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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文獻回顧 

全球衛星定位糸統從完成建置至今已 20 餘年，所有相關技

術以及理論大都已成熟，本研究方向係以內政部土地測量局所建

置全國性 e_GPS 衛星定位基準網，利用 VBS-RTK 定位技術，觀

測實驗區內原有圖根點與原公告坐標比較，再以坐標轉換方式，

將圖根點觀測成果轉換至實驗區之坐標系統，已進行比較分析,

最後將實驗區界址點坐標轉換成 VBS 系統進行土地複丈測試。

目前與全國性 e_GPS衛星定位基準網之VBS-RTK定位技術相關

之論文，大都僅限於對基本控制測量及圖根測量方面之研究分

析。本章就蒐集之相關文獻區分為 GPS-RTK 定位、VBS-RTK 定

位、坐標轉換及土地複丈等四部分討論。 

 

 

 

 

 

 

 

 

 
 
 
 
 
 
 
 
 



 
14 

第一節 即時動態衛星定位測量（GPS-RTK） 

目前 GPS 衛星靜態（Static）測量已廣泛應用於控制測量，

惟需要較長時間的觀測以及後續處理的內業計算工作；而結合

OTF（On-the-Fly）相位未定值演算法與通訊設備的 GPS 即時動

態（Real Time Kinematic，RTK）測量，能夠在運動狀態下求解

相位未定值，且只需幾筆觀測資料即可進行定位，將可大幅縮短

GPS 測量所需的時間。隨著衛星顆數的增加以及 OTF 相位未定

值演算法的成熟，即時動態測量已到達實用的階段。RTK 定位

技術，係透過通訊設備將基站的觀測量訊號即時傳至移動站上，

同時在動態的狀態下求解相位週波未定值，具有施測迅速，移動

快速且不需後處理的內業計算工作，即時獲得公分級精度點位坐

標之優點，在未發展 VBS-RTK 以前，幾乎為國內最先進及普遍

的測量模式，亦成為即時及精準的測量標竿。茲將近年來有關

GPS-RTK 的研究文獻分述如下： 

一、孫連水（1997），〈即時動態 GPS 測量應用於控制測量與戶

地測量之研究〉： 

主要針對 RTK 系統應用於控制測量與戶地測量之定位精

度、工作效率及如何提高可靠度等方面進行探討。RTK 的成果

精度，由實驗證實已可達到 15mm + 3ppm 的三、四等衛星控制

點的規範要求；在戶地測量的應用上，經過基準轉換後之地籍坐

標已可達到公分級的精度。由實際應用之觀點，文中探討 RTK

基線長度的距離限制，當參考站和移動站問的距離增加時，則會

因無線電功率之限制及電離層、對流層、軌道誤差等系統誤差的

影響，使得空問和關性差異增大，降低定位精度。使得經過差分

處理後的移動站資料仍然含有很大的殘餘誤差，從而導致定位精

度之降低和無法正確解算載波相位的整數週波未定值（Inte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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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cle Ambiguity）。因此考慮 GPS-RTK 的實用性及可靠性後，六

公里以上之基線並不適合於 GPS-RTK 的應用。 

二、曾清凉、儲慶美（1999），〈GPS 衛星測量原理與應用〉： 

RTK 之原理是利用高精度之載波相位觀測量，透過通訊設

備，將參考站觀測資料以及參考站坐標即時傳送到移動站，並且

採用差分的方式，減少掉移動站與參考站間的共同性誤差，而移

動站在動態之狀況下求解週波未定值，達成即時定位。因此和其

他測量方式比較起來 RTK 的優點具有施測迅速、無須後處理之

計算作業，且具有高精度之即時定位效能。其在細部的測量作

業、地形測量以及界址測量等都有著很大的應用。 

三、葉大綱、黃勢芳、陳春盛（2002），〈結合泛歐數位式行動電

話系統應用於 GPS 精密動態定位〉： 

      RTK定位技術主要之限制有兩項： 

（一）無線電之功率限制 

          由於受限於廣電法5瓦功率的限制，一般使用者在使

用無線電傳送語音及數據責料時，其功率不可大於5瓦。

因此市面上常見的無線電傳輸設備，其傳輸距離最遠僅達

5公里，若是在山區或是都市地區等遮蔽較嚴重的地方，

其傳輸的距離可能不到l公里。 

（二）軟體的解算能力不足或解算方法的限制 

          由於RTK定位是使用差分的方式來進行解算，而使用

差分方式，則必須建構在參考站與移動站兩者間的共同性

誤差相似的情況下，才能達到將共同性誤差消去之效果。

若是參考站和移動站間的距離增加時，則會因為衛星軌

道、電離層以及對流層誤差增大的影響，導致誤差失去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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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關係，降低兩者間共同性誤差的相關性，使得難以透過

差分方式解算出週波未定值，進而增加定位的困難度，甚

而無法進行定位。 

四、蘇添旺（2003），〈RTK 應用於大型都會區圖根點新補建模

式之研究-以台中市為例〉： 

以台中市為例，採用以 RTK 施行圖根點新補建時，移動站

受到遮蔽時對 RTK 定位精度之影響及探討都會區受建築物及地

形影響時，RTK 使用之可行性進行研究，實驗證實於都會區現

場遮蔽率 40﹪以下時，經檢測圖根點成果大部分皆符合精度要

求，證明採用 RTK 測量作業正確無誤，故可利用 RTK 辦理圖根

測量工作。而測量現場遮蔽率為 50﹪時所檢測點位（一半可以

做一半不可以做）所以要參酌實地地形及衛星幾何分佈（GDOP

值）等才能辦理圖根點測量工作。而當現場遮蔽率為 60﹪以上

時因衛星遮蔽關係（無法接收五顆衛星以上）皆無法達到精度要

求，故需搭配全測站經緯儀辦理測量作業。 

相關文獻探討結果，即時動態測量（RTK）有即時定位及成

果精度均勻之特點，可減少控制測量之工作量，適合大面積、筆

數少之非都市地區。然而，因 GPS 衛星測量是靠著接收衛星的

訊號來進行定位，因此，在對空通視不良的地區，使用 RTK 有

其困難存在，此時必須使用建立補點之輔助方法施測，此為 GPS

測量之最大限制。且在進行 RTK 即時動態定位時，由於受到對

流層、電離層及多路徑效應等系統誤差的影響，在基線較長時，

系統誤差影響量較大，使得相位未定值的搜尋無法通過程式本身

的測試，而無法求解出正確的相位未定值，或是通過程式本身之

測試後還有定位錯誤的情形產生，因此 RTK 的主站與移動站之

基線長度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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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e-GPS 網絡 RTK 即時動態定位系統 

RTK 技術最大的瓶頸在於基準站之系統誤差改正數的有效

作用距離，GPS 誤差的空間相關性隨著基準站與移動站距離的

增加而逐漸失去線性誤差模型的有效性，因此在大於 10 公里的

較長距離情況下，經過差分處理後的觀測數據仍然含有很大的系

統誤差，尤其是電離層的殘餘誤差，將導致整數週波未定值求解

的困難，甚至無法求解，造成定位成果不佳。近年有不少國內外

學者致力研究顯示，利用虛擬參考站(Virtual Reference Stations，

VRS)及區域內多個參考站（Multi Reference Station）組成的 GPS 

網絡來估計該區域內的 GPS 誤差模型可以減少軌道誤差、電離

層、對流層延遲誤差等因素的影響、增加週波未定值解算能力和

提高解算成果的精度和可靠度，以能在區域內進行快速且高精度

之 RTK 定位，提高 RTK 作業範圍，取代傳統有效範圍在 10 公

里以內單一參考站 RTK。 

在 e 世紀來臨之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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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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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BS-RTK的差分處理後，系統誤差可徹底地消

除，RTK定位精度因而得以提高。 

茲將近年來國內與本研究相關的文獻資料分項說明如下： 

一、曾清凉等（2004），〈台灣ｅ-GPS 電子基準站規劃設計及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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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分析期末報告修正本〉： 

由成功大學衛星資訊研究中心曾清凉教授提出e-gps之網絡

RTK技術，以VRS技術為基礎，利用多個參考站所組成的GPS網

絡來評估該區域內的GPS誤差模型，以提供該區域內用戶端使

用，用戶端將會收到加入即時內插的系統誤差的虛擬參考站觀測

數據。由VBS-RTK之定位精度分析成果得知，當虛擬基準站

（VBS）與移動站（Rover）位置相距在500公尺之內時，以VBS

定位技術進行移動站之RTK定位解算，其精度可達平面位置中誤

差小於3公分及高程中誤差小於6公分，由各虛擬基準站與移動站

之RTK基線每筆連續觀測資料之解算成果得知，在X, Y, Z坐標向

量之解算精度分別介於±0.5~1.2公分、±0.8~1.5公分以及±0.4~0.8

公分，這種 VBS- RTK 相對定位技術，已可獲得高精度及可靠

的成果。 

二、馮倩君（2004），〈以多參考站為基礎之GPS 即時動態定

位演算法發展〉： 

研究設計出一種演算法，利用卡曼濾波解算出參考站網的週

波未定值，從而建立區域內即時性的系統誤差模式，利用此系統

誤差模式以內插的方式根據移動站的概略坐標產生虛擬參考站

(Virtual Reference Station, VRS)，最後此虛擬參考站與移動站進

行標準的短基線RTK 定位得到移動站之點位坐標。成果顯示，

參考站間距為65~80公里時，其提出之多參考站即時動態定位演

算法之平面定位精度在5公分以內，高程定位精度在15公分以

內，而即時動態定位過程均能在數筆(1~4 筆)資料內完成搜尋整

數週波未定值並解算出移動站坐標。 

三、崔國強（2004），〈網路RTK之理論與實務〉： 



 
19 

由中、長距離基線網分析結果比較後，可知VRS技術能精確

定位，且VRS為即時性的定位技術，就如同在中、長距離的範圍

下施測RTK，大大的提昇了RTK在施測上的有效工作範圍。隨著

GPS科技之日新月異，測量技術及相關軟硬體設備也日異精進，

發展虛擬參考站以提昇GPS定位效能，已成為一門值得研究的課

題。VRS 領域包含即時與非即時性應用，可以涵蓋土地測量、

地籍測量、空中攝影測量、GIS、公共設施服務、機械控制、變

形監測、精密農業、水文測量與環境應用等。 

四、張繼文（2005），〈GPS 虛擬參考站系統於地籍控制測量

應用之研究〉： 

在短基線6 公里範圍內，GPS-VRS 與 GPS-RTK 施測成果

均能符合測量點位精度要求。當基線超過6公里範圍以上，

GPS-RTK施測成果並不符合點位精度要求。而GPS-VRS 施測成

果均符合點位精度要求。且求出正確解（Fixed 解）觀測時間上

GPS-VRS（Fixed 解）時間優於GPS-RTK（Fixed 解）時間及作

業人員、器材配置方面GPS-VRS 機動性優於GPS-RTK。故證明

大範圍區域作業方式GPS-VRS 優於GPS-RTK 作業方式。 

五、林文亮（2007），〈e-GPS系統應用於圖根控制測量之探討-

以台中縣龍井鄉重測區為例〉：  

本實驗數據可以得知，VBS坐標兩次觀測資料之坐標差

81.9%之點數小於2公分，坐標差呈現常態分布曲線，內政部土地

測量局所建置之電子基準站，可有效消差大部分的系統誤差，於

平面位置部分僅剩餘偶然誤差，且與距離無關，但高程資訊精度

比平面精度差；目前圖根點公告坐標因觀測方式、採用觀測儀器

及強制附合之已知點與VBS系統不同，故在本實驗區中VBS坐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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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公告坐標約有3~4公分系統差存在，因此VBS系統所得到之坐

標無法直接應用於地籍測量上，必須經過一坐標轉換方能使用。   

目前國內對於e-GPS網絡RTK即時動態定位系統之研究，大

都以控制測量或圖根測量為主要研究方向。研究結果顯示，使用

VBS-RTK施測圖根點，在達成相同精度的要求下，可減少外業

人力需求、外業測量時間、內業後處理量。且成果均能符合測量

點位精度要求。本研究除以VBS-RTK定位技術驗證辦理圖根測

量之可行性外，嘗試以此技術直接辦理土地複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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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坐標轉換 

全國性e-GPS衛星定位基準網中，其GPSNet 定位軟體因要

求進行 VBS-RTK即時動態定位解算時，基準站相對精度須在1

公分以內，使其目前所使用現時TWD97坐標系統，與內政部公

告 TWD97@1997 坐標系統間將產生區域性偏差值。為探討如

何消除此區域坐標偏差值，茲蒐集相關參數轉換之文獻分述如

下： 

一、邱仲銘（1999），〈圖解地籍圖數值化坐標整合及應用〉： 

在不同坐標系統之間求取轉換參數，就是要使得參考於兩個

或多個不同坐標系統的測量成果能夠經過轉換而整合在同一坐

標系統之下。一般坐標整合的作法都採用簡單的多項式轉換，例

如四參數、六參數轉換到同一坐標系統內。此傳統最小二乘法平

差是將兩坐標系之間視為僅含有獨立的偶然誤差來處理，然而由

於控制點坐標是觀測量經平差計算得到的，因此它們之間具有相

當強烈的相關性，即不再含有獨立不相關的偶然誤差而僅有相關

的系統誤差。 

二、黃華尉（2001），〈TWD97 與 TWD67 二度TM坐標轉換之

研究〉： 

利用TWD97之一、二等衛星控制點和TWD67一、二、三等

三角點之共同點的二度TM坐標資料，以最小二乘配置法

（Least-Squares Collocation）進行二度空間之坐標轉換，除了求

取TWD67與TWD97二度TM坐標間之轉換參數外，一併處理點位

坐標所含的系統誤差。 

三、戴翰國（2002），〈利用六參數平面轉換與最小二乘配置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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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小區域TWD67與TWD97之地籍資料坐標轉換─以臺北市

大安區通化段為例〉：  

透過六參數轉換結合最小二乘配置法的方式，進行小區域的

平面坐標轉換，其範圍小於5km×5km，將TWD67的地籍坐標資

料轉換至TWD97坐標系統下，以利土地複丈作業之進行，並將

複丈後的成果轉換為TWD67的系統下，以更新地籍資料庫。對

小區域的範圍而言，可將TWD67 與TWD97 坐標系統當成是兩

個平面，透過平面坐標轉換的模式，配合最小二乘配置法來配賦

控制點的殘餘誤差，並將其反應在未知點的坐標分量上，透過六

參數轉換結合最小二乘配置法的方式，進行小區域的平面坐標轉

換，將TWD67 的地籍坐標轉換至TWD97坐標系統下，進行土地

複丈作業有不錯的精度表現。 

四、陳世平（2003），〈數值法辦理圖解地籍圖數化區之土地複

丈作業研究─以農地重測區為例〉： 

以現行地政事務所使用之「土地登記複丈地價地用電腦作業

系統」為作業平台，藉著加密控制點及圖根點補建，採六參數

〈Affine〉轉換模式建立二系統間之轉換參數，期望藉由圖根點

補建及參數轉換改正的程序，建立一套能直接以數值法辦理圖解

數化區土地複丈之作業模式，改善目前以圖解法辦理圖解地籍圖

區土地複丈之各種缺失。 

經實驗測試及實地檢測結果，六參數轉換時若利用三個已知

具TWD67 平面坐標與WD67-P 平面坐標的控制點可恰好求出

轉換參數，但卻無多餘觀測量。若能利用之已知控制點有三個以

上，可使用最小二乘原理平差求解六個轉換參數之最或是值，有

效提高轉換精度。其歸納建立參數轉換模式能有效解決現行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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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化資料與真實空間位置間無法連結的問題。並將圖解數化資料

連接上週邊數值重測區現行的TWD67平面坐標系統，達成直接以

數值法辦理圖解數化區土地複丈作業之目標。 

五、葉大綱（2007），〈全國性e-GPS衛星定位基準網技術〉： 

本文獻利用四參數、六參數與七參數坐標轉換法，相較坐標

轉換前與轉換後之差異性並評估其優缺點，藉以提昇e-GPS 定位

之精度。首先利用坐標轉換應用於桃園與新竹地區，其結果在桃

園及新竹地區施測e-GPS 定位時，若使用四參數及六參數轉換只

能改善平面坐標的精度，而七參數轉換則可提升三維坐標的精

度，平面方向可提昇23~25%，高程方向可提昇44%；但假若只

考慮到平面坐標的精度，使用六參數轉換將會是最好的選擇，約

可提昇31~38%。由於桃園新竹地區坐標系統相對於台灣全島屬

於較穩定的狀態，為了測試坐標轉換的最大效益，接下來將利用

參數轉換應用於花蓮地區。經研究分析結果，在花蓮地區施測

e-GPS 定位時，若使用四參數及六參數轉換同樣只能改善平面坐

標的精度，而七參數轉換則可提升三維坐標的精度，平面方向可

提昇81~93%，高程方向可提昇33%；但假若只考慮到平面坐標

的精度，使用六參數轉換將會是最好的選擇，約可提昇89~95%。 

六、梁煜誠（2007），〈VRS-RTK應用於圖根點補建之坐標轉換

區域研究-以大湖地區為例〉： 

利用內政部土地測量局建置之e-GPS系統之中區服務網

VRS-RTK為主，傳統單主站RTK為輔，觀測及檢核實驗區內圖根

點。以選擇不同坐標轉換區域及共同點，透過四參數坐標轉換等

四種轉換模式辦理坐標轉換，分析比較最佳之坐標轉換區域及轉

換模式，並以各坐標轉換成果辨理戶地成果檢測。研究結果發



 
24 

現，將苗栗縣大湖鄉79年度數值法地籍圖重測區，以分四區坐標

轉換成果優於全區及分二區坐標轉換成果;實驗證明六參數坐標

轉換成果較四參數坐標轉換成果為佳;以坐標轉換成果辨理戶地

檢測，其成果符合地籍測量實施規則2-6公分之規定。 

七、林文亮（2007），〈e-GPS系統應用於圖根控制測量之探討-

以台中縣龍井鄉重測區為例〉： 

本實驗提出坐標轉換之作法，亦即利用觀測點位中具有VBS

坐標與公告坐標等兩種系統之點位當作共同點，利用這些共同點

之坐標代入坐標轉換公式，求出實驗區之轉換參數。再利用這一

組轉換參數將所有測點一併轉至公告坐標系統上，其坐標較差皆

符合圖根點檢查5公分之規範。 

    根據相關文獻研究指出，圖根點公告坐標因觀測方式、採用

觀測儀器及強制附合之已知點與VBS-RTK系統不同，故在實驗

區中VBS-RTK坐標與公告坐標會有系統誤差之存在。相關研究

亦提出VRS-RTK所測得之成果與研究區域所產生之系統誤差，

可以四參數轉換、六參數轉換或七參數轉換方式加以轉換。就地

籍坐標轉換而言，正形轉換及仿射轉換是較常用的轉換式，若x

方向及y方向的變形量相同，就只須使用四參數轉換即可，若兩

個方向的變形量不等，則須以六參數轉換來加以改正。經相關文

獻研究分析結果，採用四參數轉換或六參數轉換均可改正，而以

六參數轉換成果精度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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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土地複丈 

土地複丈所使用的地籍圖是地政測量業務中最主要的參考

資料，目前臺灣地區各地政事務所據以辦理土地複丈的地籍圖，

可分為圖解地籍圖及數值地籍圖兩種。本研究主要是以數值地籍

圖為基礎，採用數值法土地複丈。 

以數值法辦理土地複丈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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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作業方式較圖

解法快速、簡便。地籍測量隨光電、資訊科技的發展，已有大幅

的進步，尤以GPS衛星定位測量更可有效提昇測量成果精度及作

業效率。近年來以GPS-RTK或VBS-RTK辦理土地複丈之相關研

究並不多，大部分以應用於圖根控制測量方面之研究為主，茲將

近年相關土地複丈之相關研究文獻整理如下：  

一、林頌富（1998），〈GPS 輔助土地複丈〉： 

主張配合新的國家坐標系統（TWD97），以 GPS 輔助土地複

丈，在現行測量地段進行主要圖根點測量，求解 TWD97 與現有

圖解區及數值重測成果間之坐標轉換參數，及其網形變形數據。

將可建立區域性測區坐標框架的一致性，不僅解決圖根點維護補

建的問題，而且完成整體國家坐標體系的建立。更進一步主張，

經由 RTK 進行土地複丈測定界址點時，並可獲得該界址點之

TWD97 坐標，從而納入複丈管理系統，充分發揮 GPS 的高度一

致性，使複丈成果與重測成果相當。 

二、楊名（1999），〈新進測量方法於土地複丈之應用─即時動

態 GPS 測量使用於戶地測量之介紹〉： 

結合動態 OTF（On-the-Fly）相位未定值演算法與通訊設備

的 GPS 即時動態（Real Time Kinematic，RTK），能夠在運動狀

態下求解相位未定值，且可進行即時定位，大幅縮短了一般 G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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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態測量所需的時間。由移動站與廣播主站之距離與成功率的實

驗中得知，基線長度越長解算錯誤的情形越多；在相同的基線長

度下，衛星顆數越多，解算錯誤的情形越少； 另一方面 PDOP

值與 RTK 的算錯率並沒有明顯的關係。 

三、林建良（1999），〈圖解數化成果應用於複丈作業之研究〉： 

基於土地複丈作業性質的特殊，前後不同的作業時間、左右

相鄰不同的局部複丈成果，彼此有著直接而密切的互動關係；未

經數值法重測的地籍測量成果，不論其是否經過數值化，實務上

現今仍多採圖解法實施複丈，其經年累月龐大的地籍資料，仍未

納入電腦管理。主張採用數值法複丈，可望局部提昇數值化成果

品質，並便於資料的整合應用與資源共享。 

四、陳世平（2003），〈數值法辦理圖解地籍圖數化區之土地複

丈作業--以農地重測區為例〉： 

數值法土地複丈作業是以已知坐標之圖根點為依據，但目前

圖解地籍圖地區圖根點已遺失殆盡，即使有少數殘存圖根點也無

法發生作用，需予以重新按規定補建；其次，數值地籍圖區是先

有圖根點再進行戶地測量以建立數值地籍圖，而圖解數化區則是

先完成數值地籍圖後再連測圖根點，因此在連測作業及資料運算

過程中，需有相關硬體設備、軟體及變通的作業模式等配套措

施，以提高圖根點補建作業的可行性。 

由於衛星定位科技不斷進步，也帶動著測量技術的變化，目

前相關研究已證實應用VBS-RTK衛星定位技術可有效的完成控

制測量業務，惟衛星定位測量受透空度的影響，因此在都會地區

較不易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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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RTK雖能快速數獲得定位成果，惟施測時須有兩台具備接收

GPS載波觀測量和兩組無線電。其中一台GPS接收儀須放在控制

點做為參考站，另一台則當成移動站用來測定目標點，而兩端皆

配備無線電來收發資料。進行RTK測量時，基站與移動站須同時

能接收五顆以上GPS衛星的訊號與基地站廣播的差分訊號，方可

求解未知點坐標，故並非所有地區均適用RTK測量。且RTK衛星定

位技術須依賴無遮蔽及無線電通訊方面的限制甚多，於都會地區

會受建築物、地形等外在因素影響，在使用上並不如預期理想，

其即時定位之特性更無法發揮，甚至會因接收之衛星顆數不足，

而造成無法進行RTK定位。根據相關研究文獻指出，都會區現場

遮蔽率在40％以下時，RTK測量成果解算可正確無誤，當現場遮

蔽率50﹪時，正確率降至50％，若遮蔽率超過60％以上時，因受

遮蔽關係無法接收五顆以上衛星，皆無法達到精度要求。 

從VBS-RTK相關文獻指出，當虛擬基準站與移動站位置相

距在500 公尺以內時，以VBS定位技術進行移動站之RTK定位解

算，其平面位置精度中誤差應小於 3 公分。VBS-RTK定位技術，

可以說是傳統RTK定位技術的延伸，傳統RTK只有用單一參考站進

行定位，而VBS-RTK使用多基準站方式，經由網路彼此連結。當

移動站將概略坐標傳回控制中心時，控制中心會計算出一組新的

參考站觀測量並回傳給移動站，而這組新的觀測量點位，就如同

一個新的參考站落在移動站的概略坐標或其附近。而這項技術的

主要功能，就是使移動站和新的參考站觀測量間產生極短的基

線，使移動站獲得較高定位精度。由於這組觀測量是虛擬出來

的，在真實環境並不存在，所以這也是它被稱為虛擬基準站的原

因。目前國內對於全國性e–GPS衛星定位基準網相關研究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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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都只針對VBS-RTK應用於圖根控制測量方面之探討，從幾篇相

關的研究文獻均有同樣結論。就是為了使VBS-RTK觀測所得之坐

標能與公告坐標相符，均提出參數轉換之模式，實驗區之圖根點

觀測成果經坐標轉換後，都可符合內政部土地測量局圖根點位置

檢查與原坐標之較差不得超過5公分之規定。本研究區為數值地

籍圖重測區，理論上以四參數轉換即可得到辦理土地複丈所須之

成果精度，但考慮到兩坐標系統的坐標軸可能會有不同的尺度比

例，且由以往的研究結果顯示，六參數轉換比四參數轉換較為完

備切成果較。因此經參考相關文獻後，本研究採用六參數轉換模

式進行實驗區圖根點及各界址點之平面坐標參數轉換作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