而快速降低，这与前面所作的理论

分析也是相吻合的。引入正则化算法后，点质量

解的稳定性和精度都得到明显改善，观测误差量

值越大，测量高度越高，其相对改善幅度愈加显

著。即使受到量值较大的观测误差犲２ 的作用，模

式②在不同高度上也分别获得了标准差为２．６３

ｍＧａｌ、３．２８ｍＧａｌ和３．９８ｍＧａｌ的比对精度，充

分验证正则化算法能够有效抑制病态观测方程系

数矩阵对观测噪声的放大效应。

３）相对于单独使用航空重力数据的模式②，

联合使用海面稀疏重力和航空重力数据进行点质

量解算的模式④的计算结果精度在标准差和均方

根差值指标上都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改善幅度

比较有限。这个结果可能跟点质量观测方程中的

核函数收敛较快有关，因为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

了海面稀疏重力数据的控制作用范围。因此，要

想提高多源重力数据的融合处理成果质量，必须

有相应密度的高精度控制测量数据作保证。

４　结　语

本文的数值计算与比对结果表明，对传统点

质量模型进行正则化改造，可完全消除或显著减

弱观测方程系数矩阵的病态性，有效抑制病态矩

阵小奇异值引起噪声放大对点质量解造成的污

染，提高解算结果的精度和稳定性。但需要指出

的是，这里只对航空重力和海面船测重力数据进

行了融合处理仿真试验，所得结论未必具有普适

性。为了更加全面地掌握点质量计算模型的技术

特性，有必要继续开展联合重力异常、高程异常和

垂线偏差等多种观测量求解点质量，进而恢复地

球重力场的试验和研究，以期获得对正则化点质

量计算模型更全面、更准确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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