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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滑坡高程监测的数据处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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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着力于 GPS 在滑坡监测中的数据处理研究 , 得到滑坡监测点较精确的垂直位移。将 GPS 数据处理成

果与相应的二等精密水准成果进行比较 ,采用二元方差分析理论 , 得出了GPS 监测可以替代精密水准 , 满足

滑坡体形变监测精度要求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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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PS用于垂直位移的形变监测 ,国内外有不

少成功的例子[ 1] ,如美国早在 1984年的斯坦福粒

子加速器监测中采用 GPS技术 ,平差后其高程方

向精度达 2 ～ 3mm
[ 2]
;武汉大学在隔河岩大坝 GPS

自动化监测系统项目实践中(最长基线约 1km),

GPS高程形变精度高达 1mm ,足以满足混凝土大

坝形变监测规范的要求
[ 3]
。然而 ,三峡库区滑坡

体上大多监测条件较差 ,GPS基线长短不一 ,本文

主要论述在此条件下能否用 GPS 监测完全替代

常规监测方法 ,进行垂直位移的监测。

1　GPS大地高代替正常高实现滑坡
的形变监测

1.1　大地高差与正常高差的关系

利用 GPS 定位技术不能直接测定点位的正

高(或正常高),但某一点在似大地水准面与椭球

面之间的高程差 ,即高程异常 ,是不会发生变化

的
[ 2]
。

设 A 、B 两点的大地高差与正常高差的关系

式为:

h′AB =hAB +(ξB -ξA) (1)

式中 , h′AB为大地高差;hAB为正常高差;(ξB -ξA)

为高程异常之差 ,是不变量。因此 ,只要精确测定

A 、B 两点大地高差的变化 ,也就精确测定了 A 、B

两点间的正常高的变化 ,从而可以用 GPS高程代

替精密水准进行滑坡体的形变监测 。

1.2　GPS滑坡监测的数据处理

滑坡监测的 GPS 基线较短 ,精度要求较高 ,

因此 ,需在监测点埋设具有强制对中设备的混凝

土观测墩 ,利用双频GPS 接收机选择良好的观测

时段进行周期性观测 。本文采用 GPS 分析软件

GAMIT进行基线解算 ,并用 GLOBK软件进行 GPS

网的统一平差[ 4] 。

在GPS滑坡监测中 ,为了得到监测网中每一

时段的精确基线解 ,并结合滑坡监测作业的特点 ,

主要考虑以下影响因素:①卫星钟差的模型改正

使用广播星历中的钟差参数。 ②根据由伪距观

测值计算出的接收机钟差进行钟差的模型改正。

③电离层折射影响用模型改正 ,并通过双差观测

值来削弱。 ④对流层折射根据标准大气模型用

Saastamoinen模型改正 ,其偏差采用随机过程来模

拟。⑤接收机天线相位中心改正采用 GAMIT 软

件中的设定值。 ⑥卫星截止高度角为 15°,数据

采样率均为 30s。 ⑦滑坡区平均基线边长为 b 

=1.5km ,当轨道的误差为 25m 时 ,轨道误差对基

线的最大影响为 0.40mm ,可忽略不计。因此 ,在

基线解算处理中仍用广播星历 。⑧周跳的修复。

为了能正确修复周跳 ,在引用GAMIT 中的单站单

差修复周跳的基础上 ,根据滑坡区短基线的特点 ,

采用 L1 、L 2双差拟合方法自动修正周跳 。解算的

成果质量证明 ,此方法能较好地修复周跳 。对未

修复的周跳 ,通过附加参数进行处理。 ⑨基准点

坐标的确定。本文基线解算的基准点 ,利用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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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海的 IGS GPS跟踪站的精确 ITRF 框架坐标 ,

联合求解滑坡基准点的精确坐标 ,其误差小于 0.

1m ,从而保证滑坡监测网的基准正确性。

为避免起始点坐标偏差的影响 ,在每期基线

解算中 ,起始点的坐标均取相同值 ,坐标框架采用

ITRF97 ,标准历元为 1997.485。

1.3　GPS滑坡监测的实例分析

宝塔滑坡体位于重庆市云阳县城东约 1km处

的长江干流左岸 ,滑坡前缘高程 70m ,后缘高程

520m ,相对高差达 450m ,滑坡区面积达 4km
2
,滑坡

体积估计1亿多m3 ,属于特大型滑坡 。滑体表层为

含钙质结构的砂质粘土 ,其下为砂质粘土夹碎块

石 ,深部为层状碎裂岩体 ,滑体平均厚度为67.8m ,

具有自西向东 、由北向南逐渐增厚的特点。

宝塔滑坡监测网布设于 1996年底 ,共埋设 16

座混凝土强制对中观测墩。GPS监测网如图 1所

示 ,其中监测基准点(即监测网点)4个 ,编号分别

为BT02 、BT03 、BT04 、BT05 ,均位于滑坡区外的稳定

基岩上。滑坡区监测点按照地质专家的要求 ,分别

沿3个断面布设 ,共设12个点 ,编号分布为 BT11 ～

BT14 、BT21～ BT24 、BT31 ～ BT34
[ 3 ,5]
。

根据该滑坡体形变量每年主要集中在 9月份

的特点 ,选择间隔期大致相同的 4 期观测值(即

1997年 1月 、9 月 , 1998年 9月 , 1999 年 9月),采

用GAMIT/GLOBK软件进行数据处理研究 。BT05

精确的WGS-84坐标利用武汉和上海的 IGS跟踪

站已知数据求得 ,然后作为宝塔滑坡的 GPS基线

解算及网平差的起算数据。每期监测中 ,滑坡形

变点采用二等几何水准进行观测。

图 1　宝塔滑坡监测网布置图

Fig.1　Disposal of Baota Landslide Monitoring Net

　　在每期GPS网的整体平差前 ,首先对滑坡区

外的监测基准点进行稳定性检验 。采用 Pelzer

(1971)提出的平均间隙法
[ 6]
,首先计算监测基准

点不同观测周期间的位移向量 dx ,从而算出单位

权方差 σ2d0。再由各期平差残差 v 计算另一单位

权方差 σ20 ,由两者组成 F 统计量 ,进行假设检验。

计算发现 ,该滑坡基准点整体无法通过统计检验。

将基准点分为稳定点 X0和变形点 X1两部分 。同

理 ,仍采用平均间隙法进行检验 ,计算结果表明 ,

除 BT02外 ,其余三点可以通过稳定性检验 。经分

析发现 ,BT02受地形条件限制 ,一直存在接收的

GPS信号质量不佳的问题 ,反映了两期位移量有

较大的波动。因此 ,采用 BT03 、BT04 、BT05 作为

固定基准进行平差。

GPS处理的大地高形变量与水准测量形变量

的比较如表1所示。

表 1　宝塔滑坡 GPS大地高的形变量与水准测量形变量比较/mm

Tab.1　Deformation Comparison of Baota Landslide with GPS Height and Leveling

时间
点　　名

BT11 BT12 BT13 BT14 BT21 BT22 BT23 BT24 BT31 BT32 BT33 BT34

1997-09 -2.2 -2.4 -1.8 -3.0 -0.7 -3.6 -3.4 0 -2.7 +2.3 -1.1 -2.0

1998-09 -5.2 +1.8 -3.6 -2.6 +0.8 -0.6 -3.7 1.3 -3.8 -0.1 -0.7 0.6

1999-09 +1.0 -1.1 -5.1 -3.4 -0.4 -1.8 +1.6 0.3 -0.4 +2.0 -1.4 -1.8

　　用 Δ表示差值 ,则

Δ=ΔGPS -Δ水准 (2)

式中 , Δ水准 、ΔGPS分别表示水准监测和 GPS 监测

的位移。则 Δ的最大值为5.2mm ,最小值为 0 ,平

均值为|Δ|/ n =1.95mm 。

若令 Δ水准无误差 ,则 GPS测得的高程形变量

中误差为:

mGPS =mΔ =±
[ ΔΔ]
n

=±2.4mm (3)

则大地高的测量中误差为:

mH =±2.4/ 2 =±1.7mm (4)

mH表示GPS滑坡监测大地高的外符合精度 。

由GAMIT/GLOBK计算所得的大地高中误差

见表 2。

从表 2可以看出 ,4h 的大地高测定精度约为

2h 大地高测定精度的两倍 。取两期成果的中误

差平均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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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GPS测量大地高中误差/mm

Tab.2　Std.Variance of Height with GPS

时间
点　　号

BT11 BT12 BT13 BT14 BT21 BT22 BT23 BT24 BT31 BT32 BT33 BT34
备注

1997-01 1.0 1.9 2.0 1.2 1.0 1.1 1.6 1.5 1.0 1.3 1.3 1.5 每时段 4h

1999-09 2.1 3.0 3.1 3.0 2.4 2.5 2.6 2.6 1.9 2.4 2.4 2.2 每时段 2h

m =±1.9mm (5)

式(5)说明了 GPS测量大地高的内符合精度。

比较式(4)、式(5)可知 ,两者相差较小 ,这说

明本研究所得的大地高的内外符合精度几乎一

致 ,从而证明了 GPS大地高监测滑坡变形精度的

可靠性 ,而大地高测量精度±1.7mm 也满足国家

混凝土大坝形变监测技术规范的相应要求(规范

要求库区滑坡垂直位移监测精度为±3.0mm)。

在12个监测点中 ,现从滑坡体的 3个监测断

面中分别选取每个断面前缘点 BT11 、BT21 、BT31 ,

其垂直位移形变图如图 2所示。

从图 2可以看出:

1)GPS 高程测量用于滑坡形变监测与精密

水准测量得到的成果所反映出的滑坡形变趋势一

致 ,形变量也十分接近;

2)二等水准测得的形变量与GPS测得的形变

量间存在一小小的系统偏差 ,即GPS测得的形变量

平均小于二等水准测量的形变量约 0 ～ 2mm。

图 2　垂直位移形变

Fig.2　Vertical Deformation

2　GPS代替水准测量高程监测一致

性分析

2.1　数学模型的建立

为进一步从理论上对宝塔滑坡用 GPS 大地

高的形变分析与水准测量的一致性进行论证 ,采

用二元方差分析方法
[ 7]
。可以认为 ,两种测量方

法在不同时间 、不同点位所得的形变量之差是时

间差值系统效应和点位差值系统效应组合的正态

母体抽得的子样 ,它们是相互独立的正态分布变

量。为此 ,建立如下函数模型:

X ij =ξ+ηi +γj +eij (6)

式中 ,X ij代表在第 i 年测得的第 j 个点上 GPS 与

水准测量之间的形变量之差值;ξ表示 GPS 与水

准所得形变量的平均差值 ,当数据不存在常差时 ,

它代表真值;否则 ,它代表真值加一常差;ηi 为不

同时间差值的系统效应;γj 为不同滑坡点引起差

值的系统效应 , ηi 、γj 均是随机变量 ,服从正态分

布;eij为随机误差 ,它们是均值为零的正态分布。

如果 GPS 与水准测量所得形变量的一致性

成立 ,就应该在差值 X ij中不存在因时间(ηi)和点

位(γj)引起的系统效应。为此 ,建立如下假设统

计 ,进行因子的水平显著性检验:

H0η∶η1 =η2 =… =ηi =0 ,H1∶ηi不全为 0

(7)

H0γ∶γ1 =γ2 =… =γj =0 , H1∶γj 不全为 0

(8)

2.2　宝塔滑坡实例计算

由宝塔滑坡监测的实测结果 ,将表 1中的数

据用符号 X ij表示 ,根据文献[ 7] ,有 i =1 ,2 , …, m

(本文取 m=3), j=1 ,2 , …, n(本文取 n=12),分

别计算下列各值:总差方和 Q=141.409 7 ;行间

差方和(时间系统效应)Q1 =4.257 3;列间差方

和(点位系统效应)Q2=68.800 9 ;Q3为误差平方

和 ,且满足 Q3=Q-Q1-Q2=68.351 5;

Fη=
Q1/(m -1)

Q3/(m -1)(n -1)
=0.685 1

Fγ=
Q2/(n -1)

Q3/(m -1)(n -1)
=2.013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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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α=0.05时 ,查表得:Fα((m-1),(m-1)(n-

1))=Fα(2 ,22)=3.44 ,则 Fη<Fα((m -1),(m-

1)(n-1));Fα((n -1),(m-1)(n-1))=Fα(11 ,

22)=2.26 ,则 Fγ<Fα((n -1),(m -1)(n -1))。

因此 ,式(7)、式(8)的假设成立 ,则有 ξ= X( X 为

GPS测量与水准测量间形变量之差值的总均值)。

通过上述检验说明 ,由 GPS 代替水准测量分

析沉降 ,并不存在因不同时间 、不同测站间引起的

系统效应 。计算得:

ξ = X =-1.30mm , mξ =m/ 36 =±0.32mm

(10)

　　数据分析表明 ,GPS 测得的滑坡垂直形变量

与二等水准测得的形变量平均有一很小的系统偏

差(1.3mm),但对滑坡监测精度的规范要求和滑

坡形变的量级而言 ,它并不否定两种方法监测结

果的一致性 ,即用 GPS 监测可以替代精密水准 ,

满足滑坡体形变监测的要求。

3　结论及分析

本文将 GPS 计算成果与原精密水准成果比

较 ,同时采用假设统计检验方法 ,从理论上进行分

析论证 ,得出了令人满意的结论:在短距离(基线边

长在2.0km左右)地区 ,可用GPS测量代替几何水准

测量来进行滑坡体的垂直位移形变监测。

GPS滑坡监测在大地高方向的精度主要受对

流层湿分量的影响。针对滑坡区范围较小 ,其观测

值强相关性的特点 ,采用差分方法消除;对其残余

误差 ,可以增加天顶对流层随机参数 ,一并进行估

计 ,这样就可保证GPS 大地高差的测量精度。

由于一般 GPS 商用软件采用两点间的单基

线解法 ,未考虑基线间的相关性 ,其数学模型存在

一定缺陷(如未考虑不同基线间的方差相关性);

而高精度的 GPS 分析软件无论是基线解算还是

网平差 ,均采用严密的数学模型 ,同时可根据实际

情况来增减有关估计参数 。因此 ,在滑坡监测中 ,

建议采用高精度的GPS 分析软件 。

参　考　文　献

1 　Baki H , Wang J , Chen Y.A Regional GPS Network

Solution for Monitoring Deformations of the Southeastern

Eurasian Plate.GPS Solutions , 1999 , 2(4)

2　周忠谟 , 易杰军 , 周　琪 , 等.GPS 卫星测量原理与应

用.北京:测绘出版社 , 1997

3　曾旭平.GPS 滑坡监测及数据处理研究:[ 学位论文] .

武汉:武汉测绘科技大学 , 2000

4　姜卫平 ,刘经南.GPS 技术在隔河岩大坝监测中的应用

研究.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学报 , 1998 , 23(增刊):20～ 22

5　长江委综勘局.长江三峡库区重庆市云阳县宝塔滑坡

变形监测初步分析报告及成果汇编.人民长江 , 1998

6　陶本藻.自由网平差与形变分析.武汉:武汉测绘科技

大学出版社 , 2001

7　李庆海 ,陶本藻.概率统计原理和在测量中的应用.北

京:测绘出版社 , 1992

作者简介:曾旭平 ,博士生。现主要从事GPS 数据处理理论和方

法研究。

E-mail:xupingz@sina.com

GPS Data Processing of Landslide Vertical Deformation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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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mainly focuses on GPS data processing for deformation.Through the researches and

comparisons , some useful hints and results have been derived , and the conclusion is drawn that GPS

solution to the deformation monitoring can achieve equivalent results as the conventional leveling does in

the part of vertical components and , therefore , can satisfy the requirements in landslide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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