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犌犖犛犛连续运行参考站网的下一代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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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智能时代的网络组成，探讨了地球空间信息智能传感网的结构和特性，进而阐述了基于ＧＮＳＳ

的连续运行参考站网（ＣＯＲＳ）的初步智能特征。在此基础上，阐述了ＣＯＲＳ可以构成地球空间信息智能传感

网的地基基础设施的缘由，并指出了其未来发展方向和应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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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社会经历了信息时代，正在朝着智能时

代迈进。智能化是当今世界创新的主题之一，人

和自然的关系日益密切，寻求智能发展方式已成

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

智能感知网络的建立是人类进入智能发展的

第一步。智能感知网络是由智能传感器组成的具

有感知功能的网络，由传感器加微处理器和通信

模块组成。很多测绘仪器本身就是传感器，如

ＧＰＳ接收机就是能感知位置和时间的传感器，全

站仪是感知距离和方位的传感器，陀螺仪是感知

姿态的传感器，但它们还不够智能。如果加上微

处理器和通信模块，可成为智能传感器。智能传

感器与各种设备有机结合感知其工况，与各种环

境结合感知环境变化，与地域目标结合感知地理

要素及其变化，这是智能传感器今后一段时间的

研究发展方向。用智能传感器建立网络，建立智

能处理中心和控制服务中心，感知世界、远程分

析、智能判决、适时控制，这就是智能发展的第

一步。

１　智能传感器和智能传感网

智能传感器是具有信息处理、环境适应和自

我修复功能的传感器，可采集、处理、交换信息，并

自动恢复受环境影响而降低了的感知性能［１］。智

能传感器一般与微型计算机和无线发送装置集于

一体，称作无线网络传感器节点［２］。节点一般置

于观测对象的附近，或与观测对象直接接触，甚至

埋于感兴趣观测对象当中［２］。它们通常具有自校

零、自标定、自校正、自动检验、自动补偿、自选量

程、自寻故障、记忆与学习、判断与决策等功能，以

及高精度、高可靠性、高分辨率、高稳定、高适应

性、低功率、低价格性能比等特点。

世界上已有的成千上万的智能传感器可以集

成为强大的网络，带来工业和农业生产、环境灾害

监测以及地球观测领域革命性的飞跃。

智能网络的最前端（所谓１ｋｍ问题）即是无

线智能传感器网络，该网络具有自组织、自适应通

信功能。无线智能传感器网络技术是将智能传感

器技术、微型计算机技术、无线通信技术、卫星定

位技术、自动控制技术、数据网络传输、储存、处理

与分析技术集成的现代信息科学技术。其中，卫

星定位技术实时确定智能传感器的位置和感知

时间。

２　地球空间智能传感网的结构设想

２．１　智能传感网

智能传感器作为智能传感网的节点一般置于

观测对象的附近，或与观测对象直接接触，甚至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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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感兴趣观测对象当中［２］。

无线智能传感器网络技术的特点之一是拥有

为数较多的传感器，可以通过增加或减少节点来

自主、自适应地构成网络传感器组合，通过协同工

作完成较大面积区域的多种信息获取任务。

在信息获取方面，无线智能传感器网络技术

主要是直接测量对象的各种特性，如温度、湿度、

风速、风向、压力、位移量、振动加速度、气体化学

成分、水的流量及流速、某些生物成分以及距离、

姿态、速度、加速度和位置等。

无线智能传器网络技术能全天候、近距离、高

采样率地提供数据，极大地丰富了环境和地理域

情监测中的数据。

智能传感网的发展首先要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包括下一代宽带网建设，ＩＰＶ６地址的申请和

无线通信技术 ＷｉＦｉ、Ｚｉｇｂｅｅ的快速发展。下一代

宽带网的入户速度将达１００Ｍｂ／ｓ。ＩＰＶ６地址充

足是物联网和智能传感网的基础，中国目前的申

请量在全世界的排位为１６～１８，不及德国的１／

３３０，有待进一步发展。

另外，智能传感网的发展还需依靠应用的拉

动，按应用的需求研制各类智能传感器，将传感器

微型化、节能化、标准化。

２．２　地球空间信息智能传感网及其结构

测绘科学技术地球空间信息技术进入了新

时代。绿色发展、智能发展、安全发展、协调发展、

可持续发展都是以人为本的和谐发展模式，这一

模式要求测绘的内涵和内容发生扩张性、协同性

变化，测绘进入了地理域情全面、实时、协同性和

公众式监测的新时代。

地理域情泛指国家和公众利益需求的地理要

素、生态、卫生和环境等要素的现状、历史、未来和

变化发展趋势，地理域情信息的全面、实时、协同

性、公众式监测要求测绘建立地球空间信息智能

传感网的新手段。

地球空间信息科学和技术涉及空间科学技

术、地球科学技术、测绘科学技术等，也涉及国土、

规划、地震、水利和农业等其他行业，其信息获取

需要这些科学技术手段和行业的协同支持，同时，

也为这些科学技术和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有用信

息，因而共享和协同很重要。它的下一步发展是

智能化，依赖于建立天、空、地一体化的地球空间

信 息 智 能 传 感 器 网 （ｇｅｏｉｎｆｏｓｅｎｓｏｒｗｅｂ，

ＧＳＷ）
［３］。

建立信息共享和协同处理的机制、协议和技

术是智能发展和地理域情信息监测的关键，是建

立相应的智能传感器网基础设施ＧＳＷ 传感网的

基础。

ＧＳＷ 应该具备３个特征：① 地理信息全面

实时感知，即利用ＧＮＳＳ、多种智能传感器、射频

标签等随时随地获取地域目标多尺度、多时相的

时空和理、化、生等动态属性信息；② 地理信息安

全可靠传递，通过无线局域网、各种电信网络与互

联网的融合，将地域目标的信息实时、准确和安全

地传递出去，必要时还可接收输入的控制或标定、

补偿、修正等信息；③ 地理信息智能分布处理，利

用云计算、模糊识别等各种智能计算与并行和分

布处理方法，对地域情况及其变化进行综合分析

并给出有效控制和及时决策。

ＧＳＷ 的结构如封二彩图１、２所示（封二彩图

２来自 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ｍｄｏｏｒ．ｃｏｍ／ｎｅｗｓ．ａｓｐｘ？

ｎｅｗ＿ｉｄ＝５６４，２００９）。为了实现地理域情信息的

全面实时感知、安全可靠传递和智能分布处理，

ＧＳＷ 的天、空、地协同式骨干网络应该包括５层

感知网络平台，即① 太空平台，由对地观测和卫

星地面接收站组成，卫星含各种光学、微波、红外

的对地影像获取传感器或重力、磁力、大气、电离

层的传感器；② 高空平台，由平流层气球组成，含

所需的光学、微波、红外等传感器载荷和定位及通

信装置；③ 中空平台，由载人航空摄影测量和航

空大地测量设备组成，含通信装置和时空、姿态传

感器；④ 低空平台，由无人机装载的摄影测量、工

程测量和大地测量设备组成，也含通信设备和时

空、姿态传感器；⑤ 地基平台，由ＣＯＲＳ网与各种

专业的智能传感网以及地面地理域情智能传感网

组成，近地或就地感知地理域情信息；⑥ 分布式

数据处理中心和云计算服务中心。上述每一种传

感网络平台都有自己的智能化数据处理中心，这

些处理中心实现互联、互通、共享互操作，向用户

提供“所要即所得”的服务。

按照这一构想，ＧＳＷ 有如下特性：① 层次

性。可能将有国家平台，满足国家需求；区域平

台，满足省区需求；局部平台，满足城市或特种工

程需求；行业平台，满足行业特种需求；企业平台，

满足某类公众用户需求。② 互通共享性。ＧＳＷ

各层次之间实现互联、互通、共享互操作。互联指

通信网络的链接；互通指数据、信息在协议框架下

的交换；共享互操作指在业务和专业上的沟通和

资源共享。③ 柔变性。ＧＳＷ 作为感知网络，随

任务需求的不同，各层平台和平台内部设施是随

时可重构、可拆卸、可扩展、可搭建的。

４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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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犆犗犚犛网———空间信息智能传感

网的地基基础设施

　　在上述ＧＳＷ５层网络结构中，ＣＯＲＳ网具有

特别突出的意义。在国际和国家层面上，它构成

了世界地球坐标系统一个重要的参考框架和国家

坐标系统主要的参考框架，是地球空间信息基础

设施。在地基平台上，它作为时空基准为所有智

能感知网提供时空位置服务，也可为低空平台和

中空平台提供时空位置服务。因此，它既是ＧＳＷ

的地基基础设施，又是ＧＳＷ 地基平台的骨干网

络。它本身也具有层次性、互通共享性。但一般

来说，它作为地球空间信息的基础设施，其结构是

要求相对稳定的，因而缺乏柔变性。

ＣＯＲＳ网是地基地球空间信息智能传感网的

基础设施，还因为：① ＣＯＲＳ中的基准站是固定

式高精度空间位置和时间传感器；其网络 ＲＴＫ

用户服务终端是随监测任务需求变化而随时可变

的流动式位置、时间和目标属性监测的传感器；

②ＣＯＲＳ网具有对其基准站的远程设备工况监控

功能、数据自动传输功能，对其用户的自动识别、

接入和终止功能。当某个基准站功能暂时失效

时，网络可以启动其他基准站以替代暂时失效的

基准站完成特定的用户任务，因而ＣＯＲＳ网也是

初步智能化的传感网络。

ＣＯＲＳ网作为智能传感网，进一步智能化的

方向应该包含：① 业务化监测，并给出基准站位

置的周日、周月、季节和周年性变化及变化规

律［４］，以实现与时空位置感知相关的各类系统误

差的自动补偿；② 设备和系统故障的自动判断和

修复，完备性、安全性监测和发播；③ 流动用户定

位区域受制于山形地貌和建筑物环境等问题引起

的卫星遮挡导致的定位、导航、测时失效的可用性

时间窗口自动获取，其最终实现要靠区域三维

建模。

ＣＯＲＳ网作为地基智能传感网基础设施应该

强化的方面是：① 如何提供适应诸如环境、气象、

农业等不同专业需求的智能传感网的便宜、精度

可选、实时性强的时间和地理空间位置的传感器，

以组合到各种专业传感器之中，形成专业智能传

感网与ＣＯＲＳ的协同与联结；② 如何提高ＣＯＲＳ

网络与各专业传感网络联结后协同工作的可靠

性、实时性和整体的服务性能；③ ＣＯＲＳ网络与

各专业智能传感网的协同服务模式探索和协同服

务质量控制。

ＣＯＲＳ网与地球空间信息传感器网一起构成

了天空地一体化的地理域情感知网络：① ＣＯＲＳ

网是智能传感器网的基础设施，为地基、低空和中

空感知平台提供时空基准，并为地基智能传感器

网提供精确时间同步依据和位置基准；② ＣＯＲＳ

网具有安全性高的网络通信和移动通信资源，各

区域和行业的地理信息、环境、生态、工农业等智

能传感网与ＣＯＲＳ基准站无线连接，容易在“野

外”就进入参与互联网实现信息共享的专用网络，

共享ＣＯＲＳ通信资源和时空基准资源；③ ＣＯＲＳ

网与各地区、各行业、各单位的专业性智能传感网

联结既是一种趋势，又是测绘技术、方法和应用发

展的又一次机遇，关键是要解决信息共享和工作

协同；④ 地基、空基（包括高、中、低）、天基 ＧＳＷ

构成了现在和未来的地理域情监测感知平台体

系；⑤ 这一体系实现了对地球感知的全天候、多

尺度、多时相、实时乃至瞬态、近距离乃至零距离、

外部乃至内部的全面性监测；⑥ 这一平台体系绝

不是一家可以构成的，其中有政府平台，也有商业

平台，有国内平台，也有国际平台，因此，不仅应有

国内资源共享，也应有国际资源共享。共享模式

是多样的，有偿或无偿，公益化或商业化，保密或

公开。但理念越开放，智能化程度肯定越高。

４　犆犗犚犛网与空间信息智能传感网

的集成与应用举例

４．１　基于犆犗犚犛的智能传感器

１）移动测图汽车。由基于 ＣＯＲＳ的网络

ＲＴＫ定位定时、惯导单元定姿及集成了地面摄

影、激光扫描的测图设备组成，可进行移动式可漫

游测绘服务。

２）空中无人或有人驾驶飞机。装载有ＧＰＳ、

高精度惯导、单色或双色激光扫描雷达、摄影相机

等传感器，可感知三维地形、建筑物、管线和海面

或浅层海底等实况、深度及其变化。

３）ＧＰＳ地震仪。２０～５０Ｈｚ的双频高采样

率ＣＯＲＳＧＰＳ基准站接收机和２００Ｈｚ以上的地

震仪组合成的地震传感器，同时感知地震波的三

维振动加速度和三维位移变化波形［５］。

４）大坝、桥梁建筑微小应变位移合成孔径雷

达。可与基于ＣＯＲＳ的ＲＴＫ技术集成感知大型

工程建筑物的绝对位移变化和相对微小应变位

移，应用于大桥或坝体位移观测、坝基沉降观测，

边坡及滑坡体位移观测及冰川运动及火山观测。

５）精密农业拖拉机。拖拉机上集成了能与

５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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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ＲＳ联系的ＧＰＳ网络ＲＴＫ接收机、激光扫平

仪、监测土壤和大田养分及有害物质成分的传感

器，以及农田管理控制器件。

４．２　基于犆犗犚犛的智能传感网

１）滑坡泥石流监测网。基于ＣＯＲＳ的高精

度、实时、便宜的网络ＲＴＫ技术，全天候自动监

测滑波、泥石流运动状态，提供预警信息。

２）大坝、公路碾压施工智能监测网。装有

ＧＰＳ网络ＲＴＫ接收机和工程施工地图的碾压机

可自动按施工规程施工和进行施工质量控制，以

及获得压实率等参数。

５　结　语

１）“智慧地球”的实现要依靠天、空、地一体

化的ＧＳＷ的建立，它开启了测绘发展的一个新

时代。

２）ＣＯＲＳ网本身具有智能性时空感知网的

特征，是地基的地球空间信息感知网的基础设施。

它与区域和行业的各类感知网通过无线或有线方

式连接，将构成“智慧地球”的地基智能感知网。

３）信息共享和协同工作机制的建立是促进

智能化建设和发展的关键。协同服务模式的建立

和新的探索是保障广大用户需求和利益的关键。

这依靠思维方式和观念的改变，也依赖于智能技

术的深层次开发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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