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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建立珠海 2000 大地坐标系
主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核心提示

地球是圆的，地球表面河流山川复杂多样，而地壳内部也有着复杂的变
动。如何高精度测绘我国国土陆域、海域？近日，一个陌生的名词“2000 国
家大地坐标系”因其独立自主的“中国制造”特色和测绘的“高精度”开始走入
百姓视野。
今年 7 月 1 日起，广东全省国土资源系统空间数据全面采用 2000 国家
大地坐标系，同步，我市国土资源系统空间数据将全面使用 2000 国家大地
坐标系。后续我市将逐步有序地推广应用这套新坐标体系，最终在全市全面
统一使用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珠海的转换建设工作已经紧锣密鼓展
开。
珠海迅速召开了全市 2000 大地坐标系建设启动暨动员推进工作会议，
明确目标，要求各部门要高度重视 2000 大地坐标系转换使用工作，充分认
识其重要性、紧迫性，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周密部署，充分保障人、财、物，做好
无缝衔接和平稳过渡，确保按时完成转换、全面使用 2000 坐标系。
珠海市国土资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珠海市陆海建设和管理中并
用着多种平面坐标系统，包括北京 54、西安 80、珠海 83、珠海 90、万山及岛
屿独立坐标系等，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测绘基准使用上的混乱，既不利于社会
资源的管理和共享利用，又给社会各应用部门带来诸多不便。
“全市全面统一使用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不仅有助于推进珠海智慧城
市建设，
对于加强珠海市与国家、广东省和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建设的衔接，
从而主动融入区域一体化建设发展更有积极意义。
”该负责人说。

2000 大地坐标系：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的应用。

珠海进入全面建设实施阶段
2018 年 3 月 13 日，粤港澳
大湾区正式被官方明确为与京
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对
等的区域发展战略。目前，国
家正在组织编制粤港澳大湾区
整体规划，珠海市作为引领珠
西进入深港的“桥头堡”，启动
珠海 2000 坐标系建设具有重
大影响和深远意义。
珠海市住规建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说，珠海市地壳相对稳
定，历史上没有发生过 6 级以
上破坏性地震。陆域工程建设
地基条件较好，尤其是深部岩
石地层地基条件良好，有利于

高楼、公路、大型机场及各类桥
梁的建设。海域工程建设适宜
性总体较好，适合港口、风力发
电站、海底光缆、输油管道、大
型机场和大型桥梁等设施的建
设。
“珠海 2000 坐标系创造了
与粤港澳大湾区各类资源数据
共享利用的便利条件，利于统
一开展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
管理，统一组织所有自然资源
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
复，统一实施所有自然资源空
间的‘多规合一’。”该负责人
说。

另一方面，据介绍，珠海市
局部存在一些地质灾害或隐
患，如台风及风暴潮、海平面上
升等。在防灾减灾方面，珠海
2000 坐标系建立后，可以协同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开展地质灾
害调查及监测，建立健全防灾
减灾制度，加强地灾预警预报。
比如，在湾区城镇规划区
中，可以统一采取地面沉降规
避、处置等预防措施，开展城镇
及重大工程区岩溶塌陷等地质
灾害监测预警，推动自然灾害
的群测群防工作，保障重大基
础设施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这位负责人表示，全面统
一使用珠海 2000 坐标系不仅
有助于形成以海定陆，构建海
陆统筹，海陆一体的珠海市自
然资源空间规划布局，推进珠
海智慧城市建设，对于加强珠
海市与国家、广东省和粤港澳
大湾区的规划、建设的衔接，从
而主动融入区域一体化建设发
展有积极意义。
近日《珠海 2000 坐标系总
体技术设计方案》通过了由中科
院院士许厚泽为专家组组长的
专家组评审，
这标志着珠海2000
坐标系建设进入实质阶段。

2000 大地坐标系能带来什么？

降低行政成本提高效率方便老百姓
何 谓 2000 大 地 坐 标 系 ？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是经国
务院批准的我国新一代大地坐
标系，具有三维、地心、高精度、
动态等特点，更加适应当今对
地观测技术的发展，是我国现
代化测绘基准体系建设的重要
组成部分。
据珠海市国土资源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坐标系就是提供
空间定位的基础数学条件。在
日常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尤其体
现在国土、规划、建设、房产等
领域，使用 2000 国家大地坐标
系工作既是国土资源管理的一
项基础性、全局性工作，同时也
是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
要基础工作。
据介绍，目前我市国土、城
建、
规划的数据成果资料因历史
原因共有 5 类坐标系，
包括北京
54、西安 80、珠海 83、珠海 90、
万山及岛屿独立坐标系等，
一定
程度上造成了测绘基准使用上
的混乱，
既不利于社会资源的管
理和共享利用，
又给社会各应用
部门带来诸多不便。
比如，目前，城市规划、建
设等部门在香洲区域范围使
用的是珠海 83 坐标系，西区范
围使用的是珠海 90 坐标系；国
土资源管理业务使用的是西
安 80 坐 标 系 和 珠 海 90 坐 标

系，万山区各项业务使用的是
万山岛屿独立坐标系等等，这
在国土资源管理各项业务与
城市规划、城建管理相衔接开
展的各业务需要施行坐标系
数据转换，消耗大量经费和行
政资源。
“建立统一的珠海 2000 坐
标系可以实现数据共享、减少
重复投入、降低行政成本、提高
行政业务效率。”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
2000 坐标系的建立和使用，使
得我市各行各业的数据信息在
空间定位基准上有了统一的平
台，应用了 2000 坐标系统，百
姓日常生活、工作产生的各种
带有空间位置的信息资源能在
同一空间进行交互、综合以及
应用。
“这对我市地理信息大数
据共享和发展起着最基础性支
撑作用。也为提高我市测绘地
理信息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和
经济社会管理向智能化、智慧
化发展起到强力助推作用。
”

独立自主技术：
三维、地心、高精度
刚 刚 通 过 评 审 的《珠 海
2000 大地坐标系总体技术设计
方案》中引人注目的是，根据该
方案，珠海未来将通过改建、新

建、迁建 6 个珠海北斗 CORS 基
准站，在珠海市陆地范围、万山
群岛布设 400 多个 GNSS 个加
密控制点。
“统一全市的测绘基准，保
持我市测绘地理信息数据与
CGCS2000 的有效衔接，为政
府决策、管理提供更加精确、科
学的地理信息产品与服务。同
时还有助于推动珠海市北斗卫
星导航及产业发展。
”
据介绍，独立自主的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代表了大国自
信。随着北斗定位系统从中国
走向全球，2000 坐标系也在探
索建立全球框架，这是大国科
技发展的一种必然。珠海全市
全面统一使用 2000 国家大地
坐标系，相当于是对市国土资
源的一次全方位测绘，这一切
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000 坐标系具有三维、地
心、高精度、动态等特点，与以
往各坐标系相比，在精准度、测
图效率、维护和快速更新等专
业技术方面有着质的飞跃，更
加适应当今对地观测技术的发
展，能满足经济社会对建设高
质量高标准的要求。
珠海市国土资源局相关负
责 人 说 ，全 面 使 用 2000 坐 标
系，对重点项目建设、各类交通
工程建设，尤其是高精度需求

的工程，例如像港珠澳大桥建
设，
保障作用十分明显。
“全市全面统一使用 2000
大地坐标系不仅有助于推进珠
海智慧城市建设，对于加强珠
海市与国家、广东省和粤港澳
大湾区的规划、建设的衔接，从
而主动融入区域一体化建设发
展更有积极意义。
”

“多规合一”：
形成“一幅图”
“多规合一”指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生态环境
建设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等
各类规划的统一衔接。
市国土资源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说，2000 坐标系的统一
和使用，为各部门专业规划提
供了一个一致的、统一的空间
体系标准和度量，使得各类规
划成果能转化为空间信息，并
综合成一幅地图的形式展示
和 应 用 ，以 实 现 优 化 空 间 布
局、有 效 配 置 土 地 资 源、提 高
政府空间管控水平和治理能
力的目标。
“ 统 一 使 用 2000 坐 标 系
后，将会打破现存的各部门各
自规划各自业务，相互冲突，统
一调整困难，业务无法对接衔
接的困局。
”

珠海市坐标系
演变历程
坐标系好像与大家都很遥远，其实它一直在
默默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我国大地坐标系统
的发展经历了从二维到三维，从静态到动态，从
国外引入到自主建立的发展历程。
建国初期，由于科技力量薄弱，采取从前苏
联远东地区引测的方式建立了我国第一代国家
坐标系-1954 年北京坐标系。但该坐标系不完
全符合我国地理地形的客观实际，特别是在东南
沿海地区相差较大。上世纪八十年代，经过我国
老一辈测绘工作者近三十年的艰苦努力，建立了
我国自己的国家坐标系-1980 西安坐标系，其大
地原点设在陕西省泾阳县永乐镇。
以上两个坐标系属于国家层面坐标系。为
适应各地建设发展的需要，国内各城市均建立了
与国家坐标系相联系的地方坐标系，如我市在珠
海特区设立之初，建立了 83 珠海坐标系；上世纪
九十年代，为开发建设珠海西部地区，又建立了
90 珠海坐标系。珠海 83 坐标系是香洲区目前使
用的坐标系。珠海 90 坐标系在金湾、斗门区沿用
至今。而万山群岛地区，由于远离陆地，采用相
对独立万山坐标系。
随着卫星导航、航空遥感等技术的发展，我
国于 2008 年建立并启用了国家 2000 大地坐标
系。为保持与国家坐标系的紧密联系，我市适时
开展了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拟定了珠海 2000 坐
标系建立方案，将原 90 坐标系所确定的中央子午
线从通过横琴岛，调整到经过拱北口岸，从而可
实现对各类坐标系的统一，推动全市地理信息资
源的共享利用。
珠海 2000 坐标系建立后，还可借鉴莫斯科、
巴黎、北京、上海、重庆、杭州、广州等城市的经
验，在综合珠海城市发展变迁历史过程基础上，
建设
“珠海（城市）原点”。
在交通含义上，
“珠海（城市）原点”代表了城
市干线公路的象征性起点，可以此为基准计算珠
海与其他城市之间的地理距离。在文化含义上，
可反映珠海的地域特点和历史文脉，将是城市重
要的标志性景观，也是体现城市历史与发展的缩
影符号，对于增加文化旅游景点、进一步提高珠
海文化品位和城市知名度都有重要的意义。

2000 坐标系建设主要做啥？

打基础 定参数 转数据 接系统
据介绍，我市 2000 坐标系
建设工作涉及部门多、数据种
类多、数据时相多、数据量大，
工作繁杂。为此市政府要求各
部 门 按 照“ 应 用 需 要、应 转 尽
转 ”的 原 则 ，认 真 做 好 总 体 设
计，制定详细工作推进方案，确
保 2000 坐标系转换工作有序
开展、顺利推进、按时并高标准
完成。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主要
做好四方面工作。
1. 打基础，建设扩充我市
卫星基准站，布设 GPS 加密控
制网。为后续的数据转换和应
用，
打下物理硬件基础。
2. 定参数，研制坐标转换
参数和工具。通过分析我市
已 有 成 果 ，建 立 珠 海 2000 坐
标系，并由此计算出与原有各

类坐标系的参数（关系），研制
成应用的软件工具，供后续存
量数据和在线实时数据转换
使用。
3. 转数据，生成 2000 坐标
系数据。将我市现有的、历史
的基础测绘地理信息和国土资
源业务数据，用计算的参数进
行坐标转换，形成我市 2000 坐
标系数据。

4、接 系 统 ，开 展 2000 坐
标系业务应用。对接和衔接
珠海市国土资源局各项业务
工作，全过程全流程使用 2000
坐标系数据，实时提供在线坐
标转换服务，保障国土业务在
纵向省市区和横向与市直各
部门之间上报、会审、审批、下
发等过程中的无缝衔接和正
常开展。

珠海 2000 坐标系建设启动暨工作动员推进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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