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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讨了ＣＯＭＰＡＡＳ地球参考框架所对应的地球参考系统的定义、地球参考框架的建立和维持方案，

并选取我国现有的ＣＯＭＰＡＳＳ跟踪站和ＩＧＳ跟踪站数据进行了一系列的仿真验证。分析了跟踪站分布对地

球参考框架的影响以及多分析中心组合对参考框架周解稳定性和可靠性的影响。试验结果表明，全球均匀分

布的跟踪站在２０个左右时就能基本满足建立地球参考框架的需求，为了保障地球参考框架的长期稳定性和

精度，全球均匀分布的跟踪站应为３０个左右；引入多个分析中心组合处理生成最终解不但可以探测出单个数

据处理中心所引入的粗差，也可进一步增强周解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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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国尚无完善的地球参考框架，且在此

方面的研究与国际相比尚有差距。随着北斗导航

系统（ＣＯＭＰＡＳＳ）的逐步建立和应用，研究和建

立与之对应的地球参考框架刻不容缓，本文探讨

了基于ＣＯＭＰＡＳＳ系统建立我国自主的地球参

考框架及其维持方法（ＣＯＭＰＡＳＳ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ｒｅｆ

ｅｒｅｎｃｅｆｒａｍｅ，ＣＴＲＦ）。ＣＴＲＦ的主要服务对象

是ＣＯＭＰＡＳＳ卫星导航定位系统，是所有ＣＯＭ

ＰＡＳＳ系统相关应用与服务的基础；同时也可以

为我国对地观测等其他地球科学的研究与应用提

供参考框架［１］。

１　犆犜犚犉建立的方案

１．１　犆犜犚犉所对应的犜犚犉以及犆犜犚犉的基准定义

目前由国际地球自转与参考系统服务组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ａｒｔｈ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ＥＲＳ）推荐的国际地球参考系统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ＴＲＳ）已成为国际上普遍接受并使用的地球参考

系统，各类协议等已较为成熟。对于ＣＴＲＦ，建议

采用ＩＴＲＳ最新的ＩＥＲＳ协议２０１０（ＩＥＲＳｃｏｎ

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０）定义，使其也成为ＩＴＲＳ的具体实

现之一［２］。要使 ＣＯＭＰＡＳＳ的坐标系统满足

ＩＴＲＳ定义，还应当用ＩＥＲＳ协议（２０１０）所定义的

模型和参数，包括地表位移模型（潮汐、负载等）、

动力学模型（光速、重力场、潮汐等）和框架转换

（极移、章动等）。这样既符合国际上有关地球参

考系统的统一定义，又便于建立起我国自主的地

球参考框架与其他地球参考框架之间的联系。

ＣＴＲＦ的基准定义可以考虑与最新的ＩＴＲＦ

参考框架（目前是ＩＴＲＦ２００８
［２］）的基准定义对准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并随着ＩＴＲＦ参考框架的更新而更

新。对准所要满足的条件是使得ＣＴＲＦ与ＩＴＲＦ

之间的转换参数及其随时间的演变参数为零，这

个条件可以通过并置站（ｌｏｃａｌｔｉｅ）来完成。

１．２　犆犜犚犉的建立

ＩＴＲＦ等地球参考框架的建立是通过全球分

布的跟踪站来具体实现的，本文也是从全球建站

的角度来研究ＣＴＲＦ的建立：首先是ＣＴＲＦ全球

跟踪站的分布设计；其次通过ＣＯＭＰＡＳＳ跟踪站

与现有ＩＴＲＦ 跟踪站之间的并置观测，获取

ＣＯＭＰＡＳＳ跟踪站的地心坐标；最后通过逐年数

据处理，逐步过渡到只采用ＣＯＭＰＡＳＳ技术进行

观测而建立的地球参考框架上来［４５］。

为了满足各种应用以及ＩＥＲＳ协议（２０１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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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参考框架精度的要求，ＣＴＲＦ应该满足以下

的要求。

１）ＣＴＲＦ应和ＩＴＲＦ对准，并置站的精度要

求要控制在５ｃｍ（２σ）以内。需要说明的是，伽利

略地球参考框架（Ｇａｌｉｌｅｏ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ｒａｍｅ，ＧＴＲＦ）对并置站的精度要求是３ｃｍ

（２σ），本文是在参照ＧＴＲＦ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

际情况提出的此项指标。在ＣＴＲＦ的维持与精

化中，该指标可进一步提高。

２）ＣＴＲＦ的初始建立应该在所有的ＣＯＭ

ＰＡＳＳ卫星发射之前完成（如ＧＰＳ），因此其初始

建立阶段应采用其他观测数据作为过渡［６］。

根据上述对 ＣＴＲＦ 的要求，本文提出的

ＣＴＲＦ建立方案如下。

１）ＣＴＲＦ的初始实现。在ＣＴＲＦ建立的初

始阶段，仅依赖ＣＯＭＰＡＳＳ数据很难完成，需要

借助其他数据，尤其是ＧＰＳ数据。ＧＰＳ数据的作

用是帮助坐标未知的ＣＯＭＰＡＳＳ跟踪站获取比

较精确的地心坐标，完成ＣＴＲＦ的初始实现。

２）ＧＰＳ数据向ＣＯＭＡＳＳ数据的过渡。随

着ＣＯＭＰＡＳＳ卫星的发射以及卫星数据的逐渐

增多，ＣＴＲＦ的实现逐渐向ＣＯＭＰＡＳＳ＋ＧＰＳ的

模式过渡。

３）依靠 ＣＯＭＰＡＳＳ 数据来建 立 和 维 持

ＣＴＲＦ。伴随着ＣＯＭＰＡＳＳ数据的丰富，它可以

作为主要的数据源来建立和维持ＣＴＲＦ，实现由

依靠ＧＰＳ数据向依靠ＣＯＭＰＡＳＳ数据维持和建

立ＣＴＲＦ的转变。

４）在上述３个步骤中ＳＬＲ和 ＶＬＢＩ的辅助

作用。其辅助作用主要表现在为ＣＴＲＦ的基准

定义中提供精确的原点和尺度参数。

ＣＴＲＦ的建立流程参见图１，从图中可以分

图１　ＣＴＲＦ建立的流程

Ｆｉｇ．１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ＣＴＲＦ

析出ＣＴＲＦ建立的两大特点。

１）在ＣＴＲＦ建立的初始阶段，仅依赖ＣＯＭ

ＰＡＳＳ数据很难完成，需要借助其他数据，尤其是

ＧＰＳ数据；

２）ＣＴＲＦ的建立还应借助ＧＮＳＳ以外的技

术，例如ＳＬＲ／ＶＬＢＩ等技术，利用多种技术各自

的优势来共同建立和维持ＣＴＲＦ，因而涉及多种

空间大地测量数据的组合处理。

１．３　犆犜犚犉的维持与更新

对于一个要求长期保持精确、自洽的ＣＴＲＦ，

其维持与更新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根据ＣＯＭ

ＰＡＳＳ系统服务的需要，对地球参考框架的维持

应考虑以下要求。

１）ＣＴＲＦ 和ＩＴＲＦ 站的坐标一致性应为

５ｃｍ（２σ）以内，在 ＧＴＲＦ的建立中要求是在３

ｃｍ以内，但是考虑到我国现有的基础，可对此指

标适当有所降低。

２）ＣＴＲＦ应不断更新（可以每６个月更新一

次ＣＴＲＦ，也可以按照ＩＥＲＳ或者其他协议的要

求进行更新）。

３）对ＣＴＲＦ产品进行每星期的检核和定期

检核，以保证产品的质量。ＣＴＲＦ的产品包括

ＳＩＮＥＸ周解文件和地球自转参数（ｅａｒｔｈ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ＥＲＰ）文件、组合轨道、钟差等产品，

２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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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发布的各种版本的ＣＴＲＦ。为了保证ＣＯＭ

ＰＡＳＳ产品的长期可靠性，需要建立与其他服务

组织的联系。例如在ＣＴＲＦ维持阶段的检核要

考虑建立与ＩＧＳ、ＩＥＲＳ、ＩＬＲＳ等的接口，以利用

其产品进行比对。

４）对ＣＯＭＰＡＳＳ系统跟踪站坐标和速度进

行时间序列分析，分析时间序列中存在的趋势项、

周期项及噪声特性，并建立相应的改正模型。

１．４　犆犜犚犉的检核

要使ＣＴＲＦ长期保持精度自洽，最可行方法

是通过连续分析和检核来监测跟踪网的质量以及

卫星定轨的精度，一旦发现问题，立即发布检核报

告。检核的过程既要贯穿整个ＣＴＲＦ的建立环

节，也要贯穿ＣＴＲＦ的维持环节。检核的对象应

涉及到ＣＯＭＰＡＳＳ系统所建立的跟踪站及其所

对应的ＩＴＲＦ并置站、ＩＴＲＦ跟踪站的位置和速

度、ＩＧＳ的组合累积解（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ｓｏ

ｌｕｔｉｏｎ）、跟踪站与其附近ＩＴＲＦ／ＩＧＳ站的局部连

接 （ｌｏｃａｌｔｉｅ）。伴随着每一次 ＣＴＲＦ建立的更

新，应要求提供相应的更新检核报告。检核报告

包括的内容主要应包括执行检核的所有信息和结

果，以及坐标参考框架建立的精度评估。与

ＩＴＲＦ并置站坐标的限差不能超过设定的阈值。

如果检核没有通过，则必须重新建立新的地球参

考框架。检核将贯穿整个地球参考框架建立与维

持的所有环节以保证地球参考框架能够提供精密

的框架信息。

２　犆犜犚犉建立的仿真试验

通过ＩＧＳ跟踪站的数据和现有的 ＣＯＭ

ＰＡＳＳ跟踪站的数据模拟ＣＴＲＦ的建立和维持，

从而真实建立ＣＴＲＦ提供技术支持。

２．１　跟踪站分布对地球参考框架的影响分析

ＣＯＭＰＡＳＳ目前的跟踪站仍然以国内的为

主，国际上的跟踪站主要是考虑在南北极建站。

基于以上考虑，可得到仿真选站的几点原则。

１）重点考虑中国区域的跟踪站；

２）采用ＧＰＳ数据来仿真ＣＯＭＰＡＳＳ数据；

３）尽量选取拟建ＣＯＭＰＡＳＳ跟踪站附近的

ＩＧＳ站。

根据以上原则，本文设计了６种方案（表１），

不同方案所对应的跟踪站的分布见图２。从方案

４开始，试验中所选的跟踪站去掉了中国区域内

的ｇｕａｏ站，因为它离ｕｒｕｍ站非常近，从全球范

围考虑时可以不选此跟踪站。为了测试不同跟踪

站对于建立ＣＴＲＦ的影响，本文先按照不同方案

所选取的跟踪站进行定轨（定轨的同时求解ＥＲＰ

参数），然后用得到的轨道来对测试站进行定位，

所选取的测试站分布见图３。

图２　用于定轨的跟踪站的分布

Ｆｉｇ．２　３０Ｄａｔｕｍ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ｆｏｒＯｒｂｉｔ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图３　全球均匀分布的定位测试站

Ｆｉｇ．３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Ｔｅｓｔ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Ｗｅｌ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从不同方案的定轨结果来看，方案１～方案３

的定轨精度都低于广播星历，不适合用来计算相

应的定位结果。其原因在于这些方案所选取的跟

踪站以中国区域内的站为主，虽然在方案２和方

案３种逐步增加了南极和澳大利亚的站，对定轨

的精度有明显的提高，由于跟踪站在全球范围内

分布极不均匀，定轨的精度还很难满足用户的需

求，更谈不上单纯地依赖中国区域的测站来建立

和维持ＣＴＲＦ。

从方案４开始，逐步加入了欧洲、南美的跟踪

站，并最终使跟踪站的分布扩展到了全球。从表

１中可以看出，定轨的精度也从开始的十几 ｍ到

ｃｍ级水平。为了分析测站分布对地球参考框架

的影响，从方案４开始，试验中选取了全球均匀分

布的２０个测试站进行精密单点定位，测试站的分

布参见图３。由表１中的定位测试精度统计可以

看出，从１７个站扩展到２２个站，定位精度提高了

近８０％左右；从２２个站扩展到３０个站，精度提

高了近１０％左右。从方案５开始，测试站定位的

精度就在３ｃｍ以内，这还只是单天解的结果，如

果经过多天解的组合处理，精度还会有所提高。

３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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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认为，方案５能满足建立和维持地球参考框

架的需求。图４～图６给出了方案４～方案６的

测试站的精度情况（与ＩＧＳ事后周解之间的比

较）。试验结果表明，全球均匀分布的跟踪站在

２０个左右时就能基本满足建立地球参考框架的

需求；为了保障地球参考框架的长期稳定性和精

度，全球均匀分布的跟踪站应为３０个左右。同

时，ＣＴＲＦ建立之初，除了ＣＯＭＰＡＳＳ系统自身

的跟踪站外，还需要来自其他卫星导航系统跟踪

站的数据（例如ＧＰＳ跟踪站等）作为支撑。当然，

借助于其他跟踪站的数据仅仅限于ＣＴＲＦ建立

之初。等到ＣＯＭＰＡＳＳ系统有足够的跟踪站以

及良好的全球分布，ＣＴＲＦ的最终建立以及维持

还是依赖其自身的跟踪站。

表１　仿真方案及其结果统计

Ｔａｂ．１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ｅａｎｄＩｔ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方案 测站分布
测站

个数

定轨精度

统计／ｃｍ

定位测试精度统计／ｃｍ

犈 犖 犝

方案１中国区域 ７ １３１７．１ － － －

方案２
中国区域

＋南极
８ ９９１．０ － － －

方案３

中国区域

＋南极＋

澳大利亚

１０ ２７５．８ － － －

方案４

中国区域

＋南极＋

澳大利亚

＋欧洲

１７ ８．４ ７．６１ ５．８３ ８．２０

方案５

中国区域

＋南极＋

澳大利亚

＋欧洲＋

南美

２２ ３．９ １．２６ ０．９６ ２．７４

方案６
全球均

与分布
３０ ２．８ ０．８１ ０．８５ ２．６

图４　测试站ＰＰＰ位置与ＩＧＳ周解

的差值的 （犈方向）

Ｆｉｇ．４　ＰＰＰ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Ｅａｓｔ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ｅｃｔｔｏｔｈｅＩＧＳＷｅｅｋｌｙ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２．２　技术之内的组合

伽利略地球参考框架的初始实现是采用了三

个分析中心的数据进行组合处理以最终实现

图５　测试站ＰＰＰ位置与ＩＧＳ周解的

差值的 （犖 方向）

Ｆｉｇ．５　ＰＰＰ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ｅｃｔｔｏｔｈｅＩＧＳＷｅｅｋｌｙ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图６　测试站ＰＰＰ位置与ＩＧＳ周解的

差值的 （垂直方向）

Ｆｉｇ．６　ＰＰＰ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ｅｃｔｔｏｔｈｅＩＧＳＷｅｅｋｌｙ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ＧＴＲＦ。在今后ＣＯＭＰＡＳＳ设计时，也可考虑在

中国建立多个数据处理中心，这样便于相互之间

的检核以及数据的备份。采用多个分析中心来求

取技术之内组合解是为了获得更为一致的参考框

架结果，这样就需要设立一个专门负责生成技术内

组合解的数据组合处理中心［７８］。基于以上考虑，

本文进行了数据组合的仿真方案，见表２和图７。

图７　技术之内组合组合实现ＣＴＲＦ的流程

Ｆｉｇ．７　Ｉｎｔｒａ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ＴＲＦ

４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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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技术内组合所使用的数据

Ｔａｂ．２　ＤａｔｕｍＵｓｅｄｉｎＩｎｔｒａ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数据分析中心（ＡＣ）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ＳＩＮＥＸｆｉｌｅｓ 时间

ＡＩＵＢ ２８Ｗｅｅｋｓ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ＥＳＡ ２８Ｗｅｅｋｓ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ＧＦＺ ２８Ｗｅｅｋｓ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数据组合中心 武汉大学卫星导航定位技术研究中心

组合软件 ＰＡＮＤＡＡＤＪ

　注：ＧＰＳｗｅｅｋｓｆｒｏｍ１３９９ｔｏ１４０２，１４１９ｔｏ１４２２，１４３１ｔｏ１

４３４，１４４３ｔｏ１４４６，１４６０ｔｏ１４６３，１４７１ｔｏ１４７４，１４８３ｔｏ

１４８６。

　　从图８可以看出，经过数据组合中心对三个

不同的分析中心的周解进行组合，周解的一致性

有了一定的提高。通过组合处理，同时也可以探

测出单个数据处理中心所引入的粗差，进一步增

加周解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图９给出了组合解与

ＩＴＲＦ２００５之间的转换参数，通过这些转换参数，

可以看出组合解与ＩＴＲＦ２００５有很好的一致性，

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了组合解的精度与

ＩＴＲＦ２００５在同一个水平上。

图８　各分析中心周解与组合解（ＷＨＵ）之间的转换参数

Ｆｉｇ．８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Ｗｅｅｋｌｙ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ｅｎｔｅｒｓａｎｄ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ＷＨＵ）

图９　组合解（ＷＨＵ）与ＩＴＲＦ２００５之间的转换参数

Ｆｉｇ．９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ＷＨＵ）ａｎｄＩＴＲＦ２００５

２．３　技术之间的组合

单纯依赖 ＣＯＭＰＡＳＳ技术来建立和维持

ＣＴＲＦ显然不是很理想，因此在建立和维持

ＣＴＲＦ的过程中，ＳＬＲ、ＶＬＢＩ技术就成了必要的

补充。ＳＬＲ和 ＶＬＢＩ作为辅助技术参与 ＣＴＲＦ

的建 立 和 维 持 主 要 体 现 在 以 下 两 个 方 面：

①ＣＴＲＦ初始实现阶段和检核的过程中，ＣＯＭ

ＰＡＳＳ卫星定轨是重要的一环，ＳＬＲ作为一种高

精度定轨的手段，可以作为ＣＯＭＰＡＳＳ卫星定轨

的检核；② 由于ＣＯＭＰＡＳＳ观测技术与ＧＰＳ技

术有类似的复杂性，不适合单独作为ＣＴＲＦ实现

的基准定义，因此有必要利用ＳＬＲ对地心的敏感

以及 ＳＬＲ、ＶＬＢＩ对尺度的敏感来共同实现

ＣＴＲＦ的基准定义。

并置站和局部连接在技术之间的组合处理中

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目前的并置站还十分

有限，这在布设 ＣＯＭＰＡＳＳ跟踪站时需重点考

５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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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另外在境外布设跟踪站时，附近是否有其他技

术的跟踪站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３　结　语

本文研究了我国自主的地球参考框架ＣＴＲＦ

建立和维持的方案，提出了ＣＴＲＦ建立和维持中

进行检核的流程与内容。本文基于这些方案进行

了相应的仿真试验，分析了跟踪站分布对坐标参

考框架建立的影响以及多分析中心组合对参考框

架周解稳定性和可靠性的影响，这些仿真试验可

为建立和维持我国自主的地球参考框架奠定一定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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