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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全球定位系统（GPS）测量规范》（GB/T 18314—2009）于 2009年发

布并开始实施，该标准对规范我国大地控制网的建立提供了技术保障，是

国家和局部 GPS控制网的设计、布测和数据处理的重要规范，也是大地测

量、工程测量、航天航空摄影测量等一系列测绘工作中基础控制的实施作

业依据。 

卫星导航定位测量是国家空间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手段，规范卫星导

航定位测量技术，能够大幅提高卫星导航定位服务能力，对于促进我国国

土、测绘、交通、海洋、气象、地震等行业转型升级，提升国防能力具有

重要作用。 

随着新一代三维、动态、地心大地基准框架建设的实施、新一代卫星

定位导航系统的发展，使卫星导航定位控制网的布设要求、测量技术和手

段都发生较大变化。BDS，GPS，GALLIEO，GLONASS等卫星测量技术已经在

军事、交通运输、空间信息科学以及资源等诸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其控

制网的布设要求、测量技术和手段都发生较大变化，因此有必要对目前已

经存在的卫星测量技术进行全面梳理，对多卫星系统从测量方法、精度指

标、测量等级划分、数据处理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制定卫星导航定位测

量规范，为多卫星系统测量提供依据和指导，建立国内完善的卫星导航标

准体系。 

本次修订将着力解决我国卫星导航定位测量，尤其是北斗卫星导航定

位测量标准支撑的问题，北斗卫星定位系统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卫星导航定



 
 

位系统，对于我国的国防与民用导航定位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标

准中纳入该内容对于规范卫星导航定位测量方法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同时

也是发展自主可控的技术体系，发展以内循环为主的北斗产业上下游一体

化的重要举措。将通过修订进一步完善我国卫星定位系统测量，包括 GPS、

北斗等卫星定位技术，以保障卫星导航定位测量的规范化，更好的为经济

建设和国防建设提供服务。 

标准修订将加强我国卫星导航定位测量的管理与监督，有利于建立卫

星导航定位测量规范化的长效机制，为规范各省市、以及行业部门的卫星

导航定位测量提供依据，为提高卫星导航定位测量提供技术支撑，为卫星

导航定位测量的生产活动提供标准。标准修订和研究有助于北斗卫星导航

系统的推广，有益于卫星导航定位市场的良性发展，对于卫星导航定位产

业的发展以及我国经济社会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将带来巨大的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 

原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于 2016年下达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空间基准

与卫星导航定位应用标准化研究》，由原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测绘标准化研

究所承担，该项目提出多项体系化的基于卫星导航定位技术的空间基准建

设标准的研究与制定，成果之一为本标准修订。 

依托上述科技项目，《卫星导航定位测量规范》标准修订项目在 2017

年由原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提出，在 2018年通过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组

织的立项审查后下达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国标委发函〔2018〕83号），

计划号为 20184384-T-466，并明确主管部门为自然资源部。计划编制承担

单位为自然资源部测绘标准化研究所、自然资源部第一大地测量队、中国

测绘科学研究院、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2. 主要工作过程 

2016年，开始修订的前期准备与研究工作，主要依托于原国家测绘地

理信息局 2016年下达的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空间基准与卫星导航定位应

用标准化研究》，在科研课题框架内开展标准修订与编制的具体工作。 

2016年-2017年，经过大量的资料收集与整理，同时对相关单位进行

调研，形成了本标准的修订草案，并就修订草案进行了小范围的会议讨论

和调研，经进一步的修改完善，形成了标准修订初稿，并起草了编写说明。 

2017年，修订计划上报至原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由于原标准实施面

广，影响巨大，主管部门考虑其重要性，采用了与强制性国家标准一致的

申报与管理程序，由原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直接提出并归口管理。2018年，

国家标准修订计划下达（国标委发函〔2018〕83号），国家标准计划号为

20184384-T-466，并明确主管部门、归口单位为自然资源部。 

2018年-2020年，标准修订内容经多次研讨，召开多次会议，与《工

程测量规范》等编研组开展专题讨论，形成征求意见稿。 

2020 年 9月开始全国范围的征求意见，以发函的方式发往全国测绘生

产、科研单位及相关专家征求意见。通过回收 XX家单位及专家的意见回函，

经整理共计 XX 条，根据具体意见进行了认真讨论修改，采纳经验和建议，

最终采纳 XX条，部分采纳 XX条，未采纳 XX条，于 2020 年 XX月形成了标

准送审稿。 

2020 年 XX月，自然资源部科技发展司委托全国地理信息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测绘分技术委员会开展标准审查，经通过审查后，以推荐性国家标准

报批。 



 
 

3. 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工作 

本标准在申报时编制单位的基础上，在编制过程中形成了完备的起草

团队（即课题组），构成包括：自然资源部测绘标准化研究所、中国测绘

科学研究院、自然资源部第一大地测量队、自然资源部大地测量数据处理

中心、自然资源部四川测绘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江苏省测绘工程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见表1。 

表1 标准主要起草人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 

1  肖学年 自然资源部测绘标准化研究所（特邀） 正高 

2  严竞新 自然资源部测绘标准化研究所 高级工程师 

3  郭炜信 自然资源部测绘标准化研究所 高级工程师 

4  张  鹏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正高 

5  程传录 自然资源部大地测量数据处理中心 正高 

6  刘占科 自然资源部第一大地测量队 高级工程师 

7  马聪丽 自然资源部测绘标准化研究所 高级工程师 

8  秘金钟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9  姜卫平 武汉大学 教授 

10  王  勇 江苏省测绘工程院 高级工程师 

11  谭明建 自然资源部四川测绘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正高 

12  贾光军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 正高 

13  吕玉霞 自然资源部测绘标准化研究所 高级工程师 

14  张庆兰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高级工程师 



 
 

15  华  劼 自然资源部四川测绘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高级工程师 

16  李  森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17  谷守周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 副研究员 

18  张建华 自然资源部第一大地测量队 高级工程师 

19  张凤录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 正高 

20  陈  华 武汉大学 副教授 

二、 国家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国家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1. 标准编制原则 

实用性 

实用性是指本标准是测绘领域的基础性标准，符合当前测绘法律法规

的规定，符合基础测绘生产实际，并能够面向自然资源管理开展支撑与服

务。 

协调性 

协调性是指本标准修订与现行的大地测量相关标准保持高度一致，与

国家现代测绘基准体系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适应，保证本次修订与现有其他

基础性标准的协调性。 

影响最小化 

影响最小化是指在对标准进行修订的过程中，以补充与完善为目标，

保持稳定与延续，尽可能少的影响当前全国大地测量工作已有的软硬件、

数据库等设备或成果，在标准修订时便将影响降到最低。 

2. 标准编制依据 



 
 

本标准的修订依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

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编写，并充分考虑了与其他测绘地理信息领域

相关基础标准的协调。 

三、 主要技术内容说明 

1. 资料搜集 

搜集到的资料包括： 

序号 标准名称 

1.  《全球定位系统(GPS)测量规范》GB/T 18314—2009 

2.  《全球定位系统(GPS)测量规范》GB/T 18314—2001 

3.  《城市测量规范》CJJ 8-2012 

4.  《卫星定位城市测量技术规范》CJJ/T 73-2019 

5.  《铁路工程卫星定位测量规范》TB 10054-2010 

6.  《工程测量规范》GB 50026-2016 

7.  《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术语》报批稿 

8.  《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络实时动态测量（RTK）规范》报批稿 

9.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连续运行基准站网技术规范》GB/T 28588-2012 

10.  《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基本产品规范》GB/T 35767-2017   

11.  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卫星定位测量技术规范》DG/TJ08-2121-2013  

12.  《深圳市卫星定位测量规程》 

2. 标准现状研究分析 

（1）本标准 2009版 

本标准 2009版基于《国家大地测量基本技术规定》和 GPS测量技术发

展，对国家标准《全球定位系统（GPS）测量规范》（GB/T 18341－2001）



 
 

进行修订，按《国家大地测量基本技术规定》规定的我国一、二、三、四

等大地控制网的基本技术要求，确定提高原有各级别 GPS测量精度，并将

卫星定位连续运行基准站的作用纳入国家大地控制网体系的正常序列中。 

（2）基准站系列标准 

原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针对多系统卫星导航定位急需标准，研制了一

系列全球导航卫星系统连续运行基准站网测试、接收机检定、数据获取与

处理等方面的标准，以满足多卫星系统下空间基准的建立和维持，以推动

卫星导航产业的发展，可满足基于基准站的 A级 GNSS网设立，为其提供相

关技术规定。 

（3）RTK相关标准 

对于 D、E级 GNSS网及低于本标准规定的其他等级控制点的 GNSS测量，

包括使用网络实时动态测量（RTK）技术实施的控制测量、地形测量等外业

观测、数据处理由《全球定位系统实时动态测量（RTK）技术规范》标准规

定，本标准仅规定对两台以上 GNSS接收机设站同步观测采集的观测信息,

通过采用后处理软件进行基线解算实现相对定位的静态测量。 

（4）其他行业的标准 

城建、铁路、工程建设等领域对于城市级大地控制网、工程控制网的

测量各有侧重，对于在实践中比较成熟，符合国家大地控制网基本技术要

求的相关技术指标，本标准均有参考使用。 

本标准作为基础性标准，在大地测量过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通

过对基础地理信息要素的探讨和研究，可以为基础地理信息获取与处理标

准的制定提供参考和依据，从而使得本次修订具有强的适用性和可行性，



 
 

不但满足国家基础测绘工作的需要，也能促进我国测绘地理信息工作的进

一步发展。 

3. 修订内容分析说明 

本标准规定了利用卫星导航定位测量技术，建立测量控制网的布设原

则、测量方法、精度指标和技术要求，适用于国家和局部控制网的设计、

布测和数据处理。主要技术内容包括：基本规定、级别划分和测量精度、

布设原则、选点、埋石、仪器、观测、外业成果记录、数据处理、成果验

收与上交资料。 

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导航卫星定位系统的发展成熟,目前面临的形势

是美国GPS系统、俄罗斯GLONASS系统、欧洲GALILEO系统的逐步建立,以及

我国北斗系统的全球组网提供完整服务。由此可见,未来导航卫星系统将进

入一个新的阶段。首先,用户将面临四大系统(GPS/GLONASS/GALILEO/北斗)

近百颗导航卫星同时并存、互相兼容的局面,而它们的民用部分也将呈现彼

此补充、共享的势态。其次,用户将面临多系统导航卫星信号的组合、选用

和最优化问题。因此,有必要对本标准重新修订，以使其更好地适用并服务

于经济发展建设需要。 

面向大众的卫星定位位置服务因其精度要求较低,有别于测绘专业领

域的高精度定位测量,本规范不予规定。对本条中未提及的其他专业领域,

根据其定位精度要求,需采用静态或动态进行厘米级、毫米级或亚毫米级卫

星定位测量的,可参照本规范执行。 

本标准统一规范卫星导航定位测量技术的要求，提升定位测量水平，

引领和指导卫星导航定位测量的应用和科研。 



 
 

本规范是应用较为广泛的一项标准，现有标准所设定的技术体系已使

用多年，基本方法已成熟稳定，不应有大的更改，保持延续性，此次修订

主要针对现行先进技术缺失的内容进行补充，就重要技术细节根据实际生

产需求进行修订补充。 

标准修订立项时的计划名称为《卫星导航定位测量规范》，课题组讨

论认为《全球定位系统（GNSS）测量规范》更合适，目前以计划名称开展

征求意见等工作，将在审查会时与审查专家共同讨论是否更名。 

4. 修订内容汇总 

在经过研究分析，对技术内容进行梳理整合、汇总后，修订内容如下：。 

1、基本规定的相应修改 

GNSS测量所面临的四大导航定位系统,其坐标系均有一定差异。卫星定

位系统的坐标为三维空间坐标系,当需要对 GNSS 测量成果开展应用时需要

将其转换成高斯平面坐标或正常高。依据管理要求，用于国家大地控制网

的 GNSS 测量采用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CGCS2000)

与目前国际上通用的国际地球参考框架(ITRF)保持一致,是我国现代测绘

基准体系的基础框架，其定义和参考椭球参数见标准的附录 A。GNSS 测量

原始观测值应采用相应导航卫星系统的系统时间记录，数据处理时应采用

统一的时间系统。 

2、相邻点间平均距离的设置 

由于本标准 2009 版仅规定了平均距离，未对最大最小距离进行设置，

故在实际中较难操作，因此，按照相关标准的已有规定和实践验证，在精

度中规定了最大最小距离。 



 
 

3、布设原则的相应修改 

将原布设原则中的基本原则章节分为两部分，将其中有关网型设计等

方面的规定，单独分为一个部分，以便更好开展具体级别网的设计。 

4、选点埋石的修改 

根据实际经验，将原有埋石章节及附录 B 中的标石类型进行了整理，

并修改了部分图例。 

5、接收机仪器的选用 

由于北斗系统的广泛使用，不再仅按照原标准中的 L1、L2的波段要求，

修改为载波相位、伪距的观测量要求。 

6、数据处理 

由于原标准中对基线测量中误差 的要求为接收机的标称精度，但对仪

器的精度并没有要求，缺少选用的理论依据，故修改增加 的计算公式。 

四、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

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经国家标准共享服务平台检索，尚未有相关国际标准、他国国家标准

记录情况，因此本标准填补了相关标准的空白。  

五、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开展修订，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六、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尚无。 



 
 

七、 国家标准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或推荐性国家标准的建议 

建议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实施。 

八、 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

渡办法等内容) 

本标准在颁布实施之后，建议开展相应的标准宣贯工作和标准培训，

有利于标准使用部门和人员正确理解标准的技术内容。 

九、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计划的提出、管理与归口单位为自然资源部，实际的开展与审

查等工作由主管部门委托全国地理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测绘分技术委员

会承担，并负责具体组织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