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全球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以下簡稱 GPS）

是美國國防部於 1970 年代為了滿足軍事需求，針對海、陸、空

等各種設施進行高精度定位與導航的要求而研發設計，其間歷經

約 20 年，於 1995 年達完整操作能力。透過 GPS 衛星所發射的

訊號以提供定時、定位及導航之用，其精確度極高，且不受時間、

地點、測站間通視的限制與天候的影響。不僅具有全球性、全天

候、連續的精密三維導航與定位功能，更有良好的保密性，因此，

GPS 發展至今雖只有短短 30 年，卻已有廣泛用途（曾清凉等，

1999）。 

隨著 GPS 的發展，控制測量的方法產生了重大的改變，GPS

衛星定位測量取代了傳統的光波測距經緯儀測量方式。由於利用

GPS 進行測量不受限於傳統布設控制點時須考慮網形強度，以及

點位之間必須互相通視的限制，GPS 只需要對空通視良好，且觀

測時只要接收 4 顆以上的 GPS 衛星顆數便可以進行基線解算。

另外 GPS 測量時不受天候的影響，定位精度高、速度快、費用

省及操作簡便且不需要太多的外業人員，這些的優點使得 GPS

測量較傳統的測量更簡便、更具有彈性。因此，內政部為建立完

整、統一及高精度之基本控制點系統，於民國 83 年開始辦理「應

用全球定位系統實施台閩地區基本控制點測量計畫」，於台閩地

區設立 8 個衛星追蹤站、一等衛星控制點 105 點及二等衛星控制

點 621 點。從此國內各級之控制測量便逐漸被 GPS 衛星定位所

取代。 

由於許多專家學者陸續地投入 GPS 衛星定位的研究，使得

GPS 衛星定位技術日趨成熟，從最早的靜態測量發展到目前的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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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動態測量(Real-Time Kinematic , RTK)技術已被廣泛地應用。

RTK 技術的關鍵為利用參考站與移動站之間觀測量中系統誤差

的空間高相關性，以差分技術消去大部分之誤差，因而直接測得

公分級的定位精度。目前傳統單一參考站 RTK 在短基線時（6-10

公里以內）可以達到公分級之定位精度（楊名、余致義，1997）。

但 RTK 在應用中遇到的最大問題就是參考站改正資料的有效作

用距離。GPS 誤差的空間相關性隨基準站和移動站距離的增加而

逐漸失去線性，因此在較長距離下，經過差分處理後的移動站資

料仍含有很大的殘餘誤差，從而導致定位精度的降低和無法正確

解算載波相位的整數週波未定值（Integer Ambiguity）。爲了確保

得到預期的定位精度，傳統 RTK 的作業距離都非常有限，大約

都在 10 公里的基線長度以內。 

為了克服傳統 RTK 技術在作業距離上的缺陷，國外學者已經

發展使用 GPS 虛擬參考站（Virtual Reference Station，簡稱 VRS）

技術（Landau et al., 2002）。成功大學衛星資訊研究中心曾清凉

教授提出了 e-GPS 之網絡 RTK 的技術（曾清凉，2002，2003），

在網絡 RTK 的技術中，單站的 GPS 基準站誤差模型將由區域

性的 GPS 多基準站網絡誤差模型所取代。亦即採用多個基準站

所組成的 GPS 網絡來評估該基準站網所涵蓋地區的 GPS 誤

差模型，並以此來建立虛擬基準站（Virtual Base Station，VBS）

或稱虛擬參考站（Virtual Reference Stations，VRS）的模型觀測

數據。提供該地區內的 RTK 用戶，作為 RTK 的主站之用，該

VBS 的觀測數據將會與 RTK 用戶觀測數據的誤差模型具有極高

的相關性。因此當進行虛擬基準站即時動態定位技術

（VBS-RTK）的差分處理後，可消除系統誤差，RTK 定位精度

因而得以提高。當基線長度約 30~40 公里時，使用 VRS 進行即

時動態可以大幅減少電離層和對流層誤差的影響，使即時動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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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測量其平面精度可達到 0.5~2 公分，高程的精度約為 1~4 公

分 ，取代了只適用於 10 公里 內的單基站 RTK 進行中長距離

的即時動態定位解算（支秉榮，2005）。 

內政部土地測量局為因應科技進步及提供高精度即時定位

之需要，擴大 RTK 有效作業範圍，同時降低主站布設密度。已

設置完成透過網際網路高速、寬頻之數據傳輸技術，建置全國性

電子化衛星定位基準網（ｅ-GPS），就其連續定位觀測資料，

建構區域性定位誤差內插模式，並配合虛擬基準站即時動態定位

技術(VBS-RTK)，可獲得高精度的定位成果。由電子基準站的建

立提供訂定測量基準、維護坐標框架、監測地殼變動、計算 GPS 

精密軌道、地球科學及大氣科學學術研究、發展長距離即時動態

測量系統及其他定位或導航等基於位置的空間資訊服務之多目

標功能。 

土地複丈作業為完成地籍測量後，地政事務所及測量機關經

常性、永久性之地籍圖管理、維護工作。依各地區地籍圖資料的

型態，有圖解法地籍圖土地複丈與數值法土地複丈兩種作業方

式。以數值法辦理土地複丈時，是依據圖根點之已知坐標來反算

與界址點間的夾角與距離，原則上只要圖根點的精度符合規定的

要求，則複丈成果之精確度亦可符合規定。但是，大部分土地複

丈地區的圖根點早已滅失，若依傳統數值法土地複丈，須先補設

圖根點，既耗費作業時間亦影響複丈成果精度。所以，建立一套

可在現場直接進行土地複丈作業的數值法土地複丈作業系統，是

一非常重要的工作。 

理論上使用 VBS-RTK 技術應可應用或取代基本控制測量及

圖根測量，並直接運用於辦理土地複丈。因此，如何利用已建置

完成之ｅ- GPS 衛星定位基準網，並且整合適當測量儀器，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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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 VBS-RTK 技術，加諸理論與方法進行辦理土地複丈業務。

既可節省人力、時間與成本並可提高土地複丈作業之效率，提高

土地複丈成果精度確保成果品質，以保障人民權益，是本研究之

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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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近年來發展之 VBS-RTK 技術，利用參考站網（Reference 

Station Network）及軟體可計算得區域內之系統誤差如對流層、

電離層及軌道誤差等，提供給使用者可即時獲得公分級精度之定

位。此 VBS-RTK 技術具有增加 RTK 作業移動站與參考站間之距

離、增加系統之可靠性及減少 RTK 初始化（initialization）時間

等之優點，但全國性 e–GPS 衛星定位基準站即時動態定位系統

之 VBS-RTK 衛星定位技術，基本上於都會區仍受建築物、地形

等外在因素影響，本文在研究移動站受到遮蔽時對 VBS-RTK 定

位精度之影響及探討都會區受建築物及地形影響時，VBS-RTK

技術使用上是否能如預期理想，達到公分級之定位精度，因此本

研究之目的如下： 

一、以 VBS-RTK 取代傳統圖根測量或減少圖根測量工作量之可

行性分析 

圖根測量是依據基本控制測量作業規定所測設之四等控制

點，在辦理地籍測量之地區內布設點位間距較短之控制點之測

量，以內政部土地測量局目前辦理重測區圖根測量作業之模式，

係採用電子測距經緯儀施測圖根點，以導線測量方式先觀測其水

平角及距離，先採單導線逐級計算，檢核無誤後加入多餘觀測

量，再結成導線網，實施整體平差，以提高精度。傳統地測法因

受地形、地物限制，圖根網形強度無法有效提升，且網形平差計

算需經驗累積，方能有效執行偵錯工作，如執行不順暢，則需耗

費較長時間於檢測作業。 

若使用 VBS-RTK 進行圖根測量，因移動站與主站之間不需

通視，只需接收虛擬基準站（VBS）發出的觀測量訊號，即可進

行定位，本研究為探討辦理地籍測量時圖根點測設作業可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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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實地進行測量分析 VBS-RTK 測量技術應用於圖根點增、補建

測量時，定位精度是否也能符合地籍測量實施規則之圖根點測量

規範，若 VBS-RTK 技術可行，則可大幅減少圖根點的布設密度，

甚至取代傳統的圖根網測量，以降低設置與維護圖根點的成本，

且可加速測量業務之進行。 

二、VBS-RTK 辦理土地複丈之可行性分析 

目前辦理目前辦理數值地籍測量時須先從檢測已知三角點

或三等控制點，測設四等控制點，然後再測設圖根點進行導線測

量並形成圖根網，其主要目的是為提供戶地測量或將來辦理土地

複丈之依據。此種作法會造成控制點的精度逐級降低，且精度無

法均勻一致，使用 VBS-RTK 進行地籍測量，因為移動站只需接

收虛擬基準站發出的觀測量訊號即可，因此沒有此種缺點。理論

上，若直接以 VBS-RTK 進行測量，應可得到高精度且均勻一致

之公分級測量成果，但 VBS-RTK 衛星定位技術與傳統 RTK 技術

一樣，基本上仍會受建築物、地形等外在因素影響，故本研究另

一個目的在探討移動站受到遮蔽時，VBS-RTK 定位的精度辦理

土地複丈成果品質之影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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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為了要探討 VBS-RTK 即時動態定位理論應用於圖根測量

及土地複丈之精度研究及可行性分析，本研究選定在台北縣鶯歌

鎮95年度辦理地籍圖重測地區為研究範圍，位置如圖4-1所示。

該地區位於台北縣與桃園縣八德市臨接的鶯歌地區，是一個開發

甚早的市鎮，研究區內建築物林立且多屬大樓或公寓，其餘則為

農地、山坡地及休地，山坡地上雜林居多，致使通視不良，傳統

方式施測困難，本區域因地形甚為複雜，可針對各種遮蔽情況下

進行定位研究，而且已辦竣地籍圖重測，已建立本研究實驗分析

所須之數值資料，故選定此地區為實驗範圍。 

圖 1-1 實驗區位置圖 

 

二、研究限制 

本研究以台北縣鶯歌地區之研究範圍，並且以該地區 95 年

  
 圖根實驗範圍 

 

 複丈實驗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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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地籍圖重測時所建立之控制點、圖根點及數值地籍圖成果資

料為本研究之基準。地籍圖重測辦理圖根測量時是以地測為主，

點位之勘選布設僅考慮以全測站經緯儀測量時，點與點之間的通

視問題，而無考慮遮蔽及透空度之問題，致使本研究實驗之圖根

點部分點位，受遮蔽影響嚴重，將無法求得成果。本研究限制將

設定主要影響衛星精度最主要的因素列為衛星訊號受遮蔽影

響，故不討論其他 GPS 衛星本身上的誤差，如電離層、對流層

延遲誤差，衛星星曆誤差，以及接收儀本身誤差，並設定接收儀

天線訊號接收最低角度 15 度控制多路徑誤差，直接對圖根點進

行觀測，將所得成果進行比較分析，並不考慮點位遮蔽狀況及透

空度影響 VBS-RTK 求解成功率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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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流程 

一、研究方法 

本實驗利用全國性衛星定位基準網之VBS-RTK北區服務

網，對實驗地區之四等控制點及圖根點進行觀測及界址點放樣，

綜合觀測值分別與重測公告之坐標成果，比較統計分析其定位成

果精度。 

本研究主要方法如下： 

（一）資料蒐集 

本研究以台北縣鶯歌鎮95年度辦理地籍圖重測區所測設

之四等點及圖根點為基準，首先清查點位保存現況以作為外業

規劃之依據。 

（二）外業觀測 

利用全國性電子化衛星定位基準網之VBS-RTK，對所有四

等點及圖根點分別觀測2次並紀錄接收狀況，以求得重複觀測

量。當第1次所有點位觀測完竣後，即著手進行第2次之觀測，

惟第2次觀測時須選擇不同時間段進行，以使每個點位於上、

下午各有一次之觀測成果。 

（三）觀測成果統計分析 

當所有點位均施測2次完竣後，即分別將2次觀測到之坐標

成果與圖根公告之坐標成果比較，進行下列各項之統計分析，

以評估 VBS-RTK 取代傳統圖根測量的可行性。 

 1.二次原始觀測成果統計分析。 

 2.二不同時間段重複觀測成果分析。 

 3.二次觀測成果平均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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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坐標轉換套合成果分析 

 5.上下午時段觀測成果分析 

（四）土地複丈實驗 

數值法土地複丈之作業方式，是根據圖根點、界址點位之

數值坐標檔繪製土地複丈參考圖，然後依據圖根點之已知坐標

反算與界址點間的夾角與距離，在實地以全測站經緯儀依據相

關之圖根點或界址點測定複丈土地之界址點。其實質上僅將原

有測設計算之界址點坐標，復原測定於實地，故本研究以土地

鑑界測量作為土地複丈之實驗。 

以VBS-RTK辦理土地複丈之可行性實驗方法如下： 

 1.界址點坐標轉換 

實驗區範圍內之界址點坐標與全國性 e-GPS 衛星定位

基準網之 VBS-RTK 有區域性偏差值之存在，為降低此區

域坐標偏差，本實驗以六參數轉換方式，將界址點坐標轉

換套合於 VBS-RTK 之坐標系統，使辦理土地複丈作業測

試時，將區域坐標偏差之情形降至最低。 

 2.界址點放樣 

以 VBS-RTK 直接進行土地複丈作業，將轉換後之界

址點放樣於實地。再以全測站經緯儀利用地籍圖重測時所

測設之圖根點坐標系統，觀測 VBS-RTK 放樣之界址點。 

 3.放樣成果統計分析 

計算界址點放樣坐標成果，再以其坐標計算宗地面

積，最後將成果與公告成果比較分析，以測試 e-GPS 衛星

定位基準網之 VBS-RTK 辦理土地複丈之精度及可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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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流程 

    本研究流程如圖1-2。 

圖 1-2  研究流程圖 

圖根點第 2 次
VBS-RTK 觀測 

第 2 次觀測成果與 
公告成果比較分析 

第 1 次觀測成果與
公告成果比較分析

重複觀測成果
比較分析

觀測成果平均值與
公告成果比較分析

觀測成果六參數轉
換及最小二乘配置

觀測成果精度
及可靠度分析

界址點坐標六參數轉換

實驗區土地界
址點複丈放樣

界址點複丈成果分析

宗地面積複丈成果分析

結論與建議

選定研究範圍

蒐集相關文件及資料

圖根點第 1 次
VBS-RTK 觀測

研究動機及目的

相關理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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