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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目前ＣＯＲＳ系统中坐标转换存在的不足，提出了坐标移动转换方法，并利用广州市和江苏省Ｃ

级ＧＰＳ点数据进行了测试。结果表明，坐标移动转换方法能够有效地提高坐标转换的精度，且简单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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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６．３；Ｐ２２８．４２

　　自２０００年深圳ＣＯＲＳ系统建立以来，ＣＯＲＳ

系统在我国得到了迅速的推广和发展［１］。目前，

广东、江苏、广州、武汉、东莞等多个省、市已建成

了ＣＯＲＳ系统。通过ＣＯＲＳ系统得到的流动站

的初始坐标是 ＷＧＳ８４坐标，而在实际生产中一

般需要的是国家或地方坐标，这就需要根据具体

情况将 ＷＧＳ８４坐标转换到所需的国家（地方）坐

标系下，以满足各种工程的需要。一般情况下，先

按区域（如一个城市）求出转换参数，然后利用转

换参数进行坐标转换。这种作业模式固然有它的

优点，但对于较大范围（如一个省或大城市）会造

成很多不便。如对于一个省，由于提供多个区域的

转换参数，这样会造成在区域的边缘地区不但坐标

转换精度不好，而且在相邻的重合区域，转换后的

坐标不惟一。对于一个较大面积的城市，由于大多

只使用一个转换参数，造成有些区域的坐标转换后

的精度明显偏底，不能很好地与局部地区的坐标符

合。因此，如何对流动测点进行坐标转换，以获得

高精度的坐标，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鉴于此，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坐标转换方法———坐标移动

转换法，以克服现有方法的局限性。

１　坐标移动转换法

坐标移动转换法的基本思路是：以流动点为

中心，采用一定的距离为半径画圆，形成一个搜索

范围，选取该范围内的已知点坐标，求取坐标转换

参数，然后利用这套参数对流动点坐标进行转换。

对于一个区域，不需求取统一的区域转换参数，只

需对每个点按上述思路进行坐标转换即可。由于

在求转换参数时，并不是一个区域的所有已知点

都参与计算，而是根据需要将离中心点（待转换

点）一定距离范围内的点筛选出来参与求解，距离

范围的设定根据实际情况而定。这样确定的转换

参数不但转换精度高，而且也能统一到所需要的

基准上。

转换参数既可以是四参数，也可以是七参数。

本文以七参数转换法［２］为例进行讨论。

２　高程误差对七参数转换的影响

２．１　高程趋近法

由于国家（地方）坐标系一般采用二维的平面

坐标系，没有精确的大地高，因此，采用七参数转

换时，必须考虑大地高的误差对转换精度的影

响［３，４］。本文采用高程趋近法［５］。

高程趋近法的具体过程如下：先用ＧＰＳ大地

高犎８４代替国家（地方）坐标系所对应的 高犎犱进行

七参数求解，然后根据求出的七个参数求出第一组

犎８４所对应的国家（地方）坐标系下的大地高，记为

犎５４１ ，利用新求得的犎
５４
１ 重新求解七参数，再用七个

参数求得犎８４所对应的国家（地方）坐标系下的大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８年８月

地高犎５４２ ，依次循环，直到得到理想的结果。

当经纬度犔和犅 的跨度范围均小于８°时，其

狓和狔方向的坐标差值均在１ｃｍ左右，并且精度

随犅、犔特别是犅 范围的缩小而显著提高。此方

法不仅可以解决地方坐标高程未知的问题，而且

对平面坐标转换精度的影响很小。因此，在进行

七参数坐标转换时，可以采用此法。

２．２　七参数法坐标转换过程

在求取转换参数后，七参数法坐标转换的步

骤如下（以 ＷＧＳ８４与１９８０西安坐标转换为例）：

１）由 ＷＧＳ８４的椭球参数将 ＧＰＳ测得的

ＷＧＳ８４坐标（犅８４，犔８４，犎８４）
Ｔ转换为空间直角坐

标（犡８４，犢８４，犣８４）
Ｔ。

２）按式（１）
［６］将（犡８４，犢８４，犣８４）

Ｔ换算为１９８０

西安坐标（犡８０，犢８０，犣８０）
Ｔ：

犡８０

犢８０

犣

烄

烆

烌

烎８０

＝

犇犡

犇犢

犇

烄

烆

烌

烎犣

＋（１＋犽）犚１（α）犚２（β）犚３（γ）

犡８４

犢８４

犣

烄

烆

烌

烎８４

式中，犇犡、犇犢、犇犣 为３个平移参数；犽为尺度参

数；犚１（α）、犚２（β）、犚３（γ）为３个旋转参数。

３）根据１９８０西安坐标系的椭球参数，将空

间直角坐标转换为大地坐标。

４）由Ｇａｕｓｓ投影正算公式求得平面坐标
［７］。

３　坐标移动转换软件的实现

基于上述方法编写了软件，其流程图见图１。

图１　坐标移动转换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Ｍｏｂｉｌ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３．１　数据自动选择功能

程序运行前，将该区域（省、市等）的所有已知

坐标（包括 ＷＧＳ８４坐标、国家或地方坐标系坐

标）放到已知数据文件中。以流动点坐标为中心

位置，然后设置一定的距离（一般为３０ｋｍ），自动

选择与中心点距离小于设定距离的所有已知点。

若点数不够，则需重新设定距离范围，并进行计

算，直至得到理想的结果。

３．２　数据自动处理功能

在根据距离范围自动选择数据后，确定坐标

转换参数。首先根据距离范围自动选择点进行计

算，求出转换参数，然后利用转换参数自动把参与

计算的源坐标转换成目的坐标，并且将求得的目

的坐标与已知坐标进行比较，求出差值犞犻和均方

根σ，将满足条件犞犻≥３σ的源坐标和目的坐标的

点剔除，重新计算转换参数。如果筛选后的点数

小于３，则出现提示信息，重新选择距离范围，即

将距离范围扩大一些。执行上面的循环，直至所

有的点都满足条件犞犻≥３σ时，则所计算出的转换

参数就是所需要的，同时显示出参与进行计算的

点的个数。得到转换参数后，询问是否进行坐标

转换，若进行计算，则最终将数据库中的未知坐标

全部转换为目的坐标。

４　算例分析

４．１　广州犆级犌犘犛点数据测试

在广州ＣＯＲＳ系统的建设中，按ＧＰＳＣ级点

的要求采集了５８个已知１９８０西安坐标的 ＧＰＳ

数据，获得这些点的 ＷＧＳ８４坐标，并由这些点求

取了转换参数。本文利用这些点来研究和测试在

城市区域中坐标移动转换方法的精度及可靠性。

采取的方法如下：① 坐标移动转换法。首先利用

开发的软件对应每一个点按坐标移动转换法求解

转换参数，然后转换得到目的坐标。求解转换参

数时，待转换点当作未知点不参与计算。当将全

部５８个ＧＰＳ点完成转换后，再将其与已知值比

较求差（图２（ａ）），最后得到坐标转换的精度。②

统一法。对广州市５８个ＧＰＳＣ级点只用一个转

换参数进行坐标转换，将转换值与已知值进行求

差（图２（ｂ））。

由图２可知，利用坐标移动转换法的转换精

度在狓方向达１．６ｃｍ，而统一法达２．５ｃｍ；在狔

方向，坐标移动转换法的精度达１．７ｃｍ，而统一

法达３．５ｃｍ。此外，采用统一转换法，１１个点在

狓方向的差值达６～７ｃｍ，但用坐标移动转换法，

在狓方向的差值全部小于４ｃｍ。由此可知，坐标

移动转换法的转换精度明显高于一个区域内用统

一法进行坐标转换的精度。

４．２　江苏犆级犌犘犛点坐标数据测试

对于省级网，以往进行坐标转换都是按照独

６７７



　第３３卷第８期 姜卫平等：ＣＯＲＳ系统中坐标移动转换方法及应用

图２　两种方法得到的坐标与已知坐标之间的差值

Ｆｉｇ．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Ｋｎｏｗｎ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ＵｓｉｎｇＴｗｏＭｅｔｈｏｄｓ

立的分区去求转换参数，但是在每个区的边缘重

叠部分，坐标的转换精度不高，且存在两个转换结

果，在实际应用中无从选择。从江苏省Ｃ级ＧＰＳ

网中任意选择两个相邻的区域，区域大小为１°×

１°，称为区域一和区域二，如图３所示。对这两个

区域分别求转换参数，并进行坐标转换，然后按坐

标移动转换方法重新求解转换参数，将公共点进

行坐标转换，通过比较差值来测试此方法对精度

的影响情况。

图３　所选江苏省ＧＰＳＣ级点位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ｏｆ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Ｊｉａｎｇ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ＣｏｒｄｅｒＧＰＳＳｉｔｅｓ

区域一的范围是犅：１１８°３０′～１１９°３０′，犔：

３１°３０′～３２°３０′，区域二的范围是犅：１１９°３０′～

１２０°３０′，犔：３１°３０′～３２°３０′。两区域内都共有４４

个点，其中已知点８个，用七参数法统一进行坐标

转换后，与已知坐标值进行比较，求得的平面坐标

差值如表１所示。对于区域一和区域二边界的７

个公共点，其在区域一中求得的坐标值与在区域

二中求得的坐标值之差如表２所示。由表２可

知，分别由区域一、区域二的转换参数所求的坐标

差达到了ｄｍ级，这给工程生产带来了很多不便。

可见，采用坐标转换方法能有效地提高转换精度。

对于所选的７个公共点，采用坐标移动方法

（距离设定为３０ｋｍ）求解了转换坐标，转换坐标

与分别由区域一、区域二的转换参数所求的坐标

之间的差值如表３所示。由表３可知，这些差值

达到了ｄｍ级。可见，采用坐标移动方法转换的

坐标能与所在区域的其他点符合得更好。

４．３　不同距离对坐标转换的影响

进行坐标移动转换时，对于距离范围的设定没

有严格的要求。一般情况下，３０ｋｍ是比较合适

的，但是必须满足所选范围内的已知点大于等于最

低要求的个数（如七参数要大于等于３个点）。当

距离范围较小时，范围内已知点（用来解算转换参

数的点）的数目少。随着距离范围的增大，范围内

的已知点越来越多，转换参数有一定的变化。另

外，由于设定的距离不同，也可能造成同一点的坐

标不惟一。为了评估这一情况，本文进行了实验计

算。

将７个公共点坐标逐个转换，依次在不同的

距离范围内由坐标移动转换法计算转换参数，并

求解坐标，距离范围设定为２５ｋｍ、３０ｋｍ、４０

ｋｍ，这样，每个公共点可以求得三个坐标值。以

距离范围为２５ｋｍ时求得的坐标值为基准，分别

将３０ｋｍ和４０ｋｍ时求得的坐标值与其求差，得

到的差值如表４所示。

从表４可以看出，当不同距离范围内的已知

点的数量不同时，坐标转换的精度有所不同，不同

的距离范围所引起的差异可达１～２ｃｍ。这一差

异相对于由于区域转换参数所引起的差异（ｄｍ

级）来说是可以忽略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

采用不同距离由坐标移动转换法所确定的坐标，

在距离变化较小（小于１０ｋｍ）时，可以认为所转

换的坐标是惟一的。

表１　区域一、区域二内的坐标计算值与已知值之差／ｍ

Ｔａｂ．１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ａｎｄＫｎｏｗｎ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ｍ

区域一 区域二

３０１０ ３０１４ ３０１５ ３０３１ ３０３２ ３０４１ ３０５９ ３０８４ ３００６ ３００７ ３０１９ ３０６１ ３０６３ ３０６４

Δ狓 ０．０６０ －０．１００ ０．０８０ ０．０６０ ０．０２１ ０．０７４ －０．０１７ ０．０７０ －０．０５７ ０．０２１ ０．０３４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４ －０．０４１

Δ狔 ０．０４２ ０．０９１ ０．０３４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８ ０．０６０ ０．０２０－０．０１１ －０．０６３－０．０１７ ０．０５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６７

７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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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区域一、二中求得的坐标值的差值／ｍ

Ｔａｂ．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ｉｎＲｅｇｉｏｎｓ１ａｎｄ２／ｍ

３０４３ ４０１０ ４０１１ ４０１２ ５０３２ ５０４０ ６０６７

Δ狓 ０．０５０ －０．０１４ ０．０８６ ０．０７３ ０．０１５ ０．１０３ ０．０４２

Δ狔 ０．１０２ ０．１５４ ０．１８１ ０．０８９ －０．１０７ ０．２４８ ０．１１９

表３　不同转换方法之间的坐标差值／ｍ

Ｔａｂ．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ｆ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ｍ

差值 ３０４３ ４０１０ ４０１１ ４０１２ ５０３２ ５０４０ ６０６７

区域 Δ狓１ ０．０１８ ０．０８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６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４０ －０．０１９

一 Δ狔１ －０．０８０ ０．０７０ ０．０９０ ０．０６０ －０．０３０ －０．１１０ －０．０４０

区域 Δ狓２ －０．０３２ ０．０７０ －０．０５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８ ０．０６０ ０．０２１

二 Δ狔２ ０．０２２ －０．０８４ －０．０９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７０ ０．１３０ ０．０７０

表４　采用不同距离范围由坐标移动转换法所确定的坐标差值／ｍ

Ｔａｂ．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ｆ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Ｍｏｂｉｌ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Ｕｓ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ａｎｇｅｓ／ｍ

距离 差值 ３０４３ ４０１０ ４０１１ ４０１２ ５０３２ ５０４０ ６０６７

３０ｋｍ
Δ狓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６

Δ狔１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３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０

４０ｋｍ
Δ狓２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２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４

Δ狔２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７

　　随着ＣＯＲＳ系统的不断发展，所涉及的范围

将不断扩大，该方法将更加显示其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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