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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全球导航卫星系统（ｇｌｏｂａｌ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ｙｓｔｅｍ，ＧＮＳＳ）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其定位精度

的不断提高，ＧＮＳＳ反演海潮负荷（主要是位移）相比重力测量、甚长基线干涉测量（ｖｅｒｙｌｏｎｇ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ｉｎｔｅｒｆｅｒ

ｏｍｅｔｒｙ，ＶＬＢＩ）研究海潮负荷有着方便、快速、经济、精确等独特优势，因此受到国内外众多研究学者的关注。

当前研究重点已从通过引入海潮负荷位移模型以“提高定位精度”，发展到利用ＧＮＳＳ获取“海潮负荷信息”。

本文对近十几年来国内外学者利用ＧＮＳＳ研究海潮负荷的进展进行了系统综述，并指出现有海潮负荷位移

模型存在的问题（模型整体精度偏低，尤其在浅海地区）以及利用ＧＮＳＳ反演海潮负荷位移方法存在不完善

之处（伪周年项的产生、系统差的存在以及部分分潮与ＧＮＳＳ残差的耦合效应）。

关键词：海潮负荷；海潮负荷位移；海潮模型；浅水效应；ＧＮＳＳ观测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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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月对地球的引潮力作用，不仅使固体地球

产生周期性的形变（固体潮），而且使海水产生周

期性变化（海洋潮汐）。同样，海洋潮汐引起的海

水质量重新分布也会使固体地球产生周期性的形

变，这一形变通常称之为海潮负荷效应。研究表

明，海潮负荷效应包括：（１）在海洋潮汐作用下产

生的地壳变形；（２）海水的直接引力；（３）上述变

形使得质量重新分布而产生的附加位［１］。

随着科技的进步，观测仪器精度的提高，海潮

负荷效应在全球导航卫星系统（ｇｌｏｂａｌ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ｙｓｔｅｍ，ＧＮＳＳ）大地测量、海洋动力学以

及地球物理、地球动力学研究中的应用越来越广

泛，对其精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沿海地区，

海潮负荷效应引起的形变可达数厘米。因此，在

ＧＮＳＳ高精度数据处理过程中都必须消除海潮负

荷的影响［２］。其次，海潮负荷是海洋动力学模拟

中必须考虑的因素，是海洋动力学研究的实际或

急迫需求。另外，利用地表重力场观测精密测定

地球潮汐常数，反演研究地壳上地幔构造、地球内

核运动、地球近周日自由摆动和极移重力效应方

面的问题时，必须考虑到海潮负荷效应的影响［３］。

此外，海潮负荷引起地球物理场的变化还会引起

低轨卫星轨道的摄动［１］，随着对低轨卫星定轨精

度的要求越来越高，海潮负荷也会受到越来越多

的关注。

本文中关于 ＧＮＳＳ研究海潮负荷效应进展

的介绍，主要针对由海洋潮汐引起的地壳几何变

形展开。

１　海潮负荷效应研究方法

海潮负荷现象引起地面测站位置周期性形

变，一般来说越靠近沿海地区影响越大［４］。由于

固体潮和海潮都是日月引潮力作用的结果，而海

潮负荷又是海潮对固体地球的影响，因此，海潮负

荷、固体潮以及海潮的频率特征相同，利用通用的

滤波方法很难将海洋负荷的影响从固体潮观测资

料中分离出来，只能采用其他办法。

文献［５］提出海潮负荷（包括位移、重力、倾

斜、应变等）可以由海潮模型和基于地球模型的格

林函数（对应位移、重力、倾斜、应变等）通过离散

褶积积分求得。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６年１月

犔φ，λ，（ ）狋 ＝

ρω犪
２

犛犌

犎 φ′，λ′，（ ）狋犌犔 θ，（ ）犃 ｓｉｎφ′ｄφ′ｄλ′

（１）

其中，φ和λ分别是计算点的经度和纬度；φ′和λ′

分别是负荷点的经度和纬度；犪是地球半径；ρω是

海水密度；犔 φ，λ，（ ）狋 是海潮负荷；犎 φ′，λ′，（ ）狋 是

全球区域犛犌中负荷点处第犻个分潮的瞬时潮高，

用复数表示；犃是计算点到负荷点的方位角；θ是

计算点 φ，（ ）λ 到负荷点 （φ′，λ′）的球面距离；

犌犔 θ，（ ）犃 是质量负荷格林函数。

从式（１）中可以看出，海潮负荷犔φ，λ，（ ）狋 的精

度主要由海潮模型犎 φ′，λ′，（ ）狋 、格林函数犌犔（θ，犃）

以及负荷积分计算方法等因素有关。相关研究表

明，海洋负荷潮汐对格林函数和积分方法不敏感，

采用不同的格林函数对海洋负荷潮汐的影响小于

２％
［６］，而采用不同的积分方法对其影响为２％～

５％
［７８］。因此，海潮负荷的精度主要取决于海潮模

型的精度。超导重力仪测量和甚长基线干涉测量

（ｖｅｒｙｌｏｎｇ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ｙ，ＶＬＢＩ）在研究海

洋负荷效应方面具有精确可靠的优势［９１２］，但由于

观测设备昂贵，不适宜大规模建站，因而限制了其

在海洋负荷潮汐研究中的应用。

近十几年来，由于 ＧＮＳＳ（当前主要还是

ＧＰＳ）高精度定位应用的需要，研究人员发现海潮

引起的海水质量重新分布使得沿海地区 ＧＮＳＳ

站址位置发生周期性变化，大小约为１～２ｃｍ，而

在法国西北部地区高达１６ｃｍ
［１３１４］。在高精度

ＧＮＳＳ数据处理中，必须将海潮引起的这种周期

性变化消除掉（尤其是在沿海地区）。反而言之，

沿海ＧＮＳＳ观测值对海洋潮汐响应灵敏，也可以

通过ＧＮＳＳ观测值准确地获取这些海潮负荷引

起的观测“偏差”。文献［１５１６］研究表明，利用

ＧＮＳＳ测定海潮负荷位移参数的精度可与 ＶＬＢＩ

相提并论。而且，ＧＮＳＳ相比重力测量和ＶＬＢＩ具

有测站多、覆盖广、成本低廉、全天候观测的优势，

但目前ＧＮＳＳ自身还存在系统误差（主要是轨道

误差）和偶然误差，因此在研究海潮负荷时还存在

许多问题［１７］。

２　当前犌犖犛犛研究海潮负荷效应进

展

　　ＧＮＳＳ精密定位与海潮负荷的关系有两种研

究方向。一种是以“提高定位精度”为目的，引入

海潮模型，然后基于海潮负荷理论公式求得海潮

负荷位移；另一种是以“获取海潮负荷信息”为目

的，利用ＧＮＳＳ长期观测结果获取海洋负荷潮汐

的特征信息，然后通过数据分析（频谱分析或者卡

尔曼滤波）以及模型构建，得到不同地区的海潮负

荷位移模型。

２．１　海潮负荷位移模型

海潮负荷位移计算的实质是通过式（１）积分

在频域中求出各测站处每个分潮的振幅和相位，

因此，总的海潮负荷位移就是不同潮波的叠加。

犔犼 ＝∑
犖

犽＝１

犃犼，犽ｃｏｓω犽狋＋χ犽 狋（ ）０ －φ犼，（ ）犽 （２）

犔犼 犼＝１，２，（ ）３ 分别为海潮负荷对测站东、北和垂

直方向的瞬时位移分量；犖 为叠加的分潮数；ω犽、

χ犽 狋（ ）０ 分别为各分潮角频率和天文幅角初相；

犃犼，犽、φ犼，犽分别为犽分潮在犼方向上的振幅和格林

尼治相位。根据国际地球自转服务（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ａｒｔｈ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ＥＲＳ）规范，一般主要考

虑１１个主要分潮的影响（４个周日分潮犓１、犗１、

犘１、犙１，４个半日分潮犕２、犛２、犖２、犓２，还有３个长

周期分潮犕犿、犕犳和犛ｓａ）。

在利用ＧＮＳＳ反演海潮负荷位移时，为了方

便对海潮负荷位移参数建模，需要将式（２）线性

化。长周期项的影响很小，忽略３个长周期潮波，

式（２）可改写为：

犔犼 ＝∑
８

犽＝１

犃犮犼，犽ｃｏｓω犽狋＋χ犽 狋（ ）（ ）０ ＋

犃狊犽，犼ｓｉｎω犽狋＋χ犽 狋（ ）（ ）０ （３）

其中

犃犮犼，犽 ＝犃犼，犽ｃｏｓφ犼，（ ）犽

犃狊犼，犽 ＝犃犼，犽ｓｉｎφ犼，（ ）犽

犃犮犼，犽和犃狊犼，犽作为未知数，每个分潮有６个未知参

数，这样，每个测站就需要估计４８个海潮负荷位

移参数。

２．２　利用海潮负荷位移模型提高犌犖犛犛定位精

度的研究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国外相关研究人员主

要集中在实用性、不同海潮模型及其比较和浅水

效应３个方面对海潮负荷位移模型进行研究，用

以提高定位精度。

１）实用性研究。文献［１８２３］的研究表明，

通过改正海潮负荷位移能够提高 ＧＮＳＳ的最终

定位精度，ＩＥＲＳ也明确推荐了海潮负荷位移改正

方法［２４］。国外知名ＧＮＳＳ精密定位定轨软件（如

ＧＡＭＩＴ、ＢＥＲＮＥＳＥ、ＧＩＰＳＹ等）中也增加了海潮

负荷位移改正，不但可以提高ＧＮＳＳ精密定位和

定轨的精度，同时也可以提高天顶对流层延迟以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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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大气可降水汽量的估算精度［２５］。

２）海潮模型及其比较研究。自１９９４年以

来，陆续有２０多个全球海潮模型 ＧＯＴ００．２、

ＴＰＸＯ．２、ＴＰＸＯ．６、ＦＥＳ９５．２、ＦＥＳ９９、ＣＲＳ３、

ＣＲＳ４、ＯＳＯ 和 ＮＡＯ．９９ｂ等）
［２６２８］对外发布，精

度提高到几厘米，分辨率也提高到０．１２５°×

０．１２５°。文献［２９］利用分布全球的１４０个ＩＧＳ站

对ＦＥＳ９５．２、ＦＥＳ９９和ＧＯＴ００．２模型的精度进

行评价，发现这三个模型与ＧＮＳＳ估算的结果总

体来说一致性非常好。ＬＦＧ／ＯＬＭＰＰ、ＳＰＯＴＬ

和ＣＡＲＧＡ是国际上计算海潮负荷位移的主流

软件，文献［２８］利用ＬＦＧ／ＯＬＭＰＰ软件计算沿海

区域海潮负荷位移时，采用不同的海潮模型得到

的结果相差达到２０％，利用双线性内插提高浅水

区域分辨率后，三种软件采用相同的海潮模型计

算的结果差异仅为毫米级。

３）浅水效应研究。海潮负荷位移模型的精

度主要取决于海潮模型的精度，近海潮汐受海岸

线及海底地形的影响较大，尤其在海湾、海沟及浅

海，由于水深资料、底摩擦系数和黏性系数的不确

定性，海潮模型在浅水区域的精度仍然欠佳。文

献［２６］发现不同的海潮模型在深海海域同一地点

的潮位相差仅为２～３ｃｍ，但在浅海海域相同位

置模型之间的潮位预报结果差异较大；上述海潮

模型都是基于卫星测高数据或者同化卫星测高数

据而构建的，近岸地区海洋环境较为复杂，且雷达

回波受到陆地反射信号的干扰，卫星测高数据质

量差，导致海潮模型在浅水区域精度欠佳。现有

的技术手段（卫星测高回波波形重跟踪方法）还不

能从根本上解决卫星测高在浅水海域精度较低的

问题［３０］。日本国立天文台（ＮＡＯＪ）发布的ＮＡＯ．

９９Ｊｂ 模 型 由 于 采 用 Ｂｌｅｎｄｉｎｇ 方 法 同 化 了

ＴＯＰＥＸ／ＰＯＳＥＩＤＯＮ 测高卫星数据和日本、韩

国沿岸２１９个验潮站的资料，使得该模型在日本

周边浅水区域的共线残差小于其他海洋潮汐模

型［３１］。文献［３２］指出 ＮＡＯ．９９Ｊｂ模型相比其他

模型 更 适 用 于 朝 鲜 半 岛。文 献 ［２２］发 现

ＦＥＳ２００４模型中的 Ｍ２不适用于法国的西北部，

原因是在ＳｔＭａｌｏ区域，潮差最大超过１４ｍ，潮

位变化产生的能量非常大，属于高能浅水区，受此

以及半日和更高频率潮汐非线性相互作用的共同

影响，海潮模型的振幅和相位与实际偏差较大。

国内研究人员也围绕“提高定位精度”方向开

展了许多研究工作。文献［３３］对海洋负荷潮汐对

测站位移的影响进行研究，在推导过程中回避了

将点负荷密度展开为球谐函数不收敛的问题。文

献［１３］研究了瑞典ＯＳＯ天文台和日本国家天文

台所发布的海洋负荷改正模型对 ＧＮＳＳ精密定

位的影响，在大洋和内陆，两者结果的差异较小，

但在沿海地区差异较大。即使采用相同的潮波数

目，在上海地区，ＯＳＯ和 ＮＡＯＪ发布的模型差值

达到８．２ｍｍ。文献［３４］利用ＴＰＸＯ．６海潮模型

和中国东海和南海潮汐资料研究了海潮负荷对我

国沿海部分台站负荷位移的影响，发现沿海地区

海潮负荷位移水平和垂直分量均达到了毫米级，

其中厦门站水平分量和垂直分量的振幅分别接近

３ｍｍ和１５ｍｍ。另外，由于全球海潮模型在近

海区域不精确，导致海潮负荷位移在沿海区域精

度不高，有必要采用高精度的近海潮汐资料替代

海潮模型计算海潮负荷位移。

上述国内外研究人员的研究证明了海潮负荷

位移改正对于提高 ＧＮＳＳ定位精度具有非常重

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浅水效应的存在以及验潮

资料的缺失，海潮模型在浅水区域的精度不高，导

致沿海地区海潮负荷位移模型的精度还不能满足

ＩＥＲＳ规范所要求的精度。因此，如何提高沿海

地区海潮负荷位移模型的精度也是研究人员关注

的重点和难点。

２．３　利用犌犖犛犛获取海潮负荷位移模型的研究

　　近几年，国外学者尝试利用大地测量的方法

获取海潮负荷位移模型，取得了一些新进展。

极地是利用卫星测量研究地壳运动、冰后回

弹、冰盖物质平衡等的代表性区域，文献［２７，３５］

采用ＧＮＳＳ和重力数据评估了南极地区的海潮

负荷模型，发现利用 ＴＰＸＯ．６、ＣＡＤＡ００．１０、

ＦＥＳ９９和ＣＡＴＳ０２．０１等最新的模型，整体符合

都比较好。其中，利用ＧＮＳＳ对比海潮负荷位移

时，犖２和犙１分潮符合最好，犓２和犓１分潮较差，其

原因可能是 ＧＮＳＳ轨道和星座重复周期分别与

这两个分潮的周期相重合导致的估计误差。文献

［３６］将ＧＲＡＣＥ结果与欧洲ＩＧＳ站３ａ的高程残

差进行比较，发现内陆的ＩＧＳ站与ＧＲＡＣＥ结果

一致性比较好，沿海的ＩＧＳ站与ＧＲＡＣＥ结果差

异比较大，其原因是在 ＧＮＳＳ数据处理过程中，

半日海潮负荷位移改正残差引起了伪周年变化。

文献［３７］利用英国ＧＮＳＳ观测数据研究海潮负

荷位移时发现，ＧＮＳＳ得到的半日潮结果（犛２和

犕２）与ＦＥＳ９９模型结果仅仅相差５％。但是与

ＴＰＸＯ．２模型结果的差值达到２０％，尤其对周日

分潮（犓１和犘１）来说，差值更大。文献［１４］利用

法国西北部的Ｂｒｉｔｔａｎｙ和Ｃｏｔｅｎｔｉｎ地区（该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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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差达１４ｍ，是欧洲潮差最大的地区）１４ 个

ＧＮＳＳ观测站２００４年１０５ｄ数据的分析结果发

现，ＧＮＳＳ反演的海潮负荷位移与ＦＥＳ２００４模型

的振幅有２～７ｍｍ的差异。其中，犕２、犖２、犗１、

犙１四个分潮相差在亚毫米量级，而犛２和 犓１与

ＦＥＳ２００４模型的差异在毫米量级。

国内在利用ＧＮＳＳ“获取海潮负荷”方面的研

究较少，文献［２，３８］研究结果表明，在香港地区周

日分潮犗１、犘１、犙１ 和半周日分潮犕２、犖２ 与ＧＯＴ

４．７及ＮＡＯ．９９ｂ模型的残差都在亚毫米量级。

而犛２、犓１、犓２与模型相差较大，由于所采用的数

据主要在香港地区，成果的代表性也需要进一步

研究。文献［３９］利用１９９６～２０１１年全球４５６个

ＧＮＳＳ长期观测站的观测数据解算８个主要海潮

分量的负荷位移，发现犕２、犖２、犗１ 和犙１４个纯太

阴分潮引起的潮汐负荷位移，在水平方向上的精度

为０．１２ｍｍ，在垂直方向上的精度为０．２４ｍｍ，而

犛２、犓２、犓１ 和犘１ 与太阳相关的分潮精度稍低，该

精度已优于现有的固体潮汐模型和海潮负荷位移

模型的精度。另外还发现，在全球范围（除某些沿

海地区外）最新的海潮负荷位移模型（ＦＥＳ２００４，

ＴＰＸＯ．７．２，ＨＡＭＴＩＤＥ１１ａ，ＤＴＵ１０，ＥＯＴ１１ａ和

ＧＯＴ４．７）与ＧＮＳＳ解算结果符合较好。该研究利

用了全球的ＧＮＳＳ观测数据，并通过改进模糊度解

算方法提高了海潮负荷位移模型的解算精度，因此

研究成果更具有代表性，也充分说明了利用ＧＮＳＳ

可以获取高精度的海潮负荷位移模型。

利用ＧＮＳＳ长期观测结果获取海洋负荷潮

汐的特征信息，然后通过数据分析以及模型构建，

得到不同地区的海潮负荷位移模型，有效避免了

浅水效应的影响，并且具有测站多、覆盖广、成本

低廉、全天候观测的优势。研究人员在利用

ＧＮＳＳ技术获取海潮负荷位移模型时，主要采用

单天解的方式，从坐标分量的时间序列中分离出

各主要海潮分量的负荷效应，或者直接以未知数

的方式由单天解计算得出。这种方式人为地造成

了２４ｈＧＮＳＳ数据周期与主要分潮周期不一致，

因为主要分潮的周期并非是２４ｈ的倍数，其残差

导致了伪周年项的产生和系统性差异。同时，单

天解也由于未知数的剧增降低了估值的解算强

度。另外，部分分潮周期与ＧＮＳＳ轨道及部分误

差改正项的周期相近，容易产生耦合效应。如半

日周期分潮（犕２、犛２、犖２、犓２）信号与ＧＮＳＳ卫星

轨道和电离层的周期相近，容易与ＧＮＳＳ卫星轨

道和电离层延时的残差相互影响。同理，周日分

潮（犓１、犗１、犘１、犙１）信号与对流层延时、光压摄动

信号发生耦合，而板块运动、站址升降、卫星钟差

和天线极化等因素引起的站址运动也容易与较长

周期的海洋分潮相互混淆。

３　结　语

从通过引入海潮负荷位移以提高 ＧＮＳＳ定

位精度，发展到利用ＧＮＳＳ技术监测海潮负荷所

引起的ＧＮＳＳ站址的周期性变化，ＧＮＳＳ反演海

潮负荷效应（主要是位移）的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

展。国内外研究人员利用 ＧＮＳＳ反演的海潮负

荷位移模型与现有的海潮负荷位移模型相比较，

在一些主要分潮上得到了比较理想的结果。但现

有的海潮负荷位移模型的精度还不能满足ＩＥＲＳ

规范所期望的精度，尤其是沿海地区受浅水效应

影响，相比其他地区精度欠佳，此问题现在还不能

从根本上解决。另外，在反演方法上还需要进一

步完善和发展，尽量减少伪周年项的产生以及系

统性差异。部分分潮与 ＧＮＳＳ残差存在耦合效

应，导致分潮的信号与ＧＮＳＳ卫星轨道和电离层

延时的残差相互影响和混淆。因此，需要在理论

和方法上进行更多的深入研究，提高利用ＧＮＳＳ

数据反演海潮负荷位移模型的精度。

参　考　文　献

［１］　Ｘｕ Ｘｉａｏｑｉｎｇ．Ｔｈｅ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ｃｅａｎ Ｔｉｄａｌ

Ｌｏａｄ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ｓｉｎｔｈｅＳｅａｓ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ｔｏＣｈｉｎａａｎｄ

ｏｖｅｒｔｈｅ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ｏｆａｎｄｎｅａｒＣｈｉｎａ［Ｄ］．Ｑｉｎｇｄａｏ：

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ＳＯＡ，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１（徐晓庆．中国近海和中国及邻近大陆海潮负

荷效应的计算［Ｄ］．青岛：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

所，２０１１）

［２］　ＹｕａｎＬｉｎｇｕｏ，ＤｉｎｇＸｉａｏｌｉ，ＳｕｎＨｅｐｉｎｇ，ｅｔａｌ．Ｄｅｔｅｒ

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ｃｅａｎＴｉｄｅＬｏａｄｉｎｇ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ｓｉｎ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ＵｓｉｎｇＧＰＳ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Ｊ］．犛犮犻犆犺犻狀犪

犈犪狉狋犺犛犮犻，２０１０，４０（６）：６９９７１４（袁林果，丁晓利，

孙和平，等．利用技术精确测定香港海潮负荷位移

［Ｊ］．中国科学（地球科学），２０１０，４０（６）：６９９７１４）

［３］　ＳｕｎＨｅｐｉｎｇ，ＺｈｏｕＪｉａｎｇｃｕｎ．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

ｔｈｅＯｃｅａｎ ＬｏａｄｉｎｇＳｉｇｎａｌｓｏｎ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ｍｅｎｔｓａｔ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ａｔｉｏｎＣｒｕｓｔ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ｂ

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Ｃｈｉｎａ［Ｊ］．犃犱狏犪狀犮犲犻狀犛犮犻

犲狀犮犲狊，２００２，１７（１）：３９４３（孙和平，周江存．中国地壳

运动观测网络基准站重力场变化的海潮负荷信号

改正问题［Ｊ］．地球科学进展，２００２，１７（１）：３９４３）

［４］　ＺｈａｎｇＪｉｅ，ＬｉＦｅｉ，ＬｏｕＹｉｄｏｎｇ，ｅｔａｌ．ＯｃｅａｎＴｉｄｅ

Ｌｏａｄ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ＧＰＳＰｒｅｃｉｓ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Ｊ］．犌犲狅

犿犪狋犻犮狊犪狀犱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犛犮犻犲狀犮犲狅犳犠狌犺犪狀犝狀犻狏犲狉

２１



　第４１卷第１期 刘经南等：ＧＮＳＳ研究海潮负荷效应进展

ｓｉｔｙ，２０１３，３８（１２）：１４００１４０４（张杰，李斐，楼益

栋，等．海潮负荷对ＧＰＳ精密定位的影响［Ｊ］．武汉

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２０１３，３８（１２）：１４００１４０４）

［５］　ＦａｒｒｅｌｌＷ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ａｒｔｈｂｙＳｕｒｆａｃｅＬｏａｄｓ

［Ｊ］．犚犲狏犌犲狅狆犺狔狊犛狆犪犮犲犘犺狔狊，１９７２，１０（３）：７６１７９７

［６］　ＦｒａｎｃｉｓＯ，ＭａｚｚｅｇａＰ．ＧｌｏｂａｌＣｈａｒｔｓｏｆＯｃｅａｎＴｉｄｅ

Ｌｏａｄ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ｓ［Ｊ］．犑犌犲狅狆犺狔狊犚犲狊，１９９０，９５（Ｃ７）：

１１４１１１１４２４

［７］　ＡｇｎｅｗＤＣ．ＮＬＯＡＤＦ：ＡＰｒｏｇｒａｍｆｏｒ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ＯｃｅａｎＴｉｄｅＬｏａｄｉｎｇ［Ｊ］．犑犌犲狅狆犺狔狊犚犲狊，１９９７，１０２

（Ｂ３）：５１０９５１１０

［８］　ＢｏｓＭＳ，ＢａｋｅｒＴＦ．Ａｎ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Ｅｒｒｏｒｓｉｎ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Ｏｃｅａｎ Ｔｉｄｅ Ｌｏａｄｉｎｇ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ｓ［Ｊ］．

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犌犲狅犱犲狊狔，２００５，７９（１３）：５０６３

［９］　ＳｕｎＨｅｐｉｎｇ，ＸｕＨｏｕｚｅ．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Ｏｃｅａｎ

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ＴｉｄａｌＭｏｄｅｌ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Ｇｌｏｂ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ａ

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Ｓｕｐｅｒ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ｇＧｒａｖｉｍｅｔｅｒｓ［Ｊ］．犛犮犻

犲狀犮犲犻狀犆犺犻狀犪犛犲狉犲犻狊犇 犈犪狉狋犺犛犮犻犲狀犮犲，２００５，４８

（１１）：６４９６５７（孙和平，许厚泽．基于全球超导重力

仪观测研究海潮和固体潮模型的适定性［Ｊ］．中国科

学辑地球科学，２００５，３５（７）：６４９６５７）

［１０］ＢａｋｅｒＴＦ，ＢｏｓＭ Ｓ．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ｎｇ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Ｏｃｅａｎ

Ｔｉｄ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Ｕｓｉｎｇ ＴｉｄａｌＧｒａｖｉ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Ｊ］．犌犲狅狆犺狔狊犑犐狀狋，２００３，１５２（２）：４６８４８５

［１１］ＢｏｙＪＰ，ＬｌｕｂｅｓＭ，ＨｉｎｄｅｒｅｒＪ，ｅｔａｌ．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ＴｉｄａｌＯｃｅａｎＬｏａｄ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ｓＵｓｉｎｇＳｕｐｅｒｃｏｎ

ｄｕｃｔｉｎｇＧｒａｖｉｍｅｔｅｒＤａｔａ［Ｊ］．犑犌犲狅狆犺狔狊犚犲狊，２００３，

１０８（Ｂ４，２１９３）：１１７

［１２］ＰｅｔｒｏｖＬ，ＭａＣＰ．ＳｔｕｄｙｏｆＨａｒｍｏｎｉｃＳｉｔ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ｂｙＶｅｒｙＬｏｎｇ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Ｉｎｔｅｒｆｅｒ

ｏｍｅｔｒｙ［Ｊ］．犑犌犲狅狆犺狔狊犚犲狊，２００３，１０８（Ｂ４，２１９０）：１１６

［１３］ＣｈｅｎＸｉａｎｄｏｎｇ．ＯｃｅａｎＴｉｄｅＬｏａｄｉｎｇ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ｉｎ

ＧＰＳＰｒｅｃｉｓ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Ｊ］．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犛狅狌狋犺犲犪狊狋

犑犻犪狅狋狅狀犵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２００６，４２（４）：４２９４３３（陈宪冬．

精密定位中的海潮负荷改正［Ｊ］．西南交通大学学

报，２００６，４２（４）：４２９４３３）

［１４］ＶｅｒｇｎｏｌｌｅＭ，ＢｏｕｉｎＭ Ｎ，ＭｏｒｅｌＬ，ｅｔａｌ．ＧＰＳＥｓｔｉ

ｍａｔｅｓｏｆＯｃｅａｎＴｉｄｅＬｏａｄｉｎｇｉｎＮＷＦｒａｎｃｅ：Ｄｅｔｅｒ

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ｃｅａｎＴｉｄｅＬｏａｄｉｎｇ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ｗｉｔｈ ＲｅｃｅｎｔＯｃｅａｎ Ｔｉｄｅ Ｍｏｄｅｌ［Ｊ］．

犌犲狅狆犵狔狊犑犐狀狋，２００８，１７３（２）：４４４４５８

［１５］ＫｉｎｇＭ Ａ，ＰｅｎｎａＮＴ，ＣｌａｒｋｅＰＪ，ｅｔａｌ．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ＯｃｅａｎＴｉｄｅＭｏｄｅｌｓＡｒｏｕｎｄ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ＵｓｉｎｇＯｎ

ｓｈｏｒｅＧＮＳＳａｎｄＧｒａｖｉｔｙＤａｔａ［Ｊ］．犑犌犲狅狆犺狔狊犚犲狊

犛狅犾犈犪狉狋犺，２００５，１１０（Ｂ０８４０１）：１２１

［１６］ＴｈｏｍａｓＩＤ，ＫｉｎｇＭＡ，ＣｌａｒｋｅＰＪ．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ＧＮＳＳ，ＶＬＢＩａｎｄＭｏｄｅｌ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ｏｆＯｃｅａｎＴｉｄｅ

Ｌｏａｄｉｎｇ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ｓ［Ｊ］．犌犲狅犱犲狊狔，２００７，８１（５）：

３５９３６８

［１７］ＫｉｎｇＭ．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ｃＧＮＳＳ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ｆｏ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Ｔｉｄａｌ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Ｊ］．犑犌犲狅犱狔狀，２００６，４１（１３）：７７８６

［１８］ＬａｍｂｅｒｔＡ，ＰａｇｉａｔａｋｉｓＳＤ，ＢｉｌｌｙａｒｄＡＰ，ｅｔａｌ．Ｉｍ

ｐｒｏｖｅｄＯｃｅａｎＴｉｄｅＬｏａｄｉｎｇ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Ｇｒａ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Ｃａｎａｄａ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Ｊ］．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犪犾犚犲狊犲犪狉犮犺，１９９８，

１０３（Ｂ１２）：３０２３１３０２４４

［１９］ＤｒａｇｅｒｔＪ，ＬａｍｂｅｒｔＡ．ＯｃｅａｎＬｏａｄｉｎｇ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ＧＮＳＳ：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ａｔｔｈｅ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ＣｏａｓｔａｌＳｉｔｅＨｏｌｂｅｒｇ［Ｊ］．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犪犾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犔犲狋

狋犲狉狊，２０００，２７（１４）：２０４５２０４８

［２０］ＺｅｒｂｉｎｉＳ，ＭａｔｏｎｔｉＦ，ＲａｉｃｉｃｈＦ，ｅｔ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ｉｎｇ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Ｎｏｎｔｉｄａｌ ＯｃｅａｎＬｏａｄｉｎｇ Ｕｓｉｎｇ Ｏｃｅａｎ，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ＧＮＳＳａｎｄＧｒａｖｉｔｙＤａｔａｉｎｔｈｅＡｄｒｉａｔｉｃ

Ａｒｅａ［Ｊ］．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犪犾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犔犲狋狋犲狉狊，２００４，３１

（Ｌ２３６０９）：１５

［２１］ＭｕｒｉｅｌＬ，ＦｌｏｒｓｃｈＮ，ＢｏｙＪＰ，ｅｔａｌ．Ｍｕｌｔｉ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ｏｆ Ｏｃｅａｎ Ｔｉｄｅ Ｌｏａｄｉｎｇ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Ｆｒａｎｃｅ［Ｊ］．犆犚犌犲狅狊犮犻犲狀犮犲，２００８，３４０（６）：３７９３８９

［２２］ＭｅｌａｃｈｒｏｉｎｏｓＳＡ，ＬｌｕｂｅｓＲＢ，ＰｅｒｏｓａｎｚＦ．Ｏｃｅａｎ

ＴｉｄｅＬｏａｄｉｎｇ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ｓｆｒｏｍＧｌｏｂａｌａｎｄＬｏｃａｌ

Ｇｒｉｄ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ｔｏ ＧＮＳ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ｏｖｅｒｔｈｅ

ＳｈｅｌｆｏｆＢｒｉｔｔａｎｎｙ，Ｆｒａｎｃｅ［Ｊ］．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犌犲狅犱犲狊狔，

２００８，８２（６）：３５７３７１

［２３］ＣｌａｒｋｅＰＪ，ＰｅｎｎａＮ Ｔ．ＯｃｅａｎＴｉｄｅＬｏａｄｉｎｇ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ＧＮＳＳｉｎｔｈｅＢｒｉｔｉｓｈＩｓｌｅｓ［Ｊ］．犛狌狉狏犲狔犚犲狏

犻犲狊，２０１０，４２（３１７）：２１２２２８

［２４］ＭｃＣａｒｔｈｙＤＤ，ＰｅｔｉｔＧ．ＩＥＲＳ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ＮｏｔｅＮｏ．

３２ ［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ｅｒｓ．ｏｒｇ／ＩＥＲＳ／ＥＮ／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Ｎｏｔｅｓ／ｔｎ３２．ｈｔｍｌ，２００３

［２５］ＤａｃｈＲ，ＤｉｅｔｒｉｃｈＲ．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ＯｃｅａｎＬｏａｄ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ＧＮＳＳＤｅｒｉｖｅｄ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ｂｌｅ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ｒ

［Ｊ］．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犪犾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犔犲狋狋犲狉狊，２０００，２７（１８）：

２９５３２９５８

［２６］ＳｈｕｍＣＫ，ＷｏｏｄｗｏｒｔｈＰＬ，ＡｎｄｅｒｓｅｎＯＢ，ｅｔａｌ．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ＲｅｃｅｎｔＯｃｅａｎＴｉｄｅＭｏｄｅｌｓ

［Ｊ］．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犪犾犚犲狊犲犪狉犮犺，１９９７，１０２

（Ｃ１１）：２５１７３２５１９４

［２７］ＫｉｎｇＭＡ，ＰｅｎｎａＮＴ，ＣｌａｒｋｅＰ．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Ｏ

ｃｅａｎＴｉｄｅＭｏｄｅｌｓａｒｏｕｎｄ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Ｕｓｉｎｇｏｎｓｈｏｒｅ

ＧＮＳＳａｎｄＧｒａｖｉｔｙＤａｔａ［Ｊ］．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犪犾

犚犲狊犲犪狉犮犺，２００５，１１０（Ｂ０８４０１）：１２１

［２８］ＰｅｎｎａＮＴ，ＢｏｓＭＳ，ＢａｋｅｒＴＦ，ｅｔ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ｔｈｅ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ＯｃｅａｎＴｉｄｅＬｏａｄｉｎｇＤｉｓｐｌａｃｅ

ｍｅｎｔＶａｌｕｅｓ［Ｊ］．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 犌犲狅犱犲狊狔，２００８，８２

（１２）：８９３９０７

［２９］ＵｒｓｃｈｌＣ，ＤａｃｈＲ，ＨｕｇｅｎｔｏｂｌｅｒＵ，ｅｔａｌ．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ｎｇ

ＯｃｅａｎＴｉｄｅＬｏａｄ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ｓＵｓｉｎｇＧＮＳＳ［Ｊ］．犑狅狌狉

狀犪犾狅犳犌犲狅犱犲狊狔，２００５，７８（１０）：６１６６２５

［３０］Ｈｗａｎｇ Ｃ．ＣｏａｓｔａｌＧｒａｖｉｔｙ 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ｆｒｏｍ Ｒｅ

ｔｒａｃｋｅｄＧｅｏｓａｔ／ＧＭＡｌｔｉｍｅｔｒ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Ｌｉｍ

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Ａｉｒｂｏｒｎ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Ｄａｔａ［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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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犌犲狅犱犲狊狔，２００６，８０（４）：２０４２１６

［３１］ＭａｔｓｕｍｏｔｏＫ，Ｔａｋａｎｅｚａｗａ Ｔ，Ｏｏｅ Ｍ．ＯｃｅａｎＴｉｄｅ

Ｍｏｄｅｌ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ｂｙ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ｎｇ ＴＯＰＥＸ／ＰＯＳＥＩ

ＤＯＮＡｌｔｉｍｅｔｅｒＤａｔａｉｎｔｏ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Ａ

Ｇｌｏｂａｌ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ａ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ＭｏｄｅｌＡｒｏｕｎｄＪａｐａｎ［Ｊ］．

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犗犮犲犪狀狅犵狉犪狆犺狔，２０００，５６（５）：５６７５８１

［３２］ＹｕｎＨＳ，ＬｅｅＤ，ＳｏｎｇＤ．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ｓｏｖｅｒｔｈｅＣｏａｓｔａｌＡｒｅａｏｆＫｏｒｅａＤｕｅｔｏ

ｔｈｅＯｃｅａｎＴｉｄｅＬｏａｄｉｎｇＵｓｉｎｇＧＮＳＳ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Ｊ］．

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犌犲狅犱狔狀犪犿犻犮狊，２００７，４３（４／５）：５２８５４１

［３３］ＺｈａｎｇＨａｎｗｅｉ，ＺｈｅｎｇＹｏｎｇ，ＺｈａｏＦａｎｇｑｕａｎ．Ｔｈｅｏ

ｒｅ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ＯｃｅａｎＬｏａｄｉｎｇＴｉｄ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ｎ

Ｓｔ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ｓ［Ｊ］．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犌犲狅犱犲狊狔犪狀犱

犌犲狅犱狔狀犪犿犻犮狊，２００３，２３（１）：６９７３（张捍卫，郑勇，赵

方泉．海洋负荷潮汐对测站位移影响的理论研究

［Ｊ］．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２００３，２３（１）：６９７３）

［３４］ＺｈｏｕＪｉａｎｇｃｕｎ，ＳｕｎＨｅｐｉｎｇ．ＴｈｅＬｏａｄ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Ｌｏ

ｃａｌＴｉｄｅｏｎ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Ｊ］．犘狉狅犵狉犲狊狊犻狀犌犲狅狆犺狔狊

犻犮狊，２００７，２２（５）：１３４０１３４４（周江存，孙和平．近海

潮汐效应对测站位移的负荷影响［Ｊ］．地球物理学进

展，２００７，２２（５）：１３４０１３４４）

［３５］ＫｉｎｇＭ．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ｃＧＮＳＳ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ｆｏ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Ｔｉｄａｌ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Ｊ］．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犌犲狅犱狔狀犪犿犻犮狊，２００６，４１（１

３）：７７８６

［３６］ＤａｍＴＶ，ＡｈｒＪＷ，ＬａｖａｌｌｅｅＤ．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

Ａｎｎｕａｌ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Ｃｒｕｓｔａｌ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ｓｆｒｏｍＧＮＳＳ

ａｎｄ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ＧＲＡＣＥ）ｏｖｅｒＥｕｒｏｐｅ［Ｊ］．犑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犪犾犚犲狊，

２００７，１１２（Ｂ０３４０４）：１１１

［３７］ＧｒｅａｖｅｓＭ，ＢｉｎｇｌｅｙＲ，ＢａｋｅｒＤ，ｅｔａｌ．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

ｐｏｒｔｏｆＧｒｅａｔＢｒｉｔａｉｎ，２００４［Ｃ］．Ｔｈｅ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ｆ

ｔｈｅＩＡＧＳｕｂ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Ｒｅｆｅｒ

ｅｎｃｅＦｒａｍｅ，Ｂｒａｔｉｓｌａｖａ，Ｓｌｏｖａｋｉａ，２００４

［３８］ＹｕａｎＬＧ，ＤｉｎｇＸＬ，ＺｈｏｎｇＰ，ｅｔａｌ．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

ＯｃｅａｎＴｉｄｅＬｏａｄｉｎｇ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ｉｎ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Ｕｓｉｎｇａ

Ｄｅｎｓｅ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ＧＮＳＳＮｅｔｗｏｒｋ［Ｊ］．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

犌犲狅犱犲狊狔，２００９，８３（１１）：９９９１０１５

［３９］ＹｕａｎＬＧ，ＣｈａｏＢＦ，ＤｉｎｇＸｉａｏｌｉ，ｅｔａｌ．ＴｈｅＴｉｄ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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