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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程现代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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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海拔高在工程应用中有不可代替的作用。测量海拔高的经典方法是几何水准 , 它的主要缺点是劳动

强度大 、效率低 、花费大 、实时性差。 GPS 海拔高测量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这些缺点 , 而且可以满足许多应用

的高程需求。GPS 海拔高测量代替水准测量 , 以 GPS 海拔高测量为主的“高程现代化”代表大地测量的一个

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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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拔高是正高 、正常高和力高的泛称 ,在水

利 、排灌 、交通以及地壳形变监测中作用很大 。测

定海拔高 , 经典的 、最精密的方法是几何水准。

1km 的水准测量误差大约 1mm , 1 000km 的累积

误差约 32mm , 2 000km 的累积误差约为 45mm 。

精密水准测量是建立国家高程控制网的基本手

段。水准测量基于水准仪的水平视线 ,读取两标

尺点间的高差 ,仪器至标尺的距离不超过 100m ,

通常采用往返测 ,每隔 2 ～ 6km 要埋设标石 ,至少

要 3人作业。

GPS的出现对许多常规测量技术产生了极

大冲击 ,对几何水准也不例外。首先 ,在效率 、经

济性 、实时性甚至在精度上 ,GPS 的挑战是明显

的。在不一定要求海拔高的许多场合 , GPS 可以

代替水准测量 ,单独完成工程和科学任务 ,如地面

沉降监测 、水面运输监控 、防灾与地震检测等 。其

次 ,通过大地水准面高 , GPS 测量的椭球高可以

转换成海拔高 ,从而代替水准测量。GPS海拔高

测量是指 GPS测量的椭球高 ,借助大地水准面转

换为海拔高。GPS 技术的发展 ,特别是 cm 级大

地水准面的进展[ 1 , 2] ,为 GPS 海拔高测量提供了

技术基础。据文献[ 3] ,在美国 , 20km 以内的大

地水准面高差的不确定性可小于 1cm;20 ～ 50km

的不确定性小于 2 ～ 3cm;而 GPS 测定椭球高差

2σ的不确定性 ,在短距离(如小于 10km)上可以

达到±2cm 。那么 ,通过高程转换得到的正高精

度也在 2cm 左右 ,而用GPS 的费用仅为经典方法

的 20%～ 50%。这表明 ,椭球高通过高程转换代

替水准是可行的 。这里要补充说明的是 ,所谓用

GPS海拔高测量代替水准 ,并不是说完全不要水

准 ,特别是精密水准 ,而是说它可以作为几何水准

的替代 ,满足较宽范围的应用需求 。

近年以美国大地测量局(NGS)为代表提出了

“高程现代化”概念
[ 4]
。其中心思想是用 GPS 而

不是用经典的精密水准来测定高程 ,以加强国家

空间参考系的垂直方面。其内容包括寻求改善

GPS测量的几何高程测定精度与改善大地水准

面高的测定精度的各种研发活动 ,以及导致改进

静态和动态高程测定精度的各种活动。

GPS测量的椭球高通过大地水准面得到海

拔高 ,是高程测量方法的创新。水准测量基于视

线测量 ,是线测量;而 GPS测量基于超视线测量 ,

是点测量。相对传统的几何水准 ,GPS 测量不仅

可节省经费 , 更重要的是高效率和实时性。用

GPS测定海拔高代表大地测量的一个发展方向 ,

并不是说有了这种方法将来就不用水准测量 ,而

是说在许多场合它确实可以代替水准测量而更有

效地得到海拔高。

现有的高程参考点已不能满足动态的 、技术

的现代社会的需要 ,经典的视线测量已不能提供

今天定位技术和许多应用所需的实时精度。国家

高程控制网与 GPS 定位技术结合 ,已经具备提供

实时而精确的高程测量的可能。用 GPS 测定高

程将直接或间接节约大量经费 。对以GPS海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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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测量为主要标志的高程现代化问题应给予充分

重视 ,并应对其进行研究讨论 。

1　GPS海拔高测量原理

众所周知 ,在大地测量学中用到三个面:在其

上进行测量的地球物理表面 、在其上进行数学运

算的旋转椭球面及大地水准面(即地球重力场的

一个等位面)。物理表面上一点和大地水准面之

间沿铅垂线的距离为正高(H),它有物理意义 ,可

用水准测量结合重力测量得出;物理表面上一点

和它在参考椭球面上沿其法线的投影之间的距离

为椭球高(h),它没有物理意义 ,可用 GPS 测出;

大地水准面和参考椭球面之间沿其法线的距离叫

做大地水准面高或大地水准面起伏(N),可由在

水准点的 GPS 观测导出 ,也可利用由 GPS 水准

观测与重力观测网和地形高程模型构制的大地水

准面模型得到。如图 1所示 , H , h 和N 之间存在

以下近似关系:

h ≈H +N (1)

或 H ≈h -N (1a)

图 1　椭球高 、正高和大地水准面高之间的关系

Fig.1　The Relation of Height of Ellipsoid ,

Normal Height and Geoidal Height

式(1)是近似式 ,因为正高是沿垂直于大地水准面

的弯曲的铅垂线测量 ,而椭球高和大地水准面高

则是沿垂直于椭球面的法线直线测量。对于陆地

测量应用 ,由这种近似引起的高程误差小于 1cm 。

GPS测量的椭球高受测量误差 、大气传播误

差 、多路径误差的影响;正高受水准测量误差 、重

力改正误差的影响;而大地水准面高受重力测量 、

地形高模型 、重力场模型误差以及 GPS/水准误

差的影响 。由于这些误差特别是大地水准面高误

差的影响 ,使得根据式(1a)导出的正高的误差较

大 ,可能达到 dm 级或更大。但是 ,影响正高 、椭

球高和大地水准面高的一些误差源是空间相关

的 ,即对附近的点一般是共同的。由于这些误差

源相同 ,附近点间高差的不确定性比每一点的绝

对高程的不确定性要小得多 。根据式(1a),正高

差可以由椭球高差减去大地水准面高差得到 。

实践表明 ,对短基线(小于 10km)上的椭球高

差 ,现在可以确定到 2cm(2σ)。大地水准面高差

的精度取决于重力网的密度 、观测和内插的重力

异常的不确定性。由 GPS 导出的正高的精度与

椭球高的精度基本一样 ,二者的精度微小差异一

般是由于大地水准面模型和用来计算高程系统之

差的正高的误差引起的。

以上以正高系统为例说明了 GPS 正高测量

原理。对于我国采用的正常高系统 ,本文的陈述

在替换几个术语之后同样适用 , 即将“大地水准

面”换成“似大地水准面” , “正高”换成“正常高” ,

“大地水准面高”换成“高程异常” 。

2　GPS椭球高测量

GPS测量的椭球高差是 GPS 海拔高测量的

基础 ,而进行精确测定椭球高差的前提条件是在

测区范围内要有足够密度的高精度GPS 控制点。

受GPS 测量精度 ,特别是局部大地水准面精度的

限制 ,GPS 海拔高测量一般在局部范围进行 ,即

测量基线较短 ,这就要求 GPS 控制点密度较大。

在美国 , GPS 控制点包括连续运行的参考站

(CORS)、联邦和地区基本网(FBN/CBN)、地区用

户加密网(UDN);在我国 ,GPS控制点包括一 、二

级GPS 网和 A , B级 GPS 网 ,还有地壳运动观测

网络的基准站 、基本站和区域站 。从 GPS 海拔高

测量的观点来看 ,我国的 GPS控制点的密度是不

够的 ,进一步加密是必要的。

按照文献[ 5] , GPS 测量的椭球高精度可以

分为局部精度和网精度。局部精度代表相对直接

相连的附近控制点的精度 , 而网精度是相对于

CORS的精度。NGS规定 ,在 95%置信水平局部

精度分别为 2cm 和 5cm ;在 95%置信水平网精度

为 5cm 。对于这两种精度的椭球高测量 ,NGS 就

网的设计 、观测 、使用仪器及其检定和数据处理制

定了作业指南 ,例如要求主控制点(如 CORS)与

次控制点(如 A ,B 级点)之间的最大距离不超过

75km ,次控制点之间的最大距离不超过 50km ,要

求高程的局部点之间的最大距离不超过 20km 。

对于 2cm精度的局部点 ,要求用独立的路径连接

到两个主控制点或次控制点上 。局部点间最大距

离不超过 10km , 平均距离 7km 。每条基线观测

2d ,每天观测 30min , 不同天的观测时间不应相

同。若基线长超过 10km ,观测时间增加到 1h;超

过15km ,增加到 2h 。数据采样间隔采用 15s ,卫

星截止高度角采用 10°,每 30min 至少有 9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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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内VDOP 小于 6。数据处理采用间隔 30s ,截

止高度角采用 5°,采用精密星历 ,模糊度整数解。

关于 GPS正高测量的网设计 、观测方案和数据处

理的详细要求见文献[ 5] 。

综上所述 ,椭球高测量比水平分量测量要求

更严格 。由此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应当从高程

现代化的视角 ,对 GPS测量的高程分量测定给予

特别重视 ,从网的设计到观测方案与数据处理方

案制定 ,都要注意保证椭球高差的精度 ,以满足

GPS海拔高测量的需要。

3　精化大地水准面

用GPS得到高精度的海拔高差 ,既要有高精

度的 GPS测量高差 ,还要有高精度的大地水准面

(或似大地水准面)高差。而且 ,从更大程度上说 ,

大地水准面精化是 GPS 海拔高测量的基础 ,因

此 ,应十分重视大地水准面精化问题 。大地水准

面精化也存在很多问题:①它比GPS 椭球高测量

涉及的面广;②我国的大地水准面精度不高 。值

得欣慰的是 ,我国大地水准面精化近年取得了较

大进展 ,精度达到 0.3 ～ 0.6m ,分辨率达到 15′×

15′[ 6] 。但是 ,总地说来 ,我国的大地水准面精度

和分辨率都不算高 ,精化大地水准面还有相当长

的路要走。笔者认为 ,为了 GPS 椭球高的精确转

换 ,大地水准面的精度至少应达到 5cm 或 50km

距离相对精度达到 10-6 。

构制大地水准面模型要用 GPS/水准观测 、

重力观测和数字高程模型 。要构制 cm 级大地水

准面 ,我们还缺乏大量重力数据和 GPS/水准数

据。根据初步估算 ,为构制 5cm 的大地水准面 ,

需要完成下列测量任务。

1)重力加密补点。在现有重力数据基础上 ,

要补测 12万余个重力点 ,以保证每个 5′×5′格网

有规定数量的重力点 。

2)GPS/水准联测。在现有 GPS/水准数据

基础上 ,新布设 7 000个 GPS/水准点 ,以保证平

均每 35km×35km 有一个GPS/水准点 。

3)水准联测。所有 GPS/水准点用二等或三

等水准联测 ,联测里程计约 2.1×105km(按每点

联测里程 30km 计算)。

上述任务量估算不一定准确 ,也许未包括全

部任务(如精密水准复测)。但是 ,任务的确是繁

重的 ,必须付出极大努力。应用一段时间(10a或

更长一些时间)分步骤 、分地区在全国大部分地区

实现 cm 级大地水准面的目标 。

4　结　语

GPS以其效率高 、精度高 、实时性强等诸多

优势对常规测量技术产生了极大冲击 ,对几何水

准测量也不例外 。作为水准测量的代替和补充 ,

GPS海拔高测量正在成为高程测量的一种重要

形式和手段。以 GPS 海拔高测量为主要内容的

高程现代化 ,代表大地测量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建立空间网 ,特别是加强空间网垂直分量与精化

大地水准面是高程现代化的两个方面。应完善和

加密空间大地网 ,重视加强空间大地网的垂直问

题 ,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作。我们还应十分

重视大地水准面的精化。大地水准面精化和高分

辨率化是实现 GPS 海拔高测量的前提和基础 ,应

以长远的眼光审视大地水准面精化工程 。大地水

准面精化是一项复杂而繁重的任务 ,它涉及到 10

多万重力点测量 、约7 000个 GPS/水准点测量 ,约

20万km 的水准测量 。这几个数字意味着我国大

地测量面临巨大挑战。当然 ,在 10a或更长一些

时间任务完成之后 ,这几个数字同样标志着我国

大地测量已经取得了巨大进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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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ght Modernization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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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height above sea level(HASL), a general term of orthometric height , normal height

and dynamic height , is ex tensively used in engineering project.The conventional method fo r deter-

mining the HASL is the geometric leveling , i ts primary drawbacks are labor_intensive ,non_cost_ef-

fective and non_real_time in nature ,whereas GPS HASL survey can overcome these draw backs to a

g reat ex tent.The GPS HASL survey is in essence the height t ransferring f rom the GPS surveyed

ellipsoidal height to the height above sea level in terms of geoidal height.It has been proven feasi-

ble.This paper is devoted to the GPS HASL survey.

　　The concept of height modernization was put forw ard by the U.S.Nat ional Geodetic Survey ,

in recognition of the situat ion that on one hand the line_of_sight leveling does not meet the needs

of today' s mobile and technology_driven society in reg ard to eff iciency and accuracy , and on the

o ther hand , the GPS has been capable of providing in real time accurate height needed for a wide

range of applications.Its main idea is to use the GPS rather than the geodetic leveling to measure

the height above sea level and to st reng then the aspect of the national spatial reference sy stem .

The height modernization involves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ctivi ties seeking to improve the

ellipsoidal height determination and to ref ine the geoid and the activities leading to improved

height determination both for the static survey and fo r the moving navigation.The technical feasi-

bility of GPS HASL survey depends on the accurcay of ellipsoidal height and the availability of

high accuracy and high revolution geoid.The prerequisite for the ellipsoidal height determination

is the existence of a GPS netw ork of points of sufficient densi ty ,which should contain continuous-

ly operational reference stations and A and B order points.While for constructing the geoid in a

large area w ith the cent imeter level i t is necessary to have banks of dense g ravi ty points and a

g reat quantity of GPS/leveling points w ell distributed throughout the territory .From the GPS

HASL survey point of view , our national spat ial geodetic netw ork needs to be densified , much at-

tention needs to be paid to the height determination in GPS positioning , and mo re important ly ,

g reat effo rts have to be made to refine our geoid nationwide.I t is proposed that a 5 cm geoid cov-

ering the most of terri tory be constructed step_by_step by an ef fort w orth ten years o r even longer.

To this end the follow ing tasks should be accomplished:① to observe additionally mo re than

120 000 gravity points , thereby ensuring to have a specified number of g ravity points in each 5′×

5′g rid;② to set up about 7 000 GPS/ leveling points , averaging one point er 35km ×35km;and

③ to carry out repeated leveling and leveling ties necessary to develop GPS/ leveling.

Key words:geometric leveling ;GPS height_above_sea_level survey;geoid ref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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