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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述了有关大地坐标系的几个问题，它们大都与国家大地坐标系有关；为了坐标系的维持与应用，提

出２０００中国大地坐标系应由至少２０００个国家级 ＧＮＳＳ连续运行站和若干 ＧＮＳＳ复测站的坐标和速度实

现；认为大地参考架的更新周期取决于参考架的实现精度与具体应用的要求。为满足１∶１０００比例尺测图

的需要，大地参考架的更新周期大约为３０ａ。同时还对“动态大地基准”的说法进行了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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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与大地测量技术的进步，我国大地坐标系经历了

几次重要变化。建国初期，为满足国家经济建设

和国防建设的急需，在天文大地网边布设边平差

的基础上建立了１９５４北京坐标系。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在全国天文大地网整体平差的基础上建成

了１９８０西安坐标系。２０世纪末至２１世纪初，在

中国地壳运动观测网络、全国ＧＰＳ一／二级网和

全国ＧＰＳＡ／Ｂ级网等整体平差的基础上又建成

了新一代国家大地坐标系———２０００中国大地坐

标系。新一代大地坐标系的建成标志着我国大地

坐标系向现代化目标迈进了重要一步。

国家大地坐标系的更新换代涉及到测绘标

准、地理信息生产以及到现有测绘产品的改化等。

启用新一代国家大地坐标系涉及到测绘行业的方

方面面，还涉及到社会公众对新坐标系的认知与

使用等。大地坐标系的维持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关于这方面，有不少问题需要研究、需要解决。基

于这样的认识，本文就大地坐标系的有关问题进

行了探讨。

１　概　念

坐标系的概念与参考系的概念紧密关联。参

考系是为研究一个物体运动选取的参照物。如太

阳系质心参考系是研究行星运动选取的参考系；

地球参考系是研究在地面和地球空间运动选取的

参考系。坐标系是以坐标形式代表空间一点相对

参考系原点位置的系统。如直角坐标系犗犡犢犣

是用三维坐标犡、犢、犣代表一点相对原点犗 位置

的正交坐标系。坐标系必定固连于参考系，物体

相对于坐标系的运动也就是相对于参考系的运

动。在此意义上，坐标系可说是参考系的替身［１］。

在一定意义上，坐标系和参考系可以视为同义词。

在下文中，多半对二者不加区分。

参考系由关于原点、尺度和定向的约定、算法

和常数定义，带有一定的理论性和抽象性，用户使

用不够方便。参考架是由一批参考点的高精度坐

标（和速度）具体体现的参考系。或简言之，参考

架是参考系的具体实现，便于用户接近参考系。

地球参考系是同地球一起在空间作周日运动

的空间参考系，由关于原点、尺度、定向的约定来

定义。如国际地球参考系（ＩＴＲＳ）
［２］定义为其原

点是包括海洋和大气的整个地球的质量中心，其

长度单位是与地心局部框架的 ＴＣＧ（地心坐标

时）时间坐标一致的米（ＳＩ）；其初始定向是１９８４．０

时ＢＩＨ（国际时间局）的定向，定向的时间演变由

关于整体地球水平构造运动无净旋转（ｎｏｎｅｔｒｏ

ｔａｔｉｏｎ）条件保证。也就是说，ＩＴＲＳ由一个无净

旋转框架实现，该框架使狏×狉的全球积分等于０，

这里狏代表位置狉处的板块速度
［３］。ＩＴＲＳ由全

球分布的 ＶＬＢＩ、ＳＬＲ、ＧＰＳ、ＤＯＲＩＳ站在一定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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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坐标和速度下实现，被实现了的ＩＴＲＳ称为

国际地球参考架（ＩＴＲＦ）。ＩＴＲＳ至今已经历了

１２次实现。最近一次实现为ＩＴＲＦ２００８
［２］，它的

参考历元为２００５．０，坐标误差约±１ｍｍ，速度误

差约±０．１ｍｍ／ａ。

大地坐标系实质上是一种地球参考系，即在

地球体内置一参考椭球的地球参考系，分为局部

坐标系和全球坐标系。前者的参考椭球与局部地

区的大地水准面在最小二乘意义上最密合，而后

者的参考椭球与全球大地水准面最密合。全球坐

标系因其参考椭球中心与地球质量中心重合，习

惯上称地心坐标系。局部坐标系因这两个中心一

般不重合，不是地心坐标系，但是显然又不可叫作

“参心坐标系”。ＷＧＳ８４是地心坐标系的例子
［４］，

它的定义与ＩＴＲＳ一致，采用ＧＲＳ８０参考椭球
［５］

（在具体执行中，扁率参数与 ＧＲＳ８０值稍有差

异），由ＧＰＳ监测站的坐标和速度实现，目前坐标

精度为ｃｍ级
［６］。１９８０西安坐标系是局部坐标系

的例子，它由地面大地原点的起算数据定义，采用

ＩＡＧ７５椭球，由高等级天文大地点的大地经纬度

坐标实现，其实现精度（相邻两点相对精度）为０．１

～０．３ｍ。由于参考椭球的定位偏差，一点的

１９８０西安坐标系坐标相对地心的偏差约１００ｍ。

当今，以传统测量技术为基础的局部坐标系

正在成为历史，而以空间技术为基础的地心坐标

系代表了大地坐标系的发展趋势。我国启用

２０００中国大地坐标系（ＣＧＣＳ２０００）符合现代大

地坐标系的发展趋势。

２　２０００中国大地坐标系

ＣＧＣＳ２０００定义与国际地球参考系（ＩＴＲＳ）

的定义一致，它的参考椭球长半轴犪、扁率犳、地

心引力常数犌犕 和旋转角速度ω与ＩＥＲＳ和ＩＵ

ＧＧ的推荐值
［２，５］一致，其中，犪、犳、ω 与 ＧＲＳ８０

一致。

现阶段，ＣＧＣＳ２０００由大约２５００个ＧＰＳ点

在历元２０００．０的坐标与速度实现
［７，８］。这些点包

括中国地壳运动观测网络的基准站、基本站、区域

站、中国地壳形变监测网点、全国ＧＰＳ一／二级网

点和全国ＧＰＳＡ／Ｂ级网点。ＣＧＣＳ２０００的一致

坐标由这些站点在ＩＴＲＦ９７内的联合平差得

到［９］，其中，１０７０个点的速度用中国地壳运动观

测网络的１０ａ观测数据计算得到，其余约１４００

个点的速度依据这１０７０点的速度插值得到。坐

标误差（１σ）为ｃｍ级，速度误差（１σ）为±（３～５）

ｍｍ／ａ。

值得指出的是，经地面网与空间网联合平差

得到的天文大地点坐标，因其地心精度（０．３～０．５

ｍ）较低，不可参与ＣＧＣＳ２０００的实现。就是说，

天文大地网不构成ＣＧＣＳ２０００的框架。按现代

观点，天文大地网与空间网的联合平差只能被看

作是一种坐标转换方法。

从实用的观点看，应有足够数量的大地点体

现ＣＧＣＳ２０００的物理存在，这些点最好是连续运

行的 ＧＮＳＳ 连续运行站，至少是定期复测的

ＧＮＳＳ点。中国地壳运动观测网络的基准站、基

本站和区域站可以是这样的点，全国ＧＰＳ一／二

级网和Ａ／Ｂ级网因不曾复测过，则不符合这样的

条件。从长远来说，为实现坐标系以及位置服务

的目的，在全国范围建立至少２０００个高精度的

ＧＮＳＳ连续运行站是完全必要的。

坐标系一经实现，接下来就是坐标系的维持。

所谓参考系维持即是为保持参考架的时新化（ｕｐ

ｔｏｄａｔｅ）而进行的参考架更新。坐标系维持根本

上说源自于地球物理效应（构造运动和潮汐形变）

引起的地面点坐标随时间的变化。按照通行的线

性模型［２］，任一历元狋的坐标狓（狋）等于参考历元

狋０的坐标狓（狋０）加上常速度狏与（狋－狋０）之积。由

于速度和参考历元的坐标总存在误差，按这一模

型推算的当前历元坐标必然存在误差，而且当前

历元距参考历元越远，推算坐标的误差越大。为

使当前历元的推算坐标误差不致过大，显然速度

和参考历元的坐标应越精确越好。为此，必须用

更长时间的观测数据重新精化速度和参考历元

（必要时选取新的参考历元）的坐标，这就是所说

的坐标系的重新实现或参考架的更新。

值得说明的是，说参考系维持不是参考系的

更新，而是参考架的更新。显然，除非重新定义，

参考系自然是不变的，而参考架则是可变的。参

考系每实现一次，就得到一个新参考架。目前，由

大约２５００个ＧＰＳ点在历元２０００．０的坐标和速

度实现的 ＣＧＣＳ２０００实际上应理解为参考架

ＣＧＣＳ２０００（２０００．０），这里２０００．０表示参考历

元。同样，将来由更多点在某历元的坐标和速度

重新实现的ＣＧＣＳ２０００应理解为参考架ＣＧＣＳ

２０００（ｘｘｘｘ．ｘ），这里ｘｘｘｘ．ｘ是新参考历元。这

种写法（当然可简化）表达的意思是，如果参考系

未重新定义，参考系或坐标系是唯一的，而参考架

不是唯一的。实际上，人们熟悉的 ＷＧＳ８４坐标

系就是如此。ＷＧＳ８４是坐标系，而参考架分别有

ＷＧＳ８４（Ｇ７３０）、ＷＧＳ８４（Ｇ８７３）和 ＷＧＳ８４

４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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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１１５０），括号内Ｇ代表推求坐标用的是ＧＰＳ数

据，其后的数字代表ＮＧＡＧＰＳ精密星历计算开

始使用参考架坐标的ＧＰＳ星期号。ＩＴＲＳ的情况

也类似，参考系是唯一的，而参考架不是唯一的，

有ＩＴＲＦ８８、ＩＴＲＦ８９、…、ＩＴＲＦ２００５、ＩＴＲＦ２００８

等，这里数字代表形成相应框架使用数据的截止

年份。

关于坐标系维持，人们常关心的问题是：大地

参考系要多久重新实现一次，或者说大地参考架

要多久更新一次？假定大地参考架没有误差，即

速度和参考历元的坐标无误差，显然大地参考架

无必要更新。实际情况是，速度和参考历元坐标

难免存在误差，这一误差势必传播给推算历元的

坐标，推算历元距参考历元越远，推算坐标误差越

大。如果推算坐标的误差超出具体应用所允许的

范围，这就表明速度和参考历元的坐标或者说现

有的参考架不可用了。当然，允许范围的大小随

具体应用而异，也就是说，不同应用对参考架的更

新周期要求不同。

作为一个例子，考虑１∶１０００比例尺的测图

情况。对于大比例尺测图而言，可以假设在局部范

围内构造运动为同向平移运动，那么各点的绝对位

置虽然在变化，点之间的相对位置却不变。任意历

元一点的位置误差取决于速度的误差和参考历元

坐标的误差，而且与该历元至参考历元的远近成比

例。假设速度误差为±３ｍｍ／ａ，参考历元的坐标

误差为±２ｃｍ
［７，９］，那么３０ａ之后，一点坐标的误差

可能达到±１１ｃｍ，这样大的误差在１∶１０００地形

图上即可看出来（假定人眼分辨率为０．１ｍｍ）。因

此，考虑到１∶１０００比例尺测图的要求，参考架的

更新周期规定为３０ａ是合适的。对于其他比例

尺测图，更新周期当然将相应改变。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决定参考架更新周

期的不是速度本身的大小，而是速度误差的大小，

与参考历元的坐标误差也有点关系。简言之，参

考架的更新周期决定于参考架的实现精度。

值得补充的是，由于一点的运动速度可以达

到几个ｃｍ／ａ，一点的位移量不用很久就可能达到

ｍ级，甚至更大，那么地形图将因其注记坐标与

实际坐标不符而可能过时。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在地形图上有必要加上特别注记，标明水平运动

速度和位置坐标的参考历元由用图者加坐标历元

改正。

３　“动态大地基准”辨

“动态大地基准”说法的来历大概是受地壳运

动和潮汐的影响，一点的坐标是变化的，而坐标又

扮演基准的角色。然而，这种逻辑推理似乎不能

自圆其说。试想，当人们在说一点坐标变化时，一

定默认坐标系的原点和坐标轴是不变的。而原点

和坐标轴不变就意味着坐标系是不变的。

大地基准包括大地参考系和大地参考架。大

地参考系由原点、尺度、定向定义。说一个坐标系

动态与否，不能凭坐标系内的坐标变化与否，而只

能凭它的原点、尺度和定向变化与否来判断。那

么，从原点、尺度、定向来看，ＩＴＲＳ初看好象是动

态的，因为根据ＩＥＲＳ的标准，ＩＴＲＳ的定向（暂不

论原点和尺度）是随时间演变的，但是，ＩＴＲＳ定

向的时间演变是有条件的，即整个地球的水平构

造运动无净旋转，这一条件又保证参考系的变动

非常小。而且，在这一条件的执行上还有国际协

议的约束，那就是要求保持同ＢＩＨ定向连续。所

以说，ＩＴＲＳ理论上是变化的，但实践上变化又很

小，小到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固定参考系，而不是

一个动态参考系。参考架为参考系的实现，即通

过具体实现其原点、轴向和尺度的参考系。一个

具体的参考架是完全固定的，因为参考架由一批

参考点在一定参考历元的坐标和速度定义。按照

目前的线性模型，速度值和在参考历元的坐标值

都是常数，这就意味着参考架是固定的。一个参

考架代表一个参考系，当一个参考架不能代表这

个参考系时，那这个参考架就要更新了。所以说，

无论是ＩＴＲＳ或是ＩＴＲＦ，都不能认为是动态的。

表１列出了ＩＴＲＦ２００８与先前的各个ＩＴＲＦ

之间的转换参数［２］。从整体来看，表列的１２个

ＩＴＲＦ都是ＩＴＲＳ 的实现，每个ＩＴＲＦ 都代表

ＩＴＲＳ，只是代表的精度不同而已。从个体来看，

早期ＩＴＲＦ的实现精度较差（转换参数较大），随

着实现参考系使用的数据越来越多，后期ＩＴＲＦ

的精度越来越好（转换参数较小）。总体来说，这

些转换参数值不大，特别是从ＩＴＲＦ９４以来，旋转

参数变化很小，甚至没有变化（注意，从ＩＴＲＦ８８

到ＩＴＲＦ９３，ＩＴＲＦ的定向对准 ＢＴＳ８７，ＩＴＲＦ９３

的定向及其变率又重对准ＩＥＲＳＥＯＰ序列
［２］），所

以说，由ＩＴＲＦ体现的ＩＴＲＳ是相当稳定的。

１９９１年，ＩＡＧ的决议以及各种科学和实际考

虑都导致将ＩＴＲＳ定义为一个三维系统
［２］。如精

确的地球物理模型均在牛顿框架表示，所有的实

际应用（制图、导航）均将ＩＴＲＳ看作三维系统。

ＩＴＲＳ可以看作ＧＴＲＳ（地心地球参考系）的空间

部分［２］，而ＧＴＲＳ是一个广义相对论框架下的地

心空时坐标系统，它同地球一起旋转，与地心天球

５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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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由犐犜犚犉２００８至先前的犐犜犚犉的转换参数

Ｔａｂ．１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ｆｒｏｍＩＴＲＦ２００８ｔｏＰａｓｔＩＴＲＦｓ

犜狓／ｍｍ 变率／ａ犜狔／ｍｍ 变率／ａ犜狕／ｍｍ 变率／ａ犇／１０－９ 变率／ａ犚狓／ｍａｓ变率／ａ犚狔／ｍａｓ 变率／ａ犚狕／ｍａｓ 变率／ａ 历元

ＩＴＲＦ２００５ －２．０ ０．３ －０．９ ０．００ －４．７ ０．００ ０．９４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ＩＴＲＦ２０００ －１．９ ０．１ －１．７ ０．１ －１０．５ －１．８ １．３４ ０．０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ＩＴＲＦ９７ ４．８ ０．１ ２．６ －０．５ －３３．２ －３．２ ２．９２ ０．０９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６ ０．０２ ２０００．０

ＩＴＲＦ９６ ４．８ ０．１ ２．６ －０．５ －３３．２ －３．２ ２．９２ ０．０９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６ ０．０２ ２０００．０

ＩＴＲＦ９４ ４．８ ０．１ ２．６ －０．５ －３３．２ －３．２ ２．９２ ０．０９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６ ０．０２ ２０００．０

ＩＴＲＦ９３ －２４．０ －２．８ ２．４ －０．１ －３８．６ －２．４ ３．４１ ０．０９ －１．７１ －０．１１ －１．４８ －０．１９ －０．３０ ０．０７ ２０００．０

ＩＴＲＦ９２ １２．８ ０．１ ４．６ －０．５ －４１．２ －３．２ ２．２１ ０．０９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６ ０．０２ ２０００．０

ＩＴＲＦ９１ ２４．８ ０．１ １８．６ －０．５ －４７．２ －３．２ ３．６１ ０．０９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６ ０．０２ ２０００．０

ＩＴＲＦ９０ ２２．８ ０．１ １４．６ －０．５ －６３．２ －３．２ ３．９１ ０．０９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６ ０．０２ ２０００．０

ＩＴＲＦ８９ ２７．８ ０．１ ３８．６ －０．５ －１０１．２ －３．２ ７．３１ ０．０９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６ ０．０２ ２０００．０

ＩＴＲＦ８８ ２２．８ ０．１ ２．６ －０．５ －１２５．２ －３．２ １０．４１ ０．０９ ０．１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６ ０．０２ ２０００．０

参考系是一种空间旋转关系。考虑到ＩＴＲＳ的定

向符合国际协议（即ＩＴＲＳ保持ＢＩＨ定向），所以

ＩＴＲＳ是完全固定的
［２］。由此可见，ＩＴＲＳ应被理

解为一个固定的三维系统。至于ＩＴＲＦ，如前所述，

更是一个固定的三维系统。所以说，不论是参考

系，还是参考架，都是固定的，不可说是“动态”的。

上面的论述虽然是针对ＩＴＲＳ的，其实对任

何一个现代大地坐标系同样适用。一切测量成

果、地图产品和地理信息均以一定的大地参考架

为基础，变动大地参考架将招致一系列后续工作。

稳定性应是国家大地基准的一个基本属性。

４　结　语

１）大地坐标系实质上是在地球体内置一参

考椭球的一种地球参考系。ＣＧＣＳ２０００的定义

与ＩＴＲＳ一致，目前的实现是ＩＴＲＦ９７在我国的

扩展。ＣＧＣＳ２０００表示国家大地坐标系，现阶段

也代表实现它的大地参考架。将来实现它的大地

参考架可能需要附加特别标志（如注明参考历

元）。除非重新定义，参考系是不变的，而参考架

是可变动的。

２）ＣＧＣＳ２０００目前由约２５００个ＧＰＳ点在

历元２０００．０的坐标和速度实现，坐标精度在ｃｍ

水平。与空间网联合平差得到的天文大地点坐标

不能被认为是ＣＧＣＳ２０００框架的一部分。从长

远计，考虑到坐标系的维持及应用，ＣＧＣＳ２０００

应由至少２０００个国家级的ＧＮＳＳ连续运行站和

一定数量的ＧＮＳＳ复测站的坐标和速度实现。

３）国家大地坐标系到一定时间应重新实现，

即大地参考架更新。大地参考架的更新周期取决

于参考架的实现精度以及实际应用的精度要求。

对于１∶１０００比例尺的测图应用，假定速度误差

为±３ｍｍ／ａ，大地参考架的更新周期约３０ａ。

４）ＩＴＲＳ应看作固定的三维系统，而不能看

作是动态的四维系统。这一陈述对任何一个现代

大地基准同样适用。

参　考　文　献

［１］　严导淦．物理学上册［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１９８５

［２］　ＰｅｔｉｔＧ，ＬｕｚｕｍＢ．ＩＥＲＳ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０）［Ｒ］．

ＩＥＲＳ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ＮｏｔｅＮｏ．３６，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 Ｍａ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２０１０

［３］　ＧｏｒｄｏｎＡ．ＮｏＮｅｔ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ＣｕｒｒｅｎｔＰｌａｔ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ｎｇＰｌａｔｅ Ｍｏ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ＮＵ

ＶＥＬ１［Ｊ］．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１９９１，１８

（１１）：２０３９２０４２

［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ｍａｇｅｒｙａｎｄＭａｐｐｉｎｇＡｇｅｎｃｙ．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ＤｅｆｅｎｓｅＷｏｒｌｄＧｅｏｄｅｔ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１９８４：ＩｔｓＤｅｆｉｎｉ

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ｗｉｔｈＬｏｃａｌＧｅｏｄｅｔｉｃＳｙｓｔｅｍ

［Ｒ］．ＮＩＭＡ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８３５０．２，ＵＳＤｅｐａｒｔ

ｍｅｎｔｏｆＤｅｆｅｎｓｅ，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１９８４

［５］　ＭｏｒｉｔｚＨ．Ｇｅｏｄｅｔｉｃ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ｙｓｔｅｍ１９８０［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ｄｅｓｙ，２０００，２６（２）：１４

［６］　ＡｄｄｅｎｄｕｍｔｏＮＩＭＡＴＲ８３５０．２：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Ｇｅｏｄｅｔ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１９８４（ＷＧＳ８４）Ｒｅｆｅｒ

ｅｎｃｅＦｒａｍｅＧ１１５０［ＯＬ］．ｈｔｔｐ：／／ｅａｒｔｈｉｎｆｏ．ｎｇａ．

ｍｉｌ／ＧａｎｄＧ／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８３５０．２／Ａｄｄｅｎｄｕｍ％

２０ＮＩＭＡ％２０ＴＲ８３５０．２．ｐｄｆ／，２００３

［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军用标准．２０００中国大地测量

系统［Ｍ］．北京：总装备部军标出版发行部，２００８

［８］　魏子卿．２０００中国大地坐标系［Ｊ］．大地测量与地球

动力学，２００８，２８（６）：１５

［９］　陈俊勇，杨元喜，王敏．２０００国家大地控制网的构建

和它的技术进步［Ｊ］．测绘学报，２００７，３６（１）：１８

作者简介：魏子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近来研究方向为大地坐

标系。

Ｅｍａｉｌ：ｚｉｑｉｎｇｗ＠ｓｉｎａ．ｃｏｍ

（下转第９２２页）

６８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