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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回顾了全球卫星导航系统(GNSS)卫星定位连续运行站网(CORS)技术的发展历史 , 描述了这一技术

当前发展的动态和特点 ,指出了中国当前发展这一技术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在此基础上 , 提出了在中国发展

这一技术的若干建议和思路及建立区域参考站网 、专业应用网和国家参考站网三种网络层次的概念 ,阐述了

它们的关系 ,并建议以此思路来建立中国各层次卫星定位连续运行站网的建设运行规范。

关键词:卫星定位;连续运行参考站网;区域参考站网;专业应用连续运行网;国家参考站网

中图法分类号:P228

　　20世纪 90年代初 ,在考察 GPS 全球精密定

位方法 、精度和应用潜力的全球会战基础上 ,发展

了一种基准站的定位方法和数据处理技术 ,其核

心思想是在一个多台仪器同步的观测会战中 ,固

定其中几台仪器 ,在会战期间不搬迁测站 ,其余若

干台仪器可在观测期间流动设站观测。其中基准

站卫星跟踪数据可用来改进卫星轨道 ,然后用改

进后的卫星轨道对其他流动设站进行精密的 、静

态的网定位 ,其定位精度可大大提高 ,甚至可满足

地壳运动监测的要求。在这一方法的启发下 ,国

际大地测量协会(IAG)的一些专家联名建议成立

国际 GPS地球动力学服务局(IGS),作为永久基

准站 ,长年 、连续地提供 GPS 观测数据 ,提供事后

卫星精密星历。1994 年这一组织的成立大大地

推动了 GPS 精密定位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地球动

力学监测 、大气环境变化监测方面的应用 。目前

全球已有 250余个 IGS永久基准站 ,它们作为主

要基础设施之一不仅起着维持地球参考框架的作

用 ,而且还提供卫星精密星历 、卫星精密钟差 、

IGS基准站坐标及站运动速率 、地球自转参数 、全

球电离层 、对流层参数等多项服务 ,以满足全球不

同国家 、不同机构 、不同区域与精密定位和测时有

关的业务需求。

在全球 IGS站网技术的启发下 ,许多国家也纷

纷建立长年连续跟踪的 GPS 卫星数据的基准站 ,

以满足本国 GPS大地测量定位技术的需要 、区域

地壳运动监测的需要及区域大气水汽含量快速预

报的需要等。我国的不同行业和地区也布设了若

干这样的基准站网系统 ,以满足某些行业的需求。

不同的国家对这种由多个长年连续卫星跟踪站网

构成的系统有不同的称呼 ,美国称其为连续运行参

考站系统(CORS)。本文也沿用这一名称来阐明这

一系统近年来的发展动态和技术特点 ,并对中国建

立这一系统提出了若干建议和思考。

1　当前不同国家和地区 CORS的服

务内容和特点

1.1　IGS 的组织 、服务与产品

IGS的基准站遍布世界各国 ,其 250个测站

隶属于不同国家的 100多个科研机构 、大学或政

府组织 。在 IAG的协调下 ,成立了由各国设站机

构和政府部门组成的协调委员会 ,其中又组成了

董事局 。董事局是 IGS的授权管理机构 ,管理若

干数据中心和分析中心 ,负责提供服务与产品发

布 ,并负责组织国际合作研究与攻关项目 。其服

务内容与产品包括以下方面。

1)GPS卫星星历服务 ,产品包括预报 、快速

和最终三类精密星历 ,精度分别是 25cm 、5cm 和

优于 5cm;延 时 分 别 是 0h 、 17h 和 13d。

GLONASS 卫星只提供最终星历 , 精度大约为

30cm 。

　收稿日期:2003_04_16。

DOI :10.13203/j.whugis2003.s1.007



　　2)GPS卫星和 CORS 测站接收机钟差服务 ,

产品包括预报 、快速和最终三类钟差 ,精度分别是

5ns 、0.2ns和 0.1ns;延时分别是 0h 、17h和 13d。

3)CORS 测站坐标和站运动速率服务 ,产品

包括测站水平 、垂直位置和水平 、垂直运动速率 ,

其水平和垂直位置精度分别是 3mm 和 6mm ,相

应的年运动速率精度是 2mm/a和 3mm/a。

4)地球自转参数服务 ,产品包括快速和最终

极移 、日长变化等。

5)大气参数服务 ,产品包括最终对流层参

数 ,精度为天顶延迟 4mm ,发布延时为 4 周。进

一步还将提供电离层格网电子密度分布参数 。

1.2　美国 CORS 的组织 、服务与产品

美国的CORS是由美国商业部所属大气海洋

局下的大地测量局(NGS)组织的一个协调合作运

行网络 ,目前由 368个基准站组成 。这些测站分

属60多个组织机构 ,主要有联邦政府部门(如美

国海岸警备队 、大气海洋局 、宇航局 、工程兵团

等)、州政府部门(大多为各州的运输局或测绘

局)、科研机构(包括大学和研究所)、地方政府(主

要是某些城市控制网的连续运行站)、私人机构和

商业团体(包括公司和协会团体),以及少量外国

机构 。

美国的CORS分为国家级 CORS站和合作级

CORS站 ,后者的技术要求和连续运行的时间略

为放宽。如国家级 CORS站要求 360天 24小时

连续观测 ,合作级 CORS 站只要求每天 8小时连

续观测 ,每周连续观测 5 天。凡愿意免费提供上

述工作和数据并满足一定技术标准的 GPS 连续

基准站都可申请加入合作级 CORS 或国家级

CORS。

美国的CORS主要目标是维持美国的国家空

间参考框架(NSRS),它目前的服务包括测站坐标

和观测数据的下载和发布 、用户在线卫星定位数

据的接收和精密定位计算及回复。用户目前可通

过CORS连接到美国海岸警备队或工程兵团 ,获

取实时差分服务 ,但 CORS 本身目前不提供实时

差分和实时精密动态定位服务 。

1.3　欧洲的永久性连续运行网的组织与服务

欧洲的永久性连续运行网(EPN , EUREF

permanent netw ork)是在欧洲各国和某些组织(学

术团体 、大学)建立的永久性卫星基准站网的基础

上 ,由 IAG 的欧洲分委员会(EUREF)负责建立

的一个合作性地区连续运行站网系统 ,并由 EU-

REF 中的技术工作组(TWG)负责管理这个连续

运行网 ,包含一个区域数据中心和若干地区数据

中心。目前有 122 个永久基准站 , 其中 42 个属

IGS基准站 ,其工作流程是各国或各组织的若干

永久性基准站构成一个子网 ,各子网有自己的运

行中心 ,若干运行中心又构成一个地区数据中心 ,

各地区数据中心的数据汇总到欧洲区域中心 ,再

由区域中心将产品数据反馈至 IGS 数据中心 、地

区数据中心以及各类用户 。

EPN 目前的主要任务是维持欧洲区域空间

参考框架 ,主要服务是每周提供一个全网测站坐

标解算结果及对其相关精度存在问题的分析 ,同

时提供一个周解的时间序列分析 。此外 ,还提供

各测站的原始观测值 ,以满足欧洲地区不同组织

的精密定位要求。

欧洲的德国 、英国 、瑞士等国家的CORS 除了

作为国家的空间参考框架外 ,同时还基于一些差

分技术和 RTK 技术 ,提供事后精密定位服务和

实时精密定位服务。

2　基于 CORS 发展起来的几项最新

GNSS 卫星定位技术

　　GNSS(当前主要是基于 GPS)卫星定位连续

运行站网的建设和发展 ,提供大量的内容丰富的

精密数据资源 。利用这些数据 ,人们大大地推进

了几项新的 GPS 定位 、定时和地球动力学服务技

术的发展和应用。主要有以下内容 。

1)广域差分技术(WADGPS)

通过卫星或其他实时 、近实时远程通讯技术 ,

流动GNSS 卫星定位用户可从 CORS的控制中心

或数据分析中心获取预报的精密星历和卫星钟差

以及电离层延迟参数 。用户用一台低价位单频

GNSS 接收机或者双频接收机的粗码伪距或精码

伪距 ,采用常规的伪距观测值单点定位技术 ,即可

在一个广阔的区域乃至全球任意位置进行单机单

历元定位 ,可以实现亚 m 级到 3m 的定位精度。

这一技术将满足城市交通导航 、物流管理和中小

比例尺地理系统更新 、遥感信息处理的要求 。

2)精密单点定位技术(PPP)

类似于 WADGPS 技术 ,通过实时或准实时

通讯手段 ,用户从 CORS 的控制中心或数据分析

中心获取预报的或事后的精密星历和精密卫星钟

差 ,利用单台双频 GNSS 卫星接收机的双频伪距

观测值和双频相位观测值 ,采用简单的单点定位

观测方程 ,可以同时解算出用户接收机的三维位

置和接收机钟差 ,在全球任意地点实现单站的 、实

时的或事后的精密动态或静态定位 ,其实时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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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精度可达 0.3 ～ 1.5m ,事后动态定位精度可

达 0.1 ～ 0.5m ,实时的测时精度可达 5 ～ 10ns ,事

后的测时精度可达 1 ～ 5ns ,事后静态定位精度可

达 1 ～ 3cm ,可用在任意地区的精密大地控制测

量 、大中比例尺地图修测与数据更新 、精密的时间

传递和同步。

3)多基准站(网络)实时动态定位技术(Net-

work_RTK)

常规 RTK 技术的特点是 ,一个基准站配备

多个流动站 ,以实现实时动态双频双差相位差分

定位技术 ,但是这一技术的定位精度严重受到流

动站至基准站距离的限制 。若要实现 cm 级的实

时动态定位精度 ,流动站至基准站的距离很难超

过15 ～ 20km ,而且其定位的可靠性也受到多种环

境因素的制约。这些弱点使得它不能作为一种地

理信息化的基础设施而一直被作为单纯的技术使

用。针对单基准站 RTK 技术的弱点 ,近几年来

发展了多基准站的 RTK 技术。即多个基准站构

成一个网络 ,同时确定这个网络所覆盖区域实时

的电离层改正 、对流层改正和区域内每个待定地

点的相位观测值误差改正 ,通过实时的数据传输

将这些改正数据传给动态用户接收机 ,动态用户

利用双频双差相位方法实现实时的 cm 级精度动

态定位 。为满足实时 cm 级的定位精度 ,目前基

准站之间的距离还不能太大 ,为保证工程的可靠

性 ,一般要求在 80km 以内 ,而试验性的站间距离

可以达 150km 左右 。这种多基准站实时动态定

位技术又称网络 RTK 。显然 ,这种多基准站的作

用完全可由 CORS 系统的基准站来实现 。网络

RTK明显地改善了常规单基准站 RTK技术的弱

点 ,在多个基准站覆盖的区域内及其周边 ,流动站

定位精度与其离单个基准站的距离相关性不大。

区域定位精度均匀 ,定位的可靠性 、可用性大大加

强。由于网络 RTK 能够实现一个区域内的高精

度实时动态定位和导航 ,同时基准站本身的坐标

构成区域性高精度参考坐标框架 ,因此 ,这一方法

可以作为区域地理空间信息的基础设施 。

4)精密单站或多站时间同步技术

由于 CORS系统都能计算出以 GPS 时间为

时间尺度基准 、以 CORS 系统多个基准站或单个

基准站为相对时间参考起算基准的精密相对卫星

钟差 ,因此 ,利用单台或多台卫星定位接收机 ,无

论是采用单机单星时间传递算法还是多机多星时

间同步算法 ,都可以获得 1ns级或 10ns级的时间

传递或时间同步精度 。这一技术可以广泛运用于

通信网络的时间同步 、网络的延时监测分析 、电力

网络的相位同步 、线缆或光缆通信和电力网络的

故障分析等。

3　中国发展 CORS 系统的思考

3.1　目前中国建设 CORS 存在的问题

笔者曾在文献[ 4] 中阐述了中国发展 CORS

系统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近几年来 ,随着国家信

息化程度的提高 ,计算机网络和通信技术的飞速

发展 ,电子政务 、电子商务 、数字城市 、数字省区和

数字地球的工程化和现实化 ,以及多种实时地理

空间数据采集的需要 ,这种紧迫性和必要性越来

越突出 。几年来 ,国内不同行业为满足不同目的

也陆续建立了一些专业性的卫星定位连续运行网

络 ,其中著名的有中国地震局牵头建立的中国地

壳运动监测网络 ,交通部建立的沿海差分站网系

统 ,信息产业部建立的电离层监测网络 ,国家测绘

局建立的连续运行参考框架网络 ,部队建立的连

续跟踪站网络 ,上海地区以监测气象参数为主的

观测网络和深圳市城市连续运行参考站网等 。

目前 ,为满足多种国民经济建设信息化的需

要 ,一大批城市 、省区和行业正在筹划建立这样的

连续运行网络系统。这些根据不同目的建设的连

续运行网站系统都是十分必要的 ,将对我国经济

建设和科技进步起到重要的作用 。但另一方面 ,

也存在一系列新的值得探索的问题 。首先 ,网站

建设的行业特性明显 ,目标的单一化带来了网站

技术服务性能的单一化 ,极不利于系统的技术集

成和潜力的发挥 。其次 ,不同单位行业建设的网

站系统均独立运行 ,尚未建立统一的协调机制 ,数

据资源共享的问题不能解决 ,阻碍了系统功能的

最大利用。此外 ,建设运行的技术标准化也是一

个亟需统一认识和要解决的问题。我们的技术标

准应既是满足行业需求的 ,又是可以升级为满足

区域和国家需求的 ,同时还是可以与国际标准接

轨的 。

3.2　中国发展 CORS 的几种模式

纵观这一领域的世界发展动态 ,卫星定位连

续运行站网拟建有两种不同的模式:①国土面积

大的国家 ,像美国 、加拿大等 ,先有行业的 、区域

的 、功能目标较为单一的连续运行站网 ,再有国家

意义上的连续跟踪站网。如美国先有满足航空的

FAA 、WASS 监测网 ,满足军队建设的工程兵团

网 ,满足河流海岸防护的海岸警备网 ,还有科研院

所满足地壳运动监测的区域网等 ,然后才有在此

基础上建设的全国CORS 网。 ②国土面积小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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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以英 、德 、荷兰 、芬兰和日本等国为例 ,都是由

国家负责测量或国土地理管理的行政部门或行业

协会负责建设统一的网络 。中国实际上是一个国

土面积相当大的国家 ,从目前的建网趋势来说 ,有

满足行业需要和区域建设需要的网络 ,但还没有

代表国家这一空间信息基础设施的网络。因此 ,

中国国家级的连续运行参考站网的建设可以参照

美国 、加拿大的模式 ,在区域和部门的连续运行网

基础上构建相应的网站系统。依据建设管理形

式 、任务要求和应用范围 ,连续运行站网可分为区

域连续运行参考站网 、专业应用连续运行站网和

国家连续运行参考站网 3个层次。

1)区域参考站网

区域参考站网是由省 、区 、市 、地区政府组织

协调建立的连续运行参考站网 ,主要用于构成高

精度连续运行的区域坐标参考框架 ,提供不同等

级精度的位置服务和相关信息服务 ,以满足区域

经济建设和人民社会生活信息化的需求 。根据这

一特点 ,它应该提供的服务有如下几点 。 ①位置

服务 ,包括实时 cm 级 、dm 级和 m 级精度位置服

务;快速 cm 级 、dm 级和 m 级精度位置服务;事后

mm级 、cm 级 、dm 级精度位置服务。 ②卫星轨道

服务 ,根据区域网的目的和能力 ,这一功能是可选

的。 ③时间服务功能也是可选的;如果选择 ,应满

足 10ns级精度的服务。④气象服务 ,对于区域参

考站网也是可选的 ,但是随着人民对气象服务要

求的提高 ,这些服务应该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⑤源数据服务即基准站提供的与卫星跟踪数据相

关的站气象数据等。

为提供实时 cm级以上精度的定位服务 ,网络

RTK将是区域参考站网主要采用的核心技术。

2)专业应用连续运行网站

专业应用连续运行网站是由测绘 、地震 、气

象 、交通 、海洋 、水利等部门和机构根据专业需求

建立的连续运行站网 ,主要用于专业信息和参数

的服务 ,以满足行业和部门工程建设和科学研究

的需要 ,因此 ,上述区域网提供的 5种服务应全都

是可选的 。专业应用连续运行网络的服务有实时

的 ,如交通差分服务 、时间同步服务 、气象服务等 ,

也有事后的 ,如坐标框架服务 、地壳运动参数服务

等。

3)国家连续运行参考站网

显然 ,区域参考站网为地区建设和社会需求

服务 ,专业应用连续运行网为行业和部门服务 ,但

是在国家层面上 ,必须建立基于全球卫星导航系

统的现代参考框架网 ,作为国家的信息基础设施 ,

服务于国家基础地理空间信息获取和更新的需

要。因此 ,国家连续运行参考站网应该是用于维

持和更新国家地心坐标参考框架的参考站网 ,它

是国家经济建设 、国防建设的基础设施 ,用于开展

全国范围内的高精度定位 、导航工程建设和科学

研究服务 。

国家网应完全包括地面位置 、卫星轨道 、时间

传递与同步 、气象参数 、源数据 5 种服务。原则

上 ,这 5种服务可分为实时 、快速和事后 3种服务

类型 ,其中 cm 级精度的实时服务基于目前的技

术还有困难 ,只能作为待定项。随着高速宽带网

建设和实时大容量通信技术的成熟 ,同时随着网

络 RTK技术中基准站之间可容许距离的增加 ,

或同时随着 PPP 技术的进一步完善 ,特别是精密

卫星钟差和预报精密星历精度的进一步提高 ,在

国家范围内实现实时 cm 级精度定位服务也是可

能的 ,而且这一任务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3.3　国家连续运行参考网与区域参考网和专业

应用网之间的关系

1)国家网显然应该是区域参考网和专业应

用网的坐标参考框架和基准。这样 ,无论何种应

用 ,全国的数据在坐标系统上才是一致的 、协调

的 、可以共享的 。

2)国家连续运行参考框架网的服务整体上

是最为综合的 、多功能的 、大范围的 、高精度的 ,而

区域网的服务是局部的 、高精度的 ,服务类型是根

据地区发展需求可选的 、可升级的 ,专业应用网的

服务可以是综合的 ,也可能是单一的。

3)在专业应用网和区域参考站网建设的基

础上 ,国家参考站网无须单独投资 ,作为一项单独

的国家工程来加以建设 ,完全可以在制订出国家

参考站网技术标准 、服务类型 、产品类型的基础

上 ,由不同的专业应用网和区域参考站网升级改

造而成 ,即这些站网既是区域的连续运行站或专

业的连续运行站 ,又是国家的连续运行参考站。

也就是说 ,区域参考站网和专业应用网中的某些

测站 ,只要满足国家参考站网的技术要求 ,就可以

申请并通过某种权威机构的认证 ,成为国家连续

运行参考站。某一个专业或区域的数据分析中心

通过授权与认证可作为国家连续运行参考站网的

数据中心 ,而这一数据中心负责发布 、维持国家的

坐标参考框架及其相关的数据 ,代表国家负责与

国际 IGS 和 IERS等机构协调各种国际和区域合

作事务。

因此 ,国家连续运行参考站网是一个合作性

质的 、代表国家参考框架的网络。要构建这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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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合作机构和可以认证国家参考站网的组织 ,我

们认为必须依照测绘法 ,由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

部门负责牵头 ,并会同国务院其他部门 、军队测绘

主管部门构筑这一合作组织 ,合作组织成员由所

有准备申请和组成国家连续运行参考站网的单位

组成协会 ,在协会中再组成常务理事会或董事会 ,

董事会授权认证机构 。认证机构根据已经和准备

通过的国家相关标准予以认证 ,相关的国家标准

同样由牵头单位会同有关部门和军队进行协商确

认 ,并报国家负责技术监督的主管部门批准实行。

由于国家连续运行参考站网并没有利用国家专项

经费建设 ,所以合作机构的日常运转经费可由牵

头单位负责承担 。合作机构和其常设董事会的负

责人可由各成员中有一定学术地位和项目组织能

力的知名专家轮流担任。合作机构和其董事会的

职责主要是:确定国家连续运行参考站网的规划;

确定不同时期的服务内容 、产品类型及其发布方

式;负责与国际 IGS和其他国家同类网之间的合

作;拟定和组织为改进和更新国家连续运行参考

站网的攻关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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