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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采用三维地心坐标系统
和潮汐改正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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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讨论了我国科学地采用地心三维大地坐标系时 ,主要涉及到的该坐标系的定义 、采用的大地测量基本

常数以及与此有关的潮汐改正等三个问题。比较实际而又可靠地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 , 就是结合国情尽量沿

用国际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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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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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坐

标框架。随着空间和信息技术及其应用的迅速发

展和广泛普及 ,在创建数字中国的过程中 ,单纯采

用目前的非地心 、二维 、低精度 、静态的大地坐标

系统和大地坐标框架作为我国现代平面基准所带

来的不协调将会愈来愈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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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总

是习惯于对平面介质(如纸或屏幕)上的目标进行

观测 ,即人们常常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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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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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S 中的属性处理 ,这样在许

多场合会导致空间目标在划分与表达方面的困

难。随着空间技术和虚拟技术的发展 ,采用符合

客观空间实际的三维坐标将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三维坐标系统的原点可以是参心的 ,也可以

是地心的。以地球质心为大地坐标系的原点 ,即

采用地心坐标系的优点是明显的。因为这种坐标

系统是阐明地球上各种地理和物理现象 ,特别是

空间物体运动的本始参照系 ,但长期以来 ,由于人

类不能精确地确定地心的位置 ,因而较少使用。

但目前利用空间技术等手段已可在 cm 量级上确

定它的位置 ,因此 ,采用地心坐标系在当今既有它

的必要性也有了可能性。现在利用空间技术所得

到的定位和影像等成果 ,客观上都是以地心坐标

系为参照系的 ,因此 ,采用这一坐标系作为我国的

平面基准 ,就能最有效地利用这一技术 ,最大限度

地取得该技术所带来的好处。关于我国采用地心

三维坐标系统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可参见文献[ 1] 。

下面着重讨论实施这一目标的科学性问题。

科学地确定新的大地基准主要涉及两个方面

的问题:一是中国新的地心三维坐标系统采用何

种定义;二是采用什么样的大地测量基本常数。

笔者认为 ,总的来说应尽量采用国际已有的或国

际通用的定义和规定 ,比较有利于今后方方面面

的使用 。应该说 ,国际大地测量组织推荐或决定

采用的一些规则和常数 ,都是经过科学家较长时

间的实践和论证 ,得到了国际组织的确认 ,并以决

议形式通过 ,应该是比较科学和符合客观实际的。

同时 ,大地基准和国际接轨也是为了更方便地利

用各种国外的地理信息资料 ,有利于我国的经济

建设和国防事业的发展。

1　我国三维地心坐标系的定义

假如我国今后采用三维地心坐标系统 ,则我

国地心坐标系的定义应和国际地球自转服务局

(IERS)推荐的相同 , 并与通用地面参考系

(IT RS)的定义保持一致[ 2] 。它定义的四项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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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3] 。

1)坐标系原点为包括海洋和大气在内的整

个地球质量的质心;

2)坐标系的尺度为在引力相对论意义下的

局部地球框架的尺度;

3)Z 轴从原点指向由 BIH1984.0 定义的协

议地球极 , X 轴从原点指向格林尼治平均子午面

与赤道的交点 , Y 轴与X 轴和Z 轴构成右手坐标

系;

4)在确定不同时期的实际地球旋转轴相对

于BIH1984.0的指向时 ,要确保地壳不会产生残

余的全球性旋转 。

2　我国大地测量基本常数的定义

2.1　采用国际推荐的大地测量基本常数

与大地坐标系统密切相关的是大地测量基本

常数 。大地测量基本常数建议采用地球赤道半径

a 、地心引力常数 GM 、地球动力形状因子 J 2 和

地球旋转角速度 ω,即{a , GM , J 2 , ω}为我国新

大地基准的大地测量基本常数 。

采用{a , GM , J 2 , ω}为大地测量基本常数是

国际大地测量协会(IAG)的一贯主张 。在 1975

年莫斯科大会推荐的 IAB1975 大地参考系和

1979年澳大利亚堪培拉大会推荐的大地参考系

1980(GRS80)[ 4] , 都以决议形式通过采用{a ,

GM , J 2 , ω}为大地测量基本常数 。国际大地测量

和地球物理联合会(IUGG)和国际天文联合会

(IAU)等国际组织随后也以决议形式通过这一建

议 ,采用这 4个常数作为地面参考坐标系的基本

常数 。由此可见 ,在具体确定一个大地参考系时 ,

采用上述 4个大地测量基本常数应视为一个国际

标准 ,因此 ,中国若决定采用新的大地基准 ,采用

什么样的 4个大地测量基本常数时 ,应和国际有

关规定保持一致。

2.2　采用实测值而不采用衍生值

地球扁率是描述地球几何形状的几何因子 ,

其倒数常以 f 表示。在过去的百余年中 ,地球扁

率(1/ f)一直用地面大地测量手段(弧度测量)进

行测定和计算 ,然后由此推算地球的动力形状因

子 J 2(衍生值)。由于在地面上进行上千 km 弧度

测量很困难 ,因此 ,人造卫星上天以后 ,都是通过

测定卫星轨道来计算 J 2 ,然后推算 f(衍生值)的。

因此 ,近 30年来 ,国际地学组织推荐的四个大地

测量基本常数{a , GM , J 2 , ω}都是直接计算值 ,

而不是衍生值 。

WGS84系统是美国军方的坐标系统 ,GPS定

位就是采用这种坐标系统 。1984 年建立和定义

WGS84以及随后的近 10年 ,一直采用国际组织

推荐的上述 4个大地测量基本常数 。从 1994年

开始 ,WGS84采用新的 GM 值
[ 5]
(由 3.986 005

×1014m3·s-2改为 3.986 004 418×1014m3·s-2)

后 ,为了维持原有地面系统坐标的前后一致性 ,

WGS84改为采用以{a , GM , J 2 , ω}这 4 个常数

为大地测量基本常数 , J 2 成为衍生值。

我国地心三维坐标系所涉及的大地测量基本

常数的数值也应原则上和世界通用的 GRS80保

持一致 ,但其中的 GM 值在近 10 年来有了世界

公认的改进 ,不再采用原来的值 ,并在 J 2 值上略

有修正 ,这样也可以和WGS84系统保持在 cm 级

精度上的一致 。表 1为大地测量基本常数的部分

数值 ,表中的“建议采用方案”是指有关专家对我

国地心三维坐标采用的大地测量基本常数的建议

值[ 6] ;表中最后一列是国外大地测量学者推荐的

比较新的大地测量基本常数的数值
[ 7 ,8]

。

表 1　大地测量基本常数值

Tab.1　Geodetic Fundamental Constants

西安 80系(IAG75) GRS80 WGS84(1 150) 建议采用方案 Grafarend WGD200#

J2/ 10-3 1.082 63＊ 1.082 63＊ 1.082 629 821 131 1.082 629 832 26＊ 1.082 636 023＊

GM/ 1014m3·s-2 3.986 005＊ 3.986 005＊ 3.986 004 418＊ 3.986 004 418＊ 3.986 004 418＊

Ψ/ 10-5rad·s-1 7.292 115＊ 7.292 115＊ 7.292 115＊ 7.292 115＊ 7.292 115＊

a/ 106m 6.378 140＊ 6.378 137＊ 6.378 137＊ 6.378 137＊ 6.378 136 6

1/ f/102 2.982 57 2.982 572 221 01 2.982 572 235 63＊ 2.982 572 221 01 2.982 564 2

W0/ 10
7m2·s-2 6.263 683 6.263 686 085 00 6.263 685 171 46 6.263 685 171 49 6.263 686 558＊

γe/m·s
-2 9.780 32 9.780 326 771 54 9.780 325 335 90 9.780 325 336 9.780 32

β/(10-3)＊＊ 5.302 5.302 440 5.302 441 13 5.302 44 5.302 4

β1/(10
-6)＊＊ -5.8 -5.8 -5.8 -5.8 -5.8

　　　注:＊表示事先给定的地球水准椭球的常数;＊＊表示γ=γe(1+βsin2φ+β1sin2φ);#表示相应的零潮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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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潮汐改正

社会 、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对大地测量的精度

等方面的要求愈来愈高 ,而现代大地测量技术也

已经有能力将地球上的点位和重力值精确测量到

mm和μGal量级。因此 ,大地测量基准中所定义

的系统和框架必须顾及具有同等精度量级的地球

动力现象的影响 ,其中包括潮汐改正 。在考虑建

立大地测量新坐标系时 ,大地测量的各种规范细

则都有必要作相应的科学的补充和修正 。

我国在 20世纪的大地测量数据处理中都采

用全潮汐改正。经全潮汐改正后的大地测量值称

为无潮汐大地测量值 ,如经此项改正后的重力值

就称之为无潮汐重力值等 。无潮汐大地测量值是

有缺点的。永久性潮汐引起的地球形变 ,或者说

对地球扁率的这一部分改变 ,不论是理论上还是

实际测量中 ,迄今还不能很精确地从地球扁率中

分离出来 ,因此 ,永久性潮汐导致地球形变所产生

的影响通常称为间接影响部分 ,它既不能直接观

测测定 ,也难以精确地算得 ,或者说 ,目前还不可

能从大地测量值中加以准确地改正 。

国际大地测量界对潮汐改正的研究几经反

复 ,认为采用零潮汐改正是比较科学的 ,特别对以

陆地国土为主的国家更为合适。 IAG 在 1983年

汉堡大会以第 16 号决议建议大地测量观测量采

用这种潮汐改正 。人们现在能精确地计算日 、月 、

行星作用于地球的引力及其重力位 。相反 ,人们

只能是近似地知道 ,在引潮力特别是永久性潮力

的作用下 ,地球的物质是如何重新分布 ,以响应这

些潮汐所产生的力 ,特别是地球在极低频上的响

应问题至今没有很好地解决。因此 ,利用长期勒

甫(Love)数进行潮汐改正的可靠性比较差 ,而作

了零潮汐改正的大地测量值则保持了上述其他两

类改正的优点而避免其缺点 ,因此 ,不论从理论上

还是从实际情况来说 ,零大地测量值比较符合长

期实际观测的平均值[ 9 ～ 11] 。

全潮汐改正和零潮汐改正的关系是:作了零

潮汐改正后的大地测量值消除了周期性潮汐对大

地测量观测值的影响 ,也消除了永久性潮汐对大

地测量观测值的直接影响 ,保留了永久性潮汐对

大地测量观测值的间接影响 ,即永久性潮汐所引

起的地球形变所导致的影响。在零潮汐改正中 ,

不改正永久性潮汐对大地测量观测值的间接影

响 ,而在全潮汐改正中则包括改正这一不能准确

计算的永久性潮汐的间接影响 。它们之间的数值

差别通常在μGal 、mm 量级 ,但它反映了大地测量

是如何科学地认识地球的实际情况的。

在中国大地测量的现行规范细则中 ,除了新

公布的 2000国家重力基准网及其相应的规范外 ,

其他凡涉及潮汐改正计算的都采用全潮汐改正 ,

所以会在以后的应用中产生不协调 。如在水准测

量成果中 ,重力改正是利用零重力的重力值进行

改正的 ,而其日月引力改正则用的是全潮汐改正

公式 ,相互不匹配。因此 ,中国在制定新的大地测

量基准条件和相应的各种大地规范细则时 ,建议

修正原来的全潮汐改正的规定 ,确定采用零潮汐

改正 ,使全国在这方面的数据处理和所得的大地

成果纳入更为科学的轨道 ,更加符合实际。

在 IERS 的 1996通则
[ 2]
中 ,建议采用的是零

潮汐改正 , 保持和 IAG 1983 年决议的一致性。

同时 ,通则中指出 , ITRF 至今仍采用全潮汐改

正 ,认为这是违背了 IAG 1983年大会的决议精

神。据了解 ,其原因和WGS84 、EGM96 、IGS 采用

全潮汐改正一样 ,因为它长期计算所采用的世界

各地的大部分大地资料 ,或者是已有的通用卫星

定位软件中 ,都是采用全潮汐改正 ,为了保持大地

数据的一致性 ,只得采用无潮汐大地测量值 。我

国已颁布的重力测量规范已采用了零潮汐改正 ,

目前正在制定新的大地测量法则 ,应该支持重力

测量学者的科学精神 ,修正和更新其他条例和规

定 ,补充新的科学内容。

不论今后大地测量规范法则如何修订 ,一个

非常现实的问题是:如何将现有的无潮汐大地测

量值换算为相应的零潮汐大地测量值 ,也就是给

出它们之间的转换关系式[ 9 ～ 12] 。

1)对重力值来说 ,零重力值 gz(μGal)和无潮

汐重力值 gn 之间的转换关系有:

gz =gn +14.59 sin
2
φ-4.864 (1)

式中 , gz 为零重力值;gn 为无潮汐重力值 。此项

改正值在中国境内的数值区间大体为-4μGal ～

6μGal。

2)对水准高来说 ,无潮汐水准高高差 ΔHn

和零水准高高差 ΔHz(cm)之间的转换关系式有:

ΔHz =ΔHn +49.73(sin2φ(N)-sin2φ(S))　(2)

式中 , φ(N)、φ(S)分别表示水准路线上北方点和南

方点的纬度。以纬度 45°的地区为例 ,若水准点

南北相距 100km ,则这一改正值 ΔHz -ΔHn 约为

0.43cm 。

3)对大地高来说 ,无潮汐大地高高差 Δhn 和

零潮汐大地高高差 Δhz(cm)之间的转换关系式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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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hz =Δhn +40.85(sin2φ(N)-sin2φ(S))(3)

式中 , sinφ(N)、sinφ(S)的意义同式(2)。

4)对大地水准面高来说 ,无潮汐大地水准面

高程 Nn 和零大地水准面高程 N z(cm)之间的转

换关系式有:

Nz = Nn +2.97 -8.88sin2φ (4)

　　仍以纬度 45°的地区为例 ,则这一改正值 Nz

-Nn 约为-1.47cm 。似大地水准面高即高程异

常的转换关系式和式(4)相同 。

5)对垂线偏差来说 ,无潮汐垂线偏差(ξn ,

ηn)和零垂线偏差(ξz , ηz)之间的转换关系式有:

ξz =ξn +0.002″sinφ, 　ηz =ηn (5)

　　以纬度 45°的地区为例 ,则垂线偏差子午圈

方向的分量改正值 ξz -ξn 约为 0.001 4″,而卯酉

圈方向的分量 η则不作改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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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Geocentric 3D Coordinate System and

Tidal Correction in China

CHEN Junyo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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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o scientifically employ a geocentric 3D coo rdinate sy stem in

China and analy zes three main scientific problems involved in this regards , i.e.the defini tion of

the sy stem , the geodetic fundamental constants and tidal correction.A practical and ef ficient w ay

to solve those problems is to take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combined w ith Chinese pract ical si tua-

ti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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