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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超站式集成测绘系统 S TGPS 的研究思想 、研究目标 、系统构成和功能;讨论了坐标转换和测绘

基本服务问题;提出了无需作加密控制的即用即测作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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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全站仪(TPS)和全球定位系统(GPS)的问

世和应用 ,极大地改变了测绘行业的面貌。电子全

站仪作业灵活方便 ,能同时测角 、测距并实现数据

的自动化采集与处理 ,可广泛应用于工程控制 、放

样和大比例尺地形图 、地籍图测绘;电子全站仪的

极品———测地机器人则进一步实现了测量作业的

自动化和智能化 。由于差分技术(DGPS)、实时动

态定位技术(RTK)等越来越完善 ,GPS不仅在控制

测量方面取代了地面测量技术 ,在施工放样 、测图

以及变形监测等方面也得到愈来愈广泛的应用。

然而 ,GPS也存在需要顶空通视的致命弱点 ,在城

市市区 、植被覆盖好的隐蔽地区以及复杂的施工环

境下还不能单独完成所有的测量作业 。

若将 TPS 与 GPS 集成在一起 , 则能取长补

短 ,优势互补。它是一种典型的多传感器集成系

统 ,在测角 、测距的基础上增加了位置 、基线和方

向的测量。事实上 ,将 TPS 与 GPS 集成起来的

思想由来已久 ,而且国外个别仪器厂家已在两年

前就推出了商品化的产品 ,然而市场的反映却不

很强烈 ,其原因是价格太昂贵和系统的设计还存

在一定问题 ,如集成程度不够高 ,其软件功能不能

适应用户的不同需要 。

笔者在进行大量系统分析 、市场调研基础上 ,

集过去对 TPS 和 GPS 的研究开发经验 ,研制了

超站式集成测绘系统 HD-STGPS(Huada—super

totalstation g robal positioning system), 这种系统

也简称为超站仪定位系统 SPS(super -totalsta-

tion positioning system)。

1　系统构成

系统由单频 GPS 接收机(参考站 、流动站)、

电子全站仪 、便携机(数据处理终端)、发射数据电

台(参考站)、接收数据电台(流动站)、掌上电脑 、

测量棱镜 、连接电缆以及 GPS 和 TPS 的应用软

件 、通讯软件等组成[ 3] 。

流动站上 ,GPS OEM 板 、天线 、掌上电脑和

电池都集成在 GPS 接收机内 ,可单独使用 ,也可

置于全站仪上;而参考站的 GPS 接收机因数据电

台的功率和集成方式不同得以区分 。在 HD-

S TGPS中 ,将参考站的 GPS 接收机称为主接收

机 ,用 SGPS-R表示;将全站仪上的GPS 接收机

称为副接收机 ,用 SGPS-M 表示 ,带 SGPS-M

的全站仪称GPS全站仪 。

2　无加密控制的即用即测作业模式

2.1　即用即测作业模式

这是一种无需加密控制的现代测绘作业模

式。采用超站式集成测绘系统的操作步骤简要归

纳如下。

　　先用 GPS 静态或快速静态定位法作测区的

首级控制 ,首级网除了应尽量包含已有等级控制

点外 ,还应布设新点。网点间短边在 2 ～ 3km ,长

边 6 ～ 10km ,平均边长 5km 左右。已有等级点至

少2个 ,应适合作GPS观测 。新点选择很重要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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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在交通便捷 、GPS 观测条件和无线电通讯条件

都很好的位置。根据首级网的 GPS 观测和已有

等级点的坐标 ,可解算出首级网点在WGS84下

的空间直角坐标 、国家或城市坐标系下的坐标及

其协方差阵 ,同时可得到该测区的坐标转换参数

(参见§3.1 和文献[ 2])。所有的首级网点都可

作为即用即测模式的已知点。在进行 GPS 首级

网测量后 ,无需再作任何加密控制 ,即可按下述方

法作各种测量。

在已知点(称参考站)上架设 S TGPS 主接收

机 ,在测站(称流动站 ,距参考站一般控制在 10km

以内)上架设电子全站仪和STGPS 副接收机 。打

开主 、副GPS 接收机 ,其 GPS观测数据可自动记

录下来 ,且主接收机的数据将通过数据电台连续

自动地发送到流动站的便携机上。当数据采集到

一定程度(如 20 ～ 30min)时 ,可将副接收机上的

观测数据通过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如红外口)传到

便携机上 ,由便携机上的软件解算出主 、副站间的

基线向量。根据己知点在国家坐标系(如 BJ54 ,

GDZ80)或城市坐标系(统称应用坐标系)下的坐

标和该地区WGS84坐标系到应用坐标系的转换

参数 ,可得测站点在应用坐标系下的坐标。在

GPS测量的同时 ,在测站上可用电子全站仪作碎

部测量 ,即后视某一恰当的定向点 ,按极坐标法测

量各碎部点 ,其水平角 、斜距 、天顶距 、仪器高 、目

标高等观测值以确定的文件自动存储在便携机

上。当获得测站点 、定向点的应用坐标后 ,启动程

序功能菜单 ,可批量地计算出各碎部点的平面坐

标和高程 。

一般来说 ,应将主接收机SGPS-R安置在测

区内或测区附近的一个位置较高 、顶空通视好 、对

GPS信号干扰较小的已知点上 ,开机使其一直处

于接收和发射 GPS 信号状态;将 GPS 全站仪安

置在能进行细部测量的最佳位置 ,主要考虑顶空

通视好 、对 GPS 信号干扰较小 、地面通视良好且

适合作业等条件 。在一个参考站安置 SGPS-R ,

可以与多台GPS全站仪配合使用 。

对于不需与国家或城市基本控制相联系的局

部独立测绘工程 ,只需在假定坐标系下用 GPS技

术建立首级控制 ,首级控制点的数量可大大减少 ,

其布设应符合主副GPS 接收机接收与发射卫星信

号的要求。对于小型的测绘工程 ,甚至首级控制都

可以不作 ,直接选两个点作为主 、副接收机站即可 ,

这两个点在假设坐标系中的坐标可很方便地得到 。

实际上 ,本系统中的 SGPS-R起 GPS 服务

(接收和发射 GPS 信号)的作用 。这种服务目前

已在部分城市试验和开展 ,在不久的将来会普及

起来 ,即在一个城市设立 GPS 参考站 ,一直发射

所接收的 GPS 数据 。到那时 ,如果测绘作业在

GPS服务范围 ,则不再需要主接收机 SGPS-R。

因此 ,本系统具有前瞻性 ,很容易适应上述现代测

绘作业模式的需要。

2.2　精度分析

传统作业模式采用多级控制 ,测站点到最低

一级控制点的相对精度容易得到 ,但相对于最高

一级(首级)控制点的精度以及任意两相邻测站点

之间的精度是很难计算的 ,特别是在加密过程中

总是把上一级控制点当作不含误差的已知点 ,很

少采用严密的不同等级控制的联合平差模型 。即

用即测作业模式中 ,每个 GPS流动站都直接与参

考点相连 ,流动站坐标的精度与参考站坐标精度 、

GPS基线向量测量精度以及坐标转换参数的精

度有关 ,由于参考站坐标精度较高 ,且坐标转换参

数的精度也可通过测绘基本服务精确得到 ,故流

动站坐标主要取决于 GPS 基线向量的精度。目

前在 10km 范围内 ,采用单频 GPS 接收机即能获

得优于 10
-5
的相对精度。因此 ,即用即测作业模

式测站的精度会显著高于传统的测量作业模式。

3　坐标转换和基本测绘服务

3.1　坐标转换参数解算

一个地区的WGS84坐标系到某一应用坐标系

的转换参数的确定方法有多种[ 2] ,主要分三维 7参

数法和二维 4参数法。三维 7参数法至少要有 3

个公共点 ,这 3个点既有精确可靠的大地坐标(大

地经纬度和大地高),也要在这 3个点上作精确的

GPS观测。由公共点在应用坐标系中的大地坐标

可得相应的空间直角坐标 ,采用布尔莎_沃尔夫

(Bursa_Wolf)模型可解算出 3个平移参数 、3个旋转

参数和 1个尺度参数。这 7个参数既可用直接解

法也可用 GPS网三维联合平差法(7个参数作为附

加参数)得到。二维 4 参数法只能作平面坐标转

换 ,至少要有两个公共点 ,即已知这两个点在应用

坐标系中的平面直角坐标 ,同时也进行了精确的

GPS观测。其作法是:根据一点在WGS84坐标系

中的坐标和基线向量 ,可得两点的空间直角坐标 ,

进而转换为大地坐标 ,再转换为参考平面坐标;同

时要对GPS 基线向量的协方差阵进行转换;最后

采用相似变形模型即引入 2个平移参数 、1个尺度

参数和 1个旋转参数 ,即可完成WGS84坐标系到

应用坐标系的平面转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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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已知点在应用坐标系中的“大地高”这一

分量的精度都不高 ,因此 ,很难也很少采用三维 7

参数转换模型 。二维 4参数转换用得最多 ,既可

以按最小二乘原理对转换参数进行直接解算 ,也

可以采用二维联合平差(或称约束平差)将转换参

数作为附加参数进行计算 。

对于高程来说 , 为了将 GPS 观测所得到的

WGS84坐标系中的大地高转换为我国实际采用

的正常高 ,一般要采用高程拟合法。这种方法要

求在测区内有一定数量且分布较好的公共点 ,在

公共点上既有精确的 GPS观测得到的大地高 ,又

必须有正常高(用水准测量法或电磁波测距三角

高程方法得到),按曲面拟合模型可求解出转换模

型参数 ,再用求得的模型参数将其他 GPS 点的大

地高转化为正常高。

3.2　测绘基础数据和基本服务

对于二维 4参数法 ,又分两公共点和多公共

点两种情况。若采用两公共点 ,因为参考站为一

公共点 ,故需要先将流动站的 GPS接收机 SGPS_

R设置在另一已知点上进行观测(约 30min 左

右),即可由这两个公共点在应用坐标系下坐标和

GPS测得的WGS84坐标系中的坐标直接解算出

转换参数 。然后 ,GPS 全站仪可安置在任一未知

点上进入即用即测作业模式。

在同一测区中 ,采用不同的已知点作参考站 ,

或在不同的已知点设站 ,则所解算的二维转换参数

是不同的。一般来说 ,转换参数既与已知点在应用

坐标系中的精度 、可靠性有关 ,也与参考站的 GPS

单点定位坐标和基线向量的精度有关。由转换参

数误差所引起的测站点的应用坐标误差应显著小

于碎部测量和放样的误差。为此 ,在同一测区中 ,

要求公共点的WGS84坐标应以同一单点定位的三

维坐标为参考坐标(需作长时间观测)进行计算。

由此可见 ,保存所有的公共点上的 WGS84三维坐

标很有必要 。这些点的WGS84三维坐标和转换参

数是即用即测模式的基础数据。

最好的方法是按§2.1 先用 GPS 作测区首

级控制 ,采用多公共点解算一个测区的转换参数。

公共点的数量愈多 ,在应用坐标系中的精度和可

靠性愈高 ,则转换参数的精度和可靠性也愈高。

同时 ,还可以判断公共点的兼容性 ,剔除点位发生

显著变化或坐标精度偏低的公共点 。同样 ,除解

算出转换参数及其精度指标外 ,还应同时保存所

有公共点的WGS84三维坐标及其协方差阵。若

公共点分布较好 ,并有正常高高程 ,则可以得到较

好的高程转换参数。

对一个地区或测区来说 ,上述资料即公共点

的应用坐标和高程 、由 GPS 测量所得到的

WGS84三维坐标 、平面和高程转换参数以及相应

的精度指标等统称为测绘基础数据 ,也称为测绘

基本服务资料 。提供上述资料的工作称为测绘基

本服务。一个完美的测绘基本服务须进行周密设

计 、组织 、实施和管理发布 。对于一个测区来说 ,

可在已知应用坐标和高程基础上 ,按前述方法布

设GPS 首级网 ,并进行必要的水准或三角高程测

量 ,采用二维联合平差和高程拟合模型 ,可得到上

述测绘基本服务资料 。

用超站式集成测绘系统中的 GPS 接收机

SGPS-M(1台)和 SGPS-R(2台或更多)也可

以进行 GPS 静态和快速静态定位测量 ,本系统提

供相应的基线向量解算软件和网平差软件 ,可方

便地获取一测区的测绘基本服务资料。

4　系统功能和检测试验

4.1　系统功能

超站式集成测绘系统用模块化设计方法集成

了GPS 定位和全站仪测量的各种重要功能 ,其汉

字菜单操作和 Windows 界面设计风格极大地方

便了用户的使用。系统功能菜单如图 1所示。由

图 1可归纳出以下重要功能。

1)纯粹的GPS作业模式。使用 SGPS-M 和

SGPS-R对 GPS 网作静态和快速静态测量 、基

线解算 、网平差以及测绘基本服务资料计算 ,可建

立平均边长 10km以下的测区首级控制网 。若要

利用其数据电台通讯功能 ,可在长边或重要边的

SGPS-R端与便携机作数据通讯 ,在测站上解算

和评价该基线向量。

2)即用即测作业模式。在 GPS 观测的同时 ,

用全站仪作碎部测量。以极坐标法为主 ,包括测

站定向 、定向检查 、偏心测量 、平行线测量 、交会点

测量 、偏距点测量以及自由设站 、测支站等功能。

随着流动站的增加 ,自由设站和测支站的功能显

得越来越方便灵活。

3)附合导线测量 。当需要用导线作加密测量

时 ,可作附合导线测量和计算 ,还能判断个别粗差

的位置 。导线两端的两个已知点坐标 ,由本系统

的主 、副 GPS 接收机测量求得 。当穿过狭窄街巷

或隐蔽地区时 ,可利用这一功能。

4)道路测量和工程放样 。根据铁路 、公路的

线路设计数据计算线路曲线的主桩点 、加桩点坐

标 ,计算设计直线 、圆曲线 、缓和曲线上的放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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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 ,根据测站点坐标进行放样元素计算 ,按单点

放样作业模式放样点的平面位置和高程 。对于工

程放样 ,必须根据已知点用本系统先测量计算出

测站点和定向点的应用坐标。

4.2　检测试验

试验 1　在武汉大学校区选设 10个点 ,用 3

台SGPS-M 采用静态定位模式进行了 3 期观

测 ,并作了以下检测分析:设计不同的时段和时间

长度 ,取不同的观测时间和时段解算基线向量 ,对

同步环闭合差 、异步环闭合差 、复测基线较差进行

计算和统计分析。试验表明 ,用 SGPS -M 作静

态式或快速静态定位 ,其精度和可靠性均可达到

目前单频 GPS接收机的性能 。

试验 2　在湖北省宜昌市选了 7 个三等点 ,

用超站仪 HD-S TGPS作静态定位 ,获得在WGS

-84下的三维坐标 ,采用文献[ 2] 所提出的数据

转换方法得到该地区的平面和高程转换参数 。对

7个点进行筛选组合 ,其平面转换参数在允许范

围内 ,即转换参数改变所引起的碎部点坐标变化

不显著。

在试验中选取 3 个已知一级导线作为流动

站 ,在 7个已知点中任选一个作为参考站 ,在流动

站上实时解算出的应用坐标与导线的坐标较差在

2cm 以内
[ 4]
。

上述试验证明 ,HD-STGPSR的性能精度 、

可靠性均达到了设计要求 。

工程管理(P) GPS数据处理(G) 导线测量(T) 线路测设(L) 工程放样(S) 碎部测量(D) 查看(V) 帮助(H)

↑ ↑ ↑ ↑ ↑ ↑ ↑

新建工程

打开工程

工程设置

仪器设置

电台设置

新建文件

打开文件

控制点管理

三维空间坐标

打印设置

退出

基准数据

计算全站仪坐标

基线数据

↑

三维已知坐标

二维已知坐标

一维高程点

输入地面边长

输入地面方位

导线观测

导线计算

粗差探测

观测值表

站名删改

自由设站

频率

波特率

发送周期

←

线路定义

线路计算

线路放样

放样检查

线路报表

↑
主桩点坐标

加桩点坐标

放样点管理

单点放样

直线计算

弧线计算

放样检查

放样报表

↑ ↑
平　　面

高　　程

平面高程

测站定向

定向检查

自由设站

测支站

极坐标测量

方向坐标计算

碎部坐标计算

边长标注

交会点计算

垂足点计算

偏距点计算

平行点计算

帮助主题

关于 STGPS

图 1　HD—STGPS 系统菜单结构图

Fig.1　The Function Menu Structure of HD-STGPS Sy stem

5　系统特点和应用前景

超站式定位系统集成 TPS 和 GPS 的软硬

件 ,也将 TPS 和 GPS 的优点发挥得更加淋漓尽

量。概括起来 ,这一多传感器集成系统具有以下

特点 。

1)普遍性。几乎可用于所有的测绘工程 ,若

GPS 接收机增加差分 GPS 功能 ,单频升级为双

频 ,增加 RTK功能 ,则还可进一步扩展其应用领

域。

2)方便性。GPS 接收机的重量轻(约 1 kg 左

右);在汉字菜单提示下 ,只需按钮按键操作 ,使用

方便 。

3)灵活性。主副接收机可单独使用 ,可与任

何电子全站仪联合使用 ,也可架设在测地机器人

上使用;同时 ,也可与半站仪甚至经纬仪联合使

用 ,这时应先用主副 GPS 接收机测出设站点的坐

标 ,再用半站仪 、经纬仪测量细部 ,其读数需人工

键入便携机。

4)经济性 。本系统适合对已有电子全站仪的

升级 ,所增加的主 、副 GPS接收机部分 ,其费用一

般测量单位均能承受 ,由于其强大的软硬件配置

和功能 ,不需进行加密控制 ,由提高作业效益和成

果质量所节省的测量费用和创造的价值 ,显示了

该系统极高的性能价格比 。

5)前瞻性 。与现代测绘作业模式相适应 ,具

有超前性 。

致谢:武汉大学测绘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巢佰

崇教授 , 武汉大学 GPS 研究中心的李静年副教

授 ,华达系统集成有限公司的郭再春 、祁志光 、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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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ed Super_totalstation GPS Survey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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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to tal aim and research idea of HD-STGPS(Huada super to-

talstation GPS)and i ts function character.The related coordinate t ransformation and GPS service

for surveying are discussed.A new surveying mode called “Positioning and Instance Detail Survey-

ing w ithout dense control network” is put forward.This is a great improvement to the t raditional

large scale detail survey ing mode.By this method ,we just set up a control netw ork consisting of a

few points.The point in this cont rol netwo rk will be used as the reference station for GPS.The

heavy surveying wo rk of setting up dense control netw ork consisting of many points is exempted.

The maintenance w ork of cont rol points is also greatly reduced as the number of the control points

needed is only for the purpose of reference stat ion.This paper emphasizes on how to transfer the

WGS84 Cartesian coo rdinates to the local 2D plane coordinates and the o rthometric height by a se-

ries of mathematical models.The GPS receiver , totalstation , radio , notebook computer and the cor-

responding sof tw are w ork together to form the new surveying system.All the data is manipulated

through sof tw are via interface.The GPS raw measurements at the reference station are broadcast

to the rover.The rover consists of a GPS receiver , totalstation , radio and a computer.The raw

measurements of the rover are also t ransmi tted to the computer.Then the GPS baseline is solved

and the coordinates of the rover are calculated and transferred to local coo rdinate system.The To-

talstation w ill communicate w ith the computer and utilize the coordinates got by GPS immediate-

ly.For o ther detail points with bad sky view si tuations , the signal f rom the GPS satellite is severe-

ly interrupted by buildings or o ther obstacles around the station , and can not be located by GPS.

But they can be measured by Totalstation.STGPS will fully use GPS and Totalstation.

If a public GPS service netw ork has been set up in an area , then these points can be used as

reference points of the S TGPS.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GPS technology , many ci ties will

set up a group of multi_function GPS service stations , which will be very helpful for STGPS.

Key words:STGPS;GPS to talstation;GPS service;surveying basic service;positioning and in-

stance detail survey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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