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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站至A 冰穹考察及沿线GPS 复测结果分析

王清华1　鄂栋臣1　陈春明1

(1　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 ,武汉市珞喻路 129号 , 430079)

摘　要:南极中山站至 A 冰穹(Dome_A)考察沿线布设有 GPS 高精度定位点 , 通过用高精度 GPS 静态定位处

理软件GAMIT/ GLOBK 对三期观测数据的处理可知 , 考察沿线的 GPS 点以 8 ～ 25m/ a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冰

盖边缘方向)流动 , 越接近冰盖边缘 ,运动速度越快 ,最快达到 100m/ a;而且 ,冰川整体上以 1 ～ 5m/a2 的加速

度流动。同时 ,由于冰盖的流动 , 引起了垂直方向 0.2～ 1m/a的沉降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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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分别于 1996/1997 , 1997/1998 , 1998/

1999 南极考察期间 ,执行了首次 、第二次和第三

次南极内陆冰盖考察 , 分别延伸到距中山站

300km ,500km 和 1 100km 处 ,其中第三次考察到

达了位于 79°16′S ,77°00′E ,海拔高度 3 800m 的

A冰穹(Dome_A)区域[ 1] ,初步完成了我国向国际

社会承诺的从中山站至 Dome_A“国际横穿南极

科学考察(ITASE , International Trans_Antarctic

Scientif ic Expedition)中国计划”
[ 2]
。

ITASE计划将利用若干个各国独立的和多

国联合的横穿南极冰盖的活动 ,在 5 年内对南极

冰盖进行网状覆盖性考察 ,进行测量 、打钻和采样

等工作 。根据地形和后勤保障条件 ,横穿活动将

采用不同的运输方式(如轻重型机动车 、飞机以及

可能采用的飞船)进行 ,旨在完成一幅描述过去

200年来(对应冰盖表层平均深度约 20 ～ 30m)各

项气候和环境参数记录的三维图。

Dome_A是南极内陆冰盖的最高点 ,以中国南

极中山站至内陆冰盖最高点 Dome_A为轴线的南

极大扇形区是南极冰盖研究的薄弱区域。同时 ,以

Dome_A为中心的南极冰盖内陆高原区不仅远离各

个考察站区 ,而且是地球上自然环境最严酷的区

域 ,由于无法实施空中援助 ,因此被称为“不可接近

地区” ,也是南极研究的空白区。所以 ,从中山站到

Dome_A并延伸到南极点的冰川学_地学大断面的

考察将是填补这一空白区的关键。

1　GPS外业数据采集

在中山站至 Dome_A 考察沿线的宿营点上 ,

布设了一些 GPS 高精度定位点来研究冰川运动

趋势。有复测资料的高精度定位点的情况如表 1

所示 。

表 1　中山站至 Dome_A 沿线 GPS 高精度定位点

Tab.1　The GPS Points along the Traverse Route from

Zhongshan Station to Dome_A

点号
纬度

° ′″
经度

° ′″ 海拔/m 距中山站
距离/ km

LT980 70 07 56S 76 36 02E 1 300 92

LT940 70 50 08 S 77 04 37E 1 870 172

LT918 71 13 20S 77 23 48E 2 070 217

DT008 72 00 51 S 77 55 34E 2 420 310

DT038 72 32 31 S 77 35 14E 2 400 370

DT063 72 58 53 S 77 17 24E 2 550 420

DT085 73 22 03 S 77 00 54E 2 580 464

　　从表 1可以看出 ,复测点主要集中在考察路

线上前 500km 的 LT980 , LT940 , LT918 ,DT008 ,

DT038 ,DT063和 DT085诸点 ,因此 ,主要对这些

点进行处理与分析。

进行 GPS高精度定位重复观测时 ,定位点的

稳定性显得非常重要 。在陆地上 ,一般都将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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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埋在地质条件稳定 、坚实的地上;有的要建造

定位观测墩(如中山站 GPS 观测点);有的还要将

点位埋设于基岩上。但在被平均厚度达 2 000m

的冰雪所覆盖的南极内陆冰盖 ,要保证 GPS 点位

的绝对稳定不太现实也不可能 。冰盖是整体流动

的 ,因此 ,只能想办法尽量保证点位的相对稳定。

同时 ,还得顾及南极夏季极昼期间 ,定位标志杆的

吸热性不能太强 ,以避免引起周围冰雪融化 ,而使

点位运动。鉴于此 ,选择长 1m 、直径 30cm 、顶端

刻有一“ +”字的玻璃钢杆作为 GPS 高精度定位

标志杆。

在冰盖上进行 GPS 高精度定位测量的同时 ,

中山站有同一类型的 GPS 接收机同时进行测量。

这样以中山站上的接收机为基准点 ,同时取得中

山站附近(100km ～ 500km)澳大利亚南极考察站

Davis ,Casey , Maw son三站的 GPS 数据 ,与中山站

和冰盖上的 GPS 数据统一进行差分处理 ,便能得

到冰盖上各 GPS 高精度定位点 cm 级精度的坐

标。通过不同期的复测数据的计算 ,便能得到考

察沿线 GPS 高精度定位点的流动速度 ,它也代表

着沿线的冰川流动速度。

2　GPS定位点内业计算及结果分析

2.1　GPS 数据处理

GPS 数据处理采用高精度 GPS 定位软件

GAM IT/G LOBK(2000 年升级后的最新工作站

版),在 ULTRA2工作站上完成。其处理流程如

图 1所示 。

采取最优化的数据处理方案得到最好的结果

是进行基线处理的基本出发点。GPS 数据处理

遵循如下原则:采用一个自洽的地球参考框架和

常数系统;采用精度最高的同一种精密星历和相

应的地球自转参数;采用最先进的同一种数据处

理软件以及统一的参考基准和约束条件
[ 3]
。在

基于以上原则的前提下 ,同时顾及南极内陆冰盖

的野外实际工作情况 ,在数据处理时 ,采用目前最

新的 I TRF97 框架(除国际地球自转服务中心

IERS 正在搭建中的 ITRF2000 框架以外),空间

惯性参考系采用 J2000。星历的精度是影响 GPS

高精度定位的重要因素之一 ,其对基线的影响可

以较为精确地用下式表示[ 4] :

d r
10R

<
db
B
<
dr
4R

(1)

式中 , dr/ R , db/B 分别表示轨道相对误差及因

此而产生的基线相对误差。由上式可知 ,要达到

10-8(1 000km 长的基线达到 cm 级的精度)的相

对定位精度 ,要求卫星轨道精度优于 2m 。而目前

一般的广播星历的精度只有 100m 左右 ,因而在

数据处理中采用 IGS 精密星历 ,其卫星轨道精度

为 5 ～ 7cm 左右 。当前的地球自转参数 EOP(极

移 、UT1等)从 SOPAC获取。

图 1　数据处理流程

Fig.1　Flow Chart for the Processing Procedure

　　每个时段求解时 ,主要考虑如下因素:卫星钟

差的模型改正(用广播星历中的钟差参数);接收

机钟差的模型改正(用根据伪距观测值计算出的

钟差);电离层折射影响用 LC 观测值消除;对流

层折射根据标准大气模型用 Saastamoinen模型改

正;卫星和接收机天线相位中心改正 ,接收机天线

L 1和 L 2 相位中心偏差采用 GAMIT 软件的设定

值;测站位置的潮汐改正;卫星轨道改进中使用

GAM IT 标准力模型 ,求解卫星轨道初值和 3 个

光压参数;截止高度角为 15°,历元间隔为 60s;卫

星轨道误差不考虑 ,即固定 IGS轨道定位。

观测数据质量是保证基线解算精度和可靠性

的关键之一 。因此 ,用GAM IT 软件处理时 ,正确

修正观测数据中的周跳和删除大残差观测值的数

据编辑是 GPS 数据处理中的主要工作之一。周

跳探测与修复工作可通过人工编辑或计算机自动

修复两条途径来实现 。人工数据编辑在 GAM IT

软件用 SINCLN 自动完成之后 ,首先用 C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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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LG 观测值的变化删除有问题的观测值和标

记S INCLN 中未发现的周跳。然后 ,根据 SCAN-

DD给出的信息用CVIEW修正周跳 ,删除不必要

的周跳和不准确的观测值 。这一步工作要反复进

行 ,以保证数据质量 。一般而言 ,数据编辑要保证

单天解的 RMS 小于 0.4。计算机自动探测与修

复周跳工作在 GAM IT 软件中用 AUTCLN 模块

来实现 。数据编辑工作完成后 ,生成干净的观测

文件(X_文件),用于单天基线解算 。

在完成以上工作的基础上 ,从干净的 X_文件开

始 ,生成观测方程和解算基线 ,得出单天解。单天解

所得的 O文件及其方差_协方差阵作为网平差的起

算数据 ,然后用GLOBK软件进行平差处理。

2.2　GPS 定位结果及分析

用GLOBK 软件平差所得的结果包括各点各

期的坐标及其速度值 。最后的结果中包含了 3期

数据 , 其历元分别为 1998.1169 , 1999.0754 ,

1999.9879。定位结果如表 2所示(其中 vN , v E

和 v 分别代表北方向 、东方向和水平方向的速度

分量)。
表 2　GPS 复测点结果

Tab.2　Results for the GPS Points along the Route

点号 历元 v N/(m·a
-1) v E/(m·a

-1) v/(m·a-1) 流向 流向描述 观测时间

LT980
1998.1169
1999.0754
1999.9879

56.69
59.36

-78.79
-82.51

97.07
101.64 305°34′ 北偏西 54°26′

1998_02_04
1999_02_01
2000_02_14

LT 940＊
1998.1169
1999.0754 14.06 -10.09 17.31 324°20′ 北偏西 35°40′ 1998_02_06

1999_01_31

LT918
1998.1169
1999.0754
1999.9879

6.63
7.09

-11.64
-12.23

13.40
14.14 299°40′ 北偏西 60°20′

1998_02_07
1999_01_30
2000_02_13

DT008
1998.1169
1999.0754
1999.9879

10.45
11.22

-21.20
-22.59

23.64
25.22 296°15′ 北偏西 63°45′

1998_02_09
1999_01_29
2000_02_12

DT038
1998.1169
1999.0754
1999.9879

12.27
13.22

-16.87
-17.91

20.86
22.26 306°02′ 北偏西 53°58′

1998_02_10
1999_01_28
2000_02_11

DT063
1998.1169
1999.0754
1999.9879

5.18
5.33

-6.56
-6.31

8.36
8.26 308°18′ 北偏西 51°42′

1998_02_11
1999_01_28
1999_12_27

DT085
1998.1169
1999.0754
1999.9879

-0.28
-0.24

-8.15
-9.37

8.15
9.37 268°02′ 南偏西 88°02′

1998_02_12
1998_12_25
1999_12_28

＊注:LT940点没有第三期复测资料。

　　图 2和图 3是根据复测定位结果所描绘的考

察沿线冰川运动速度分别沿北 、东方向的分量示

意图。实线表示前两期的运动速度 ,虚线表示后

两期的运动速度 ,为了区分两条曲线 ,后两期的运

动速度(虚线部分)稍经夸大。

从表 2和图 2 、图 3可知 ,整个考察沿线的冰

川运动方向是西北方向 ,该方向是冰盖边缘方向 ,

也是大致垂直于等高线的方向;年运动速度在

8 ～ 25m/a之间 ,越靠近冰盖边缘 ,运动速度越快 ,

距中山站约 92km 处的 LT980 点 ,年运动速度达

到了 100m/a左右。图 4是根据沿线各GPS 复测

点的流速和流向绘出的冰盖流动示意图 。

虽然 GPS 定位测量高程方向的精度始终无

法达到平面精度 ,但 dm 级的垂直沉降还是可以

监测出来的。复测结果表明 ,考察沿线冰川有每

年 20cm ～ 1m 的冰盖沉降量(DT085 除外),如

表 3所示 。

3　结　语

只要有足够的观测时间 ,并采用高精度的

GPS 数据处理软件(如 GAM IT/GLOBK 等),

GPS高精度定位手段可被充分地利用 ,以 cm 级

甚至 mm 级的精度来监测冰川运动。

表 3　复测点高程变化情况

Tab.3　The Elevation Change for the GPS Points along the T raverse Route

复测点 LT 980 LT940 LT918 DT008 DT038 DT063 DT085

前两期变化量/(m·a-1) -1.02 -0.4 -0.43 -0.23 -0.19 -0.36 -0.12

后两期变化量/(m·a-1) -1.04 / -0.42 -0.26 -0.24 -0.52 +0.81

平均高程变化量/(m·a-1) -1.0 -0.4 -0.4 -0.2 -0.2 -0.4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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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冰川流动速度北方向分量示意图

Fig.2　The No rth Component of the Ice Flow Velocity

图 3　冰川流动速度东方向分量示意图

Fig.3　The East Component of the I ce Flow Velocity

　　考察沿线的冰川流速整体上以 1 ～ 5m/a2 的

加速度递增。正是因为冰川向低处流动了 ,因此

势必导致它越来越接近冰盖边缘 ,其流速也会越

来越快。

我国实施 Dome_A 断面考察时沿线已经布设

有25个 GPS 高精度定位点 ,但复测点主要集中

在距中山站 90km ～ 500km之间 ,中山站至 Dome_

A沿线的大部分路线上都没有复测点 ,特别是冰

川运动较为活跃 、距冰盖边缘 90km 的路线上 ,也

没有布设 GPS 高精度定位点。建议我国未来继

续进行中山站至 Dome_A 的断面考察时 ,对已有

的GPS 点尽量都进行长时间的复测;同时在冰盖

边缘至 LT980 沿线加密 GPS 高精度定位点

(20km 左右加一 GPS点)。

冰川中部运动速度最大 ,逐渐向两侧减小;冰

川源头和末端附近 , 运动速度比其他地方要缓

慢[ 5] 。由于我们缺乏冰川末端(100km)的数据 ,

因此不能对该理论加以证明。冰流速应在积累区

与消融区的界限处达到最大值
[ 5]
。测得的年流

速在 100m/a左右的 LT980点 ,并不能确认它定

位于冰盖物质平衡的平衡线处 。另外 ,大部分点

都

向西北方向流 ,而DT 085点却向西南方向流;其

他点都向低处流 ,而DT 085点却向高处流 ,这些

图 4　复测点位流动速度示意图

Fig.4　The Sketch Map for the Horizontal

F low Velocity of GPS Points

问题的原因尚未确定 。由塑性理论可以得出一个

重要结论 ,就是冰流速主要取决于冰厚度和冰面

坡度 ,冰向着坡面最大的方向流动 ,即使该处恰好

是下覆基岩的上坡也是如此
[ 5]
。DT085 是否就

属于这种情况 ,笔者具体测得的流速和冰厚度及

冰面坡度又有什么样的关系 ,这些问题有待进一

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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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arctic Traverses from Zhongshan Station to Dome_A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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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traverse route f rom Zhong shan station to Dome_A is one of the most impo rtant ex-

pedition routes of the I TASE (International Trans_Antarctic Scientific Expedition)project.China

had carried out her 3 inland traverses during the 1996/1997 , 1997/1998 , 1998/1999 Antarct ic

summer seasons , and pushed fo rw arded to 300 km , 500 km and 1 100 km far away f rom Zhong-

shan station respectively.The 3rd scientific t raverse team arrived successfully to Dome_A zone on

Jan.8 ,1999.It' s the first time fo r mankind to this zone.

In order to develop the ice dynamics to study the mass balance , the ice velocity , etc., some

GPS points w ith the interval of 30 to 50 kilometers were set up and occupied and reoccupied along

the traverse route.The GPS data were collected by the dual_f requency geodetic GPS receivers such

as WILD 300 ,GEOTRACER 3220 GPS receiver , etc.A same type of GPS receiver w as set up at

Zhongshan station synchronously.At the same time , the GPS data of the Australian Davis station

o r M aw son station could be downloaded from the AUS LIG(Australian Surveying and Land Infor-

mation G roup)f tp server by anonymous f tp.Thus , the coordinates of the rover GPS points along

the t raverse route could be achieved from the fiducial sites of Zhongshan station and Davis station

o r M aw son station.Due to the long_term data collection , which is about 10 hours , the precise

ephemeris(SP3 file from the IGS)and the precise coordinates of fiducial sites f rom the bulletin of

IGS were included , and the cm_even mm_level coordinates concerning the rover GPS points can be

easily got ten.Thus , the ice f low velocity could be available by comparing the coordinates between

the dif ferent stages of the same point.

There are 7 GPS points named LT980 , LT940 , LT918 ,DT008 , DT038 , DT063 and DT085

respectively on the first 500 kilometers route.The most popular high_accuracy GPS static process-

ing sof tw are ,GAMIT/GLOBK ,was utilized to analyze the sedimentation rate , that is to say , the

vertical flow velocity of the above 7 points wi th the three dif ferent epochs 1998.1169 , 1999.0754

and 1999.9879 , as w ell as the horizontal flow velocity.

The results analy sis for the GPS data processing w as presented in this paper.It indicated that

the ice along the traverse route f low ed w ith an 8 ～ 25 m/a veloci ty to the northw est in the last 3

years.Moreover , the nearer it is to the edge of the ice sheet , the faster the flow is.The maximum

horizontal flow velocity is about 100m/a.Moreover ,due to the ice flow , a 0.2 ～ 1 m/a sedimenta-

tio n rate is achieved.Finally , a 1 ～ 5 m/a2 horizontal acceleration w as achieved from the 3 dif ferent

stages' GPS data.

　　Due to no repeating GPS data , the ice flow velocity of the other 18 GPS points along the last

600 kilometers traverse route couldn' t be available.Moreover ,due to no GPS points w as set up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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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ven to the private sectors.If w e use some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in the 5th Na-

tio nal Census ,we will make the Census information mo re valuable and useful.Now ,GIS technolo-

gy is commended to deal with demog raphic problems in China.We are very familiar with GIS

technology ,but w e did litt le in Census area.We should do some application research on Census

GIS immediately .

　　Firstly , this paper int roduces the application background of Census G IS around the w orld.

Now , there are many successful system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 such as TIGER in USA ,HMSO in

England , etc.All these sy stems are very helpful for us to develop our ow n Census GIS.In recent

years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China , and many cities have prepared abun-

dant digital information , such as digi tal maps ,Orthophotos , data on industry , etc.There are good

conditions to develop Census GIS in many cities , especially in metropolises in our country .

Secondly , a three_layer st ructure for Census GIS designing is proposed , which are the data

layer , the management layer , and the applicat ion layer.As a typical example , Guangzhou city is

picked up in this paper.①The data layer in Guangzhou Census GIS includes some typical integ rat-

ed urban data(about Census , indust ry , terrain , etc.).②Census database and data w arehouse based

on integ rated data are comprised in the management layer.③Four application systems(for inte-

g rated application , for demog raphic task , for decision support , and for information distribution

based on Internet)are included in the third layer.

Finally , three issues on Census GIS implementing are discussed in brief.①Be sure to find an

eff icient w ay to manage the integrated data ,be sure to choose a uniform geog raphic coordinate sy s-

tem and an effective geocoding method.②To build a data w arehouse based on integrated urban

data , then develop a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DSS)based on the data w arehouse.③To use some

useful analysis tools such as on_line analy sis process(OLAP),data mining (DM), and spatial anal-

y sis ,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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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 irst 90 kilometers along the traverse route , ice flow info rmation of this route w as not avail-

able.It is suggested that all of the GPS points be re_occupied and additional 4 to 7 GPS points be

interpolated averagely along the f irst 90 kilometers t raverse route in the future t raverses.

Key words:Antarctic inland ice_sheet t raverse;Dome_A;GPS;ice f 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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