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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犌犛犕蜂窝移动通信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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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ＧＳＭ蜂窝移动通信系统的ＣＯＲＳ新工作模式，其技术核心在于利用ＧＳＭ蜂窝移动

通信系统的基站取代传统ＶＲＳ技术中的虚拟参考站，以减轻ＣＯＲＳ系统的通信压力和ＣＯＲＳ控制中心的计

算压力，解决目前ＶＲＳ技术的瓶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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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ＯＲＳ系统是目前ＧＰＳ应用领域的研究热

点问题。作为国家现代测绘基准的重要组成部

分，国内许多城市都建立了自己的ＣＯＲＳ系统。

虚拟参考站技术（ＶＲＳ）作为发展起步最早的一种

网络ＲＴＫ技术，在ＣＯＲＳ系统中得到了极为广

泛的运用。然而，ＶＲＳ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受到了

数据通信流量问题的严重制约。同时，随着

ＣＯＲＳ用户数量的增加和各种新的用户需求的提

出，ＣＯＲＳ控制中心的计算压力也将日益增大。

１　新工作模式的产生思路

ＶＲＳ技术是ＧＰＳ网络ＲＴＫ技术的典型代

表。其基本原理为：在ＶＲＳ网络中，各固定参考

站将所有的原始数据通过数据通信线发给控制中

心。同时，测量用户在工作前，先通过ＧＳＭ 的短

信息功能向控制中心发送一个概略坐标。控制中

心收到这个位置信息后，根据用户的概略位置，由

计算机自动选择最佳的一组固定参考站，根据这

些站发来的信息，整体计算ＧＰＳ的轨道误差以及

测量用户概略位置区域的电离层、对流层和大气

折射引起的误差，生成高精度的差分信息并发给

测量用户。这个差分信号的效果相当于在流动站

旁边生成一个虚拟的参考基站，从而解决了传统

ＲＴＫ作业距离上的限制问题，保证了用户的定位

精度［１３］。

传统ＶＲＳ技术的工作过程可以划分为以下

两个阶段：① 虚拟参考站的差分信息解算；② 测

量用户与虚拟参考站之间的超短基线 ＲＴＫ 定

位。第一阶段由控制中心根据选定参考站的观测

值以及测量用户的概略位置计算得到；第二阶段

则是将虚拟参考站的差分改正信息利用到流动站

处，从而得到高精度的定位结果。

由于每个用户发送到ＣＯＲＳ控制中心的概

略坐标不尽相同，因此，控制中心需要为每个用户

生成一个虚拟参考站，同时要求控制中心与测量

用户之间进行双向数据通信。这导致了数据通信

流量和计算压力问题的产生。

如果把各个测量用户的虚拟参考站用一个小

区域内的公共参考站来代替，而这个小区域内的

所有用户都使用公共参考站上的差分信息，就可

以减轻数据通信流量和ＣＯＲＳ控制中心的计算

压力。因此，可考虑利用现有 ＧＳＭ 蜂窝移动通

信系统的蜂窝基站来取代传统 ＶＲＳ技术中的虚

拟参考站，这样就产生了基于ＧＳＭ 蜂窝移动通

信系统的ＣＯＲＳ新工作模式（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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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新工作模式的产生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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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新工作模式的基本原理

基于ＧＳＭ的ＣＯＲＳ新工作模式的基本原理

为：测量用户使用携带的ＧＳＭ 通信设备（或集成

在ＧＰＳ接收机上的ＧＳＭ 功能模块）向ＣＯＲＳ控

制中心发送一个定位请求。由移动通信的相关知

识可知，移动台总是与最靠近的蜂窝基站建立联

系。蜂窝基站（ＢＳ）继而把定位请求信号通过移

动交换中心（ＭＳＣ）发送给 ＣＯＲＳ控制中心。

ＣＯＲＳ控制中心根据ＢＳ的精确坐标和ＣＯＲＳ网

络中其他基准站的观测信息，利用ＶＲＳ技术计算

出ＢＳ处的差分信息并发送给ＢＳ。蜂窝基站ＢＳ

则用广播形式将差分信息发送至测量用户。测量

用户便可利用差分信息获得高精度的定位结果，

而蜂窝基站所辖圆形小区内的其他众多测量用户

也可以同时享受便捷的定位服务（图２）。

图２　新工作模式的基本原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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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ＧＳＭ蜂窝基站处的差分信息解算。传统

ＶＲＳ技术在测量用户附近生成一个虚拟参考站，

并计算虚拟参考站处的差分信息以供用户使用；

而新工作模式则是由ＣＯＲＳ控制中心计算ＧＳＭ

蜂窝基站处的差分信息以供用户使用。

２）常规ＲＴＫ定位。ＧＳＭ 蜂窝基站将差分

信息通过无线链路发送给测量用户，用户便可以

利用差分信息进行常规ＲＴＫ定位，获得高精度

的定位结果。

３　应用可行性分析

新工作模式的第一阶段与传统ＶＲＳ技术并

没有本质区别，都是由控制中心计算某一确定坐

标处的差分信息，因此，完全可以利用传统 ＶＲＳ

技术完成这一阶段的工作。

在第二阶段，测量用户使用 ＧＳＭ 蜂窝基站

处的差分信息进行常规ＲＴＫ定位，需要研究用

户到ＧＳＭ 基站的距离是否在常规ＲＴＫ的作用

范围之内。这也是基于ＧＳＭ 蜂窝移动通信系统

的ＣＯＲＳ新工作模式是否可行的关键所在。

根据我国信息产业部的统计数据，截止到

２００７年６月，在我国城市中，ＧＳＭ９００话音业务

覆盖半径通常在１．５～２．５ｋｍ，ＧＳＭ１８００的覆盖

半径在０．６～１．１ｋｍ。现存ＧＳＭ 网的平均站距

情况如下：密集市区为５００～６００ｍ，一般市区为

１．１～１．２ｋｍ，郊区为１．８～２．０ｋｍ，高速公路为

２．０～２．５ｋｍ，国道为１．４～１．５ｋｍ
［４］。

可见，目前我国市区、郊区、国道及高速公路

区域的ＧＳＭ基站平均间距均小于２．５ｋｍ，而由

于ＧＳＭ 蜂窝网的小区半径为基站间距的一半，

因此，上述地区 ＧＳＭ 蜂窝网小区半径为０．３～

１．２５ｋｍ。一般认为，常规ＲＴＫ的作用范围为１０

～１５ｋｍ
［１，５］，远大于ＧＳＭ网小区半径。因此，这

种基于ＧＳＭ 蜂窝移动通信系统的ＣＯＲＳ新工作

模式在我国市区、郊区及国道、高速公路等区域进

行应用是可行的。

４　对新工作模式的性能评定

４．１　定位精度

一般而言，传统ＶＲＳ技术的定位精度为１～

３ｃｍ
［１，５］。在研究新工作模式的定位精度时，以

传统ＶＲＳ技术为基础，重点考虑新工作模式下的

精度折损情况，最终综合确定新工作模式的定位

精度。

新工作模式的第一阶段，和传统ＶＲＳ技术一

样，ＣＯＲＳ控制中心计算一个已知坐标处的差分

信息，因此，两者精度相同。在第二阶段，用ＧＳＭ

基站与用户之间的常规ＲＴＫ定位取代虚拟参考

站与用户之间的超短基线ＲＴＫ定位，将引入由

１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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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基线长度增加而导致的定位精度折损。

常规 ＲＴＫ 的定位精 度 为 １０ ｍｍ＋１×

１０－６
［５６］。由于两种工作模式都会产生１０ｍｍ的

固定误差，且这一固定误差已归算到传统ＶＲＳ技

术的最终定位精度中，因此，要确定新模式的定位

精度，只需考虑额外引入的ＲＴＫ比例误差（表１）。

表１　两种犆犗犚犛工作模式犚犜犓的比例误差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Ｅｒｒｏｒｓｏｆ

ｔｈｅＴｗｏ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ｏｄｅｓｏｆＣＯＲＳ

比较项目 传统ＶＲＳ技术 新工作模式

ＲＴＫ基线长度 １０ｍ～２０ｍ ０．３ｋｍ～１．２５ｋｍ

ＲＴＫ比例误差 ０．０１ｍｍ～０．０２ｍｍ ０．３ｍｍ～１．２５ｍｍ

　　由于０．０１ｍｍ～０．０２ｍｍ这一数值相对于１

～３ｃｍ的定位精度来说很小，可将其忽略而认为

超短基线ＲＴＫ定位过程不引入比例误差。那么

新工作模式与传统ＶＲＳ技术相比，则引入了０．３

ｍｍ～１．２５ｍｍ的比例误差，从而产生了定位精

度折损。

若取传统ＶＲＳ技术的定位精度为３ｃｍ，则

根据误差传播定律可计算新模式的定位精度。由

于密集市区的ＲＴＫ比例误差最小，高速公路的

ＲＴＫ比例误差最大，因此以两者为例计算，一般

市区、郊区及国道区域的定位精度和精度折损都

介于两者之间。

密集市区精度最高：

σ′＝ σ
２
＋Δσ槡

２
＝ （３ｃｍ）２＋（０．３ｍｍ）槡

２
＝

３．０００ｃｍ （１）

高速公路区域精度最低：

σ′＝ σ
２
＋Δσ槡

２
＝ （３ｃｍ）２＋（１．２５ｍｍ）槡

２
＝

３．００３ｃｍ （２）

即新 工 作 模 式 的 定 位 精 度 为 ３．０００ｃｍ～

３．００３ｃｍ。

其相对于传统ＶＲＳ技术的精度折损为：在密

集市区，精度折损可以忽略；在高速公路区域：

σ′－σ
σ

＝
３．００３－３

３
＝０．００１＝０．１％ （３）

　　当传统ＶＲＳ技术的定位精度取值不同时，计

算密集市区和高速公路区域在新工作模式下的定

位精度和相对精度折损，其结果如表２所示。

可见，在密集市区使用新工作模式定位，精度

折损可以忽略；在高速公路区域使用新工作模式

定位，其精度与传统ＶＲＳ技术非常接近，精度折

损在１％以内。在一般市区、郊区以及国道等区

域的定位精度和相对精度折损介于密集市区和高

速公路之间。总之，新工作模式与传统ＶＲＳ技术

相比，定位精度几乎相同，精度折损保持在极小的

范围内（不足１％）。

表２　新工作模式定位精度

Ｔａｂ．２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Ｎｅｗ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ｏｄｅ

传统ＶＲＳ

精度／ｃｍ

密集市区

精度／ｍｍ

精度折

损／％

高速公路区

域精度／ｍｍ

精度折

损／％

１ １．０００ ０ １．００８ ０．８

１．５ １．５００ ０ １．５０５ ０．３

２ ２．０００ ０ ２．０００ ０．２

２．５ ２．５００ ０ ２．５０３ ０．１２

３ ３．０００ ０ ３．００３ ０．１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事实上，传统ＶＲＳ技术

为流动站建立的是一个静态的虚拟参考站，随着

流动站用户的移动，它与初始的虚拟参考站之间

的距离会慢慢增大，仍然产生了和常规ＲＴＫ一

样的系统误差相关性降低的现象（即差分改正值

的有效性降低），经差分改正后的残余误差会影响

流动站与虚拟参考站间基线的定位精度。目前解

决方案是使用半动态的工作模式，即可以设定流

动站处于一定运动范围内时，虚拟参考站位置保

持不变；一旦流动站接收机运动到超出这个范围

时，则为其重新建立一个虚拟参考站，这种工作模

式称为半动态的 ＶＲＳ，而这个距离通常是４～５

ｋｍ
［７］，这时ＲＴＫ基线长度是新工作模式下ＲＴＫ

基线长度的４倍。因此，ＶＲＳ技术中用户与虚拟

参考站之间的距离是在１０ｍ～５ｋｍ之间动态变

化的，前述精度分析中使用１０～２０ｍ作为传统

ＶＲＳ技术中用户与 ＶＲＳ站之间的距离，在实际

上夸大了新工作模式的精度折损。

４．２　犆犗犚犛控制中心计算量

假设在半径为５００ｍ的范围内有１０个测量

用户同时需要获取定位服务。传统ＶＲＳ技术将

为这１０个用户分别计算１０次，生成１０个虚拟参

考站来提供差分信息；新工作模式则只需计算距

离用户最近的 ＧＳＭ 基站处的差分信息，然后由

ＧＳＭ基站用广播形式播发差分信息以供用户使

用，其计算次数远小于１０次。

显然，这种基于 ＧＳＭ 蜂窝移动通信系统的

ＣＯＲＳ新工作模式对于减轻ＣＯＲＳ控制中心的计

算压力十分有利，在测量用户密集的区域和应用

领域优势明显［８］。

４．３　犆犗犚犛数据通信流量

在传统ＶＲＳ技术中，每个测量用户与ＣＯＲＳ

控制中心之间都是双向通信过程。

在新工作模式中，ＧＳＭ基站所辖小区内的第

一个测量用户（用户３）的通信过程与传统 ＶＲＳ

技术的过程相同。其他测量用户（用户１，用户２，

用户４，…，用户狀）仅仅通过接收ＧＳＭ 基站的广

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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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就可以获得便捷的定位服务，占用通信资源很

少（图３）。

图３　新工作模式数据通信过程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ｔｈｅＤａｔａ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ｔｈｅＮｅｗ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ｏｄｅ

可见，新工作模式可以大大减轻ＣＯＲＳ数据

通信流量。此外，对于ＧＳＭ 蜂窝基站而言，新工

作模式相对于传统工作模式的差异是通信方式由

一对一转变为广播式。考虑到同一时刻存在众多

用户需求，这种差异不仅没有增加ＧＳＭ 基站的

工作量，还将缓解通信压力。

４．４　应用领域

基于ＧＳＭ蜂窝移动通信系统的ＣＯＲＳ新工

作模式体现了技术集成创新的思想，是对传统

ＶＲＳ技术的改进和完善，因此几乎可以应用于

ＣＯＲＳ的所有应用领域，尤其适用于测量用户密

集的区域，例如城市中车辆导航、城市规划、空中

交通管理、精细农业、土地平整、车辆调度管理等

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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