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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化区域大地水准面若干问题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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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精化区域大地水准面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 ,以便有关单位在精化区域大地水准面时进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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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精化区域大地水准面一定要与建
设国家现代化测绘基准相结合

　　我国现行的各种测绘基准 ,基本上是 20世纪

50 ～ 80年代建成的 ,它们已越来越不适应当前国

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的需求 。我国大地控制点位精

度较低 ,坐标系是二维的 、非地心 、非动态的 ,只覆

盖了大陆 ,未能覆盖整个国土和海域。此外 ,测绘

基础设施历经多年的人为与自然破坏 ,未能复测

和更新 ,难以发挥其应有的基准作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用于建

立和维持大地测量基准的技术手段 、工具和理论

方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家测绘局为满足新技

术条件下国民经济建设 、国防建设及地球科学研

究对三维动态大地测量基准框架的需求 ,确定了

我国大地测量在“十·五”期间的发展目标 ,并组织

有关专家多次讨论 ,编写了“国家地理空间信息基

准框架工程”(简称“框架工程”)建议书 、可行性研

究报告 、项目设计书等。其主要目的是在 21世纪

初建立一个高精度 、三维 、动态 、多功能的国家空

间坐标基准框架 、国家高程基准框架 、国家重力基

准框架 ,以及由 GPS 、水准 、重力等综合技术精化

的高精度 、高分辨率似大地水准面 。

该框架工程的建成 ,将为基础测绘 、数字中国

地理信息基础框架 、区域沉降监测 、环境预报与防

灾减灾 、国防建设 、海洋科学 、气象预报 、地学研

究 、交通 、水利/电力等多学科研究与应用提供必

要的测绘服务 ,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和经济效益。

因此 ,各地区在从事区域大地水准面精化时 ,

一定要考虑与今后建设国家现代化测绘基准和全

国大地水准面精化目标的一致性 。在新一代大地

测量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设计中 ,国家 GPS 大地控

制网分国家 GPS A级网和国家GPS B级网两级布

测。其中国家GPS A级网点位主要布设在国家水

准原点 、一等水准环结点 、水准基岩点 、验潮站处 ,

且满足 GPS观测条件 ,能够长期保存。该类点位

规定重新埋设标石 ,满足 GPS 、水准 、重力观测要

求 ,并尽量选在稳定的基岩上。B级网点位主要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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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上述点位布设的目的主要是:

①通过国家 GPS A级网的定期复测 ,与国家空间

坐标基准实现精确 、动态的传递;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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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通过定期复测 ,加强一等水准网的大尺度稳定性

沉降监测;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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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精化区域大地水准面与建立地方
基础控制网的关系

2.1　全面规划建立好 C级 GPS网

根据国家基础测绘任务分工 ,国家测绘局负

责坐标基准 、坐标系统 、坐标框架建设 ,三 、四等控

制建设一般由各省测绘局负责 。各省测绘局在布

设GPS C 级网时 ,应按照当地已有大地控制点的

情况全面进行规划 、设计 。

2.1.1　C 级网布设密度

《国家三角测量和精密导线测量规范》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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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三角网的边长平均应在 13km 左右 ,一般边

长可在 10 ～ 18km内变通 。三等三角网边长一般

应在 8km 左右 。

上述规定主要是在 1∶10万和 1∶5 万比例尺

测图地区 ,按正常航测方法成图时 ,一般需布设到

二等三角网 ,以使每约 150km2 面积内有一个三

角点。在 1∶2.5万和 1∶1万比例尺测图地区 ,按

正常航测方法成图时 ,一般需布设到三等三角网 ,

以使每约 50km2 面积内有一个三角点。

国家 GPS 测量规范规定 ,GPS C级网布设边

长为 10 ～ 15km ,相当于二等三角网的边长 。《省

级似大地水准面精化技术设计指南》对 GPS C 级

网的规定为 ,C 级网的平均边长 20km 左右。经

济发达地区 ,点位平均间距可为15km ,市区 、县城

区和经济重点地区 ,周围应有 2 ～ 3点 ,山区 、丘

陵 、高原 、大山区 ,平均点距为 30km 。

　　据有关资料统计 ,在我国中部和东部地区 ,重

力格网分辨率均能达到 15′×15′,部分地区已达

到 5′×5′。

综合考虑上述因素 ,GPS C级网布设平均边长

应在15km左右较适宜 ,既兼顾了每幅 1∶5万地形

图内平均有 1个 C级 GPS 控制点 ,又能满足精化

区域大地水准面的需要。如照此密度布设 ,则一个

区域GPS C级网布设总点数可按下式计算:

N =
2

3

Q

S
2

式中 , N 为布点总数;Q 为区域总面积;S 为 GPS

水准点相邻边长 。

2.1.2　点位埋设

在同一点上 ,利用GPS 测的大地高减去水准

测的正常高可得到该点的高程异常 。精化大地水

准面过程中 ,似大地水准面的确定是利用高分辨

率地面重力测量数据 ,按 Molodensky 公式计算高

程异常 ,得到重力似大地水准面 ,再与由 GPS/水

准测定的离散高程异常进行拟合 ,获得正常高系

统的似大地水准面 。由此可见 ,在精化大地水准

面时 ,GPS 点必须加测水准 ,即 GPS/水准点。

为此 ,GPS C 级网点应尽量布设在国家一 、

二 、三等水准路线上 ,与已布的一 、二 、三等水准点

位重合 ,充分利用已有点位的标石 ,以减少埋石和

水准联测工作量 。如果是新埋点 ,则要考虑点位 ,

便于 GPS观测和水准联测 ,其测量标志建议采用

新设计的标志类型 ,同时满足 GPS和水准观测的

需要 。

为了今后全国大地水准面精化和资料共享的

需要 ,建议 GPS C 级网点号采用 4 位 ,第一位是

省 、自治区 、直辖市代码 ,后三位是点位序列号 ,由

阿拉伯数字组成(如果个别省 、自治区网点号超过

999个后 ,第一位可保持不变 ,第二位改用拉丁字

母 ,后两位仍是阿拉伯数字)。编号顺序由北向

南 、由西向东 ,从 001开始依次递增编号。GPS C

级网点名采用当地地名。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的

代码建议采用表 1内拉丁字母 。

表 1　省级 GPS C 级网代码表

Tab.1　Provincial GPS C Order Network Code

省 、自治区 、直辖市 代码 　省 、自治区 、直辖市 代码

新疆 A 河北 、北京 、天津 N

西藏 B 山西 O

青海 C 山东 P

内蒙古 D 河南 Q

甘肃 、宁夏 E 安徽 R

陕西 F 江苏 、上海 S

四川 、重庆 G 湖北 T

贵州 H 湖南 U

云南 I 江西 V

广西 J 浙江 W

黑龙江 K 福建 X

吉林 L 广东 、香港 、澳门 Y

辽宁 M 海南 、西沙 、南沙 、台湾 Z

　　GPS C级点埋石后 ,须经一个雨季(冻土地区

经过一个解冻期),待标石稳固后方可用于观测。

2.1.3　观测精度

GPS大地高测定的精度直接影响大地水准

面精化的精度 。《全球定位系统(GPS)测量规范》

(GB/T 18314_2001)中 ,对 GPS C 级点观测时段

规定为≥2 ,每个时间长度≥60min ,相邻点间基

线长度精度按 σ= a2+(bd·10-6)2计算(σ为

标准差(mm);a 为固定误差(mm);b 为比例误差

系数;d 为相邻点间距离(mm))。GPS C级网点

a≤10 , b ≤5 , d =15km 时 , σ=75.66mm 。根据

一般统计规律 ,GPS 垂直测定误差大约是水平测

定误差的 1.5 倍。照此估算 ,GPS C 级点大地高

测定精度约为 100 mm 。可见 ,如按现行 GPS 规

范来测定 C级网 ,则大地高测定精度满足不了精

化区域大地水准面对 GPS 平面精度优于

±10mm 、大地高精度优于±20mm的需求 。

为此 ,精化区域大地水准面必须提高 GPS C

级点的观测精度。根据试验数据建议 ,GPS C 级

点观测时段≥2 ,每个时间长度≥180min。

2.2　高程控制网的复测和布测

要想达到 cm 级的大地水准面精化的要求 ,

必须关注高程控制网的精度和现状 。我国的二等

水准路线是在 20世纪 80年代建立的 ,近 20年没

有进行复测。由于近年来 ,我国已进入地震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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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有的地区地壳变化较大。此外 ,城市建设 、地

下水 、矿产的开采 ,也使一些地区地面出现沉降。

20多年前所测的二等水准高程数据的现势性很

差 ,根本无法为布测的三等水准路线提供控制或

起算数据。如果不对二等水准路线重新观测 ,则

无法满足区域大地水准面精化的要求 。为此 ,在

精化大地水准面的区域时 ,必须进行二等水准的

复测工作 ,并在一 、二等水准路线的基础上布测三

等水准路线。为了解决今后一等水准复测时 ,由

于观测时间差异而造成的水准路线闭合问题 ,在

一 、二等水准路线结点处埋设 、观测高精度 GPS

框架点位。此项举措使 GPS 测量与水准测量相

互结合 、相互依存 ,不仅使各地区测绘基准统一 ,

确保大地水准面精化的精度 ,而且也促进了国家

测绘基准的建设 。

3　重力数据和 DEM 数据的采用

地面重力测量是获得高精度分辨率重力数据

的主要手段。多年来 ,国家测绘局在大地重力测

量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 ,并取得了巨大成绩 。但

由于我国西部地区受特殊的地理环境影响 ,仍有

相当多的大山区重力测量成果的分布极不均匀 ,

甚至是空白区。据统计 ,西部 30′×30′空白区共

114个格网。在我国中部和东部地区 ,重力格网

分辨率基本能达到 15′×15′,部分地区已达到

5′×5′。

因此 ,在区域大地水准面精化时 ,要对区域内

的重力资料进行分析 ,如果重力数据分辨率未达

到 15′×15′,则应进行加密重力测量。对重力测

量数据已满足上述要求的地区 ,则应对重力数据

施测的年代 、采用的系统 、观测精度等进行分析和

必要的归算 ,以及剔除粗差等工作 ,可以不再进行

加密重力测量 。

国家测绘局已完成 1∶25万和 1∶5 万 DEM

数据库的建设 。1∶25万 DEM 数据格式有两种 ,

分辨率分别为 100m ×100m 和 3″×3″, 1∶5 万

DEM 数据格式只有一种 ,分辨率为 25m ×25m

(相当于 0.75″×0.75″)。为了减少 DEM 高程模

型误差对区域大地水准面精化的影响 , 建议从

1∶5万DEM 数据中生成 3″的 DEM 数据 ,供精化

区域大地水准面使用 。

参　考　文　献

1　陈俊勇.我国高程控制网的现代化.测绘科学 , 2002

(3):1～ 3

2　武汉大学 , 江苏省测绘局.省级似大地水准面精化技

术设计指南 , 2002

3　《国家三角测量规范》(GB/ T 17942_2000)

4　《国家一 、二等水准测量规范》(GB 12897_1991)

5　《国家三 、四等水准测量规范》(GB 12898_1991)

第一作者简介:张全德 ,主要从事大地测量项目的规划与设计。

Some Issues in Regional Geoid Improvement

ZHANG Quande
1　ZHANG Y anping

1　ZHANG Peng
1　CHEN X ianjun

1

(1　National Geomatics Center of China , 1 Baishengcun , Zizhuyuan , Beijing , China , 100044)

Abstract:The improvement of regional geoid is one of basic tasks of State Bureau of Surveying and

M apping.In 2003 , the bureau did experiments in Jiangxi province ,Zhejiang province and Fujian

province.The authors give some discussions on geoid improvement in o rder to give help to others

as reference.

Key words:geoid;improvement;control net

About the first author:ZHANG Quande , he is engaged in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of geodet ic i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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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