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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高程控制网现代化工作的思考

陈俊勇１　张全德１　张　鹏 １

（１　国家测绘局，北京市百万庄，１００８３０）

摘　要：随着空间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测绘基准中的国家高程控制网现代化也迫在眉睫。它应包括

两个部分，一是国家高精度水准网，即ｍｍ级一等水准网的更新；二是具有ｃｍ级精度的（似）大地水准面的确

定。建议切实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中“基础测绘成果应当定期更新，国民经济、国防建设和社会发展

急需的基础测绘成果应当及时更新”的规定，尽快组织施测国家三期一等水准网，以保证国家高程控制网 ｍｍ

级高精度的可靠性和现势性。另一方面，应结合ＧＰＳ水准和重力测量精化我国大陆的（似）大地水准面至ｃｍ

量级，以利用ＧＰＳ＋（似）大地水准面的技术求解相当于二、三等水准测量精度的正常高，这不仅可以改变传

统高程测量的作业模式，节约人财物和时间，而且获得的点位高程的精度比较一致。在海岛、山区等困难或无

法传递水准测量高程的地区，采用这一技术可以快捷地测得高程，其成果与国家高程基准、高程系统是统一的

和协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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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我国国家高程控制网的现状

目前，国家采用的高程基准和高程系统是黄

海１９８５高程基准和正常高系统。类似于坐标框

架，主要由国家二期一等和二等水准网构成国家

高程控制网，以实现和维持这一高程基准和系统。

国家第二期一、二等水准网［１，２］分别于１９７７～

１９８１年和１９８２～１９８８年完成，前后耗时１２ａ。

一等水准网路线总长９．４万ｋｍ，二等水准网路线

总长１３．６万ｋｍ。国家高程控制网点（水准标石）

总计约５．３万个，平均分布密度约为１∶１５ｋｍ×

１５ｋｍ。我国在２０世纪建成的这一高程基准和

高程控制网［１３］为我国的各项建设和发展提供了

全国统一、协调、可靠的高程。

当前，国家高程控制网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

在两个方面。第一方面，由于近２０ａ经济的快速

增长，公路交通建设飞速发展，沿交通干线埋设的

国家一等水准点位平均毁坏、丢失率达４０％以

上，严重地段达到５０％以上。此外，由于地震和

地壳运动以及人类的各种活动，地下矿产、地下水

的开采使许多地区、城市的地面出现了大范围的

沉降，因此，目前国家高程控制网中的水准点位损

毁严重，现势性差。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１］中“基础测

绘成果应当定期更新，国民经济、国防建设和社会

发展急需的基础测绘成果应当及时更新”的规定，

维持国家高程控制网的现势性，以便为国家各项

建设和持续发展提供可靠的测绘保障，应尽快组

织国家第三期一等水准网的施测。推迟这一施测

会对国家整个高程系统的现势性和测绘服务的可

靠性造成很不利的影响。

第二方面，我国向用户提供高程的主要方式

目前仍是经典的，即用户必须通过与国家高程控

制网点的水准联测来传递和获得高程。虽然利用

ＧＰＳ技术可以在任意一点测定高程，但它测定的

高程是大地高，不是用户需要的正常高（或海拔

高）。因此，用户常常要求将ＧＰＳ定位所获得的

大地高转换为我国所采用的正常高。其中，最方

便、最简捷的解决方案就是按用户所要求的精度

提供相应区域的（似）大地水准面，从ＧＰＳ＋（似）

大地水准面的技术中，用户能快捷地得到所需点

位的正常高。

采用这一技术的优点为：① 相对于通过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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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逐站联测来获得所需点位的高程而言，可以

节约大量人财物和时间；② 测定所需点位的高

程，其精度比较均匀一致；③ 在海岛、山区等困难

或无法传递水准测量高程的地区，采用这一技术

可以快捷地测得高程，其成果与国家高程基准、高

程系统是统一和协调的。

２　我国国家高程控制网的现代化
［４］

　　高程控制网的现代化要为国家各项建设和可

持续发展服务，要支持中国经济走向世界、面向全

球。从上述高程控制网的现状和问题出发，我国

的高程控制网要引入一些新的内容和新的技术来

实现自身的现代化，以适应这种需求，作好测绘

保障。笔者认为，我国高程控制网实现现代化的

具体内容有两个方面，即在维持１９８５国家高程基

准和正常高系统不变的基础上，一是施测新的国

家高程控制网，即国家第三期一等水准网；二是推

算我国大陆ｃｍ级精度的（似）大地水准面。

２．１　施测国家第三期高程控制网

国家第三期高程控制网的施测工期无论从科

学的角度还是从实用的角度考虑，都不应像国家

第二期那样延续达十余年之久。因此，建议国家

第三期高程控制网的设计原则为，根据现在的交

通情况，在国家第二期一、二等水准网的基础上重

新布设。一等水准网可考虑由原来的１００环增加

到１４０环左右。新布设的一等水准网总环长应在

１２万ｋｍ左右，一等水准点的平均分布密度应达

到１∶３０ｋｍ×３０ｋｍ左右。根据当前的一等水

准施测效率，国家第三期高程控制网的外业作业

周期可望缩短至３～４ａ内完成。

２．２　我国大陆ｃｍ级精度大地水准面的求定

在地形图绘制和更新方面，对高程的需求主

要由ｃｍ级精度大地水准面来提供。采用 ＧＰＳ＋

（似）大地水准面技术，可以快捷地获得所需点的

正常高，这是高程控制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２００１年初，国家测绘局已向用户提供了ｄｍ级精

度的中国似大地水准面（ＣＱＧ２０００）
［４，５］，其范围

包括我国全部陆海国土，分辨率在１５′×１５′，精度

由我国东部大陆的±０．３ｍ至西部的±０．６ｍ，它

可以满足我国小于等于１∶１００００比例尺测图和

其他类似精度需求的高程测定工作。但要满足大

比例尺测图和工程建设方面的需要，则必须对

ＣＱＧ２０００进行精化，推算具有ｃｍ级精度的似大

地水准面。

对于上述似大地水准面的精化，其实质是要

改善区域内高程异常的相对精度，也就是说，要改

善该区域内点与点之间高程异常差值（Δζ）的精

度，而不是ζ值本身的绝对精度。根据研究
［６，７］，

要推算区域似大地水准面的精度至ｃｍ级，通常

采用的技术方案是结合重力大地水准面加密所求

区域内的ＧＰＳ水准点和改善区域内重力的分辨

率，见表１至表２。

表１　在不同地形、不同犌犘犛水准网点距时，可以

获得的大地水准面高的相对精度

Ｔａｂ．１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ＱｕａｓｉｇｅｏｉｄＨｅｉｇｈｔ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ｅｒｒａｉｎ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ＰＳ／Ｌｅｖｅｌ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

　　 　地形
ＧＰＳ水准网点距

３０ｋｍ ４０ｋｍ ５０ｋｍ ６０ｋｍ

区域重

力分辨

率为２．５′

平原 ±３．６ｃｍ ±４．８ｃｍ ±６．０ｃｍ ±７．２ｃｍ

丘陵 ±５．４ｃｍ ±７．２ｃｍ ±９．０ｃｍ ±１０．８ｃｍ

山区 ±７．２ｃｍ ±９．６ｃｍ ±１２．０ｃｍ ±１４．３ｃｍ

高山区 ±１０．０ｃｍ ±１３．３ｃｍ ±１６．６ｃｍ ±１９．９ｃｍ

区域重

力分辨率

为５′

平原 ±５．１ｃｍ ±６．８ｃｍ ±８．５ｃｍ ±１０．１ｃｍ

丘陵 ±７．６ｃｍ ±１０．１ｃｍ ±１２．７ｃｍ ±１５．２ｃｍ

山区 ±１０．１ｃｍ ±１３．５ｃｍ ±１６．９ｃｍ ±２０．３ｃｍ

高山区 ±１４．１ｃｍ ±１８．８ｃｍ ±２３．５ｃｍ ±２８．２ｃｍ

　　注：表中数字加黑部分表示所获得的大地水准面高的相对精

度高于等于１０ｃｍ。

表２　在不同地形、不同重力分辨率地区，犌犘犛水

准网点的最大点距／ｋｍ

Ｔａｂ．２　 Ｍａｘｉｍｕｍ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ＰＳ／Ｌｅｖｅｌ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ｓ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ｅｒｒａｉｎ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ａｖｉｔｙ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ｅａ

　　　　 　　　地形
重力格网分辨率

５′×５′ ２．５′×２．５′

区域大地水准

面高的相对精度

为±５ｃｍ

平原 ２９ ４１

丘陵 １９ ２７

山区 １４ ２０

高山区 １０ １５

区域大地水准

面高的相对精度

为±１０ｃｍ

平原 ５９ ８３

丘陵 ３９ ５５

山区 ２９ ４１

高山区 ２１ ３０

　　从表１、表２可以看出，在已设定大地水准面

精度的条件下，设计布测方案应遵循两个原则：

① 地形起伏越烈，则要求布设 ＧＰＳ水准点的间

距越短，也就是ＧＰＳ水准点要求布得越密；② 在

相同地形的区域，重力栅格密度和ＧＰＳ水准网的

密度成反比。当所考虑区域的重力栅格分辨率确

定后，在不同地形的区域中布设不同间距的水准

网格时，所获得的区域大地水准面的相对精度有

所不同，这与重力场在不同地形地区的变化率有

关。

２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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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考虑区域的重力栅格分辨率为２．５′×

２．５′，要求相应地区大地水准面的相对精度高于

等于±５ｃｍ，在这种条件下布设 ＧＰＳ水准网格

时，在平原地区，其间距一般不应超过４０ｋｍ；在

丘陵，不应超过３０ｋｍ；若要求大地水准面的相对

精度高于等于±１０ｃｍ，在重力栅格分辨率为２．５′

×２．５′条件下，在平原和丘陵地区布设ＧＰＳ水准

网格时，其间距一般不应超过６０ｋｍ。

假设要在中国求定一个在平原地区精度为

±５ｃｍ、在丘陵和山区精度为±１０ｃｍ的大地水

准面，中国大陆国土面积为９６０万ｋｍ２，其中平原

的面积约占３０％，我国在这一地域中的重力栅格

分辨率基本已达到２．５′×２．５′，根据表１和表２，

若该地区大地水准面精度要求为±５ｃｍ，则ＧＰＳ

水准最大间隔不应超过４０ｋｍ，因此，应在我国平

原地区布设至少１８００个ＧＰＳ水准点。

在大陆国土面积其余７０％的丘陵和山区，若

要求该地区的大地水准面精度只需达到±１０ｃｍ，

而目前该地区面积中的一半（主要在中国东部和

西部矿区）的重力栅格分辨率基本已达２．５′×

２．５′，其他一半为５′×５′。根据表１、表２，前一半

地区的ＧＰＳ水准间隔可以达到６０ｋｍ，后一半地

区的ＧＰＳ水准间隔不应超过３０～４０ｋｍ，以此概

算，则前一半地区应布设９３０个ＧＰＳ水准点，后

一半地区应布设２７５０个ＧＰＳ水准点，共计３６８０

个ＧＰＳ水准点。因此，按中国的地形和当前中国

地面重力场的分辨率，根据不同地区对大地水准

面精度的不同要求，中国要推算精度为±５～

±１０ｃｍ的陆域大地水准面，应在我国至少布设

近５５００个ＧＰＳ水准点。若假设在１２万ｋｍ的一

等水准路线上至少每５０ｋｍ布测一个ＧＰＳ点，则

共计有２４００个 ＧＰＳ水准点，其余的近３１００个

ＧＰＳ水准点必须在一等水准环内的地区布测，为

了ＧＰＳ水准点位的均匀分布，这是必须的。这一

ＧＰＳ水准工作量由于施测３１００个ＧＰＳ点和施

测与一等水准路线长相当的二、三等水准路线（估

计不少于１２万ｋｍ）而显得异常庞大。因此，建议

根据经费和工作量分期完成我国ｄｍ级大地水准

面的求定工作。

３　结　语

１）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国家高程控制网为我

国经济、社会、国防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实现国家

高程基准、高程系统所必需的基础框架。目前，按

《国家一、二等水准测量规范》ＧＢ／Ｔ１２８９７２００６

复测周期的规定，不论从国家高程框架的维护，还

是保持它的现势性和可靠性，都应尽早组织国家

第三期一等水准网的施测。

２）当前，国家高程控制网现代化的基本任务

有两个方面：① 组织国家第三期一等水准网的施

测，保持我国高程框架应该具有的高精度，以作为

全国高程控制网的骨干。② 综合地面重力和地

形资料，布设 ＧＰＳ水准网，计算我国ｃｍ级精度

和１０ｋｍ级分辨率的大陆（似）大地水准面，以便

利用 ＧＰＳ＋（似）大地水准面技术快捷地为用户

提供ｃｍ级精度的正常高，增强测绘的保障服务

能力。并在今后几年中，通过收集卫星测高和卫

星重力数据，及时将具有上述精度和分辨率的大

陆大地水准面扩展到我国海域［８］。

３）要获得具有ｃｍ级精度和１０ｋｍ级分辨率

的区域大地水准面，在不同地形的地区，对区域内

的重力栅格和ＧＰＳ水准点的分辨率有不同的要

求。在进行布测方案设计时，应参考表１、表２所

列的数值。因工作量和投资巨大，建议分期完成

我国ｄｍ级大地水准面的求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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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主要内容预告

 基于ＣＡＲＴ集成学习的城市不透水层百分比遥感估算　　　廖明生，等

 基于近景单影像的房檐改正计算方法 张剑清，等

 基于法向量模糊聚类的道路面点云数据滤波 闫　利，等

 多比例尺空间数据库更新技术研究 傅仲良，等

 基于蚁群优化的特征选择新方法 叶志伟，等

 基于ＨＲ树扩展的时空索引机制研究 尹章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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