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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天文大地网与ＧＰＳ２０００网联合平差数据处理中的主要数学模型、大规模稀疏矩阵的有效解算

方法，用 Ｈｅｌｍｅｒｔ方差分量估计算法进行地面网的方差分量估计，并用该方法对我国天文大地网的观测数据

及空间网数据进行联合平差，得出全网平均点位的点位中误差为０．１１ｍ，点位精度９５．５％优于０．３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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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面网与空间网联合平差是一项大规模的测

量数据处理工程，涉及到大地测量学、空间大地测

量学、物理大地测量学、椭球大地测量学、天文测

量学、近代测量平差理论及计算机科学等领域。

由于联合平差要面对数１０万个观测值，解算

的未知数近２０万个，因此对计算机运算能力是一

个严峻的挑战。为此，需要对解算技术和数据的

存储技术作深入的研究。

空间网主要是ＧＰＳ点的三维地心坐标及协

方差阵；地面网涉及到多类观测值，主要包括方向

观测、导线边、天文方位角，且各类观测值又分为

不同等级的观测。空间网与地面网之间、地面网

不同类观测之间及同一类不同观测等级之间的权

比不正确将直接影响平差结果，因此，各类观测值

的最佳权匹配就成为联合平差的一个关键。

本文主要介绍联合平差数据处理中的主要模

型和大规模稀疏矩阵有效的解算方法。用

Ｈｅｌｍｅｒｔ方差分量估计算法进行地面网的方差分

量估计，并对我国天文大地网４８９１９个天文大地

点的观测数据及空间网数据进行联合平差。

１　数学模型

地面网与空间网联合平差采取 Ｈｅｌｍｅｒｔ分区

间接平差法，在 ＷＧＳ８４椭球面上进行，边长、方向、

方位角观测值均应归算到 ＷＧＳ８４椭球上
［１］。

１．１　误差方程

对于边观测，按下列方程组成误差方程式［２］：

犞犛犻犼 ＝犪犻犼ｄ犅犻＋犫犻犼ｄ犔犻＋犮犻犼ｄ犅犼＋犱犻犼ｄ犔犼＋

犛犻犼×１０
－６
Δ犛＋犾犻犼，犘犛犻犼 （１）

全网只设一个尺度偏差参数Δ犛。

方位角观测误差方程为：

犞犃犻犼
＝狆犻犼ｄ犅犻＋狇犻犼ｄ犔犻＋狉犻犼ｄ犅犼＋狋犻犼ｄ犔犼＋

Δ犃＋犾犃犻犼，狆犃犻犼 （２）

全网设置一个方位偏差参数Δ犃。

方向观测误差方程为：

犞犻犼 ＝－ｄ犣犻＋狆犻犼ｄ犅犻＋狇犻犼ｄ犔犻＋狉犻犼ｄ犅犼＋

狋犻犼ｄ犔犼＋犾犻犼，狆犇犻 （３）

　　区内点方向观测方程消去定向角后，组成具

有虚拟权的和方程［３］：

犞′＝ ［狆犇犻狆］ｄ犅犻＋［狆犇犻狇］ｄ犔犻＋［狆犇犻狉］ｄ犅犼＋

［狆犇犻狋］ｄ犔犼＋…［狆犇犻犾］，－
１
［狆犇犻］

（４）

１．２　法方程解算

地面网与空间网观测值线性化后，则最终归

结为一个规模巨大的线性稀疏最小二乘的求解问

题。本文用Ｃｈｏｌｅｓｋｙ因子分解法求解参数，用迭

代法来改善解的精度。

１．３　单位权中误差

求出未知数向量犡、犢，将其代入误差方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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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改正数犞，最后得单位权方差为：

σ^
２
＝
犞^Ｔ犘^犞＋犢

Ｔ
２犘犢

２
犢２

犿－狋狓
（５）

式中，^犞Ｔ犘^犞为联合平差得出的加权残差平方和；

犢Ｔ２犘犢
２
犢２ 为联合平差得到的 ＧＰＳ重合点的坐标

改正数加权平方和；犿为地面网观测量数；狋狓为全

网未知参数个数。

１．４　坐标未知数的精度

用此方法解算点的坐标未知数，因不求逆，无

法一次解出全部未知数的方差和协方差，坐标未

知数的精度可根据需要求解，也可分次求出所有

点的方差，由分块矩阵求逆公式计算求得［４］。点

位中误差为：

犕狆 ＝
１

３００μ
×［犙犅犻犅犻（犕犻／ρ）

２
＋

犙犔犻犔犻（犖犼ｃｏｓ犅犼）／ρ）
２］１／２ （６）

式中，犙犅犻犅犻、犙犔犻犔犻为对应点的经、纬度方差；犖犼、犕犻

分别为对应点的卯酉圈、子午圈半径；μ为单位权

中误差。

２　平差结果分析

２．１　数据情况

两网平差中地面网数据为全国４８９１９个天

文大地点的３１４９７６个水平方向观测，２１４６条测

距边，１０６４个天文方位角观测数据；空间网数据

为ＧＰＳ２０００网的平差坐标及协方差，但联合平差

只采用其中与地面网重合的３３６个ＧＰＳ点的坐

标平差值及协方差。全网共１６个分区（分区号从

东到西编号），其中联系点 （分区线上的点）

１８２２个。

２．２　平差计算

两网平差采用赫尔默特分区间接平差法［７］，

在 ＷＧＳ８４椭球面上进行；区内点及联系点采用

二维坐标，地面网与ＧＰＳ重合点采用三维坐标，

位置参数为三维（犅，犔，犎），即在ＧＰＳ重合点上

增加水准高程或三角高程观测误差方程，与边长、

方向、方位角观测误差方程一起组成法方程，并与

ＧＰＳ网相应点的法方程叠加进行联合平差。

２．３　解算方案

１）以ＧＰＳ网单独平差的平差坐标为公共点

的近似坐标。

２）建立地面网观测数据随机模型。地面网

观测数据随机模型确定根据１９８０年全国天文大

地网整体平差验后方差作为联合平差的先验权，

单位权中误差取１．０。方位权用１９８０年全国天

文大地网整体平差验后方向方差计算方向各权，

并标记权值，导线边权根据１９８０年全国天文大地

网整体平差导线边电磁波测距仪的精度指标犪、犫

来计算，则地面网方向观测数据的随机模型各权

见表１（单位权中误差为１″），而原天文大地网作

为起算数据的方位角、基线及扩大边在这里作为

观测值参与平差，其相应权见表２。

表１　观测方向的先验中误差及权

Ｔａｂ．１　ＰｒｉｏｒＲＭＳａｎｄＷｅｉｇｈｔｏｆ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一锁 二等，一导 二锁 三等，二导 二补，三导

犿方 ０．５０″ ０．６５″ ０．８２″ １．１９″ １．４６″

权 ４．００ ２．３７ １．４９ ０．７１ ０．４７

表２　方位角和基线边先验中误差及权

Ｔａｂ．２　ＰｒｉｏｒＲＭＳａｎｄＷｅｉｇｈｔｏｆＡｚｉｍｕｔｈａｎｄＳｉｄｅ

观测种类 中误差 权

方位角 ０．８（″） １．６

基线 犛犻／７０×１０４ｍ （７０×１０４）２／犛２犻

扩大边 犛犻／２３×１０４ｍ （２３×１０４）２／犛２犻

　　３）空间网观测数据随机模型的确定。空间

网观测数据主要是指全国高精度ＧＰＳ２０００网平

差之后的坐标／基线及其方差协方差阵。ＧＰＳ网

的点位坐标绝对精度在ＩＴＲＦ框架下一般能够达

到ｃｍ级，其基线精度目前基本优于１０－７。空间

网随机模型的验前权值可以根据全国高精度

ＧＰＳ２０００网平差后的方差求定。

４）地面网与空间网的权比取１。首先根据空

间网平差后的协方差阵及地面网预平差结果分析

两网精度为同一量级。以此确定初始权比，在地

面网各类观测权确定后，依据两网联合平差后验

前、验后方差比仍应为１的原则，经多次试算比

较，确定地面网与空间网的权比取１。

２．４　精度分析

平差后，对５６５条ＧＰＳ边、４８９１９个点（其中

重合点３３６个，联系点１８２２个）、２１４６条测距边

和１０４６个天文方位角进行了精度评定。

２．４．１　地面网点的点位精度

两网平差估计了全部点（４８５８３点）的点位

精度，其水平位置中误差，３０８０３点小于０．１ｍ，

占６３．４％；４６３７５点小于０．３ｍ，占９５．５％；６５８

点大于０．５ｍ，占１．３％；平均０．１１ｍ。

全网最弱点位中误差为１．４５ｍ，位于新疆塔

里木盆地内（３９°３１′，８０°５５′）。

２．４．２　空间网点的点位中误差

３３６个空间网点的点位中误差达到亚ｃｍ级，

其中２３３个点小于０．０１ｍ，占６９．４％；３１４个点

９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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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０．０３ｍ，占９３．６％；３３５个点小于０．０５ｍ，占

９９．９％；只有１个点大于０．０５ｍ，占０．３％；最大

为０．０６ｍ，平均为０．０１ｍ。

２．４．３　方位角中误差

平差计算了１０６４个地面网点的方位角中误

差，其统计分布见表３。表３中，时间间隔为０．１

ｓ。方位角中误差最大为０．５６″，平均为０．３３″。

２．４．４　地面网点的直接边相对精度

平差计算了２１４６条地面点直接边相对精

度，其分布列于表４，相对边长中误差平均为

４．２７５×１０－６。

表３　方位角中误差统计分布

Ｔａｂ．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ｚｉｍｕｔｈＲＭＳ

≤０．１≤０．２≤０．３≤０．４≤０．５≤０．６≤０．７≤０．８≤０．９≤１．０

方位角

个数
０ ９１ ３３７ ３９１ ２１４ ３１ ０ ０ ０ ０

所占比

例／％
０ ８．６ ３１．７３６．７２０．１ ２．９ ０ ０ ０ ０

２．４．５　方差分量估计

根据赫尔默特方差分量估计确定的各个等级

的方差见表５，全网观测数据计算的观测值与多

余观测值的比值为０．５０５８６。表５中，σ
２
０犻为方向

观测数单位权方差。

表４　直接边相对边长中误差

Ｔａｂ．４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ＲＭＳｏｆＳｉｄ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ｂｌｅ

权标记 边类型
平均边长

中误差／ｄｍ
平均边长／ｍ

平均边长相

对中误差

边长／

平均边长
边数

１ 基线扩大边 ０．３５８ ２０５３１．０８３ １．８６９ １／５７万 ２６１

２ 基线边特导边 ０．１６９ １０９３２．８０７ １．５６３ １／６５万 ３９

３ ＮＡＳＭ２Ａ ０．２９６ １４１１７．１４９ ２．７９８ １／４８万 ２７０

４ ＣＢＢ１ ０．４８２ １０３１２．６４４ ４．８２６ １／２１万 １２

５ ＮＡＳＭ４Ｄ ０．６１６ １２６７９．７９５ ５．４４７ １／２１万 ２９

６ ＭＲＡ／ＣＷ ０．８２５ １４９０１．６８９ ６．１６２ １／１８万 ９０５

７ ＤＩ／５０，ＤＭ２０ １．０３０ １７７５９．７９０ ６．０１０ １／１７万 ２８７

８

ＡＧＡ８

ＡＧＡ６００

Ｋ＆ＥⅢ

０．２２２ ２２７５６．４６２ １．０２５ １／１０３万 ３４３

平均 １６９９７．５０３ ４．２７５ １／２８万

表５　平差后各方向观测类验后方差／（″）

Ｔａｂ．５　Ｐｏｓｔ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ＲＭＳＡｆｔｅｒ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方向观测

类权标记

先验中

误差

观测

个数 Σ犘犞２犻 σ
２

０犻

验后中

误差

１ ０．５０ ２５９９３ １４２９０．５２８３４ ０．８４５５８０．４５９７８

２ ０．６５１２８６７２ ６１２６０．６９６６２ ０．９２４９４０．６２５１３

３ ０．８２ ７６９５ ３９７９．１６５４０ ０．８３５１６０．７４９３７

４ １．１９１０４６０３ ５３１２３．３９９０８ ０．９８３９９１．１８０４３

５ １．４６ ４８０１３ ２５２５８．２７８９９ ０．９３１７０１．４０９２６

６ ０．８０ １０６４ ９９３．２７８２４ １．１２５９００．８４８８７

　　从表５中可以看出，验前与验后方差比较接

近，只有权标记为３，即旧二等三角基本锁验后中

误差与所定的先验中误差相差较大，经重新定权

后，验前、验后的单位权方差比值为１．００２５。

２．５　外部检核

本文选择了６０个省级ＧＰＳＣ级网点，及两

网平差分析时为重合点但因点间距离过近或坐标

差较大最终未作为重合点使用的２０个点，共８０

点作为外部检查点来检验平差结果，其检验结果

的统计分布为：坐标差｜Δ犅｜最大值为０．６０ｍ，

｜Δ犔｜最大值为０．４８ｍ，｜Δ犅｜平均值为０．０８ｍ，

｜Δ犔｜平均值为０．０９ｍ。｜Δ犅｜、｜Δ犔｜在５ｃｍ以

内的分别占５３．７％、４８．９％；在１０ｃｍ以内的分

别占７３．８％、７２．７％。

３　结　语

此次联合平差共处理了３１万条方向观测数

据、３０００多个测距边及方位角观测数据，平差后

将４８９１９个天文大地点纳入了地心坐标系，获得

了９５．５％的大地点水平位置优于０．３ｍ，平均为

０．１１ｍ的点位精度。

通过联合平差，基本避免了坐标转换误差的

影响，有效地削弱天文大地网系统误差的积累，大

大提高了天文大地网的边长、点位、尺度、定向等

方面的精度，从而提高了西安８０坐标系的精度，

整体提高了国家大地网（包括 ＧＰＳ２０００网和天

文大地网）的实用价值，扩大了国家大地坐标系的

服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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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绘科学数据共享成效显著

历经４年多时间、６个单位、１２０多位科研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测绘科学数据共享服务体系

已基本建成，形成了支撑共享的较完备的政策标准体系，整理完成了超过５ＴＢ的共享数据集，建立

了功能齐备的网络共享服务平台，较大程度地提高了测绘科学数据的共享服务水平，使测绘科学

数据在科学研究、教育科普、国民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

项目成果投入服务以来，网上免费下载数据３４０００多人次，累计下载数据量超过２００ＧＢ，通

过元数据查询服务离线提供数据超过６００ＧＢ，用户广泛分布在科研、教学、实验、部门应用等领域。

项目下一步将在现有基础上，加强共享技术的研究，扩大参与共享的测绘科学数据范围，逐步搭建

国家、省、市三级的共享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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