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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大地测量基础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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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概述了我国大地控制网 、高程控制网和地球重力场等基础建设的基本情况 、需求分析与任务建议。提

出我国空间大地网应由连续运行参考站 、一级网 、二级网和三级网组成;一 、二等水准网复测和高程基准再定

义;为精化大地水准面 , 要补测重力点和加测 GPS/水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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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地测量的基本任务是建立和维持国家大地

控制网 、高程控制网以及确定地球重力场 。国家

大地控制网 、高程控制网和地球重力场是国家大

地测量的基础建设 。伴随测绘事业的发展 ,我国

大地测量的基础建设已经取得巨大成绩
[ 1]
。至

20世纪后半叶 ,我国已经建成了全国规模的天文

大地网 、水准网和天文重力水准网 。近年来 ,我国

又建立了初具规模的 GPS 大地网 。但是 ,我国大

地测量的基础建设与发达国家相比 ,还有很大差

距 ,还不能满足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且还存在

一些问题 。

1　基本情况

1.1　大地控制网

从1951年到 1975年 ,我国建成了全国天文

大地网 。该网包括近 20 万个三角点/导线点。

1982年完成了包括一 、二等点和部分三等点共计

48 433 点的整体平差。结果表明 , 基本边长

(22km)的相对中误差为 1∶26万 ,方向中误差为

±0.9″;推算的 1 000km 的相对中误差为 1∶250

万 ,方向中误差为±0.1″。我国天文大地网的质

量堪称当时世界一流水平。但是 ,随着时间的推

移 ,天文大地网暴露出来的问题越来越多 ,越来越

严重 。主要问题有如下几点。

1)标志破坏问题。我国天文大地网的测量

标志 ,据统计已有 30%遭破坏 。在经济发达地

区 ,还不止 30%。测量标志被破坏 ,意味着天文

大地网(至少是部分环节)的完整性受损 。

2)实用价值问题。目前 GPS 大地网已成为

主要的大地网形式 。GPS 大地网是地心的 、三维

的 、精度在 10-7 ～ 10-8量级 ,而天文大地网是非

地心的 、二维的 、精度在 10
-5
量级。两类大地网

的坐标系 、维数和精度的不一致性 ,导致天文大地

网在 GPS测量中使用不便 。因而 ,天文大地网的

使用价值将越来越小 。

20世纪 80年代 ,国际上的大地网开始向空

间大地网过渡 。在 90年代 ,我国布设了包括 534

点的全国 GPS 一 、二级网和由 756点组成的 A 、B

级网 ,后来又建成包括 25个连续运行的基准站 、

56个基本站和大约1 000个区域站的地壳运动观

测网络 。这些大地控制网在经济建设 、国防建设

以及在地震监测中已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 ,从

国家中 、长期发展的要求来看 ,我国现有的 GPS

大地网 ,在规模上和规格上都还不能满足经济建

设和国防建设日益增长的需要 。

1.2　高程控制网

我国从 1951 年开始布设水准网 ,截止 1975

年共施测一等水准约 5 万 km ,二等水准约 14万

km 。这部分水准被称为第一期水准。我国于

1974年重新制定了测量规范 ,于 1976年重新布

设一等水准网 , 到 1984 年完成布设一等水准

93 360 km ,构成 100个闭合环;在 1981 ～ 1990年

间又重新布设了二等水准 ,路线长 136 368 km 。

这次布设的一 、二等水准被称为第二期水准 。为

维持高程控制网和研究地壳垂直运动 , 我国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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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开始二期一等水准网复测 ,1998年完成 ,路

线长85 452 km ,构成 77个闭合环。这次水准复测

通常被称为第三期水准。2000年又进行了三期水

准的 动态 平 差 , 参 加 平 差 的一 等 水 准计

208 110 km , 二 等 水 准 71 050 km , 三 等 水 准

3 510 km。总计路线长282 670 km 。平差后 1km水

准测量中误差为±1.14mm。

我国高程基准面的使用情况见文献[ 2] 。我

国高程控制网的主要问题有如下几点。

1)复测问题。水准点的高程受地表沉降和

地壳运动的影响 。所以 ,大地测量法式规定一 、二

等水准应每 20年进行复测 ,以保持高程控制网的

现势性。在我国第二 、三期水准跨越的 20年间 ,

第三期水准中 ,仅复测一等水准 85 452 km ,余下

的已经 20年没有复测了 。

2)基准问题。大地水准面是理想的高程基

准 ,平均海水面是大地水准面的近似 。根据初步研

究 ,定义 1985高程基准的青岛平均海水面高出大

地水准面约 26 cm[ 3] 。据报道 ,中国沿岸海面平均

年升高 1.4 ～ 2.0mm , 黄海海水面年上升率为

2.8 mm。青岛水准原点年上升速率为 2.2±0.5

mm[ 3] 。如果这些数据可靠 ,目前青岛验潮站的平

均海水面相对大地水准面可能高出 50 cm 以上。

海南岛的高程是通过三角高程方法传递

的
[ 4]
,其高程基准由大陆到附近岛屿的传递问

题 ,值得进一步研究 。

1.3　地球重力场

1955 ～ 1957年间 ,我国建立第一个国家重力

控制点网 ,包括 27个基本重力点和 82个一等重

力点 。基本点的联测精度为±0.15 mGal ,累积误

差不超过 ±0.3 mGal;一等点的联测精度为

±0.25 mGal ,累积误差不超过±0.4 mGal。1985

国家重力基本网是我国第二个重力基本网 ,包括

6个基准点 、46个基本点和 5个引点。重力平差

值的中误差平均为 8μGal ,最大为 13μGal。后来

我国又布设了一等网 163 点 ,重力值中误差平均

为12μGal ,最大为 20μGal。1999年我国开始布设

第三个重力基本网 ,包括 21 个基准点 、126个基

本点和 105 个引点 , 基准点的测定精度应优于

5μGal ,基本点的联测精度应优于 10μGal。基本

网平差后的中误差预计不大于 5 ～ 10μGal[ 5] 。新

基本网近期将取代 1985重力基本网。

我国测绘 、地质和物探部门为了各自的需要 ,

几十年来进行了大量的重力测量 ,测绘部门掌握

数十万点的重力数据。据不精确统计 ,目前我国

尚存在 46万 km
2
空白区 ,在 12个 1°×1°、800个

20′×20′、48%的 5′×5′格网内没有重力点。

在20世纪 80 年代 ,我国利用天文重力水准

的资料绘制了全国高程异常图 ,平均分辨率在东

部为 1.5°×1.5°,西部为 2.5°×2.5°。边远点相

对大地原点的高程异常误差最大达±3.3m[ 6] 。

近年 ,利用地球重力场模型 、5′×5′的平均重力异

常和卫星测高数据 ,研制成功覆盖我国大陆和海

域的 CQG2000(似)大地水准面[ 7] ,大陆部分的分

辨率标称为 5′×5′,在东部实际为 15′×15′,西部

实际为 30′×30′。在东经 102°以东地区中误差为

±0.3 m ,以西地区中误差为 0.4 ～ 0.5m 。近来 ,

利用地球重力场模型 、1′×1′的平均重力异常和

平均地形高数据 ,又得到标称分辨率为 1′×1′的

似大地水准面和垂线偏差。高程异常的精度在

102°以东为 0.18m ,以西为 0.29m ～ 0.32m;全国

平均为 0.22m 。子午和卯酉垂线偏差的精度在

102°以东分别为 0.94″和 0.96″,在 102°以西分别

为 1.71″～ 1.95″和 1.28″～ 2.08″;全国平均分别

为 1.47″和 1.41″。

2　需求分析

2.1　大地控制网

大地控制网的实用目的是为城市测量 、矿山

测量 、工程测量 、地籍测量和测制地形图提供大地

控制 ,为军事工程 、数字化战场 、导弹机动发射 、信

息化战争提供大地测量保障 。我国现有的 GPS

网的点间距大部分地区在 80 km 左右 ,大约每 16

个 1∶5万图幅一个点。大地点密度小 ,实际使用

不便 ,空间大地网需要加密。

精化大地水准面是大地测量的重要任务之

一 ,它实际上是将重力大地水准面拟合于 GPS大

地水准面。为得到 GPS 大地水准面 ,需要一定密

度的 GPS/水准点 ,而 GPS/水准点则是测量水准

的大地点 。还有 ,在当今信息社会 ,由大地网体现

的地理框架已成为国家空间数据基础设施的基

础。位置信息已不再仅为测绘人员所用 ,而日益

成为许多产业部门 、政府部门甚至社会公众的重

要信息源 。

2.2　高程控制网

水准测量参考于本地等位面的铅垂线。水准

高在生活中广泛使用 ,所以在地形图上历来标示

正常高或正高。现在人们说用 GPS代替水准 ,是

指三 、四等和等外水准 ,而不是一 、二等水准 ,也决

不意味着水准测量会被 GPS 淘汰。它仍是一种

有前途的测量技术 ,这是因为:①当今 GPS 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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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程的精度 ,在短距离上还不足以与水准测量匹

敌;②将 GPS 大地高转换为水准高的前提是必须

知道(似)大地水准面高 。可见 ,为了实现用 GPS

代替水准 ,首先又必须进行水准测量。

维持一个由一 、二等水准网组成的国家高程

控制网 ,是今后测绘部门的一项长期任务 。我国

一 、二等水准合计约 23万 km ,水准标石约 5.3万

个 ,即在每一 1∶5万比例尺地形图图幅中 ,平均有

1 ～ 3个国家高程控制点[ 5] 。20世纪 90年代仅复

测了大部分一等水准 ,80年代施测的二等水准并

没有复测 。为了满足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各方面

的需求 ,一 、二等水准复测是很有必要的 。

2.3　地球重力场

这里所说的地球重力场 ,主要指大地水准面。

大地水准面是实现高程现代化的基础。所谓高程

现代化就是通过精化大地水准面和提高 GPS 大

地高的测定精度 ,实现用 GPS 代替水准测量[ 8] 。

如前所述 ,我国的大地水准面近年已取得很大进

展 ,但是精化大地水准面的任务远未完成。将来 ,

卫星重力测量会大幅度提高 100 km 以上的中 、

长波长大地水准面的精度 ,而要提高短波长大地

水准面的精度 ,还离不开地面重力数据和 GPS水

准数据 。所以 ,要精化大地水准面 ,除进行 GPS/

水准测量外 ,还必须进行大量的重力加密测量 。

3　任务的建议

3.1　空间大地网

我国空间大地网应包括连续运行的参考站

(continuously operating reference stations ,CORS)、

一级网 、二级网和三级网 。CORS 是大地网的主

干骨架 ,支持静态定位 、动态定位和导航服务 ,支

持监测地壳形变以及研究大气中的水汽分布与电

离层中的自由电子分布等。CORS应在全国范围

均匀布设 , 站距一般为 150 ～ 250km , 平均为

200km 。CORS 水平位置的中误差应不超过

±5mm ,椭球高(大地高)的中误差不超过

±10mm ,速度的中误差不超过±1mm/a。所有

CORS站应用一等水准进行联测 ,并与重力基本

网进行联测 ,重力中误差不超过 30μGal;根据需

要 ,部分 CORS 站配备 GPS 差分设备。所有

CORS站应配备卫通设备 ,将观测数据定期传输

至数据中心。

一级网是 CORS 网的加密 ,用于低等级测量

的控制 ,亦为研究地壳运动提供数据 。一级点间

距为 75 ～ 125km ,平均为 100km 。水平位置的中

误差应不超过 ±10mm ,椭球高的中误差应不超

过±20mm 。一级点应与水准点重合 ,或者进行

二等水准联测 。一级点还应进行重力联测 ,重力

中误差不超过 50μGal。一级网应每 3 ～ 5年进行

复测 ,速度中误差不超过±2mm/a。

二级网是 CORS 站和一级网的加密 ,为似大

地水准面和三级网提供控制。二级点间距为 25

～ 50km ,平均为±35km 。水平位置的中误差应

不超过 ±20mm , 椭球高的中误差应不超过

±30mm 。二级点应与水准点重合 ,或者进行三等

水准联测。二级点应尽可能水平和垂直均匀分

布 ,以满足精化似大地水准面的需要。

一 、二级网与 CORS 站共同构成国家最高精

度的空间大地网 。一 、二级网应当在全国范围内

大致均匀布设 ,考虑到大地水准面在不同地区的

精度要求可能不同 ,在不同地区的密度可以有适

当差别。

三级网是局部的用户加密网 ,是直接为城市

建设 、地籍测量 、工程建设和测图目的服务的区域

网。点间距允许较大变动 ,但应不超过 25km 。水

平位置的中误差一般应不超过±50mm ,椭球高

的中误差不超过 100mm 。

以上技术规格是参照国内外的作业经验提出

的。一级网 、二级网和三级网分别类似于美国的

联邦基本网(FBN)、合作基本网(CBN)和用户加

密网(UDN)。按照上述技术规定 , 全国应布设

CORS站 240个 ,一级点 960个 ,二级点7 037个 ,

密度达到每 34.5km×34.5km 一个点 ,即大约每

3.3个 1∶5万图幅一个点。

网络工程现有的 25 个基准站基本上符合

CORS站的要求;A 、B 级网 、一 、二级网和网络工

程的区域网(合计约 2 300个点)中的部分点大致

符合新一 、二级网的精度要求 ,而另一部分点可能

达不到新二级网的精度要求。考虑到新一级网要

求复测 , 建议现有 GPS 网按新技术标准进行复

测 ,并将其扩展至 8 000个点左右 。

3.2　高程控制网

在高程控制网方面 ,主要任务是:精化和完善

高程基准 ,完成一 、二等水准的复测 ,以便使高程

控制网更好地为各种工程建设提供高程控制 ,为

地理信息系统提供高程框架 ,为精化大地水准面

提供基础 。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

1)在青岛和榆林验潮站 ,建立 GPS 连续运

行站 ,监测黄海和南海海平面和陆地的垂直变化;

利用青岛验潮站最近 38 年或 19 年的验潮数据

(如可能 ,外加卫星测高数据),计算黄海平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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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重新定义高程基准。

2)1976 ～ 1990年布设的二期水准 ,即 93 360

km 一等水准和 136 368 km 二等水准 ,全部进行

复测 ,使 1∶5万图幅平均有 2 ～ 3 个高程控制点 ,

以便满足多方面的需要 ,特别是精化大地水准面

的需要。

3.3　地球重力场

在重力场建设方面 , 主要任务是:加密重力

点 ,加密GPS/水准点 ,构制 cm 级的大地水准面。

这里所说的 cm 级 ,既指点之间的相对精度 ,也指

相对参考椭球的绝对精度 。建议:

1)按 5′×5′平均重力异常 3 ～ 5mGal 的要

求 ,用地面测量或航空重力测量 ,消灭重力空白

区 ,补测和加密少点区。据初步估算 ,为此要补测

12万多个重力点 。

2)按规定密度要求 ,布测 GPS/水准点。研

究表明 ,假定GPS/水准误差(相对)为 0.02m ,欲

得到 5cm 和 10cm 的相对似大地水准面 ,对于不

同的地形 , GPS/水准点间的距离应符合表 1 要

求。

表 1　5cm 和 10cm 似大地水准面对 GPS/水准点间距要求

Tab.1　Requirements of 5 cm and 10 cm Quasi_geoid

for Spacing of GPS/ Leveling Points

地形类别
GPS/水准点之间的距离/ km

5cm 大地水准面 10cm 大地水准面

平原 27 45

丘陵 20 33

小山区 14 22

中山区 10 16

大山区 7 12

特大山区 6 10

　　由表 1可见 ,前面建议的一 、二级网的密度(1

点/34.5km×34.5km)尚不足以有效地满足 5cm

大地水准面的要求 。为了构制 5cm 大地水准面 ,

还应在一 、二级网的框架内布测适当数量的

GPS/水准点 。在丘陵和山区 ,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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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out lines the basic si tuations , requirements and proposes tasks of the national

geodetic inf rast ructure.It is proposed that the national space_geodetic netw ork consists of continu-

ously operating reference stations , the first , second and third order sub_netw orks.

Key words:national geodetic control netw ork;national vert ical control netw ork;Earth' s gravity

field;nat ional geodet ic inf rast ructure

About the author:WEI Ziqing , researcher , Ph.D supervisor ,member of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His major researchf ields are in satel-

l ite geodesy , satell ite navigat ion and geodynamics.

E_mail:ziqingw@public.xa.sn.cn

26　　　　 　　　　　　　　　　　　　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2003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