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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地理空间信息基准框架工程建设

张燕平1　张全德1　张江齐1　岳建利2

(1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百胜村 1号 ,100044)

(2　陕西测绘局第一测绘院 ,西安市 , 710054)

摘　要:提出了国家地理空间信息基准框架内改进与更新原有的大地坐标基准 、高程基准和重力基准的建设

道路及解决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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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地理空间信息基准框架工程(简称“框架

工程”)是经典大地测量和现代空间大地测量之间

的纽带 ,它融合了多种现代测量技术手段 ,使实现

全地域 、动态 、整合的基准框架体系成为可能 。本

工程的实施拓展了全新的大地测量服务领域 ,提

高我国空间大地测量领域的理论研究和整体应用

水平;促进新技术应用的社会化 、产业化进程;直

接或间接地为地学 、空间科学 、海洋学 、气象学 、环

境科学 、防灾减灾 、资源开发等领域的科学研究提

供精准的地理空间信息。

1　建设目标

国家地理空间信息基准框架是表征国家地理

空间信息数据的几何与物理基准 ,在形式上以国

家空间坐标基准框架 、国家高程基准框架 、国家重

力基准框架三部分组成 ,即采用先进的空间定位

技术建立我国高精度 、三维 、动态空间的坐标基

准;以精密水准测量结合空间定位技术 、重力场理

论建立我国陆海统一的国家高程基准;以绝对重

力 、相对重力测量手段维持 、更新国家重力基准 ,

并通过加密重力测量 ,结合 GPS 和水准测量等技

术手段精化我国似大地水准面 。

1)工程目标

利用空间定位技术(主要是 GPS技术)、水准

测量 、重力测量等手段 ,建立并维持相互补充 、互

为依存的空间坐标基准 、高程基准和重力基准;构

筑我国面向 21世纪的新一代大地测量基准服务

体系;提供空间坐标基准 、高程基准和高精度 、高

分辨率的地球重力场及似大地水准面 ,并提供基

础测绘服务。

2)科学目标

大地测量作为重要的基础性技术手段 ,通过

框架工程的建设 ,提高我国物理大地测量 、空间大

地测量的理论研究和应用水平;为发展我国自主

的GPS 奠定基础;监测地表 、板块的稳定性 ,获取

并研究其速率场等相关信息 ,推动我国地学研究;

促进我国相关科学(如空间科学 、地球动力学 、海

洋科学 、气象学等)的发展 。

3)基准及框架的选取

坐标框架为 ITRF(国际地球参考框架);大

地坐标系为 1980 西安坐标系;高程基准为 1985

国家高程基准;重力基准为 2000国家重力基准。

2　建设思路

为实现“国家地理空间信息基准框架”高精

度 、三维 、实时 、动态 、多功能 、网络化服务的总体

目标 ,应整体考虑现代大地测量的技术手段 ,充分

体现其技术特征 ,并将多种大地测量技术有机结

合 ,来建立和构筑我国新一代集 GPS 、水准 、重力

于一体的(以GPS 连续运行站为基础 ,GPS测量 、

水准测量 、重力测量等相互补充)大地基准体系。

工程总体技术设计时 ,应综合考虑并兼顾如

下几个方面的因素:①GPS 连续运行站网及 GPS

网络化服务体系的实现;②三维 、动态 、多功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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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控制网的建立;③多种大地测量技术的相互

依托 、相互检核 、相互补充及完善;④GPS/水准点

布设与似大地水准面精化目标的一致性;⑤水准

网的稳定性监测与 GPS 技术的相互结合;⑥国家

GPS大地网与国家GPS2000网 、天文大地网等的

联接;⑦兼顾地球科学研究 ,实现多种技术支持的

对地监测网;⑧为省级大地控制网提供基础性框

架数据;⑨多种观测技术使用的标石设计与埋设。

2.1　国家空间坐标基准框架

由国家GPS连续运行参考站网 、国家 GPS A

级网 、国家 GPS B级网和数据系统组成。

2.1.1　国家GPS 连续运行站网

国家GPS连续运行站网是国家空间坐标基准

框架的基础 ,为 GPS 大地控制网的建立及多种

GPS空间定位提供广泛的基础服务;它采用 GPS

观测手段 ,并兼顾 GLONASS 技术 ,建立并维持我

国统一的 、三维 、动态 、高精度的空间坐标参考框

架 ,保证了框架体系的现势性 ,满足国民经济建设 、

国防建设 、社会持续发展对精确地理空间信息的需

求;同时充分利用各种空间定位系统的支持 ,实现

我国空间对地精密定位技术的独立性 、自主性。

通过国家 GPS 连续运行站网与国际 GPS 服

务(IGS)联网 ,可以获取我国及邻区大范围地壳

运动边界条件的变化信息 ,推进我国地球科学等

基础性研究;通过独立自主的卫星定轨计算 ,可具

备提供精密星历的能力 ,从而推动 GPS 动态 、实

时 、高精度的定位服务 ,促进空间定位技术应用的

社会化 、产业化 。

2.1.2　国家GPS A级网

国家 GPS A级网可以提高整个国家 GPS 大

地控制网的成果精度 、可靠性及图形强度;通过对

国家 GPS A 级网的定期复测 ,实现与国家空间坐

标基准的精确 、动态传递;通过定期复测 ,加强一

等水准网的大尺度稳定性沉降监测;结合精密水

准测量 、绝对重力测量等技术 ,完善我国多维大地

基准框架 。

在建立国家 GPS大地控制网时 ,应根据我国

交通 、地质构造等现状 ,布设国家 GPS A 级网点。

该网复测周期 3年 ,每期观测应在一年内完成 。

主要布设原则:点位主要选择国家水准原点 、

一等水准环结点 、水准基岩点 、验潮站。整网点位

分布基本均匀 ,相邻点距 350km 左右;在 GPS 连

续站稀少 、水准环线较大 、跨越地壳断裂带的区

域 ,适当增加点位;尽量埋设在稳定的基岩上 ,满

足GPS 观测条件 ,能够长期保存 。

2.1.3　国家GPS B 级网

国家GPS B 级网是以国家 GPS A 级网为基

础 ,在全国范围内均匀 、合理地布设 。其目的是建

立和维持国家三维 、动态 、高精度 、多功能的基础

控制网;提供精准的地心坐标系和“1980西安坐

标系”的控制成果;实现对国家高程基准网的稳定

性监测;为省级 GPS C级网的建立提供必要的基

准框架。

主要布设原则:点位主要选择国家一等水准

路线与二等水准路线 、二等水准路线与二等水准

路线的结点 、基本点处 ,在水准环内部均匀布点;

国家 GPS2000 网 、2000 国家重力基本网点 ,凡符

合本项目技术要求的均可利用;整网点位分布基

本均匀 ,东部地区相邻点距为 30 ～ 50km ,西部地

区为 50 ～ 70km ,平均每 1∶10万图幅内有一个点;

点位布设应与似大地水准面精化的目标一致;新

埋设标石应满足GPS 、水准 、重力观测的要求 。

2.1.4　数据系统

数据系统是整个框架工程成果的承载与体现。

数据系统由国家GPS数据中心和两个数据子中心

构成。国家 GPS数据中心将担负GPS连续运行站

的管理 、处理与分析以及 GPS基准网的数据处理;

通过国际互联网提供数据与信息服务;为数据子系

统和有关合作部门提供基本数据服务 。

2.2　国家高程基准框架

国家高程基准框架是以构成布满全国大陆 、

海南岛及近海主要岛屿的高精度水准网为基础 ,

提供我国高精度 、现势性强的新一代国家高程控

制成果的基准框架。我国高程基准目前采用

1985国家高程基准 ,水准原点根据青岛大港验潮

站 1952 ～ 1979年验潮资料确定的黄海平均海水

面作为起算面 。现在的高程控制网是 1976 ～

1984年和 1981 ～ 1988 年施测的国家二期一 、二

等水准网 ,包括一等水准 9.3万 km , 100个环 ,二

等水准 13.6万 km 。高程基准成果现势性差 、标

石损毁严重 、可用率低以及高程系统与全球基准

不匹配等问题 ,促使我们应该认真考虑 。

布设原则:对现有的国家一等水准网进行加

密 ,形成覆盖全国 、密度适宜的国家第三期一等水

准网;水准路线走向尽量利用已有的一 、二等水准

路线 ,高速公路原则上不布设水准路线 ,西部地区

主要依据地形条件与交通状况布设 。闭合环线长

度 ,东部应在 1 200 ～ 1 600km ,西部地区一般应

在1 800km 以内;将水准测量 、GPS 测量和精密

重力测量相结合 ,采用多种测量数据实现对国家

第三期一等水准网进行大尺度监测;完善水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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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的重力测量 ,提高水准测量高差的重力异常

改正项精度。东部地区无实测重力值的水准路线

均需至少在基本水准点上进行加密重力测量;共

建或改造现有的验潮站点 ,在验潮站上进行精密

重力测量 。

2.3　国家重力基准框架

国家重力基准框架由国家重力基准网 、加密

重力测量 、卫星重力测量 、似大地水准面精化 4部

分组成 。其建设内容主要包括维护“2000 国家重

力基本网” ;在“2000国家重力基本网”的基础上

对重力基准点进行适量的补充;利用地面重力测

量 、卫星重力测量等技术 ,逐步消灭西部重力空白

区 ,提供我国 30′×30′平均重力异常格网成果;在

CQG2000的基础上 ,进一步精化我国似大地水准

面;为国民经济建设各部门提供高精度 、高分辨率

的重力场信息数据。

1)国家重力基准网

国家重力基准网包括“2000 国家重力基本

网”重力基准点和新建重力基准点 ,其主要目标是

建立和维护国家重力基准;监测我国现有重力基

准的稳定性及其变化速率;结合水准测量 、GPS

测量技术 ,完善我国多维大地基准体系;为大地测

量等地球科学的研究 ,提供精确 、丰富的重力场信

息;为统一全球高程基准提供基础数据 。

高精度绝对重力点应在全国范围内均匀合理

地布设 ,构建国家重力基准网;应尽量重合国家

GPS连续运行站 、验潮站;尽可能选埋在基岩上 ,

除西部地区外 ,应选在通航班的大城市 ,东部经济

发达地区可适当密些 ,西部可适当稀疏;绝对重力

测量应与 GPS 测量 、水准测量的技术手段相结

合 ,达到一网多用的目的 。

2)加密重力测量

其目标是重点消灭西部重力空白区 ,为西部

困难地区格网重力异常的计算及大地水准面精化

等工作提供基础数据;完成全国 30′×30′、15′×

15′基本格网重力异常计算;为国家高程基准框架

的建立提供重力数据 。

3)似大地水准面精化

综合利用地面重力数据 、GPS/水准数据 、数

字高程模型(DEM),并结合航空重力测量 、卫星

重力测量等技术手段 ,在 CQG2000的基础上 ,完

成我国新一代似大地水准面的精化工作 。使我国

似大地水准面精化目标达到:东部±(5 ～ 10)cm ,

中西部±(10 ～ 20)cm ,西部山区±(20 ～ 30)cm ,

使中小比例尺测图作业中 ,用 GPS卫星定位技术

取代传统的 、低等级的水准测量工作。

3　结　语

建立 、维持和更新国家测绘基准 ,是社会 、经

济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的需要 。国家地理空间信

息基准框架的建立正是适应了现代社会向信息

化 、网络化 、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 ,以及空间技

术的广泛应用和发展而建立的 ,它将成为国家空

间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我国国民经济建

设 、国防建设 、地球科学研究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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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national geo_spatial data reference f rame w as put forward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geodetic datum of China.The higher requirement of the fo rmer coordinate datum , height datum

and g ravity datum was in dire need of improvement and update in modernization.This paper gives

the basic idea in const ruction and the principle in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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