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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测绘基准“十二五”重大项目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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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北京市紫竹院百胜村１号，１０００４４）

摘　要：面向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面向空间技术及信息技术的进展，在“十二五”，中国测绘也要从数字化测

绘进步到信息化测绘。现代化测绘基准应为用户在我国任何地点、任何时间测定高精度的坐标和高程，提供

可靠的地理空间基础框架。在平面基准方面，在采用中国国家２０００大地坐标系统的基础上，建立导航卫星国

家连续运行站网，以构建有足够数量和合理分布密度的大地坐标框架点，并协助和统领中国各行各业完成向

这一地心三维坐标系的过渡；在高程基准方面，应尽快施测国家三期一等水准网，结合ＧＰＳ水准和卫星测高

技术，精化我国现行大地水准面至５′分辨率和ｃｍ量级精度。

关键词：平面基准；坐标系统；坐标框架；高程基准；水准网；大地水准面；全球导航卫星系统连续运行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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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概　述

大地测量最基本的工作是确定地球上点的位

置、重力及其相应时变量。进入２１世纪的第二个

十年之际，大地测量在利用空间技术、无线电技术

和计算机技术促进自己的技术创新方面有了巨大

进展。下面主要介绍在卫星定位和探求地球重力

场技术两个方面的新进展。

１．１　卫星定位技术发展的新阶段

未来几年内卫星定位技术将进入一个新的阶

段［１４］。新的阶段的第一个特点是全球导航卫星

系统（ＧＮＳＳ）中已在运行的 ＧＰＳ和 ＧＬＯＮＡＳＳ

的现代化。ＧＰＳ现代化中最具标志性的是在

２００９年４月１０日实现了它第三民用频道犔５ 的

第一次成功播发。ＧＰＳ用户现在可以收到它的３

个频率信号（犔１、犔２、犔５）。ＧＰＳ计划在２０２０年前

更换为ＧＰＳ型卫星。计划用３３颗ＧＰＳ卫星构

建成高椭圆轨道（ＨＥＯ）和地球静止轨道（ＧＥＯ）

相结合的新型ＧＰＳ混合星座。此外，ＧＰＳ还计划

增设一个新的伪噪声码，使民间能够用ＧＰＳⅢ卫

星的３个ＧＰＳ信号（犔１、犔２、犔５）和４个民用测距

码同时进行导航，进行更完善的定位、导航和定时

服务。

ＧＬＯＮＡＳＳ比ＧＰＳ导航精度相对较低，但前

者采用了军民合用而不加密的开放政策，特别是

它的抗干扰能力强。但 ＧＬＯＮＡＳＳ的工作卫星

数量长期达不到原设计的２４颗目标，陷入事实上

的功能不完善状态。ＧＬＯＮＡＳＳ计划在２０１１年

前恢复原有功能，并在２０１７年完成更新换代，由

３０颗ＧＬＯＮＡＳＳＭ 和ＧＬＯＮＡＳＳＫ卫星组成，

由目前的２０ｍ定位精度提高至１ｍ。

新的阶段的第二个特点是 ＧＮＳＳ中新成员

的成长和发展。今后用户将会面临四大系统

（ＧＰＳ／ＧＬＯＮＡＳＳ／Ｇａｌｉｌｅｏ／北斗）近９０余颗导航

卫星同时并存，同时可以为中国用户使用的局

面。ＧＰＳ现代化中的ＧＰＳ预期可以在２０２０年完

成，在轨ＧＰＳ工作卫星数量一般都不少于３０颗；

ＧＬＯＮＡＳＳ宣称２０１７年在轨ＧＬＯＮＡＳＳ工作卫

星数量将不少于２４颗；Ｇａｌｉｌｅｏ系统的２４个卫星

预期在２０１３年前后投入运行；上面没有提及的我

国北斗二代局域导航卫星系统也预期在２０１２年

前建成，届时北斗二代在轨工作卫星数量应有１２

颗。它的三代，即北斗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可能在

２０２０年建成，届时北斗三代在轨工作卫星数量也

应有３０颗左右。

到那个时候，在中国一个地点可以同时同步

利用的过境导航卫星可能不少于１０～２０颗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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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实时定位精度达到１～５ｍ已

非难事。

１．２　求定地球重力场的重大进展

２００８年４月，美国发布了新一代地球重力场

模型———ＥＧＭ２００８地球重力场模型
［６］，基本格网

分辨率为５′×５′，阶次分别为２１９０、２１５９。该模

型将ＧＲＡＣＥ卫星数据作为计算它低阶位系数的

主要数据源，中高阶位系数计算主要依靠覆盖地

球表面达８３．８％的地面重力数据，这一数据的空

白区主要在南极，只能主要采用 ＣＨＡＭＰ 和

ＧＲＡＣＥ卫星重力数据的加密内插成果。该模型

公布后，世界上不少国家和地区对它进行了地面

检测，检测的成果表明总体精度良好。

将ＥＧＭ２００８算得的我国大陆的重力空间异

常和高程异常，与我国的实际相应值比较后，前者

差值平均为１１ｍＧａｌ左右，后者差值平均为２７

ｃｍ左右。虽然这些差值在我国不同地区有所不

同，但相对于其他重力场模型而言，ＥＧＭ２００８对

我国现已算得的大陆重力场的改善相当明显，特

别是大幅度改善了我国西部地区重力场。

为了进一步提高推算地球重力场的精度和分

辨率，欧空局于２００９年发射了ＧＯＣＥ重力卫星，

它与以往二个通过测距测速来求定地球重力场的

ＣＨＡＭＰ和ＧＲＡＣＥ卫星不同，它是通过测定地

球重力梯度来探求重力场，由它推算的重力异常

和大地水准面精度预期可达１ｍＧａｌ和２ｃｍ，分

辨率可优于１°。

在２１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为中国经济建

设、社会发展和国防事业提供测绘和地理信息保

障的大地测量任务繁重、面临挑战：提供现代化的

平面和高程基准，发展中国的ＧＮＳＳ，统一中国海

岛礁的大地基准，提供突发或应急事件中关注点

的位置等。这些都需要中国的科技创新，需要中

国的测绘和地理信息工作者的努力工作。下面只

对建设中国现代化的平面和高程基准这部分任务

进行简要的讨论。

２　中国建立现代化平面基准的任务

２．１　实现在中国采用犆犌犆犛２０００的任务

有鉴于中国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在２１世纪

迅猛发展的需求和可能，在即将过去的２１世纪的

第一个十年中，中国决定采用地心三维大地坐标

系统作为我国新一代的平面基准［５］，即从２００８年

７月 １ 日起正式启用中国 ２０００ 大地坐标系

（ＣＧＣＳ２０００）作为国家法定的坐标系。从中国以

原有坐标系，如以北京５４系和西安８０系为基准

的地理信息产品转换为以ＣＧＣＳ２０００为基准，即

使是在计算机上进行这一转换，也是一件很繁重

的工作，但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强国的一项基础

性工程，要在技术方面加强督促和指导。

采用ＣＧＣＳ２０００只是平面基准现代化的第

一步，要在中国实现ＣＧＣＳ２００。必须构建与该坐

标系相应的中国地心三维坐标框架。这一框架主

要由三维地心坐标的大地点构成，除了应考虑用

户使用方便外，由于ＣＧＣＳ２０００的高精度和这些

大地框架点所在处的地形变，因此，必须考虑如何

保持这些大地框架点的现势性，目前行之有效的

技术措施就是构建全球导航卫星系统（ＧＮＳＳ）国

家级连续运行站（ＣＯＲＳ）系统
［７９］。

２．２　国内犌犖犛犛犆犗犚犛系统建设的现状

国家部委已建成的ＧＮＳＳＣＯＲＳ系统
［１０１２］主

要有：国家测绘局建立的ＧＮＳＳＣＯＲＳ系统，目前

由８个站构成；中国地震局
［１０］主持建立的中国地

壳运动观测网络，由２５个站组成，计划在２０１１年

建成２６０个站；交通部海事部门在沿海建立了２０

余个站。

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各省市已建、在建的区域

ＧＮＳＳＣＯＲＳ系统
［１２］已达到千余个。如北京市、

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江苏省、广东省、安徽省、

四川省、陕西省、湖北省、福建省、山东省、黑龙江

省、浙江省、香港、昆明市、深圳市、东莞市、成都

市、武汉市、广州市、福州市、南宁市、济南市、青岛

市、苏州市、合肥市、淄博市、常州市等。

２．３　我国建设 犌犖犛犛犆犗犚犛系统的问题和对

策［７８］

１）迫切需要制定ＧＮＳＳＣＯＲＳ系统的国家

级技术规范和标准。

中国地震局系统于２００４年制定了《地壳运动

观测网络技术规程》，其中规定了用于地壳运动

观测的ＧＮＳＳＣＯＲＳ的站址选择、建设规范、观测

精度和运行规范。国家测绘局于２００６年制定了

“连续运行参考站规范”，对建设用于维持国家基

础框架的ＧＮＳＳＣＯＲＳ网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中国气象局也发布了用于建设水汽监测 ＧＮＳＳ

ＣＯＲＳ网络的规范。

各部门、各地区已建成的这些 ＧＮＳＳＣＯＲＳ

的目标、用途各异，由于没有国家级的建设ＧＮＳＳ

ＣＯＲＳ网络的统一的规范和标准，因此它们的站

址选择、建设规格、天线建设、数据采集、数据存储

格式、信号编码和传输格式等等都有差异，各地

区、各部门ＧＮＳＳＣＯＲＳ系统之间至今还难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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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数据共享。因此，可以在数据采集方式、数据存

储格式、信号编码和传输格式等大的方面求同存

异，制定一个ＧＮＳＳＣＯＲＳ系统的国家级技术规

范和标准，以利节约资源、信息共享。

２）明确民用ＧＮＳＳＣＯＲＳ系统建设和管理

的国家级主管部门。

我国目前在ＧＮＳＳＣＯＲＳ系统方面的建设，

都是以地区、行业和部门为主，由此相应的ＧＮＳＳ

ＣＯＲＳ系统的信息和成果，主要在本地区、本行

业、本部门内交流，基本上只发挥了专业或局域

ＧＮＳＳＣＯＲＳ 网的作用。缺乏国家级层面对

ＧＮＳＳＣＯＲＳ系统的统一规划和设计，没有面向

全国、为全国各行各业提供服务的国家级ＧＮＳＳ

ＣＯＲＳ系统。而这些局域的、专业的ＣＯＲＳ系统

由于技术、功能和行政管辖等方面的问题，一般难

以实现跨地区跨行业的信息共享，而且各个

ＣＯＲＳ系统之间彼此独立，技术和服务层面也难

以形成很好的衔接，不易让这些基础地理信息为

社会、经济、公安等方方面面提供连续的、协调的

服务功能。

鉴于当前我国ＧＮＳＳＣＯＲＳ系统的建设状况

和发展趋势，全国需要有国家级的政府主管部门

负责，制定发展ＧＮＳＳＣＯＲＳ系统规划，整合和协

调各部门各省市ＧＮＳＳＣＯＲＳ系统的需求，制订

数据共享机制和建设共享网络。

２．４　中国构建国家级犌犖犛犛犆犗犚犛系统的目的

任务和原则［７］

足够数量和均匀分布的国家ＧＮＳＳＣＯＲＳ系

统是现代化大地坐标框架的骨干和主要技术支

撑，是框架中大地点位三维地心坐标的精度和现

势性（动态）的保证，也是我国大地坐标系统和框

架与国际通用坐标系统和框架保持动态实时联系

和协调的惟一技术手段。

１）构建中国国家级ＧＮＳＳＣＯＲＳ系统的目

的主要有五个方面：① 科学实现中国国家２０００

大地坐标系统ＣＧＣＳ２０００的统一、高精度和现势

性的必要和充分条件；② 提供中国境内以中国国

家三维地心坐标框架为基准的实时定位和导航信

息；③ 提供高精度连续的时频信息；④ 提供

ＧＮＳＳＣＯＲＳ所在地区的对流层可降水分和电离

层总电子浓度等信息；⑤提供ＧＮＳＳＣＯＲＳ所在

点位地理位置的三维变化。

２）构建中国国家级ＧＮＳＳＣＯＲＳ系统的主

要任务。中国国家ＣＯＲＳ系统将提供开放式的

数据服务平台，广泛地服务于各行各业，服务于国

家的经济、国防建设和社会发展：① 提供ＣＯＲＳ

坐标及其运动速率，维持中国国家三维地心坐标

框架的统一、高精度和现势性，是实现ＣＧＣＳ２０００

的基础；② 提供中国陆海国土范围内的ｄｍ级或

ｍ级的实时动态空间位置服务（如ＲＴＫ和ＰＰＰ

服务），提供高精度、三维单点事后精密定位服务；

③ 中国国家ＣＯＲＳ系统结合《国际ＧＮＳＳ服务》

（ＩＧＳ）的信息，可以向用户提供 ＧＮＳＳ卫星轨道

数据、星钟数据、国际和国内ＣＯＲＳ坐标及其运

动速率；④ 各ＣＯＲＳ站上空的对流层、电离层信

息以及各ＣＯＲＳ站天线相位中心参数等。

３）构建中国国家级 ＧＮＳＳＣＯＲＳ系统应遵

循的原则：① 该系统点位应以一定密度全面覆盖

我国陆域和海域国土；② 该系统点位应建立在地

质环境相对稳定的基岩岩体上，在顾及我国地质

构造各块体分布的基础上，力求ＣＯＲＳ的点位均

匀分布；③ 充分利用地方和行业已有的ＣＯＲＳ，

选择其中符合国家ＣＯＲＳ要求的，将其改造为国

家级ＣＯＲＳ；④ 建立国家ＧＮＳＳＣＯＲＳ网络管理

服务中心，具有国家ＧＮＳＳＣＯＲＳ的通讯、网络管

理、数据采集、处理和服务的功能。

３　建立现代化高程基准的任务

３．１　我国高程基准的现状和问题

１９５４年由青岛和坎门两站的平均海面建立

了黄海平均海水面系统，确立了黄海５４高程基

准。１９５６年以后统一由１９５０～１９５６年青岛大港

验潮站的平均海面定义黄海高程系统，确立了黄

海５６高程基准。１９８７年后采用了青岛大港验潮

站１９５２～１９７９年的资料，得到以１９ａ为一个周

期，滑动步长为１ａ的１０组资料，由此确立了黄

海８５高程基准，沿用至今。

１９５５年至１９７６年中国大陆进行了第一期一

等水准网测量。１９７７～１９８８年进行了第二期一

等和二等水准网测量，其中一等水准网环线总长

为９．３万ｋｍ，二等水准网总长为１３．７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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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又完成了上述二期一等水准网的复测。

目前国家采用黄海１９８５高程系统。类似于

坐标框架，主要由国家二期一等和二等水准网所

构成的国家高程控制网实现这一高程系统。

当前国家高程基准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

下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目前国家高程控制网的

现势性差。按规定，国家高程控制网中的一等水

准网必须２５ａ复测一次。其实质就是减少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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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对高程控制点的影响，保证国家水准点高程的

精确和可靠，以保持国家高程控制网的现势性。

目前这一高程控制网，即二期一等和二等水准网，

使用至今已有２０余年的历史。因此从依法行政

和实际需要出发，尽快组织三期国家高程控制网

的施测是完全必要的。

第二方面是我国高程的提供方式目前仍是经

典的，即用户必须通过与国家高程控制点的水准

联测来传递高程。现代国家高程系统除了有高精

度的国家高程控制网以外，还应及时推算我国全

国或地区的高精度的似大地水准面。也就是说，

不仅通过国家高程控制网点提供高精度的正常

高，还能利用我国的局域似大地水准面结合

ＧＮＳＳ定位技术在全国陆海国土上的任意一点，

提供正常高。

３．２　中国高程基准现代化的任务

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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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高程控制网实现现代化的具体内容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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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更新国家高程控制网，也

就是施测国家第三期一等水准网；二是推算我国

ｃｍ级精度（似）大地水准面。

１）施测国家第三期一等水准网。国家三期

高程控制网的设计原则建议为：“加密一等水准

网，取消二等水准网”。二等水准网的作用由精化

全国大地水准面（ｃｍ量级精度）来替代。一等水

准网可考虑由原来的１００环加密到１４０环左右。

加密后的一等水准网总环长可能由原来的近１０

万ｋｍ增至１２万ｋｍ，一等水准点的平均分布密

度可达１／（３０ｋｍ×３０ｋｍ）。

２）推算我国ｃｍ量级精度大地水准面。对高

程的需求今后主要由大地水准面结合 ＧＮＳＳ技

术来提供，这是高程控制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目前，使用的ｄｍ量级精度的中国似大地水准面

（ＣＱＧ２０００）
［１３］，其范围包括我国全部陆海国土，

分辨率在１５′×１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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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满足更大比例尺测图和工程建

设方面的需要，必须在中国推算和测定ｃｍ量级

精度大地水准面，同时也是实现ＣＱＧ２０００更新

和精化的需求，从技术层面上考虑就是由目前的

±０．３～０．６ｍ精度提高到±０．１ｍ左右，分辨率

由１５′提高到５′左右。

　　按中国的地形和当前中国地面重力场的分辨

率，中国要推算上述精度和分辨率的大地水准面，

据初步概算，我国至少还要布设几千个ＧＰＳ水准

点。这一精化大地水准面的工程量还是相当

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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