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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全国犆犗犚犛更新国家地心
动态参考框架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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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武汉大学卫星导航定位技术研究中心，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在介绍欧美国家和洲际连续运行参考站网（ＣＯＲＳ）建设的基础上，分析了国外技术的发展趋势及其

启示，阐述了国家ＣＯＲＳ和全国联合ＣＯＲＳ两个概念，建议由国家和全国联合ＣＯＲＳ在满足一定条件下融合

成国家级ＣＯＲＳ，制定相关标准进行运营管理。国家ＣＯＲＳ连同国家级ＣＯＲＳ的首要目标是升级、更新和维

持２０００国家大地坐标系统（ＣＧＣＳ２０００），即实现由国家ＣＯＲＳ网为主维持的ＣＧＣＳ２０００，以此为基础提出了

采用ＣＯＲＳ对ＣＧＣＳ２０００进行更新的目标和方案。针对局部参考框架的建立，提出了框架网和基准网两个

概念，分别用于建立区域地心动态参考框架以及国家坐标系与地方测图坐标系的连接，并给出了一个区域动

态参考框架的建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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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国内外连续运行参考站网络的发

展概况

　　基于全球卫星定位导航系统（ＧＮＳＳ）的连续

运行参考站网络（ＣＯＲＳ）是基于数据通信网络

的、动态连续的，同时也是实时、快速、高精度地获

取空间数据和地理特征的现代信息基础设施之

一。ＣＯＲＳ由ＧＮＳＳ参考站网、控制中心、数据中

心、通信网络、用户应用终端等子系统组成。世界

各国、国内各省市和某些行业都已建成或者正在

积极筹建ＣＯＲＳ。ＣＯＲＳ的工程建设技术比较成

熟，但如何建立系统间的共享机制和如何确立系

统的服务模式与标准仍是ＣＯＲＳ研究的关键问

题。目前已建成的具有代表性的全球、洲级和国

家级ＣＯＲＳ有国际ＧＰＳ服务网ＩＧＳ（ｈｔｔｐ：／／ｉｇ

ｓｃｂ．ｊｐｌ．ｎａｓａ．ｇｏｖ／ｎｅｔｗｏｒｋ／ｌｉｓｔ．ｈｔｍｌ）、欧洲永久

跟踪站网 ＥＰＮ（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ｇｓ．ｎｏａａ．ｇｏｖ／

ＣＯＲＳ／）、美 国 ＣＯＲＳ（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ｐｎｃｂ．

ｏｍａ．ｂｅ／＿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ｉｔｅｉｎｆｏ．ｐｈｐ）等。

由美国和欧洲的ＣＯＲＳ系统得到如下启示：

① 国家级（或洲级）的ＣＯＲＳ可以以某种机制将

各区域或行业的ＣＯＲＳ连接起来，形成统一运作

管理的网络，在实现互联、互通、互操作和数据共

享的基础上，实现区域数据／运控中心和国家级

（或洲级）的数据／运控中心相结合的国家级或洲

级合作性 ＣＯＲＳ 管理服务模式。② 国家级

ＣＯＲＳ的首要目的是建立和维持地心参考框架。

③ 国家ＣＯＲＳ系统和国家级ＣＯＲＳ系统是两个

不同的概念，国家系统一般由国家权威部门建设，

具有一个运控中心和多个数据中心；国家级系统

是通过制定统一协议、技术标准，由区域和行业系

统互联构成的覆盖国家领土的系统，具有多个独

立运行的运控中心和数据中心。

目前，我国已有１６个省份建成或正在筹建

ＣＯＲＳ系统，已建成的有广东、江苏；在建的有江

西、河北、河南、浙江、福建、广西、山西、内蒙古、山

东等；立项建设的有湖南、湖北、四川、海南、辽宁、

安徽等。城市级 ＣＯＲＳ建设中，深圳、东莞、北

京、上海和大部分省会城市都已建成；大连等大型

城市正在规划中。

目前，我国ＣＯＲＳ建设存在如下问题：① 由

于缺乏统一的规划，各系统的参考站分布不均匀，

存在超短边、超长边，影响系统的定位精度；②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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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处于独立运行状态中，系统间存在网络和服

务缝隙；③ 部分系统的参考站相互重叠；④ 系统

的建设和服务等尚没有统一的标准，造成数据、服

务等资源共享方面的技术障碍［１］。

ＣＯＲＳ系统互联共享机制的缺点是制约

ＣＯＲＳ互操作和空间信息共享的瓶颈。未来的

ＣＯＲＳ将呈现互联共享规模化的趋势，数据的实

时和事后共享可在不同的层面形成，包括国家间、

区域间的互联共享、区域间、行业间的互联共享

等。

建立之初，区域或行业级ＣＯＲＳ的主要功能

是提供实时定位和区域参考框架服务。随着

ＣＯＲＳ互联共享和实时高精度定位技术的日益成

熟，多样化的实时或者事后应用服务成为未来的

发展趋势。如 ＣＯＲＳ可以成为提供气象服务的

良好平台，可提供工程服务、应急服务，结合室内

定位等技术还能提供隐蔽区定位服务，解决ＧＰＳ

信号遮挡严重的问题等。

早期的ＣＯＲＳ大多为区域级、行业级系统，

只为特定区域或者特定行业的用户提供服务，并

不向公众开放，服务范围和应用领域都很有限。

未来将从专业定位服务转向公众化、个性化服务。

２　 基于全国 犆犗犚犛 实现与维持

犆犌犆犛２０００参考框架

２．１　犆犌犆犛２０００坐标系统概述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 日 起，我 国 正 式 启 用

ＣＧＣＳ２０００地心坐标系代替１９８０年西安坐标系

和１９５４年北京坐标系等参心坐标系，成为法定坐

标系。ＣＧＣＳ２０００的参考框架称为 ＣＧＣＳ２０００

网，由中国地壳运动观测网络（包括基准网、基本

网和区域网）、国家测绘局 ＧＰＳＡ、Ｂ级网、总参

测绘局ＧＰＳ一、二级网和全国天文大地网组成，

以ＩＴＲＦ９７为参考框架，参考历元为２０００．０
［２］。

尽管ＣＧＣＳ２０００代表了当今我国地球参考

框架建设的最高水平，将为国民经济发展作出重

大贡献，但ＣＧＣＳ２０００坐标使用中还存在一些问

题，有必要对其进行改进和精化：① 包含改造后

的天文大地网点的ＣＧＣＳ２０００网点精度不均匀，

有的测站精度很低，甚至不能直接作为区域

ＣＯＲＳ网的参考基准和较高精度的大地或工程测

量的起算依据。② ＣＧＣＳ２０００只是一个静态参

考框架，大部分测站只有位置信息，只有２７个地

壳运动观测网络基准站及部分 Ａ级网点有速度

信息，而且这些站点分布也不均匀，无法建立全国

统一的速度场模型。若没有全国统一的速度场，

基于ＧＰＳ技术所测得的瞬时历元坐标就无法归

化到现今的ＣＧＣＳ２０００坐标系中去。③ 目前为

止，并没有官方公布的ＣＧＣＳ２０００与ＩＴＲＦ参考

框架间、历元间的转换参数，造成了大地测量用户

使用上的困难。④ 尚未建立起ＣＧＣＳ２０００坐标

系与现有各区域的ＣＯＲＳ网（省、市、行业级）、地

方独立坐标系标准统一的转换关系，不便于区域

ＣＯＲＳ网成果向ＣＧＣＳ２０００的转换。

２．２　北美基准犖犃犇８３与美国犆犗犚犛的关系

北美基准ＮＡＤ８３是美国和加拿大的国家法

定坐标系。ＧＰＳ技术出现之前，采用多普勒技术

实现了 ＮＡＤ８３的第一个版本，命名为 ＮＡＤ８３

（１９８６）。它只是一个静态参考框架，而且大多数

点只有平面坐标。２０世纪９０年代，ＮＧＳ重新平

差计算了美国国内的 ＧＰＳ会战网 ＨＡＲＮ（ｈｉｇｈ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ｓ），实现了ＮＡＤ８３的

第二个版本 ＮＡＤ８３（ＨＡＲＮ），开始提供测站的

三维坐标，但实际上仍然是静态参考框架。

１９９４年，美国开始筹建全国ＣＯＲＳ网，随着

ＣＯＲＳ的逐步建成和精度的提高，ＮＧＳ决定采用

ＣＯＲＳ实现和维持 ＮＡＤ８３，先后实现了 ＮＡＤ８３

（ＣＯＲＳ９３）、 ＮＡＤ８３ （ＣＯＲＳ９４）、 ＮＡＤ８３

（ＣＯＲＳ９６）三个版本的动态参考框架。

为了解决 ＨＡＲＮ与ＣＯＲＳ网的不一致性，

ＮＧＳ固定６８５个ＣＯＲＳ站 ＮＡＤ８３（ＣＯＲＳ９６）下

的坐 标 进 行 全 国 整 网 平 差，得 到 了 ＮＡＤ８３

（ＮＳＲＳ２００７），其精度与 ＮＡＤ８３（ＣＯＲＳ９６）一致，

但并不完全等同于 ＮＡＤ８３（ＣＯＲＳ９６）。至此，美

国已经建立了基于ＣＯＲＳ网的全国统一的、动态

的国家法定坐标系。

由北美基准ＮＡＤ８３演进的过程得到如下启

示：① 坐标系的定义是不应轻易改变的，但其参

考框架的实现与维持应该随着技术的进步不断升

级与更新；② 基于ＧＮＳＳ的ＣＯＲＳ是当前实现和

维持国家与区域动态坐标框架最先进、最实用和

最便捷的技术；③ 在用ＣＯＲＳ实现了国家或区域

动态坐标系统后，应基于ＣＯＲＳ重新平差原有的

静态经典技术或 ＧＮＳＳ技术建立的曾经用于实

现过国家或区域坐标系统的大地控制网，以保持

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技术方法与ＣＯＲＳ实现的坐

标系统在统一历元及一定精度意义下是一致的。

２．３　国家级犆犗犚犛与全国联合犆犗犚犛

综合以上讨论和分析认为，ＣＧＣＳ２０００虽然

是我国当前采用的最先进手段建立的第一个三维

地心大地坐标系统，但由于它的实现是基于ＧＰＳ

２６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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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会战观测，而不是连续运行观测技术，因而不

是动态参考框架，不能满足许多科学研究和工程

监测项目的需要，也不适应当今精密定位和导航

的需求，因此，建立一个覆盖我国海陆领土的

ＣＯＲＳ来表达、更新并升级ＣＧＣＳ２０００参考框架

是非常必要和迫切的。目前，我国东部大部分地

区已建成了省／市级ＣＯＲＳ，全国还有一些专业

ＣＯＲＳ网，但这些网彼此独立，缺乏统一的标准和

管理，还不能用于建立和维持基于 ＣＯＲＳ的

ＣＧＣＳ２０００，因此，亟需早日启动全国性ＣＯＲＳ的

规划和建设。

依据国际通用的ＣＯＲＳ的首要功能，可以认

为，根据国家测绘法律，由某些政府权威部门协调

组织实施，一个覆盖全国的、以实现和维持国家坐

标系统为首要目标并严格按相应国家标准建设的

ＣＯＲＳ应定义为国家ＣＯＲＳ。现有的区域和行业

ＣＯＲＳ按各自的不同首要目标和不同标准建设，

最终也将覆盖全国，实现合作共享、互联互通、互

操作是其必然的发展趋势。笔者认为，通过一定

的协议实现信息资源互通共享后，由区域和行业

ＣＯＲＳ联网构成的ＣＯＲＳ不妨称之为全国联合

ＣＯＲＳ（简称联合ＣＯＲＳ）。具备一定条件、承认共

同协议并志愿申请加入全国联合ＣＯＲＳ的区域

和行业系统，可共享全国联合 ＣＯＲＳ提供的数

据、产品服务和相关权益。为了共享优质资源和

避免重复建设，凡符合国家标准的联合ＣＯＲＳ参

考站经协商后可升级为国家ＣＯＲＳ参考站；国家

ＣＯＲＳ的数据／运控中心可经协商并受委托后兼

作为全国联合ＣＯＲＳ的数据／运控中心。随着技

术的进步和标准的一致化、数据共享机制的成熟，

联合ＣＯＲＳ的站坐标、站速度，特别是其周日、季

节、周年变化规律都很清楚的情况下，应该实现国

家ＣＯＲＳ与联合ＣＯＲＳ的最终融合，构成所谓国

家级ＣＯＲＳ。

２．３．１　国家ＣＯＲＳ的任务和目标

建立和维持高精度的、动态的国家大地坐标

系，并为广大用户提供大地测量服务是世界各国

国家系统的首要任务。我国的国家ＣＯＲＳ应该

成为国家法定坐标系统（ＣＧＣＳ２０００）的具体实

现，其维持应建立在长期连续的观测、定期更新的

基础 上，其 构 成 的 动 态 参 考 框 架 可 表 达 为

ＣＧＣＳ２０００（ＣＯＲＳｙｙ），ｙｙ表示由ＣＯＲＳ实现的

动态参考框架的标准年份。

ＩＴＲＦ系列参考框架由ＩＥＲＳ负责建立和维

持，是目前精度最高、应用最广泛的全球参考框

架，国家ＣＯＲＳ应提供ＣＧＣＳ２０００（ＣＯＲＳｙｙ）到

ＩＴＲＦ系列任意历元的坐标转换服务。

由于在测图、工程实践中广泛使用的是地方

独立坐标系而非地心系坐标，因此，国家 ＣＯＲＳ

应当 为 区 域 和 行 业 ＣＯＲＳ 提 供 ＣＧＣＳ２０００

（ＣＯＲＳｙｙ）到地方坐标系的坐标转换服务。

将全国各区域或行业的ＧＰＳＡ、Ｂ、Ｃ级网在

ＣＧＣＳ２０００（ＣＯＲＳｙｙ）和统一的历元下联网平

差，确定这些网的站坐标和站速度，以建立一个基

于国家ＣＯＲＳ和ＣＧＣＳ２０００坐标系、统一参考框

架和参考历元的国家多类ＧＰＳ会战网的整体成

果。同时，基于这个整体成果与必要精度和密度

的重力水准资料联合处理，用以建立和维持国家

级ｃｍ级大地水准面。

现阶段，ＣＧＣＳ２０００主要由 ＧＰＳ技术实现，

基于其作为ＣＯＭＰＡＳＳ坐标系的基础并进行导

航和定位，将不可避免地引入 ＧＰＳ的系统性误

差。因此，有必要早日启动并实现国家ＣＯＲＳ站

ＣＯＭＰＡＳＳＧＰＳ多模接收机的更新，分别实现基

于 ＣＯＭＰＡＳＳ、ＣＯＭＰＡＳＳ／ＧＰＳ 共 同 维 持 的

ＣＧＣＳ２０００（ＣＯＲＳｙｙ）。解决目前 ＣＧＣＳ２０００的

维持和精化依赖于ＧＰＳ的现状，建立我国独立自

主的、高 精 度 的 国 家 大 地 坐 标 系 ＣＧＣＳ２０００

（ＧＮＳＳＣＯＲＳｙｙ）。

今后，可利用国家ＣＯＲＳ和境外若干ＣＯＭ

ＰＡＳＳ参考站提供ＣＯＭＰＡＳＳ事后精密星历和卫

星钟差、预报精密星历、卫星钟差的数据服务；利

用联合ＣＯＲＳ提供全国高分辨率和高精度的实

时性大气模型参数服务；进一步还可提供ＣＯＭ

ＰＡＳＳ／ＧＰＳ用户事后在线ｃｍ级精密定位服务，

全国范围内的单频亚ｍ级或双频ｄｍ级的实时精

密单点定位服务。

２．３．２　全国联合ＣＯＲＳ的任务和目标

联合ＣＯＲＳ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区域和行业

系统联网和数据共享后，主要目标是在全国范围

内提供实时移动测量的数据和产品服务及相应技

术支撑。在相关权威部门的协调下，联合ＣＯＲＳ

应针对参与者和非参与者（以下也称为非联合

ＣＯＲＳ）制定不同的数据共享机制，包括联合

ＣＯＲＳ／非联合ＣＯＲＳ与国家ＣＯＲＳ的数据共享、

联合ＣＯＲＳ和非联合ＣＯＲＳ的数据共享。

国家ＣＯＲＳ依协议享有联合ＣＯＲＳ观测数

据，同时，联合 ＣＯＲＳ的参与者可以享受国家

ＣＯＲＳ提供的各种数据服务和产品服务，包括国

家ＣＯＲＳ为联合ＣＯＲＳ计算并适时更新的其在

ＣＧＣＳ２０００（ＣＯＲＳｙｙ）下的站坐标和速度；联合

ＣＯＲＳ参与者可以无条件使用国家ＣＯＲＳ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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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ＧＣＳ２０００（ＣＯＲＳｙｙ）到联合ＣＯＲＳ所属区域地

方坐标系之间的转换参数。

在遵守非联合ＣＯＲＳ与国家ＣＯＲＳ协商制

定的协议的前提下，非联合ＣＯＲＳ的参与者可享

受国家ＣＯＲＳ提供的某些特定服务。通过与联

合ＣＯＲＳ和非联合ＣＯＲＳ的数据共享，建立起国

家级、区域级（含城市级）、行业级系统的坐标参考

框架和历元间的转换关系，并提供相关服务。联

合ＣＯＲＳ与非联合ＣＯＲＳ的数据共享主要是联

合ＣＯＲＳ与非联合ＣＯＲＳ区域内的区域、行业级

系统的数据共享。

２．４　国家犆犗犚犛的标准研究思考

为了保证国家ＣＯＲＳ的有效运行，必须建立

一套行之有效的标准，包括ＣＯＲＳ的建设标准、

ＣＯＲＳ的运营管理模式、数据共享机制、数据服务

和产品服务等。

ＣＯＲＳ站的选取、建设标准包括以下内容：测

站的稳定性、站点的信号遮挡和电磁干扰避开要

求、接收机／天线类型／天线指北标准、通信条件、

数据存档格式和要求等。美国ＮＧＳ发布的《新建

和已有ＣＯＲＳ站建设指导方针》
［３］提供了这方面

的经验，可结合我国现状，制定一套完善、实际的

标准。

国家ＣＯＲＳ的运营机构负责国家ＣＯＲＳ的

日常运营，同时受委托管理全国联合ＣＯＲＳ的共

享数据。符合标准的ＣＯＲＳ站必须经过申请，并

通过国家ＣＯＲＳ标准检核被相应执行机构认可

后，才能成为国家ＣＯＲＳ站。联合ＣＯＲＳ必须按

照国家ＣＯＲＳ规定的数据格式提交源数据，由国

家ＣＯＲＳ数据分析中心采用统一的软件处理所

有ＣＯＲＳ站的数据。数据分析中心应当将所生

成的产品反馈给联合ＣＯＲＳ数据／运控部门。

国家ＣＯＲＳ的执行机构应当明确国家ＣＯＲＳ

向联合ＣＯＲＳ和其他用户提供的产品类型、服务

内容和共享机制。联合ＣＯＲＳ无条件享有国家

ＣＯＲＳ所提供的服务。联合ＣＯＲＳ还可以制定各

自的服务对象、服务内容和服务等级。

２．５　犆犌犆犛２０００参考框架升级更新思路

ＣＧＣＳ２０００坐标系的定义与《ＩＥＲＳＣｏｎｖｅｎ

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３）》给出的ＩＴＲＳ一致，其实现的升级、

更新应保持其定义不变［４］。将来，ＣＧＣＳ２０００

（ＣＯＲＳｙｙ）的实现可考虑全部采用全国统一联网

的国家 ＣＯＲＳ站，提供国家 ＣＯＲＳ 站和联合

ＣＯＲＳ站的站坐标、站速度和全国统一的速度场

模型。

ＩＡＧ在１９９２年ＩＵＧＧ第２０次大会一号决

议中提出以下建议：① 高精度大地测量学、地球

动力学、海洋学研究应当直接使用ＩＴＲＦ或者与

ＩＴＲＦ建立明确关系的其他参考框架。② 为了获

取较高的精度，可以建立相对刚性板块无显著运

动的区域参考系统，而且这一参考系统在特定历

元应当与ＩＴＲＳ精确符合。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机构都采用第①条建议

建立和维持自己的参考框架，以保证区域参考系

统对应的框架实现上与ＩＴＲＦ的一致性。以上两

条建议应当作为我国国家大地坐标系建立和维持

的指导性原则。ＣＧＣＳ２０００实现的升级和更新应

当遵守第①条建议，在目前的理论和技术水平下

也 是 可 行 的，因 此，应 当 建 立 ＣＧＣＳ２０００

（ＣＯＲＳｙｙ）与ＩＴＲＦ间的转换关系。而现阶段我

国板块运动模型和实时速度场模型并不完善，第

②条建议颇难实现，ＣＧＣＳ２０００坐标系统的升级

更新可暂不考虑。

利用 Ｈｅｌｍｅｒｔ参 数 转 换 确 定 ＣＧＣＳ２０００

（ＣＯＲＳｙｙ）到ＩＴＲＦ（ｙｙ）的转换，转换参数包括３

个平移参数及其变化率、３个旋转参数及其变化

率和一个尺度参数及其变化率，共１４个转换参

数。利用这１４个转换参数可以实现ＣＧＣＳ２０００

（ＣＯＲＳｙｙ）到ＩＴＲＦ（ｙｙ）任意历元的转换
［５］。

ＣＧＣＳ２０００（ＣＯＲＳｙｙ）参考历元狋０ 到任意历

元狋的坐标转换关系为：

→
犡狋ＣＧＣＳ２０００ ＝

→
犡狋０ＣＧＣＳ２０００＋（狋－狋０）

→
犡
·
ＣＧＣＳ２０００ （１）

ＣＧＣＳ２０００（ＣＯＲＳｙｙ）任意历元狋１ 到ＩＴＲＦｙｙ任

意历元狋２ 的转换关系如式（２）和式（３）所示，假定

ＣＧＣＳ２０００（ＣＯＲＳｙｙ）到ＩＴＲＦｙｙ的转换参数的

参考历元为狋０（此处狋０ 与ＣＧＣＳ２０００的参考历元

狋０ 可能不同），

→
犡狋２ＩＴＲＦ ＝

→
犡狋１ＣＧＣＳ２０００＋（狋２－狋１）

→
犡
·
ＣＧＣＳ２０００＋

→
犜＋犇×

→
犡狋１ＣＧＣＳ２０００＋犚×

→
犡狋１ＣＧＣＳ２０００＋

（狋２－狋０）
→
犜
·
＋犇×

→
犡狋１ＣＧＣＳ２０００＋犚×

→
犡狋１［ ］ＣＧＣＳ２０００

（２）

→
犡
·
ＩＴＲＦ ＝

→
犡
·
ＣＧＣＳ２０００＋

→
犡
·
＋犇·

→
犡ＣＧＣＳ２０００＋

犚
→
犡ＣＧＣＳ２０００ （３）

→
犜＝

犜１

犜２

犜

熿

燀

燄

燅３ 狋
０

，犚＝

０ －犚３ 犚２

犚３ ０ －犚１

－犚２ 犚１

熿

燀

燄

燅０ 狋
０

（４）

其中，→犡、→犡
·
分别表示某点的三维空间直角坐标，

下标为给定坐标所在的参考框架，上标为给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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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元；犜１、犜２、犜３、犚１、犚２、犚３、犇、犜１、犜２、犜３、犚１、

犚２、犚３、犇分别是框架间的平移、旋转和尺度参数

及其变化率。

３　基于区域犆犗犚犛建立区域参考框

架

　　 在基于国家犆犗犚犛的国家参考框架建立起

来之前，我国许多省市为了满足区域发展需要先

行建立一些区域犆犗犚犛，因此产生了基于区域

犆犗犚犛建立区域参考框架的需求。

３．１　区域犆犗犚犛框架网和区域犆犗犚犛基准网的

概念

为确定基于区域ＣＯＲＳ的区域参考框架及

其与ＣＧＣＳ２０００以及原地方坐标系的连接，需要

定义区域ＣＯＲＳ框架网与区域ＣＯＲＳ基准网，分

别用于建立区域参考框架与ＩＴＲＦ参考框架及

ＣＧＣＳ２０００国家大地坐标系之间的转换关系。由

区域ＣＯＲＳ参考站构成的网称为区域ＣＯＲＳ框

架网（简称框架网），通过与ＩＧＳ站联测，用于建

立与ＩＴＲＦ相一致的区域参考框架，提供区域卫

星定位服务。

区 域 ＣＯＲＳ 基 准 网 由 框 架 网、当 地

ＣＧＣＳ２０００点和原地方坐标系所定义的网点等构

成，联测并统一平差后，用于确定区域参考框架与

ＣＧＣＳ２０００、原地方坐标系等各种坐标系之间的

关系。

３．２　区域参考框架的建立方式

考虑到满足区域发展的科学和实用两个不同

的目标需要，当前情况下的区域参考框架应同时

用两种方式来表达：① 基于 ＣＯＲＳ框架网与

ＩＴＲＦ联测建立区域动态参考框架；② 基于

ＣＯＲＳ基准网与ＣＧＣＳ２０００联测建立区域静态参

考框架。这两套成果可以作为ＣＯＲＳ所在区域、

城市的地心参考框架，为区域用户提供便捷、高

效、无缝地使用ＩＴＲＦ和ＣＧＣＳ２０００的基准。

作为区域动态参考框架的科学目标，应该按

照统一的方案联测ＩＧＳ站计算出框架网点的日

解、周解、月解和年解来研究站点坐标的周日、周

月、季节和周年变化，通过３～５ａ的周年变化获

取每一框架网点的平均年变化，进而求得区域地

壳运动速度场。同时，确定区域参考框架任意历

元与ＩＴＲＦ（ｙｙ）间的转换关系。

考虑到国家大地坐标系新旧成果之间的转

换，同时应当建立区域ＣＯＲＳ基准网某一确定历

元到１９５４年北京坐标系和１９８０西安坐标系的转

换关系。此外，为了便于将区域ＣＯＲＳ成果归算

到城市独立坐标系，在建立区域ＣＯＲＳ基准网的

过程中，还应当建立到城市独立坐标系的转换关

系。

４　结　语

通过国家相关政府机构的协调和规划，尽早提

出建设国家ＣＯＲＳ方案并付诸实施，在此基础上同

时依照制定的国家ＣＯＲＳ网的建设标准和方案，实

现全国联合ＣＯＲＳ的联网和数据共享，方案应优先

考虑西部省份ＣＯＲＳ站点和网络的建立。

顾及到ＣＯＭＰＡＳＳ二代一期在２０１２年左右

建成的实际，尽早规划并实施国家 ＣＯＲＳ 的

ＣＯＭＰＡＳＳＧＰＳ多模接收机的测站更新，以建立

起分别基于ＣＯＭＰＡＳＳ、ＣＯＭＰＡＳＳＧＰＳ维持的

ＣＧＣＳ２０００（ＧＮＳＳＣＯＲＳｙｙ），作为国家坐标系实

现的换代升级。

逐步建立起基于国家 ＣＯＲＳ和全国联合

ＣＯＲＳ的大地测量服务体系，包括区域、行业

ＣＯＲＳ到ＣＧＣＳ２０００或ＩＴＲＦ参考框架任意历元

的转换参数或转换软件；国家ＣＯＲＳ、联合ＣＯＲＳ

的站坐标和站速度，以及全国速度场模型；全国统

一的ｃｍ级大地水准面；全国范围内的亚 ｍ 级、

ｄｍ级的实时精密定位服务以及ｃｍ级的事后定

位服务；建立相应的服务模式和服务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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