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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海道测量对姿态传感器安装位置以及观测点姿态改正对质心坐标系的要求，提出了一种利用

ＧＰＳＲＴＫ测量技术确定测船质心位置的方法，并给出了静态锚泊情况下测船质心位置的确定模型。实验结

果表明，该方法能够以较高精度求定测船的质心，适用于海道测量船质心位置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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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姿态传感器作为高精度动态测量仪器，已广

泛与船载海道测量设备配套使用。由于诱导升沉

对横纵摇变化较敏感［１］，同时，为提高姿态传感器

的感应精度，减小横纵摇可能造成的附加加速度

影响，国际海道测量手册及相关研究［１４］均要求姿

态传感器安装在测船的质心（尽量靠近质心）位

置。因此，海道测量施测前需要准确测定测船的

质心位置。

目前，测量质心位置的常用方法有配平测量

法和传感器测量法［５］。前者可以获得较高的测量

精度，但一次只能测量一维质心坐标分量，且对于

大型物体测量难以进行；后者利用称重传感器进

行测量，对传感器的测量精度及传感器之间的几

何位置精度要求很高，因此，对于较大型测量船不

易实现。针对质心测量方法应用于海道测量船的

局限，本文基于静态锚泊时测船质心的特性，提出

了一种利用ＧＰＳＲＴＫ技术确定测船质心位置的

方法。

１　测船质心位置的确定方法

１．１　测船质心的特性

质心是物理学中的重要概念，它是质点系或

质体质量的等效中心。当测船靠岸锚泊处于相对

静止状态时，由于受风、浪等因素影响，存在一定

程度的周期性摇摆运动。此时，若不顾及测船的

变形，视测船为刚体，则测船质心的运动具有几个

特性：① 在测船载荷位置和质量不变的情况下，

测船质心在船体坐标系中的位置固定不变。

② 测船横摇、纵摇和艏摇运动实际上是以测船质

心为球心进行的３维空间旋转。③ 在靠岸锚泊

的短时间内，测船上其他各点在地心坐标系中的

空间直角坐标随船的横摇、纵摇和艏摇运动发生

相应改变，但测船质心位置在地心坐标系中的空

间直角坐标基本不变，且质心与测船其他各点在

地心坐标系中的空间距离保持不变。

１．２　质心位置的确定模型

ＧＰＳＲＴＫ定位技术利用参考站与移动站之

间观测误差的空间相关性，在１～２ｓ的时间里得

到ｃｍ级的高定位精度
［６８］。该技术优势可以用

于船体质心位置的测定。

假设测船质心位置为犗，在甲板平面内不共

线的任意３点犃、犅、犆上各架设一部 ＧＰＳＲＴＫ

测量接收机接收天线进行观测（称犃、犅、犆３点为

观测点）。当测船靠岸锚泊时，由ＧＰＳＲＴＫ技术

可在某时刻得到各观测点在地心坐标系中的空间

直角坐标。根据质心的特性，测船上各观测点与

测船质心犗的空间距离将不随测船运动及测船

摇摆而改变，故有：

犡犻（狋）－犡 ＝犚犻 （１）

式中，犡犻（狋）＝［狓犻（狋） 狔犻（狋） 狕犻（狋）］
Ｔ，为某历元

观测点犃、犅、犆在地心坐标系中的空间直角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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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量（犻表示观测点犃、犅、犆）；犡＝［狓 狔 狕］Ｔ，为

测船质心犗在地心坐标系中的空间直角坐标向

量；犚犻为各观测点与质心犗 之间的相应距离。

设在第犽历元，观测点犃 由ＧＰＳＲＴＫ测量

技术获得在地心坐标系中的空间直角坐标向量，

则根据式（１）展开为：

（狓－狓犃（狋犽））
２
＋（狔－狔犃（狋犽））

２
＋

（狕－狕犃（狋犽））
２
＝犚

２
犃 （２）

　　设狓０、狔０、狕０为测船质心坐标的初值，犚犃
０
、

犚犅
０
、犚犆

０
为质心与各观测点的距离初值，则对式

（２）线性化可得：

（狓０－狓犃（狋犽））^狓＋（狔０－狔犃（狋犽））^狔＋（狕０－

狕犃（狋犽））^狕－犚犃
０^
狉犃－（狓０－狓犃（狋犽））狏狓犃 －（狔０－

狔犃（狋犽））狏狔犃 －（狕０－狕犃（狋犽））狏狕犃 ＋（（狓０－

狓犃（狋犽））
２
＋（狔０－狔犃（狋犽））

２
＋（狕０－狕犃（狋犽））

２
－

犚２犃
０
／２＝０ （３）

　　同理，对于观测点犅、犆有类似表达式，化成

矩阵形式为：

犃犽犞犽＋犅犡犽^狓＋犅犚^狉－犠犽 ＝０ （４）

式中，犽为历元号；犃犽为３×９维观测点坐标系数

矩阵；犅犡犽为３×３维质心坐标系数矩阵；犞犽＝

［狏狓犃犽 狏狔犃犽 狏狕犃犽 狏狓犅犽 狏狔犅犽 狏狕犅犽 狏狓犆犽 狏狔犆犽

狏狕犆犽］
Ｔ为 ９ 维观测点坐标改正数向量；^狓＝

狓^ 狔^［ ］狕^ Ｔ为３维测船质心坐标改正数向量；

犅犚为３×３维距离系数矩阵；^狉＝ 狉^犃 狉^犅 狉^［ ］犆
Ｔ为

３维距离改正数向量；犠犽为３维不符值向量；观

测值权阵犘犽为９×９维方阵。

若测船在靠港锚泊的过程中犃、犅、犆３观测

点连续在狀个历元进行了观测，则有：

犃
３狀×９狀

·犞
９狀×１
＋ 犅
３狀×６

·狔^
６×１
－犠
３狀×１
＝０ （５）

式中，犃为系数矩阵；犞 为观测点坐标改正数向

量；^狔为待估参数的改正数向量，包括３个方向上

的质心坐标及３个距离向量；犠 为线性化后的不

符值向量；观测值权阵犘为９狀×９狀维权阵，对应

的协因数阵为犙。

由式（５）可知，需要确定测船质心犗 的坐标

以及各观测点与质心的距离共６个待估参数，而

狀个历元的方程数为３狀。为使式（５）有解需要满

足条件３狀≥６，即狀≥２，因此，至少需进行两组不

同历元的观测。

当狀＞２时，根据附有参数的条件平差原理得

到待估参数的改正数解为：

狔^＝ ［^狓　狉^］
Ｔ
＝犖

－１
犫犫犅

Ｔ犖－１犪犪 犠 （６）

式中，犖犪犪＝犃犙犃
Ｔ，犖犫犫＝犅

Ｔ犖－１
犪犪 犅。

由待估参数的初值犢０［狓０　狔０　狕０　犚犅０　

犚犆０］
Ｔ可得到待估参数估值为：

犢^＝犢０＋狔^ （７）

观测值的改正数为：

犞＝犙犃
Ｔ犖－１犪犪 犠－犅^（ ）狔 （８）

由式（８）得到验后单位权方差为：

σ^
２
０ ＝犞

Ｔ犘犞／（３狀－６） （９）

进而解出待估参数犢^的验后方差阵为：

犇^犢 ＝σ^
２
０犖

－１
犫犫 （１０）

根据式（１０）可以求出各参数解的精度为：

σ^
２
犻 ＝ 犇^犢（犻）　（犻＝１，２，…，６） （１１）

　　解算中，如果设定测船质心坐标的初始值有

较大偏差，略去二次微小量的模型误差，对上述结

果将产生不可忽略的影响。因此，应采取迭代法

进行解算。

２　仿真实验与分析

设有一密度均匀的刚性长方体犃犅犆犇犈犉

犌犎（长、宽、高分别为４０ｍ、１０ｍ、６ｍ），则该刚体

的质心应位于其几何中心，即对角线犅犎、犇犉的

交点犗 处。以质心犗为原点建立站心坐标系（犗

犡犢犣），并按左手原则建立船体坐标系（犗狓狔狕），

犗狓、犗狔、犗狕正向分别垂直于平面犅犆犌犉、犃犅犉犈、

犃犅犆犇。初始状态，船体坐标系各轴与站心坐标

系各轴指向一致，如图１（ａ）。

图１　质心及观测点位置分布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Ｂａｒｙｃｅｎｔｅｒａｎｄ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Ｐｏｉｎｓ

在犃、犅、犆３点实施位置观测，在初始状态

时，各点在站心坐标系及船体坐标系下的坐标均

为犡犃＝［－２０　５　３］
Ｔ，犡犅＝［２０　５　３］

Ｔ，犡犆＝

［２０　－５　３］
Ｔ。由此可得质心犗与观测点犃、

犅、犆距离向量犚＝［２０．８３３　２０．８３３　２０．８３３］
Ｔ。

当刚性长方体以质心为原点，在空间进行一定幅

度的旋转时（见图１（ｂ）），质心犗在站心坐标系下

的坐标仍保持不变，而犃、犅、犆３点在站心坐标系

下的空间直角坐标将根据横摇、纵摇、艏摇发生相

应变化。

以３个不同频率模拟刚性长方体多个历元的

横摇ω犚、纵摇ω犘、艏摇ω犃变化序列，采用的具体

９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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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为：

ω犚 ＝ｃｏｓ（１０π狋／１８０）＋ｃｏｓ（２８π狋／１８０）＋

　ｃｏｓ（３０π狋／１８０）

ω犘 ＝ｃｏｓ（５π狋／１８０）＋ｃｏｓ（１５π狋／１８０）＋

　ｃｏｓ（２５π狋／１８０）

ω犃 ＝ｃｏｓ（２π狋／１８０）＋ｃｏｓ（６π狋／１８０）＋

　ｃｏｓ（１８π狋／１８０）

　（狋＝１，２，…，１０００

烅

烄

烆 ）

　（１２）

　　根据多个历元的横摇、纵摇、艏摇变化序列，

经旋转变换矩阵犚可得到相应多个不同历元的

观测点犃、犅、犆 在站心坐标系下的空间直角坐

标，随机选取其中任意狀个相继历元的空间直角

坐标序列进行测船质心位置的解算。

设定平差计算中待估参数的初始值为犢０＝

［５　５　５　１５　１５　１５］
Ｔ，由任意狀个不同历元

的观测点犃、犅、犆的空间直角坐标序列，根据式

（５）～（８）迭代求解。取迭代阈值为１０
－５ ｍ，得犢^

＝［３．５×１０－１２　２．０×１０
－１２
　１．１×１０

－１２
　

２０．８３３　２０．８３３　２０．８３３］
Ｔ。计算结果与站心坐

系下质心的坐标［０　０　０］
Ｔ以及质心与观测点

犃、犅、犆的距离犚＝［２０．８３３　２０．８３３　２０．８３３］
Ｔ

一致。

为考察上述确定测船质心位置方法的精度，

对解算的质心进行精度评估。由于实际犃、犅、犆

的位置观测量存在一定误差，利用犃、犅、犆３个观

测点坐标来解算的测船质心坐标也含有误差。根

据ＧＰＳＲＴＫ的精度，在观测点犃、犅、犆的坐标中

加入犖～（０，０．０１ｍ
２）随机误差，对测船的质心

位置及距离进行解算，据式（１１）可得各待估参数

的精度。视不含随机误差的测船质心坐标及距离

向量为真值，将其作为参考值对解算的质心坐标

及距离向量进行比较。两者的差值Δ犢^为：

Δ^犢＝犢^－珟犢 （１３）

式中，^犢为待估参数的解算值；珟犢为参考值。

重复上述解算过程，仍选取相继狀个历元的

观测数据，共进行犿次（犿＝１００）测船质心坐标及

距离的解算，具体解算结果如图２、图３所示。经

计算：① 利用该方法所得各次的参数解的中误差

在１０－１４～１０
－１２ ｍ之间；解算１００次参数解的中

误差平均值在１０－１３ｍ左右。② 测船质心坐标各

次的解算值与设定的质心坐标真值差值的绝对值

在１０－１３～１０
－１２ｍ 之间，１００次解算的平均值在

１０－１３ｍ级；而各次距离向量的解算值与真值差值

的绝对值为３～９ｃｍ，１００次解算的平均值为２～

４ｃｍ。这一结果说明上述质心确定方法得出的测

船质心坐标可以达到较高的精度，利用含有ＲＴＫ

噪声水平的位置观测量来求定测船的质心位置，

误差仍为可以忽略的量级。

图２　待估参数解算值的精度

Ｆｉｇ．２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ｆ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图３　待估参数解算值与参考值差值

Ｆｉｇ．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ｎｄ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３　不同因素对测船质心位置确定的

影响

３．１　待估参数初始值的影响

为考察待估参数初始值对确定质心位置的影

响，改变平差计算中待估参数的初始值为犢０＝［５

　１０　－５　１０　１０　１０］
Ｔ，保持犃、犅、犆３点在

船体坐标系中的坐标不变，得待估参数解算值为

犢^＝［９．４×１０－１２　５．０×１０
－１２
　２．７×１０

－１２
　

２０．８３６　２０．８３８　２０．８４０］
Ｔ。解算结果与质心坐

标以及质心和观测点犃、犅、犆距离的真值珟犢＝［０

　０　０　２０．８３３　２０．８３３　２０．８３３］
Ｔ基本一致。

由此可以看出，利用上述方法确定测船质心坐标

时，待估参数的解算对初始值的选取并不敏感。

３．２　观测点位置的影响

为考察观测点位置对确定测船质心位置的影

响，改变犃、犅、犆３点在船体坐标系中的坐标为

犡犃＝［－１５　３　６］
Ｔ，犡犅＝［１５　７　３］

Ｔ，犡犆＝

［２０　－５　８］
Ｔ。取犢０＝［５　５　５　１０　１０　

１０］Ｔ，经迭代求出质心坐标为犢^＝［－３．６×１０－１２

　－１．７×１０
－１２
　－９．９×１０

－１３
　１６．４３７　

１６．８２６　２２．１１９］
Ｔ。解算结果与真值 珟犢＝［０　０

　０　１６．４３２　１６．８２３　２２．１１３］
Ｔ也仅相差 ｍｍ

级。可以看出，观测点位置对解算结果不产生影

响，３点位置可以不对称，也可以不同时处于甲板

０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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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只需满足３点不共线即可。

３．３　犌犘犛犚犜犓测量环境因素的影响

ＲＴＫ是建立在流动站与基准站误差强相关

这一假设的基础上的。当流动站离基准站较近

时，利用一个或数个历元的观测资料即可获得ｃｍ

级精度的定位结果。然而，随着流动站和基准站

间距的增加，这种误差相关性将变得越来越差，定

位精度迅速下降。当流动站和基准站间的距离大

于５０ｋｍ时，ＲＴＫ的单历元解一般只能达到ｄｍ

级的精度［６］。因此，依上述方法进行测船质心测

量的布设区域应尽可能靠近参考站。

此外，ＲＴＫ用于传送参考站观测数据的无线

电信号，易受到障碍物和各种高频信号源的干扰，

因此，依上述方法进行测船质心测量时需保持无

线电信号通畅，以保证ＲＴＫ测量的精度和作业

半径。

４　结　语

利用本文方法确定测船的质心坐标，各观测

点仅需满足３点不共线的条件，且质心坐标的解

算与初始值的选取并不敏感。实际测量只需数秒

即可完成一组测量，即使为提高精度进行多次测

量，整个过程也可在连续历元的短时间内完成。

此方法的实施有利于提高姿态传感器的感应精

度，提高海道测量中海上属性测量成果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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