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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有的固体潮和海洋负荷潮的模型用于岛礁重力测量的改正时，会产生较大的误差。利用短时间的

重力观测数据建立测站的潮汐模型，可以明显地改善测站的潮汐模型，提高重力测量结果的精度，该方法可用

于绝对和相对重力测量的潮汐改正。重力梯度同步观测方案不需要进行潮汐改正就可获得重力梯度，故不受

潮汐模型误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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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岛礁重力测量主要包括岛礁的绝对重力测

量、岛礁与大陆或与岛礁间的相对重力测量以及

用相对重力仪进行的重力梯度测量。在重力观测

中包含了非常显著的重力固体潮和海洋潮汐的负

荷效应，除了地震的影响外，潮汐对重力测量的影

响是最显著的，必须对重力观测进行潮汐改

正［１３］。在近海和岛礁进行相对重力测量时，应尽

量使用有实际测量结果的潮汐因子。要使重力潮

汐改正的精度达到μＧａｌ级，则重力潮汐因子的精

度应达到１％，相位延迟应达０．５°。沿海地区大

潮期间的绝对重力观测结果经过海潮改正后，观

测 精 度 虽 能 得 到 明 显 提 高，但 很 难 达 到

２ｕＧａｌ
［４６］。在岛礁重力测量的现实中难以得到

适用于岛礁的潮汐模型，前面提及的研究成果在

岛礁重力测量中的难以实现。本文作者在“９２７”

一期工程海岛卫星定位连续运行站绝对重力测量

期间，对岛礁重力测量的短时间潮汐模型的建立

和应用，以及同步梯度测量进行了实验。

１　重力测量潮汐改正

重力测量潮汐改正主要包括固体潮改正和海洋

负荷潮改正，固体潮改正模型主要有直接计算模型

和谐波模型。直接计算模型是根据相应时刻的太阳

和月亮的位置可以直接计算出测站相应该时刻的重

力固体潮理论值模型。谐波模型是将潮汐变化视

为若干不同频率的谐波函数之和，适用于测站的固

体潮模型须用实测数据确定模型的参数［７８］。

在海洋负荷潮汐的作用下，固体地球将产生

形变及引力位的变化，从而使地面观测的重力值

及方向发生附加的变化。由于海潮和地球的潮汐

都来自日月引力变化，所以其频率是相同的，通常

滤波方法无法把两者分离开来，须用海潮的实际

资料把海潮的影响部分剔除［９］。

２　建立短时间潮汐模型

短时间潮汐模型是利用现场记录的短时间

（约２ｄ）的重力潮汐观测曲线，经重力仪影响修

正、气压和零漂改正处理后，对测站长时间（大于

９０ｄ）的重力潮汐理论曲线进行潮汐曲线的比例

因子和相位延迟的修正，获得测站的“长时间潮汐

观测数据”，利用“长时间潮汐观测数据”建立测站

的短时间潮汐模型。短时间潮汐模型的建立步骤

如下。

１）获得测站短时间的重力潮汐观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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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对重力潮汐观测数据进行重力仪的传递

函数、气压和零漂的改正；

３）计算测站以观测时段为对称中心的长时

间的潮汐理论值；

４）求解同时段的重力潮汐观测数据曲线和

潮汐理论曲线的比例因子和相位延迟；

５）对长时间的潮汐理论值进行比例因子和

相位延迟处理，使潮汐理论值曲线的振幅和相位

与重力潮汐观测数据曲线一致；

６）用经过比例因子和相位延迟处理后的长

时间的潮汐理论值做为“长时间潮汐观测数据”，

求解测站潮汐模型参数。

传递函数改正是根据测试获得的重力仪的传

递函数对重力潮汐观测数据进行修正，剔除重力

仪对潮汐观测数据的影响。用二阶欠阻尼系统表

示的相对重力仪的闭环传递函数为：

犌（狊）＝
犆（狊）

犚（狊）
＝

犓ω
２
狀

犛２＋２ζω狀犛＋ω
２
狀

（１）

大气压改正：

δ犵犪 ＝犃（犘（狅）－犘（狀）） （２）

　　零漂改正可以采用别尔采夫方法，如果潮汐

数据长度不够，以相距约２４ｈ的潮汐理论值相等

的两个时刻，作为潮汐观测值零漂计算的时刻，并

且认为这两个时刻的潮汐观测值的差异就是零

漂。

采样间隔为ｄ狋时最大互相关函数值对应的

延迟犿ｍａｘ的相位差τ＝犿ｍａｘ×ｄ狋，τ为潮汐观测曲

线与潮汐理论曲线的相位差，短时间重力潮汐数

据犵１（狀）与潮汐理论数据犵２（狀）不同延迟犿时的

互相关函数：

狉犵１犵２ ＝∑
犖

狀＝０

犵１（狀）犵２（狀＋犿）

犿＝－犖，－犖＋１，…，犖－１，犖 （３）

经过相位差校正后的潮汐理论数据为犵２狓（狀），与

短时间重力潮汐数据犵１（狀）的比例因子犽犵 用最

小二乘的方法，按下式求得：

犵１（狀）＝犪＋犽犵×犵２狓（狀） （４）

　　对测站长时间的潮汐理论值进行相位差τ和

比例因子犽犵 修正后，获得“长时间潮汐观测数据”

（固体潮与海潮的合成潮汐）。用潮汐处理软件对

“长时间潮汐观测数据”进行处理，获得测站的短

时间潮汐模型。该模型为适用于该测站区域观测

时段及邻近时段的合成潮汐的潮汐改正模型。

３　海岛重力测量实验

为了对现有的固体潮改正和海洋负荷潮改正

的效果，以及短时间潮汐模型改正的效果进行研

究，在“９２７”一期工程海岛卫星定位连续运行站绝

对重力测量作业期间，在３个海岛使用 Ａ１００１６

绝对重力仪进行了绝对重力观测，同时使用

ＢＵＲＲＩＳ相对重力仪Ｂ７３和Ｂ７５进行了重力潮

汐观测和重力梯度同步观测［１０］。

３．１　重力观测

观测前进行了Ｂ７３和Ｂ７５的检验调整和３

次向上和向下阶跃的测试，相对重力仪传递函数

的系统辨识采用阶跃法［１１］，对获得的系统参数进

行统计处理。根据Ｂ７３和Ｂ７５重力仪的传递函

数获得的５个主要分潮波的幅值系数和相位延迟

的精度优于１０－６和１０－５。

在南黄岛（ＮＨＤ），平岛（ＰＤ）和北馣岛（ＢＳＤ）

进行了重力观测，南黄岛距离海岸约３ｋｍ，平岛

距离海岸约４１ｋｍ，北馣岛距离海岸约２５ｋｍ。

在Ａ１００１６绝对重力仪进行绝对重力观测的同

时，使用Ｂ７３和Ｂ７５进行重力潮汐观测获得了重

力潮汐数据。绝对重力测量数据处理采用 Ｍｉ

ｃｒｏｇ的ｇ７软件中的ＥＴＧＴＡＢ生成的潮汐模型

（Ｍｏｄｅｇ７）获得的３个海岛的绝对重力测量的统

计数据见表１，３个海岛的绝对重力的组均值相对

于总均值的差值ｄｇＳｅｔ见图１～图３。图中的结

果中包含有潮汐成分，平岛和北馣岛的组均值的

波动幅度可达６０μＧａｌ，表明潮汐参数不准确，潮

汐改正不完全。

表１　３个海岛绝对重力测量的统计数据／μＧａｌ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ｎ

３Ｉｓｌａｎｄｓ／μＧａｌ

南黄岛 平岛 北馣岛

组数 ８２ ９８ ６６

ＳＴＤＥＶ ４．５３ １４．０７ １６．２１

ＲＭＳ ０．５０ １．４２ ２．００

图１　Ｍｏｄｅｇ７潮汐模型改正的北馣岛ｄｇＳｅｔ的

时间序列图

Ｆｉｇ．１　ｄｇＳｅｔＳｅｒｉｅｓＰｌｏｔｓｏｆＢｅｉｓｈｕａｎｇｄａｏＩｓｌａｎｄ

ｗｉｔｈ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ｄｅｇ７

４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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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Ｍｏｄｅｇ７潮汐模型改正的南黄岛ｄｇＳｅｔ

的时间序列图

Ｆｉｇ．２　ｄｇＳｅｔＳｅｒｉｅｓＰｌｏｔｓｏｆＮａｎｈｕａｎｇｄａｏＩｓｌａｎｄ

ｗｉｔｈ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ｄｅｇ７

图３　Ｍｏｄｅｇ７潮汐模型改正的平岛ｄｇＳｅｔ

的时间序列图

Ｆｉｇ．３　ｄｇＳｅｔＳｅｒｉｅｓＰｌｏｔｓｏｆＰｉｎｇｄａｏＩｓｌａｎｄｗｉｔｈ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ｄｅｇ７

　　由于 Ｍｏｄｅｇ７存在误差，用于岛礁的重力测

量改正时产生了较大的误差。利用２４ｈ组均值

取平均以削弱潮汐模型误差的影响时，如果在组

均值的波峰或波谷处出现异常需要剔除组均值

时，将对结果产生较明显的影响。共取平岛的２４

ｈ的组均值进行统计，在波峰或波谷处剔除７组，

结果的差异可达４．０７１～５．２１３μＧａｌ，该方法的

应用也存在一定的限制。

３．２　 短时间潮汐模型改正

用ＴＳｏｆｔ和平岛的Ｂ７３与 Ａ１０的数据获得

的短时间潮汐模型———ＭｏｄｅＢ７３和 ＭｏｄｅＡ１０

具有较好的一致性，获得的重力潮汐因子之间的

差异平均为１．６１４％，ＭｏｄｅＢ７３和 ＭｏｄｅＡ１０计

算的重力观测期间的潮汐值差值的均值为０．０１５

μＧａｌ，标准偏差为１．２２５μＧａｌ。分别应用 Ｍｏｄｅ

ｇ７、ＭｏｄｅＢ７３和ＭｏｄｅＡ１０潮汐模型，用ｇ７软件

对同一组绝对重力观测数据进行处理的组均值见

图４、图５和表２。图中，ｇ７为应用 Ｍｏｄｅｇ７，Ａ１０

为应用 ＭｏｄｅＡ１０，Ｂ７３为应用 ＭｏｄｅＢ７３潮汐模

型改正的组均值相对于总均值的差值。

平岛绝对重力观测期间ＭｏｄｅＡ１０组均值与

ＭｏｄｅＢ７３组均值差值的均值为０．０８１μＧａｌ，标

准偏差为２．７０９μＧａｌ；采用短时间潮汐模型比采

用 Ｍｏｄｅｇ７处理的结果的精度的精度提高约３

倍，绝对值相差约１．５μＧａｌ。北馣岛的结果与平

岛的结果相近，南黄岛由于距海岸较近，模型差异

较小，改善得没有平岛和北馣岛这样显著。

图４　Ｍｏｄｅｇ７和 ＭｏｄｅＢ７３潮汐模型改正

的平岛ｄｇＳｅｔ的时间序列图

Ｆｉｇ．４　ｄｇＳｅｔＳｅｒｉｅｓＰｌｏｔｓｏｆＰｉｎｇｄａｏＩｓｌａｎｄｗｉｔｈ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ｄｅｇ７ａｎｄＭｏｄｅＢ７３

图５　ＭｏｄｅＢ７３和 ＭｏｄｅＡ１０潮汐模型改正的

平岛ｄｇＳｅｔ的时间序列图

Ｆｉｇ．５　ｄｇＳｅｔＳｅｒｉｅｓＰｌｏｔｏｎＰｉｎｇｄａｏＩｓｌａｎｄｗｉｔｈ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ｄｅＢ７３ａｎｄＭｏｄｅＡ１０

表２　３个潮汐模型改正的平岛绝对重力的结果／μＧａｌ

Ｔａｂ．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ｎ

ＰｉｎｇｄａｏＩｓｌａｎｄｗｉｔｈ３ＴｉｄｅＭｏｄｅｌｓ／μＧａｌ

模型 犵 ＳＴＤＥＶ ＲＭＳ

Ｍｏｄｅｇ７ １２３．２６ １４．０７ １．４２

ＭｏｄｅＢ７３ １２４．７７ ５．６４ ０．５７

ＭｏｄｅＡ１０ １２４．９０ ５．９５ ０．６０

３．３　重力垂直梯度同步观测

在南黄岛，平岛和北馣岛用Ｂ７３和Ｂ７５相对重

力仪分别在同一地点高差为犺的上下两个位置交

５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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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进行同步观测，每个海岛都进行了５组重力垂直

梯度同步观测，选取每一组同步观测中１ｍｉｎ的数

据作为观测数据。用其中的２０ｓ、４０ｓ和６０ｓ处的

数据生成平均时间和观测值，按照常规相对重力数

据处理方法进行处理，处理的结果作为比较基准；

１ｍｉｎ观测数据的二次曲线拟合的整秒内插数据作

为同步梯度观测数据。３个海岛的常规方法和同

步方法的结果见表３，ｄ犵为常规方法与同步方法

的重力差的差值，ＲＭＳ为中误差。

表３　３个海岛垂直梯度测量的重力差的差值（ｄ犵）

和中误差／μＧａｌ

Ｔａｂ．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Ｇｒａｖｉｔ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ＭＳｏｆ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ｎ３Ｉｓｌａｎｄｓ／μＧａｌ

点名 常规ＲＭＳ 同步ＲＭＳ ｄ犵

南黄岛 ２．３ １．４ １．５

平岛 ２．８ １．６ －２．１

北馣岛 ４．６ １．９ －２．７

４　结　语

海岛重力测量的实验表明，用测站的短时间

重力潮汐数据建立的测站短时间潮汐模型，可以

明显的改善潮汐改正的精度，重力测量精度可以

提高约３倍。由于没有测站区域的海潮数据，不

能用合适的海潮模型从测站的重力观测数据中剔

除海洋负荷潮的影响，故建立的测站短时间潮汐

模型的数据为包含固体潮和海洋负荷潮的合成潮

汐数据，用该数据建立的短时间潮汐模型也是合

成潮的模型。关于短时间潮汐模型的适用性以及

建立模型的要求将另文讨论。重力梯度同步观

测，由于不需要计算潮汐改正，故不受潮汐模型误

差的影响，可以有效改善岛礁重力梯度测量的精

度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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