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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轨道交通一号线一期工程

测量保障体系的研究与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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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述了武汉市轨道交通一号线一期工程测量保障体系的组成和建立情况 , 介绍了测量保障体系的建

立过程和所达到的精度 ,对其他工程测量保障体系的建立具有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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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市位于江汉平原东部的长江 、汉水汇合

处 ,是华中地区最大的城市 ,也是我国特大城市和

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1998 年城区内宽于

5m 的车道总里程为 1 227km ,道路总面积 2 137

万 m
2
, 路网密度达 5.3km/km

2
, 干道网密度

1.9km/km2 ,接近国家规范的指标 。但道路面积

率 、人均道路面积仅分别为 9.2%和 5.3m2 ,远低

于15%～ 20%和 7 ～ 15m2 的国家规范规定的指

标 ,城市人多路少的矛盾十分突出 。交通不畅 ,道

路堵塞给人们出行和工作带来不便 ,同时也影响

了武汉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作为武汉市的重点建设项目 ,武汉市轨道交

通一号线历经了 8年的筹备时间。根据武汉市城

市总体规划 ,武汉市轨道交通一号线起点设在古

田一路 ,沿解放大道行至汉西路后向南折到沿河

大道。经沿河大道向东转入京汉大道 ,利用原京

广铁路路基 ,一直延伸至芦沟桥路。然后从黄浦

路接武汉长江二桥过长江到达武昌 ,再沿徐东路

至岳家嘴转入中北路 、中南路 ,直达终点傅家坡。

全长约 27km ,设 21个车站 。

一期工程是一号线的中段。西起宗关站 ,东

至黄浦路站 ,全长10.177km 。共设宗关 、太平洋 、

石乔口路 、崇仁路 、利济北路 、友谊路 、江汉路 、大智

路 、三阳路 、黄浦路 10 个车站 。最大站间距

1 566m ,最小站间距 880m ,平均站间距 1 083m 。

一期工程正线全线高架 ,共有 21条曲线 。

1　建立测量保障体系的指导思想

根据武汉市轨道交通一号线的初步设计方案

以及工程的特点 ,确定了以下建立测量保障体系

的指导思想。

1.1　对一 、二期工程进行整体控制

武汉市轨道交通一号线分两期建设 ,且一期

工程通车后再启动二期工程 ,全线通车需历时 8

年。为了保证两期工程精确对接 ,在进行控制网

设计时应从整个轨道交通一号线工程出发 ,全局

考虑确保整个工程有很好的精度 。同时 ,也为轨

道交通一号线的二期工程留出融合对接的接口。

为此 ,采取分级布网方案 ,即先布设 GPS 框架网 ,

后布设一期工程GPS控制网 。

1.2　将工程控制网纳入武汉市城市控制网

武汉市轨道交通一号线工程是武汉市的很多

大小工程之一 。要使该建筑物与沿途已有的各个

建筑物和未来再建的其他建筑物保持设计关系 ,

就要考虑到所布设的控制网与武汉市城市控制网

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达到最佳匹配 ,即将武汉市轨

道交通一号线工程控制网纳入武汉市城市控制

网。为此 ,笔者将武汉市城市控制网中的禁口

(C003)、青山(C002)、武昌饭店(C004)和武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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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HN)等国家高等级控制点作为本框架网的

外部基准 ,从而确定其绝对位置和方位 。

1.3　满足一期工程施工与变形监测的要求

为了避免重复布设测量控制网 ,做到一网多

用 ,在控制网设计阶段就以“除保证满足一期工程

施工放样外 ,还应兼顾工程竣工后的变形监测”作

为建立测量保障体系的指导思想之一。

2　测量保障体系的构成

武汉市轨道交通一号线一期工程的测量保障

体系由平面控制网 、高程控制网 、线路特征点和纵

横断面构成。

2.1　平面控制网

2.1.1　GPS网布设

根据建立测量保障体系的指导思想以及轨道

交通一号线一期工程现场踏勘情况 ,采取分级布

网方案 ,即先布设 GPS 框架网 ,再布设一期工程

首级 GPS控制网[ 1] 。

为了加强 GPS 控制网的外部检核 ,采用当今

世界上最高精度的 ME5000测距仪 ,实测 4 条高

精度基线边 ,以检验 GPS控制网的精度。并可为

GPS框架网和一期工程首级 GPS 控制网提供外

部长度基准。

2.1.2　GPS网施测

GPS网施测采用 4 台美国 ASHTECH 公司

生产的 ASHTECH Z_12双频双 P 码 GPS 接收机

及1 台美国 AOA 公司生产的 T URBO ROUGE

8000型双频双 P 码 GPS接收机 。

　　观测采用 GPS 静态定位模式 ,同步作业图形

间采用边连接方式 ,主要作业技术指标严格执行

《地下铁道 、轻轨交通工程测量规范》
[ 2]
。

2.1.3　GPS网数据处理

1)GPS基线解算

为了满足高精度 GPS 平面控制网的精度要

求 ,采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GAM IT GPS 科研软

件和精密星历 ,对起算点WUHN(武测)的WGS_

84坐标进行了计算 ,并作为基线解算的起算点。

基线解算利用 GPS Ver 5.2 和 GPSurvey Ver

2.35进行 。全网共解算 30个同步图形 ,基线总数

为185 条 ,其中平差所用独立基线数为 82 条。

GPS网基线解算结果按照有关技术要求(《全球

卫星定位系统(GPS)测量规范》)进行了环闭合

差 、重复基线互差等各项检验 ,均通过了检验 ,质

量合格。

2)平差方案

平差处理采用原武汉测绘科技大学研制的

POWERADJ Ver 3.0软件 。首先以WUHN 为起

算点进行三维无约束平差 ,再进行二维平差 ,并根

据工程实际的需要 ,分别采用以 C003(禁口)为固

定点和 C003至WUHN(武测)为固定方位角;以

C002(青山)和 C003 为固定点;以 WUHN 、C002 、

C003 、C004(武昌饭店)为固定点 3种方案进行二

维平差。

平差时将框架网与一期工程首级 GPS 控制

网一起进行处理 ,分别进行了WGS_84坐标系下

的三维无约束平差和 1954年北京坐标系下固定

一点(C003)及一个方位(C003_WUHN)的二维约

束平差。

2.1.4　加密施工控制网

武汉市轨道交通一号线一期工程首级 GPS

控制网平均边长约 500m ,由于布设在建筑物密

集 、交通繁忙的市中心 ,通视条件较差 ,仅依靠一

期工程首级 GPS 控制网难以完成所有桥墩的放

样工作 。为此 ,又在一期工程首级 GPS 控制网的

基础上 ,用四等电磁波导线进行了加密 ,与一期工

程首级 GPS 控制网一起 ,构成了一期工程施工控

制网 。

2.2　高程控制网

为了满足施工放样和兼作变形观测的需要 ,

沿轨道交通一号线一期工程线路布设了高程控制

网。根据工程现场情况 ,为了保证所埋设的水准

点稳定 、可靠 、使用方便和较长时间保存 ,水准点

采用了水准标石和现埋水准标志两种方法建造。

考虑到水准点尽可能与平面控制点(GPS 点)重

合 ,便于工程施工放样 ,以及研究 GPS 水准在带

状地形中的拟合方法[ 3] ,标志制成了半球形并有

十字线刻划 ,采用不锈钢或钢筋材料制成。

高程控制网共由 32个点组成 。观测采用了

两台精密水准仪同时作业。一台是数字水准仪

NA3003 ,采用人工记录;另一台是自动安平水准

仪 Ni007及其配套的精密水准尺 ,采用经国家认

可的电子水准测量记录手簿记录。

高程网的平差采用一般的最小二乘估计和信

息扩散估计
[ 4]
。平差结果见参考文献[ 5] 。

2.3　线路特征点

一期工程全长 10.177km , 共有 21 个曲线。

每个曲线共有直缓(ZH)、缓圆(HY)、曲中(QZ)、

圆缓(YH)、缓直(HZ)和交点(JD)6个特征点 ,总

共 252个特征点。此外 ,直线段上整 50m 一个里

程点 ,曲线段上整 20m 一个里程点 ,总共约 300

余点 。根据铁道部第四勘测设计院所提供的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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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轨道交通一号线一期工程左 、右曲线要素表(偏

角 α、曲线半经 R 、缓和曲线长度 l 、切线长度 T 、

曲线长度 L 、曲线起点 、终点和交点坐标及里程),

按照参考文献[ 6] 所给出的坐标计算公式 , 用

VC++语言编写计算机软件 ,对曲线元素点在微

机上实现自动解算其放样坐标 。

算得各特征点的放样坐标后 ,采用极坐标放样

法从GPS控制点或加密导线控制点上直接将各点

放样到地面。利用编制的测量放样软件 ,在 PC—

E500上输入设站点坐标(控制点)、后视点坐标(控

制点)、放样点坐标 ,即可计算出放样元素角度 β和

边长 S 。全部特征点放样完后 ,武汉市轨道交通一

号线一期工程就在实地标定出来了[ 5] 。

2.4　纵横断面

纵横断面是线路工程中测量保障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 ,是工程设计的依据之一。武汉市轨道

交通一号线一期工程纵断面沿右线的中线 ,采用

四等水准测量的方法测绘 。横断面共 33个 ,根据

设计单位提供的各断面里程 ,采用全站仪测绘 。

3　测量保障体系的精度

3.1　平面控制网的精度

框架网与一期工程首级 GPS 控制网一起联

合平差 ,不仅整网精度均匀 ,而且基线的残差近似

呈正态分布。二维约束平差的最弱点点位误差为

0.51cm ,小于规范规定的±1.2cm 的要求 。二维

约束平差的精度见表 1和表 2。

表 1　二维约束平差坐标分量精度统计表/ cm

Tab.1　The P recision Statistic Table of Coo rdinates_

Branch on Two Dimension Restrained Adjustment/cm

统计项目 点名 X Y 点位

最优点位误差 G007 0.20 0.27 0.33

最弱点位误差 G008 0.29 0.42 0.51

平均点位误差 0.26 0.33 0.42

表 2　二维约束平差边长相对精度统计表

Tab.2　The Relative P recision Statistic Table of Side

Leng th on Two Dimension Restrained Adjustment

统计项目 起点 终点 距离中误差 相对中误差

最优基线误差 WUHN G026 0.04 cm 1/ 29 472 040

最弱基线误差 G007 G008 0.34 cm 1/ 75 178

平均基线误差 1/ 339 584

　　施工前对一期工程首级 GPS 控制网和导线

加密网进行了 GPS 复测。二维约束平差的点位

较差见表 3 。由表 3 知 , 最大点位误差为

±2.65cm ,小于规范规定的 5.0cm的要求 。

3.2　高程控制网的精度

3.2.1　每 km 水准测量高差偶然中误差

根据《国家一 、二等水准测量规范》[ 7] ,用往

返测段高差不符值算得每 km 水准测量的高差偶

然中误差为 MΔ=±0.55mm ,小于《工程测量规

范》(GB50026_93)规定的±1mm 的精度要求[ 8] 。

表 3　二维约束平差的点位较差/ cm

Tab.3　The Coordinate Difference of Points on Two Dimension Restr ained Adjustment

G002 G003 G004 G006 G007 G008 G009 G010 G011 G012 G013 G014 G015

ΔX 0.84 0.32 -0.06 0.18 -0.09 0.06 -0.68 0.26 -0.03 -0.01 0.67 0.76 -0.19

ΔY 0.55 -0.06 -0.09 0.54 0.33 1.38 1.45 0.42 0.77 0.97 1.05 0.78 -0.17

M 1.00 0.33 0.11 0.57 0.34 1.38 1.60 0.49 0.77 0.97 1.25 1.09 0.25

G016 G017 G018 G019 G020 G021 G022 G023 G024 G025 G026 G027 D005

ΔX 2.04 1.27 -2.45 -0.43 -2.16 1.01 -1.52 -1.60 -1.30 -1.60 -1.64 -0.96 0.37

ΔY -1.40 -0.58 1.02 0.25 1.11 -1.49 0.86 0.37 0.53 -0.06 0.95 -0.24 0.55

M 2.47 1.40 2.65 0.50 2.43 1.80 1.75 1.64 1.40 1.60 1.90 0.99 0.66

3.2.2　每 km 水准测量高差全中误差

在计算每 km水准测量高差偶然中误差的基

础上 ,我们还计算了附合路线和每个闭合环的高

差闭合差 。并用此闭合差算得每 km 水准测量高

差全中误差为 Mw =±1.15mm ,小于《工程测量

规范》(GB50026-93)规定的 ±2mm 的精度要

求。

3.2.3　平差后的精度

平差 后 , 每 km 高 差 中 误 差为 m =

±1.60mm ,小于《工程测量规范》(GB50026 -

93)规定的±2mm的精度要求。最优点位高程中

误差为 ±1.3mm , 最弱点位高程中误差为

±2.6mm 。

3.2.4　水准复测的精度

水准网复测采用精密数字水准仪 NA3003及

其配套的精密铟钢水准尺按二等精密水准测量的

技术要求施测 。复测后由往返测高差较差计算的

每 km 水准测量高差偶然中误差为 MΔ =

±0.85mm ,小于规范中规定的±1mm 的精度要

求。用附合路线和每个闭合环的高差闭合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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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每 km 水准测量高差全中误差为 Mw =

±1.57mm ,小于规范中规定的±2mm 的精度要

求。

3.3　特征点放样的精度

用极坐标法放样完特征点后 ,为了保证放样

结果的正确性 ,又用四等电磁波测距导线进行了

贯通测量 ,并进行严密平差。平差后各特征点的

坐标与其放样的理论坐标之差为特征点放样的真

误差 。此真误差的分布见表 4和文献[ 3] 。

由表 4和文献[ 3]可以看出 ,在 484个特征点

的 968 个真误差中 , 仅有 14 个真误差大于

±2cm 。在实际工作中 ,对几个真误差较大的点进

行了重新放样 ,从而保证特征点的误差均小于

±2cm 。还可以看出 ,特征点的真误差基本服从正

态分布 。为了更好地估计特征点真误差的分布 ,

我们又用文献[ 9]中提出的具有最优窗宽的信息

扩散估计方法估计特征点真误差的分布 。估计结

果见图 1。图 1(a)中 ,实线为 X 分量之真误差的

分布曲线(用信息扩散估计方法估计),虚线为方

差等于 0.95 、期望等于-0.19的正态分布曲线 ,

两曲线吻合很好 。图 1(b)中 ,实线为 Y 分量之

真误差的分布曲线(用信息扩散估计方法估计),

虚线为方差等于 1.08 、期望等于-0.087 的正态

分布曲线 ,两曲线吻合很好 。图 1(c)中 ,实线为

X 和Y 的真误差的分布曲线(用信息扩散估计方

法估计),虚线为方差等于 1.02 、期望等于-0.14

的正态分布曲线 ,两曲线同样吻合很好 。由于期

望分别等于-0.19 、-0.087 和-0.14 ,方差分别

等于 0.95 、1.08和 1.02 ,说明特征点真误差近似

服从标准正态分布。

表 4　特征点放样真误差统计表

Tab.4　The T rue Error sta tistic Table of Feature_points

较差范围/ cm

X

较差个数

正 　　负

Y

较差个数

正 负

0.0～ 0.4 82 87 87 85

0.4～ 0.8 68 62 64 53

0.8～ 1.2 37 44 31 43

1.2～ 1.6 26 33 28 38

1.6～ 2.0 22 18 19 27

2.0以上 2 3 4 5

合计 237 247 233 251

4　结　语

武汉市轨道交通一号线一期工程测量保障体

系由平面控制网 、高程控制网 、线路特征点以及纵

(a)　X 分量

(b)　Y 分量

(c)　X 和Y 分量

图 1　用信息扩散原理估计得到的误差分布图

Fig.1　The Er ror' s Distribution Based on

Info rmation_diffusion Estimation

横断面构成 。在整个测量保障体系的建立过程

中 ,采用了先进的高新技术 、精密的现代化仪器 、

严密的数据处理理论和软件。所建立测量保障体

系精确实用 ,特征点的放样误差服从正态分布。

利用施工控制网 ,施工单位不需进行任何加密就

能放样所有桥墩 。用本方案建立的测量保障体

系 ,按本放样方法进行施工放样 ,是能满足轨道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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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对测量的精度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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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irstly , the necessi ty ,preparation and primary design of Wuhan No.1 Rapid Rail Transit

Engineering are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Ssecondly , the guidance of the surveying ensurement sy s-

tem is put forward.Thirdly , the composing and establishment of this sy stem is particularly dis-

cussed ,which includes four divisions:1)the arrangements and data processing of horizontal con-

trolling netwo rk ,2)arrangements and data processing of vert ical controlling network , 3)coordi-

nate computing and laying out of characteristics points ,4)surveying and mapping of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section.At last , precision of this system is especially analy zed , which consists of three

parts:1)precision of ho rizontal cont rolling netwo rk ,2)precision of vertical controlling network ,

3)laying out precision of characteristics points.

Key words:surveying ensurement system;rail transit;survey ing n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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