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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长江口水域地形地貌研究对河道治理建设、水上交通运输等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具有重要意义，而建立

高精度的无缝深度基准面及其与其他垂直基准间转换模型将直接影响到水陆交界区高精度地形地貌数据的

获取及统一综合管理与分析。为此着重研究了基于三维潮波运动数值模拟、海面地形和大地水准面 3种手段

联合的河口水域无缝深度基准面构建及其与其他垂直基准间转换模型，并在长江口南支这一典型河口水域进

行了建模实验和模型精度评估分析。结果显示，垂直基准转换模型中误差为 12.4 cm，与现场长期潮位站实际

观测结果比对分析得垂直基准转换模型误差绝对值均值为 24.2 cm，尽管大于模型中误差估值，但仍满足国际

水道测量规范对测深中垂向最大不确定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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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口区及其毗邻水域有着丰富的生物资源

和矿产资源，水资源也十分丰富，更建有各种港

口，因而河口地形地貌研究对港口建设、河道清

淤与疏浚、水上交通运输等人类社会经济活动都

具有重要意义。而水陆地形地貌垂向观测数据

的综合、统一分析与管理可为上述活动的决策与

开展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众所周知，陆地高程

和海底水深隶属于两个不同的垂直基准体系，在

综合二者时需确定不同垂直基准间的转换关系。

随 着 全 球 导 航 卫 星 系 统（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GNSS）观测精度的日益提升，构

建连续的水文垂直基准面及其与其他垂直基准

间的转换模型研究成为一个热点［1‐2］。国内外学

者及相关研究机构在海洋垂直基准转换与统一

的算法和模型上做了大量研究。20世纪 90年代，

加 拿 大 水 文 局（Canadian Hydrographic Service，
CHS）开展了全国验潮站基准 GNSS观测工作，

将海图基准与参考椭球基准联系起来，从而将水

道测量学带入了 GNSS时代［3］。2000年初，CHS
根据前期积累的海图基准与参考椭球基准间的

分离量采用空间插值法建立了一个连续的海图

基准到椭球基准的转换模型［4‐5］。由于未考虑潮

位站和近海水域的潮汐非线性变化，因此在这些

区域其模型的精度受到了较大影响。 2010年，

CHS通过联合验潮站数据、卫星测高、GNSS、大
地水准面模型及动态海面地形模型重新构建了

模型，并命名为 HyVSEPs（hydrographic vertical
separation surfaces）模型［6］。诸如此类研究，还有

英国水文局的 VORF（vertical offshore reference
frame）工程，同样融合了卫星测高、验潮数据及水

文动态模型在沿海地区开展了不同垂直基准转

换研究［7‐8］。美国国家海洋大气管理局和国家大

地测量局联合研制的垂直基准转换软件系统

VDatum，可以在美国的各种垂直参考资料之间

进行转换，包括潮汐参考资料、正交垂直参考资

料和椭球参考资料等［9‐10］。澳大利亚的气候变化

与能源效率部发起的 UDEM（urban digital eleva‐
tion modelling in high priority regions）项目，旨在

促进跨滨海区域的无缝、高程数据集的创建，以

进行气候变化风险评估。无缝的海岸数据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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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地形数据与水深数据相结合，先决条件就是

各自的高程数据集需关联到相同的垂直基准上。

因此，建立了以参考椭球为基础的垂直基准转换

模型［11］。此前，澳大利亚昆士兰的AusHydroid模
型建立了最低天文潮面和WGS84（world geodet‐
ic system 84）参考椭球面间的转换关系［11‐13］；2012
年，Broadbent［14］曾研究建立了最高天文潮面与澳

大利亚国家正高基准间的转换关系。然而，在上

述两个转换模型构建中，都是采用插值拟合法构

建连续曲面，而未考虑到水文动力因素，导致了

其使用的局限性。赵建虎等［15］基于 GNSS事后

动态处理技术开展了远岸海域的潮汐垂直基准

确定及其与参考椭球基准间转换关系研究，取得

了较好的效果，但仍未解决由点到面的垂直基准

转换问题。

由此可见，参考椭球基准由于 GNSS垂直定

位精度的日益提高，已成为其他垂直基准向其转

换的最佳选择。中国测深数据和成果依托于理

论最低天文潮面，若要将陆地与水深等相关数据

成果无缝衔接起来，得建立最低天文潮面与参考

椭球基准间的转换模型。众所周知，天文最低潮

面基准具有随时间和空间变化，且呈现离、跳变

等非连续特征［16］。此外，天文最低潮面还受流体

动力学因素影响，即天文最低潮面的变化并非呈

线性，尤其在地形复杂水深较浅的河口水域，潮

差和潮波的变化将变得异常复杂［17‐18］，这对连续

深度基准面的建模精度产生影响。潮波运动数

值模拟的算法理论逐渐成熟，无论是二维还是三

维模式，其模拟精度越来越高。最低天文潮面与

最大潮差相关，因此可考虑根据潮波运动数值模

拟结果来构建连续的最低天文基准面模型。此

外，最低天文潮面基准是一个相对量，乃相对于

长期平均海面，而由于潮波运动的存在，在构建

最低天文潮面基准与参考椭球基准间的关系时，

还需考虑动态海面地形因素的影响。

综上，本文将重点研究基于潮波运动数值模

拟、海面动态地形和大地水准模型等多源数据的

融合，来构建地形复杂的河口水域的深度基准与

参考椭球基准间的无缝转换关系的算法和模型。

1 基准的转换方法与原理

图 1展示了若干不同垂直基准面间的空间几

何关系。中国深度基准面通常采用理论最低天

文潮面，其位于长期平均海平面（mean sea sur‐
face，MSS）以下 L处。平均海平面可看成一个不

受干扰的稳定海水面，由于受到非潮汐因素影

响，尽管它与大地水准面十分接近，但仍存在差

异，其差异也称为平均海面地形，如图 1中 δ所

示。图 1中共有参考椭球基准、大地水准面、平均

海面地形和深度基准（lowest astronomical tide,
LAT）4种垂直基准，其中，前 3者都是连续变化的

曲面，而深度基准一般表现为离散非连续的，因

此在构建深度基准与参考椭球基准的转换关系

前，需要建立一个连续变化的深度基准面。

根据图 1中垂直基准间的空间关系可得：

Δh (φ,λ )= HMSS (φ,λ )- L (φ,λ )=
N (φ,λ )+ δ (φ,λ )- L (φ,λ ) （1）

式中，HMSS为平均海面基于参考椭球的大地高，

由大地水准面差距N和平均海面地形 δ两部分组

成；L为构建的连续深度基准面；∆h为待求的深

度基准与参考椭球基准间的分离量，是关于大地

坐标（φ，λ）的函数。

1.1 连续深度基准面构建

中国海道测量规范规定采用理论最低天文

潮面作为深度基准面，依据主要分潮的潮汐调和

常数并按照理论最低潮面模型计算得到。其意

义为相对于长期平均海平面以下理论上可能出

现的最低潮面。由于深度基准面的确定依赖于

长期潮汐观测资料，而潮汐观测资料是通过验潮

仪器观测获得，受观测条件的限制，验潮仪的布

设通常集中在沿岸浅水区域，且密度稀疏，因此

通过验潮站潮位资料确定的某一水域的深度基

准呈现为离散非连续特征。另外，正如前言所

述，在河口水域，由于潮汐变化的非线性等原因，

单纯利用数值插值拟合方法构建河口某水域连

续深度基准面，精度可能较差且不稳定。针对上

述情况，本文考虑采用基于潮波运动数值模拟的

连续深度基准面构建方法，来建立河口水域的连

续深度基准。采用有限元近海海洋环流模式（fi‐
nite‐volume coastal ocean model，FVCOM），结合

水底地形数据及开边界水位强迫数据，模拟长江

口水域一定时段的潮位数据及潮差。根据潮差

图 1 海洋中若干垂直基准间空间关系

Fig.1 Spatial Relationships Among LAT, MSS,
Geoid and Reference Ellips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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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深度基准间相关性，采用潮差比法推求模拟格

网点的深度基准值，进而得到区域的深度基准面

格网模型。在潮波运动非线性水域，该方法可模

拟得到较高精度的潮差变化信息，进而建模得到

较高精度且符合潮汐变化特征的连续深度基

准面［15］。

1.2 平均海面地形的确定

海面地形可通过卫星测高手段获取。目前

也有相关研究机构实时发布经各项改正处理的

卫星测高产品。例如，哥白尼海洋环境监测服务

（Copernicus marine environment monitoring ser‐
vice，CMEMS）发布的卫星测高产品，包括了来

自不同的多源卫星、不同空间分辨率、全球或局

域、交叉轨迹或沿轨，含有海面地形、海表面流速

流向等不同参量信息的测高产品。根据不同地

理位置信息及具体需求，针对性下载相关测高产

品，获取海面地形信息，进而构建平均海面地形

曲面。本文采用 CMEMS发布的卫星测高产品

进行海面地形计算及建模。

1.3 大地水准面的确定

由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的研发团队发

布的全球超高阶地球重力场模型（Earth gravita‐
tional model 2008，EGM2008），其 参 考 椭 球 为

WGS84，分辨率为 5'×5'，采用了美国重力恢复与

气候实验卫星跟踪数据、卫星测高数据和地面重

力数据等，有着较高的精度水准。因此，本文采

用重力模型 EGM2008来计算大地水准面。

2 实验与分析

2.1 实验区域

本文选择长江口南支水域作为实验区，主要

从如下方面考虑：首先，从地形、地理环境特征考

虑，长江口作为长江入海口的末段水域，岸线变

化曲折复杂，且在南支出海口中间坐落有长兴和

横沙两座小岛，这对该水域的潮波运动、潮汐性

质的变化存在一定影响；然后，在出海口水域，潮

波运动受地形影响较大，表现为长江口外水域为

正规半日潮，而口内则为不正规半日潮，潮差由

口门往里递减，水文特征复杂，为典型的河口水

域；最后，长江口末端水域分布有多数长期验潮

站，且都已进行过 GNSS水准联测工作，确定了

验潮零点的绝对高程，本文已收集到这些重要的

现场实测资料。因此，本研究也将采用这些数据

来验证本文构建的深度基准与参考椭球基准间

分离量模型的精度。

2.2 垂直基准转换模型构建

建立长江口南支区域的连续深度基准面模

型，本文采用 FVCOM软件［15］进行长江口区域的

潮波三维运动数值模拟。根据 FVCOM模拟的

长江口南支水域平均大潮潮差，构建了该区域的

连续深度基准，其分辨率跟 FVCOM模拟时所构

建三角形格网相关，为 0.04'×0.04'，如图 2所示。

该区域的大地水准面模型采用重力场模型

EGM2008计算得到，分辨率为 5'×5'。通过双二

次插值法构建了长江口水域的大地水准面，如

图3所示。该区域的大地水准面变化趋势较为简

单，等值线分布近似平行，且由口内向口外逐渐

递增。此外，还收集了长江口区域共计 30个点位

的 GNSS水准数据资料，通过计算得各点位的水

准面的大地高值。图 3中，圆形离散点代表实际

GNSS水准点位，其颜色则表征其实测的大地水

准面差距。

海面地形数据采用的是 CMEMS提供的全

球海洋格网化测高产品，包括海面地形、海表面

流速等信息，格网分辨率为 0.25°×0.25°，坐标参

考框架为WGS84，产品的时间范围从 2017-01至

图 3 长江口水域大地水准面模型及GNSS水准点

Fig.3 Geoid Model of the Yangtze Estuary South Branch
and GNSS Leveling Points

图 2 基于FVCOM建立的长江口南支连续深度基准模型

Fig. 2 Seamless Chart Datum Model of the Yangtze Estuary
South Branch Based on Tidal Wave Motion by F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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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在计算平均海面地形过程中，将各格网点每

日海面地形被提取出来，通过算术取平均作为该

节点的平均海面地形，通过最小曲率插值拟合构

建长江口区域的平均海面地形模型，如图 4所示。

由于地形的因素，从图 4中可看到海面地形的卫

星测高数据未能覆盖整个长江口南支水域。由

图 4中海面地形的变化趋势可看到，整个长江口

的海面地形变化幅度非常小，基本在 5 cm以内，

由口内向口外逐渐递增。

至此，已完成长江口南支深度基准、平均海

面地形和大地水准面的建模，根据式（1）可建立

该区域的深度基准向参考椭球基准转换的模型。

由于各自分辨率不尽相同，因此需要解决模型间

分辨率不同的问题。首先，通过将深度基准和大

地水准面模型重采样并抽稀，使得二者与平均海

面地形模型具有完全相同的分辨率和格网点，并

在每个格网点上采用式（1）进行运算；然后，采用

最小曲率插值拟合出长江口南支区域的深度基

准与参考椭球基准间分离量的模型，如图 5所示。

图 5中，分离量 ∆h由口内向口外逐渐递增，变化

范围大致在 10~12.5 m，由此可见，深度基准与参

考椭球基准之间的分离量因地理位置不同而存

在较大差异。此外，在南支上游河段及口外的外

海水域，等值线分布近似成平行分布，而在长江

口南支和北支末端，由于潮汐受泾内河流和外海

潮波运动的综合影响，等值线的分布发生弯曲，

近似形成闭合状。

2.3 模型精度评估与分析

模型精度评估是衡量模型的一个重要指标，

其精度高低将直接决定其实际意义。从式（1）可

以看出，垂直基准转换模型的误差主要来源于深

度大地水准面模型、平均海面地形及深度基准模

型 3个方面。

文献［19］详细介绍了 EGM2008模型在海洋

中的精度，其中，在纬度低于 66°海域，模型误差的

均方根值为 5.8 cm，而其他海域则为 6.1 cm。该

精度代表的是 EGM2008在大洋大尺度环境下的

一个精度评估值，而长江口水域相较于大洋，不

仅在空间范围尺度上要小得多，且在地形环境上

也要更加复杂。目前，共收集到 30个 GNSS水准

点，将位于长江边或江中的 GNSS水准点保留，

剔除位于大陆或岛屿中央的点位后，共计留下 28
个点（如图 3所示）。通过计算这 28个点位实测

的大地水准面差距与 EGM2008模型估值的差

值，得到 28个点位的差值绝对值均值为 10.3 cm，

中误差为 10.4 cm。基于该实测的分析结果，本研

究选取 10.4 cm作为长江口南支水域大地水准面

的模型误差。

卫星测高产品不仅给出了各个格网节点每

天的海面地形等信息，而且给出了每个节点每天

的误差值。由于在计算平均海面地形时，采用的

是将每天的海面地形求算术平均值作为节点最

终的海面地形，可进一步计算出每个格网节点平

均海面地形的中误差。各个节点平均海面地形

中误差不尽相同，取最大中误差作为长江口南支

水域平均海面地形模型的中误差值，其大小为

3.8 cm。连续深度基准面是基于 FVCOM潮波运

动三维数值模拟结果建立而成，通过将模拟结果

与长江口南支水域若干长期验潮站真实的深度

基准面比较，得到误差绝对值最大值为 5.5 cm，将

其作为整个长江口南支水域深度基准面模型的

中误差。已得长江口南支水域大地水准面、平均

海面地形和深度基准面 3个模型的误差大小，根

据误差传播定律并结合式（1），得到了深度基准

图 5 长江口南支水域深度基准与参考椭球基准间的分

量∆h模型

Fig.5 Separation Surface ∆hModel Between Chart
Datum and WGS84 Reference Ellipsoid of the Yangtze

Estuary South Branch

图 4 长江口水域平均海面地形模型

Fig.4 Mean Sea Surface Height Above the Geoid Model
of the Yangtze Estuary South Bra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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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参 考 椭 球 基 准 间 分 离 量 模 型 的 中 误 差 为

12.4 cm。考虑到本研究只是对上述 3种模型的

中误差做了简单粗略估计，与实际情况可能存在

较大出入，因此 12.4 cm的中误差估值在后续野

外实测数据验证时只作简单参考，不能作为真实

的转换模型精度。

为验证垂直基准转换模型的精度，利用已收

集到的位于长江口南支水域的长期验潮站实测

资料来进行验证，验潮站位置分布如图 6所示。

这些验潮站的潮位观测零点的WGS84大地

高程已通过水准联测获得，且深度基准值已通过

多年的潮位数据进行调和分析后计算得到，各验

潮站的平均海平面、深度基准面与WGS84参考

椭球面之间的关系可确定出来。同时，根据已建

立的垂直基准转换模型估计出各个验潮站处深

度基准与WGS84参考椭球面之间分离量值。由

于本文建立的转换模型大致覆盖到杨林、六滧港

和共青圩 3个验潮站，因此本文只在这 3 个验潮

站处进行比对分析，其结果如表 1所示。

由表 1可知，杨林、六滧港和共青圩 3个潮位

站实际观测得到的深度基准与WGS84参考椭球

基准间的分离量分别为 10.096 m、10.046 m 和

11.537 m，与模型估值比较所得的误差依次为

−19.8 cm、−25.8 cm和−27.0 cm，3站误差绝对

值 均 值 为 24.2 cm。 相 比 模 型 中 误 差 估 值

12.4 cm，模型绝对误差要远大于中误差。其原因

分析如下，在垂直基准转换模型构建中采用到的

平 均 海 面 地 形 模 型 ，尽 管 其 中 误 差 估 值 只 有

3.8 cm，但根据卫星测高产品提供的各个节点每

天动态海面地形的误差参数信息，可发现其误差

范围大多数都在 10~30 cm，精度差的甚至超过

40 cm。而本文采用的是平均海面地形模型，是

将每个节点每天的动态海面地形值取算术平均，

导致每个格网节点的平均海面地形的中误差迅

速下降，但这并不能代表平均海面地形的准确。

若卫星测高产品提供的海面地形信息中含有系

统误差，即使求算术平均也无法消除或大幅度地

削弱系统误差，会在实际应用中体现出来。从

表1可以看到，垂直基准转换模型在杨林、六滧港

和共青圩 3个潮位站的误差均为负数，这说明该

模型中很可能存在着系统偏差，导致了模型估值

均小于实际观测值。尽管这需要更多的现场实

测数据去验证这一假说，但可以确定的是，由于

海面地形的测高产品在长江口这一典型河口水

域的精度较差，在整体上也影响了后续构建的垂

直基准转换模型的精度。

国 际 水 道 测 量 组 织（International Hydro‐
graphic Organization，IHO）规范［20］对水深测量精

度有详细的要求。在将潮汐观测误差、垂直基准

及垂直基准面转换等所有误差因素考虑在内，在

95%的置信区间内，所允许的最大垂向不确定度

应在（a2+b2d2）1/2以下。其中，a表示不随深度变

化而变化的固定常数，b为系数，d为水深。在水

深小于 100 m水域，参数 a和 b分别为 0.5 m和

0.013。而长江口南支末端水域，深度变化范围大

致在 10~60 m，因此结合垂直不确定度表达式，

可 得 垂 向 上 允 许 的 最 大 不 确 定 度 为 51.7~
92.6 cm。由此可见，本文所构建的垂直基准转换

模型精度误差远小于 IHO规范要求，具有实际应

用意义。此外，本文构建河口水域海陆无缝垂直

基准间转换模型的思想对后续该方向的研究也

有借鉴意义，若能进一步改进沿岸水域海面地形

或海平面模型产品精度，将大大改善垂直基准转

换模型的精度。

图 6 长江口长期验潮站分布示意图

Fig.6 Schematic Diagram of Long‐Term Tidal Station
Distribu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表 1 深度基准与WGS84参考椭球基准间分离量模型估值和实测值比对

Tab.1 Comparison of Transformation Model Estimates and Field Observation Value at Long‐Term Tidal Stations

站名

杨林

六滧港

共青圩

验潮零点

WGS84大地高程/m
9.108
10.287
11.106

平均海平面高（相对

于验潮零点）/m
2.558
2.489
2.201

深度基准值（相对于

长期平均海平面）/m
1.57
1.73
1.77

分离量 Δh
实测值/m
10.096
11.046
11.537

分离量 Δh
模型估值/m
10.294
11.304
11.807

误差

/cm
−19.8
−25.8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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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语

本文研究了无缝深度基准及其与WGS84参
考椭球基准间转换模型的构建原理与方法，并在

长江口南支水域进行建模实验及精度评估分析

与验证。实验结果显示，垂直基准转换模型中误

差估值为 12.4 cm，与现场潮位站实际观测结果比

对验证得模型误差绝对值均值为 24.2 cm。其原

因是由于海面地形测高产品在长江口水域精度

较差，导致了误差绝对值远大于模型中误差估

值。尽管如此，转换模型精度仍满足国际水道测

量规范里对测深中垂向最大不确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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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ment of Sea‐Land Vertical Datum Transformation for
Hydrography Combining with Geoid，Sea Surface Topography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Tidal Wave Motion in
the Yangtze Estuarine Waters

KE Hao 1 ZHAO Jianhu 2 ZHOU Fengnian 3 WU Jingwen 3

BAO Jingyang 2 ZHAO Xiangwei 4 XIE Pengpeng 4

1 Chinese Antarctic Center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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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ydrology and Water Resources Survey Bureau of Yangtze River Estuary, Bureau of Hydrology, Changjiang Water Resources
Commission, Shanghai 200136, China

4 Jiangsu Power Design Institute Co., Ltd of China Energy Engineering Group, Nanjing 211102, 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 research on topography and landform of the Yangtze estuarine water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human social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such as river management, river construction and water
transportation. Establishing an accurate and seamless chart datum and its transformation model with other
vertical datums will directly affect the acquisition of high‐precision topographic and geomorphic data at the
water‐land junctions and the unified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and analysis. Thu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establishment of seamless chart datum and its transformation model with other vertical datums for estuarine
waters, combining with geoid, sea surface topography and three‐dimensional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tidal
wave motion.Methods:Firstly, the unstructured ‐ grid, finite ‐ volume community ocean model (FVCOM)
was used to simulate tidal level and calculate the tidal range at each grid node with the underwater topo‐
graphic data and the open boundary water level forcing data. According to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idal
range and chart datum, the chart datum value of each grid node was deduced using tidal range ratios from
tide gauge stations with known datums, and a regional seamless chart datum was then established. Second‐
ly, the mean sea surface topography corresponding to a long time scale at each grid node was calculated
with the daily sea surface topography product provided by the Copernicus marine environment monitoring
service (CMEMS). The mean sea surface topography model was further established by the minimum curva‐
ture interpolation. Meanwhile, the geoid in the corresponding area was calculated by the global ultra‐high‐
order gravity field model Earth gravitational model 2008 (EGM2008) with a spatial resolution of 5' × 5' .
Thirdly, the geoid model was established through bi ‐ quadratic interpolation.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se
three constructed models and the geometric relationship of three kinds of vertical datums in space, unifica‐
tion to a consistent spatial resolution was performed and the separation value between chart datum and the
ellipsoid reference datum at each grid node was calculated. The vertical datum transformation model be‐
tween the seamless chart datum and ellipsoid reference datum was established by the minimum curvature in‐
terpolation. Results: Using this method, we carried out the experiment at the typical estuarine waters,
south branch of the Yangtze Estuary, and established the seamless chart datum and its vertical datum trans‐
formation model. The 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GNSS) leveling data from three long ‐ term tide

（下转第 7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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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only effectively avoid the defects of traditional methods but also obtain boundaries with good continuity
and convergence. In addition, the boundary identified by the Tcos value and the Ttan value of the full tensor
gravity gradient component combination is consistent with accurate positioning and the better convergence,
and the accuracy of the horizontal position of the fracture structure or the boundary of the geological body is
improved. Moreover, this paper also uses the improved Canny boundary extraction method to accurately
obtain the plane position of the South China Sea fault. The obtained South China Sea fault boundary is con‐
sistent with the Tcos and Ttan values, and the boundary of the South China Sea structural unit is accurately
given.Conclusions：：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argins of the South China Sea Basin are different, with the
west, east, south, and north as a strike‐slip fault, a trench subduction fault, a compression fault, and a ten‐
sile fault, respectively. The South China Sea fault strikes are mainly in NE and NW directions, followed
by NEE, NW, EW, and near SN directions.
Key words：satellite gravity data；full tensor gradient；boundary identification；boundary extraction；fault
strike

First author: GUO Dongmei, PhD, associate researcher, specializes in the theory and application of gravity field. E‐mail: guodongmei67@
163.com
Foundation support: The Independent Project of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Geodesy and Earths Dynamics (E025011010); the Basic F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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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格式：GUO Dongmei,HE Huiyou.Boundary Identification and Extraction of Fault Structur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Using Full Tensor
Gravity Gradient Combination[J]. Geomatic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of Wuhan University, 2022, 47(5): 738-746. DOI: 10.13203/j. whu‐
gis20190434（郭东美,何慧优 .应用全张量重力梯度组合识别并提取中国南海断裂 [J].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2022,47(5):738-746.
DOI:10.13203/j.whugis20190434）

（上接第 737页）

gauge stations were used for verification and accuracy evaluation of the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b‐
solute errors of the vertical datum transformation model at these three long‐term tide gauge stations were −
19.8 cm, −25.8 cm and −27.0 cm respectively, which were all higher than the evaluated error (12.4 cm)
of the model. The main reason is that the Yangtze estuarine waters have complicated tidal wave characteris‐
tics and they are nearshore waters, which leads to poor accuracy of the mean sea surface topography model
in this region, thus further reducing the accuracy of the transformation model as a whole. Despite this, the
accuracy of the transformation model still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International Hydrographic Organiza‐
tion standards for hydrographic surveys.Conclusions:Therefore, the research method of this paper are feasi‐
ble and reliable, especially in far ‐sea areas. When the accuracy of satellite altimetry is further improved in
the nearshore areas, the proposed method in this paper can be extended to nearshore and inland waters.
Key words：chart datum；geoid；sea surface topography；tidal wave motion；vertical datum transforma‐
tion；Yangtze estuarine waters

First author: KE Hao, PhD, associate professor, majors in marine surveying and mapping. E‐mail: kehao1984@whu.edu.cn
Foundation support: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41506120);the Research on Modeling of Seamless Marine Ver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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