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8 卷 特 刊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Vol.28 Special Issue

2003 年 5 月 Geomatic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of Wuhan University May 2003

文章编号:1671_8860(2003)Z3_0001_06 文献标识码:A

建设我国现代大地测量基准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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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设现代大地测量基准方面的进展主要表现在 IGS 服务和 ITRF的系列精化 , ITRF2000 是 ITRF 中迄

今最为精确 、测站最为稠密的地面坐标参考框架;2001 年推出新的 WGS84 , 其成果标以WGS84(G1150)。考虑

和顾及现代大地测量的特点 ,结合中国实际 ,我国现代大地测量基准应着重考虑四个方面的基本要素:高精度、

涵盖全部陆海国土 、三维 、动态。建设我国现代大地测量基准是为用户在我国任何地点 、任何时间提供及时、可

靠、适用的地理空间基础框架 ,其任务应包括建立我国现代化的平面基准 、高程基准和重力基准等。

关键词:大地测量基准;平面基准;高程基准;重力基准;坐标框架

中图法分类号:P22

1　国际大地测量在建设现代大地测

量基准方面的进展

1.1　国际 GPS 服务(IGS)和国际地面坐标参考

框架(ITRF)的精化[ 1 ,2]

自 IGS从 1992 年开始工作以来 ,就以 IT RF

的某几个站作为它的坐标基准。 IGS 在 1992年

至 1993 年以 ITRF91 为坐标基准 , 1994 年以

ITRF92为坐标基准 , 1995 年至 1996 年中期以

ITRF93为坐标基准 ,1996年中期至 1998年 2月

以 ITRF94为坐标基准 ,从 1998年 3月 1日开始

使用 IT RF96 , 1996 年 8 月 1 日开 始使用

ITRF97 ,从 2001年后期开始使用 ITRF2000。

IGS一方面以扩展自己的网站和改善这一网

站的精度来支持 IT RF ,提高自身的精确性和可

靠性 ,因此 , IGS 网站的计算成果已是 ITRF 联合

解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 , IGS 可以通

过与自己网站的 GPS联测 ,向任何非 IGS 站以非

常有效的方式提供相应于 ITRF 的高精度坐标 。

ITRF2000是 ITRF 系列解算中迄今最为精

确 、测站最为稠密的地面坐标参考框架 。它包括

了 500余个地面点上 800余个观测站(有的一个

地面点具有多种技术 ,如 VLBI 、SLR 、LLR 、GPS 、

DORIS等的观测站)。 ITRF2000是依据这些不

同技术所采集的长期高质量的观测数据解算而得

的坐标参考框架。解算时 ,根据不同技术的长处 ,

确定必须满足的先验条件:①地球质心及其移动

速率应和绝大部分 SLR观测值的解算结果保持

一致;②长度比例尺及其变化速率应由 V LBI 观

测值的解算获得 ,并也应和大部分 SLR观测值的

解算结果保持一致;③定向应和历元为 1997.0的

ITRF97保持一致 ,而定向的变化率相对于 NNR_

NUVEL1A 模型无净旋转。综上所述 , 预期

ITRF2000的长期稳定性可保持 10年 ,其中枢纽

站地心坐标的精度优于±4mm ,比例尺的精度优

于±0.5ppb。

1.2　世界大地坐标系统 1984(WGS84)的精化

美国 GPS 采用的坐标系统是 WGS84 ,即所

谓“世界大地坐标系统 1984” 。WGS84 在 1984

年建立 ,之后曾在 1996 年作了一次改进 ,标号为

WGS84(G873)[ 3] ,历元是 1997.0 ,采用的坐标框

架为 ITRF94 。与 ITRF94比较 ,WGS84(G873)

的误差为±5cm 。2001 年再次对WGS84 进行了

精化 , 其成果标以 WGS84(G1150)[ 4] , 历元是

2001.0 ,采用的坐标框架为 ITRF2000 。WGS84

(G1150)与 ITRF2000 的符合程度为 ±1cm ,比

1996年的WGS84(G873)的±5cm 精度有了很大

提高 。

1.3　有关国家在建设现代大地测量基准方面的

进展

美国的GPS连续运行网(CORS)目前有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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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个永久 GPS 跟踪站。此外又分三个层次 ,分别

布设了联邦 GPS 基本网(FBN)、合作 GPS 基本

网(CBN)和用户 GPS加密网(UDN)[ 5] 。FBN 网

由美国大地测量局(NGS)负责建立和维持 , CBN

网由 NGS与州或地方测量单位合作布设。FBN

与CBN 都是以州为基本单元的 GPS 网 ,它的总

体构成了国家高级空间参考系(NSRS)。FBN 网

站间距为 75 ～ 125km ,全美有 1 400个点。CBN

网站间距为 25 ～ 50km , 全美共有 14 600 个点。

UDN是连接到 FBN 或 CBN的地区加密网 ,其最

大站距为 25km 。FBN的目标是每个GPS点的三

维测量(大地经度 、大地纬度和大地高)的精度都

不低于 2cm;同时进行水准联测 ,则点的正高高程

精度不低于 3cm;若进行了重力联测 ,则要求点的

重力值精度不低于 50μGal。此外还要求每个点

的地壳运动水平和垂直速率精度不低于 1mm/a。

美国的高程基准采用 1988 年北美高程基准

NAVD88 ,它是美国 80 000km 水准观测平差的结

果。1998年根据美国国会的要求 ,NGS 提交了一

份国家高程现代化的研究报告 ,其基本思想是综

合利用 GPS 水准 、重力测量和卫星测高数据精化

大地水准面至 cm 级 ,以达到通过 GPS 测量来代

替水准测量建立高程控制的目的。

　　由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 ,对邻

近国家的大地测量基准也应加以关注和跟踪 。韩

国于 1994年建成了大地控制网(PPGN),这是该

国的平面基准 。为了满足 21世纪各类用户的需

求 ,韩国于 1998年推出一个完全新型的国家三维

地心大地坐标系统(KGD2000)
[ 6]
,以替换现行的

PPGN 所定义的坐标系统。KGD2000以 ITRF97

为参照 ,历元采用 2000.0。这是韩国大地测量工

作面向 21世纪的一项重大决策 。它将向用户提

供精确的 、附有时相的三维地心空间坐标 ,而且

KGD2000与国际坐标框架保持一致(或有确定

的 、精确的连接)。KGD2000 与原来经典的大地

坐标系统不同 ,它有以下一些特点:①以地心为大

地坐标系的原点;②与国际通用的地面坐标参考

系统(ITRS)和相应的椭球参数(GRS80)保持一

致;③和 ITRS的联系是通过 KGD2000中连续运

行的若干个 GPS 工作站与国际地面参考框架

(ITRF97)的不断联测来实现的;④KGD2000 的

历元确定为 2000.0 ,即该系统中的坐标框架点的

坐标值都以此历元为准;⑤通过长期观测后 ,对

KGD2000坐标框架中的一部分点位移动量相对

平稳的 点 , 将提 供年运动 速率 , 以 保持点

KGD2000中坐标框架点的坐标值的现势性。从

上面的介绍中可以看出 , KGD2000的核心部分是

有足够数量和分布合理的 GPS 连续运行站

(COS)。这些站是永久性的 , 24h 连续接收和传

输GPS 讯号 。目前在韩国的 COS 已有 14个 。

马来西亚采用三维地心坐标的考虑大致有 4

个方面[ 7] :①今后卫星定位技术的应用会越来越

广泛 ,但其定位(或导航)结果和现行马来西亚的

大地坐标系统不匹配 ,相差较大(达 200 余 m);

②东西马来西亚的大地联结原来是通过经典大地

测量技术进行的 ,精度较差;③迅猛发展的各种类

型 、各种地理范围的 GIS ,只有采用一个最符合地

球真实情况的大地坐标系才能相互配适和便于交

换;④马来西亚的邻国如新西兰都已趋向于采用

三维地心大地坐标系 。新西兰已用新西兰大地基

准 2000(NZGD2000)来替换其原有的新西兰大地

基准 1949 (NZGD49)。 NZGD2000 定 义 于

ITRF96 , 历 元 为 2000.0。 迪 拜 则 定 义 于

ITRF93。

马来西亚建立国家三维地心大地坐标系统

NGRF2000时 ,采用了 3个步骤[ 7] 。

1)建立分布全国的15个 GPS 永久性连续运

行站(MASS)。MASS 于 1999年初开始运行后 ,

用两年的 GPS 跟踪数据(1999 年 1 月 1 日至

2000年 12月 31日)计算出 MASS 各站的最终坐

标。计算时用两种不同软件(BERNESE3.4 和

GIPSY)分别独立进行数据处理 ,以确保 MASS

坐标成果的可靠无误 。MASS 各站坐标定义于

ITRF97 ,历元为 2000.0 ,其平差后精度的水平分

量为±1cm ,高程分量为±2cm 。在解算 MASS各

站坐标值的同时解算了相应的平均移动量。

MASS网是定义了马来西亚三维地心大地坐标系

统 ,也是马来西亚大地坐标框架 NGRF2000的骨

干。这就是该步骤的实质所在 。

2)将马来西亚已有的 GPS 大地网(PGGN)

共 238个点拼接到 MASS网上 ,以使马来西亚三

维地心坐标框架点的分布和密度实用 、合理 ,以最

终建成马来西亚国家的新的三维地心大地坐标系

统。具体做法是:在 PGGN 中选取精度良好 、点

位稳定和分布合理的 36 个点 ,这些点和 MASS

的15个站用 GPS 进行联测 ,然后将联测中算出

的 PGGN 36个点中的 34个作为固定值 ,对上述

PGGN 的 238个点进行全网再次平差。由此重新

算得的 PGGN 各点的新坐标和 MASS 的点一起

成为马来西亚国家三维地心坐标框架 NGRF2000

的点。通过步骤 1)、2), NGRF2000 确保了它所

在的坐标系统和 MASS 保持一致 ,即由 ITRF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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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历元为 2000.0[ 7] 。

因此 ,马来西亚具有了这样一个与国际通用

的高精度三维地心大地坐标系后 ,对精确统一该

国的东西两大区域的坐标系统作出了贡献;为该

国的地理信息系统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基础地理框

架;在应用 GPS 等空间技术方面会得到最大的好

处 ,并且为社会提供 GPS 在陆海动态实时定位

(导航)、气象 、海平面监测和地震预报等方面的服

务打下了良好基础。

由上面的概略介绍可以看出 ,目前大地测量

基准正处于从传统的模式向现代模式转变的过程

中 ,各国前进的方向都是相同的 ,只是前进的速度

不同而已 。

2　我国现代大地测量基准应该具备
的基本要素

　　大地测量基准是“数字中国”地理空间基础框

架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是进行各种测绘工作的起

算数据和起算面 ,是确定地理空间信息的几何形

态和时空分布的基础 ,是在数学空间里表示地理

要素在真实世界的空间位置的参考基准 ,用以保

证地理空间信息在时间域和空间域上的整体性。

国家大地测量基准包括设立和采用全国统一的平

面基准 、高程基准和重力基准等。平面基准主要

包括国家坐标系统和坐标框架;高程基准主要包

括国家高程系统和国家高程控制网(精密水准

网);重力基准主要包括国家重力系统 、国家重力

基准网和全国大地水准面 。为了满足建设信息化

社会和“数字中国”的需要 ,迫切要求着手建立我

国的现代大地测量基准。

大地测量基准的现代化应顾及的内容要适应

中国的改革开放 ,要支持中国经济走向世界面向

全球 ,要服务中国科技和国防的现代化 ,作好“数

字中国”地理空间基础框架的测绘保障 。要考虑

和顾及本文提及的现代大地测量的 6大特点 ,结

合中国实际 ,我国大地测量基准应着重考虑 4个

方面的基本要素:高精度 、涵盖全部陆海国土 、三

维 、动态。

1)高精度。现有大地坐标框架主要是由我

国天文大地网点构成 ,它的相对精度是 3×10-6 。

现代大地坐标框架点间的相对精度应不低于

10
-7
,相对于地心的绝对精度也要不低于 10

-7
。

这是现代大地测量技术可以做到的 ,也是现代定

位技术对大地坐标框架在精度方面的最低要求。

对于高程控制网的精度 ,按可以预见的技术

进展 ,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仍然只能维持在目

前的水平 ,如一等水准网点之间 ,其相对精度仍为

±1mm L , L 为一等水准点间距 ,以 km 为单

位。

我国重力基准网的精度今后可以维持在

±5μGal ,而今后中国局域大地水准面的精化 ,根

据研究
[ 8 , 9]
和实践

[ 10 , 11]
,并顾及中国的地形大部

分为丘陵和山区的实际 ,顾及中国和相邻地区重

力资料的严重不足 ,在今后的 10年中比较现实的

考虑是 , 在中国中 、东部精化的目标以 cm 级为

宜。

2)涵盖全部陆海国土。现行大地坐标系统

和高程系统的确定和服务都主要限于中国的大陆

范围 。目前我国经济 、社会和国防的发展 ,海洋勘

界 、海洋资源的利用和开发 ,航空 、航天和航海技

术的进展 ,都要求我国现代大地测量基准的确定

和它的服务对象应能涵盖我国的全部陆海国土 ,

也就是说 ,在中国的国土上 ,不论是陆地还是海

岛 、洋面的任何一点 ,我国的现代化大地测量基准

都能及时提供坐标 、高程和重力方面可靠 、适用的

地理空间基础框架的保障 。

3)三维大地测量基准。过去由于科技水平

的限制 ,大地坐标系统在实际使用中一般不采用

三维坐标。此外 ,由于人类总是习惯对平面介质

(如纸或屏幕)上的目标进行观测 ,因而常常对三

维空间的目标以某种数学关系投影到二维的平面

介质上进行考察研究 。这种将三维空间目标转化

为二维后 ,该目标第三维的高程信息往往只作为

地理信息系统中的属性处理。这样虽然在许多场

合会导致空间目标在划分与表达方面的困难[ 12] ,

但由于二维介质在客观上便于观察和使用 ,因此

二维坐标系统不仅过去需要 ,今后还会长期发挥

作用。然而随着空间技术和虚拟技术的发展 ,同

时采用符合客观空间实际的三维坐标 ,将是一种

必然的趋势。考虑到二维平面显示的实用性 ,三

维坐标系统采用的形式除了(X , Y , Z)外 ,还应有

经纬度与高程(B , L , H)、平面公里格网与高程

(X , Y , H)等多种形式。

4)动态的大地测量基准。过去定义大地坐

标系统和高程系统时 ,由于精度较低 ,所以难以测

定它自身所受到的各种影响 ,如地壳形变等所导

致的位移 ,因而认为它是静止的 、绝对的 。而现代

坐标系统 、高程系统和所具有的高精度特点 ,说明

它们只是相应于某一时刻(历元)的数值 。为了真

正保持大地坐标系统和高程系统的精确性 ,就必

须保持它们的现势性 。即不仅仅向用户提供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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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历元的框架点的坐标和高程值 ,还必须提供

它们相应的时间变率 ,因此与现代大地坐标系统

和高程系统所对应的大地坐标框架和高程控制网

应是动态的
[ 12]
。这也是实时定位 、导航 、气象 、电

离层和海平面监测等方面有高精度和实时需求用

户的基本要求。

3　建设我国现代大地测量基准任务

3.1　建设我国现代平面基准

平面基准主要包括国家坐标系统和坐标框

架。目前使用的西安 1980 坐标系(简称西安 80

系),从技术和应用方面考虑 ,存在下面几个问题:

①二维坐标系统 。即任何所考虑对象的三维坐标

在西安 80系中只表现为平面的二维坐标 。②椭

球定位 。西安 80系是由(中国)大陆局域高程异

常最佳符合(即[ ζ2] =min)方法定位的 ,因此它

不仅不是地心定位 ,而且当时确定定位时也没有

顾及占中国全部国土面积近 1/3的海域国土 。③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原来用于定义我国大地坐

标系的物理和几何常数已有了更新和改善。其中

如椭球大小 ,西安 80系采用的椭球是 IAG1975

椭球 ,它的椭球长半轴要比现在国际公认的[ 2 ,3]

或卫星定位技术(GPS 、GLONASS 等)中所采用

的相应值要大 3m 左右 ,而这可能引起地表长度

误差达 5×10-7量级 。④椭球短轴的指向 。西安

80系采用指向 JYD1968.0极原点 ,与国际上通用

的地面坐标系如 IT RS 或与 GPS 定位中采用的

WGS84等椭球短轴的指向(BIH1984.0)不同。

大地坐标框架是大地坐标系统的实现。目前

提供全国使用的大地坐标框架是用经典大地测量

技术所测定的全国天文大地网 。它由 48 000余

个大地控制点组成 , 这些点间的相对精度为

3×10-6 ,在我国大陆的分布密度约为 1∶15km×

15km 。但我国的这一大地坐标框架目前也存在4

个方面的问题:①近 5 万个全国天文大地网点历

经几十年沧桑 ,已损毁了近 1/3 ,而在经济发展快

的地区 ,这一现象更为严重。 ②卫星定位技术得

到了广泛应用 ,其点位平面位置的相对定位精度

已可达 10-7量级以上 ,要比现行的全国大地坐标

框架高出 1 ～ 2个量级 。③卫星定位的测量成果

是三维的 、立体的 ,而现行的大地坐标框架是二维

的 、平面的 。因此 ,高精度的卫星定位技术所确定

的三维测量成果 ,与较低精度的 、国家的二维大地

坐标框架不能互相配适。 ④实时或准实时定位已

不仅仅是导航部门的需求 ,在地震和地质灾害监

测 、天气预报等部门 ,都要求提供框架点的实时坐

标 ,这种要求也是目前大地框架点难以满足的。

我国国土范围内所考虑对象的空间位置(不

论该对象是处于静态还是动态),都需要一个全国

统一的 、协调一致的大地坐标系统和框架 。但面

临空间和信息技术及其应用的迅猛发展和广泛普

及 ,在我国创建数字中国 、数字城市的过程中 ,单

纯采用目前的局部 、二维 、低精度 、静态的大地坐

标系统和框架所带来的不协调会愈来愈多 ,因此

建立能体现上述大地测量基准 4个基本要素的中

国平面基准的任务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1)全国 A级和 B级GPS网点的数量应达到

一定的分布密度。目前正在进行数据处理的全国

GPS2000网 ,其点数可达 2 200余个 ,这个网启用

后 ,将使我国大地坐标框架在顾及上述的现代化

指标方面走上一个新的台阶。但该网点的平均密

度仅为 1∶70km×70km 。GPS2000网要服务于全

国用户特别是静态定位用户(不论是二维的还是

三维的),将用户的定位成果统一于国家坐标系

统 ,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 GPS2000 网的点数过

少 ,分布密度太低 ,因此加密 GPS2000 网是我国

建立现代大地坐标框架所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

题。各省市可根据本地经济发展 、大比例尺测图 、

精化地区大地水准面等方面的需求 ,在 GPS2000

网的基础上 ,布设省市级 B级和 C级 GPS(水准)

网来达到加密的目的 ,以方便用户和促进全国坐

标系统的统一和协调 ,也为精化局域大地水准面

打好基础 。

2)增加我国连续运行的 GPS 站的数量和分

布密度。足够数量和均匀分布的连续运行的

GPS站是现代大地坐标框架的骨干和主要技术

支撑;是框架中点位三维地心坐标的精度和现势

性(动态)的保证;也是我国大地坐标系统和框架

与国际通用坐标和框架保持动态实时联系和协调

的惟一技术手段 。在框架点位解算的数据处理

中 ,有了国内这些连续运行的 GPS站的精确点位

(10-8 ～ 10-9量级)及其移动速率 ,再结合一定数

量的国外 IGS 站 ,才能确保我国大地坐标框架点

位在静态和动态方面的精确和可靠 。此外 ,这些

连续运行的 GPS 站也是建立卫星定位综合服务

系统(如导航 、制导 、地震 、电离层 、大气可降水分

等方面的预测预报)的前提条件。

目前 ,测绘 、地震和交通等部门在全国连续运

行的 GPS站近 60个。而要服务于全国动态或高

精度定位用户 ,则要在中国建立一个点数更多 、分

布更均匀的连续运行的GPS 站网 ,并建立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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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传输 、处理和分发服务的网络系统 。

3.2　建设我国现代高程基准

目前国家采用的高程系统是黄海 1985高程

系统。类似于坐标框架 ,主要由国家二期一等和

二等水准网所构成的国家高程控制网实现这一高

程系统。二期一等 、二等水准网分别于 1977年～

1981年和 1982 年 ～ 1988 年完成 , 前后耗时 12

年。一等水准网路线总长 9.4 万 km , 二等为

13.6万 km 。国家高程控制网点(水准标石)总计

约 5.3万个 ,平均分布密度约为 1∶15km×15km 。

当前国家高程基准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

个方面:①目前国家高程控制网的现势性差 。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地测量法式》[ 13]规定 ,国家高

程控制网中的一等水准网应在 25年左右复测一

次。其实质就是减少地形变对高程控制点的影

响 ,保证国家水准点高程的精确和可靠 ,以保持国

家高程控制网的现势性。目前这一高程控制网 ,

即二期一等和二等水准网 ,使用至今已有 20余年

的历史 。因此从依法行政和实际需要出发 ,尽快

组织三期国家高程控制网的施测是完全必要的。

②我国高程的提供方式目前仍是经典的 ,即用户

必须通过与国家高程控制点的水准联测来传递高

程。虽然利用 GPS 技术可以随时随地测定高程 ,

但它测定的高程成果是大地高 ,不是用户需要的

正常高(或海拔高)。针对这个问题的对应措施

是 ,现代国家高程系统除了有高精度的国家高程

控制网以外 ,还应及时推算我国全国或地区的高

精度的似大地水准面 ,也就是说 ,不仅通过国家高

程控制网点提供高精度的正常高 ,还能利用我国

的局域似大地水准面结合 GPS 定位技术在全国

陆海国土上的任意一点提供正常高 。2001年初 ,

我国已向用户提供了 dm 级精度的中国似大地水

准面(CQG2000)[ 10 , 11] ,其范围包括我国全部陆海

国土 ,分辨率在 15′×15′,精度由我国东部大陆的

±0.3m至西部的±0.6m 。但我国某些经济比较

发达的地区对此并不满足 ,已经或准备在本地区

推算比 CQG2000更高精度和分辨率的大地水准

面 ,如精度提高至 cm 级 ,分辨率不低于 5′×5′。

由此可见 ,建设能体现中国现代大地基准特点的

中国现代高程系统 ,有两个任务:①建立新的高程

控制网 ,即组织国家三期高程控制网的施测;②精

化我国似大地水准面 。

国家三期高程控制网的施测工期 ,无论从科

学的角度还是从实用的角度考虑 ,都不应像二期

那样延续达十余年之久。因此 ,国家三期高程控

制网的设计原则建议为:加密一等水准网 ,在有条

件地区尽可能以 cm 级地区大地水准面来替代二

等水准网 。完成这样的国家三期高程控制网的作

业周期可望有所缩短 。

3.3　建设我国现代重力基准

我国目前使用的国家 85重力基准网于 2003

年由国家 2000 重力基准网取代 , 2000重力网的

精度可达±10μGal左右。

从国家范围的地面重力测量情况来说 ,应该

对西部地区 10余个 1°×1°和 124个 30′×30′没

有实测重力值的格网 ,以及 302个 30′×30′重力

值稀少的格网地区 ,适当安排地面和航空重力测

量 ,并充分考虑利用卫星重力测量的成果来改善

这些地区重力值的精度和可靠性。为精化局部范

围的大地水准面提供保证 ,也应积极增加本区域

内地面实测重力值的数量和合理分布 ,结合 GPS

水准的加密 ,争取全国中东部地区实现 cm 级大

地水准面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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