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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 形变监测网基线处理中系统误差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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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高精度 GPS 形变监测网基线处理中系统误差产生的原因 、分类及其对基线处理的影响 ,并在

此基础上提出消除和削弱这些系统误差影响的一些原则和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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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 , GPS 已广泛应用于高精度控制网(如

国家A ,B级网等)的建立和各种形式(如地壳运

动 、建筑物 、海平面变化等)的形变监测 。对于这

些高精度 GPS 网 ,要想获得满意的结果 ,基线处

理是关键。影响 GPS 定位及基线处理精度的因

素有很多 ,如卫星星历 、对流层折射 、电离层折射 、

多路径效应 、基准站坐标 、基线解算时采用的软

件 、解算数学模型等 。如不能正确处理这些因素 ,

都将造成基线解算结果的差异 。本文主要讨论观

测量的系统误差中观测值本身的系统误差。

1　卫星星历的系统误差及其对基线
处理的影响

1.1　卫星星历基准变化引起的系统误差

在GPS技术的发展过程中 ,GPS精密星历的

发展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 ,如早期的 DMA星历 、

NGS星历 、CODE星历及目前广泛使用的 IGS 综

合星历等 。不同精密星历所参照的地球坐标参考

框架略有差异。框架间坐标原点的平移差异约为

0.05 ～ 0.50m;尺度差异约为 0 ～ 5 ×10
-8
;坐标

定向差异约为 0.01″～ 0.02″。坐标参考框架的变

化对基线影响在最不利的情况下参见文献[ 6] 。3

种因素对 GPS 基线向量各分量的综合影响最大

可达 1.36×10-7 ,一般为 5×10-8左右 。对于不

同期的 GPS 监测网 ,这一系统误差是不容忽视

的。

1.2　星历误差对基线处理的影响

1984年 ,Bauersima给出了卫星轨道误差 dr

与其对基线影响 db之间的关系:

|db|
b

=
|dr|

r

式中 , r 是测站到卫星的平均距离;b 是基线长

度。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讲 ,轨道误差对基线的影

响可以较精确地用下式表示(Rothacher ,1992):

|db|
b

=
|d r|
k · r

,4 ≤ k ≤10

由上式可得其对不同长度基线在最不利情况下的

影响 ,如表 1所示。

　　早期的精密星历精度为几米乃至几十米 ,而

最新的 IGS事后精密星历精度可达 2cm ,广播星

历的精度一般在 20m 左右。在基线解算时 ,应根

据网尺度的大小 、基线的长短来决定采用哪种星

历。从表 1可以看出 ,广播星历只能满足 2km 以

下基线的精密定位。因此对于 2km 以上的基线 ,

数据处理时应采用精密星历。此外 ,不同时期的

星历和不同机构发布的星历 ,也存在一定的系统

误差 ,处理时 ,应尽可能采用同一种类型的星历。

特别地 ,如果所用的精密星历不能满足需要 ,如

1993年以前所测的数据(由于 NGS , CODE ,S IO

等所用的精密星历精度只有 2m 左右),在处理时

必须顾及到星历误差对基线的影响 ,在定位时 ,应

采用强约束高精度地面基准站坐标并同时松弛轨

道的方案(刘经南等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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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星历误差对不同长度基线的影响

Tab.1　Errors in Baseline Components due to Orbit Errors

轨道精度/m
最不利情况下的影响值/mm

1km 10km 100km 1 000km

50 0.5 5 50 500

5 0.05 0.5 5 50

0.5 0.005 0.05 0.5 5

0.05 0.000 5 0.005 0.05 0.5

2　地面起始点坐标引起的系统误差

在基线解算中 ,需要一个起算点 ,起算点的精

度将影响基线解算的精度 ,因此很有必要获得高

精度的基准点坐标及监测点(或控制点)的坐标

(姜卫平等 , 1998)。当基准起算点坐标出现误差

时 ,将导致整个GPS 形变监测网基线向量解产生

系统性误差。试验表明 ,这种系统误差主要反映

整网基线向量的系统性旋转和尺度的变化。

起算点对基线解算的最大影响可以用下式表

示(周忠谟等 ,1997):

δs =0.60×10-4 ·D ·δX 1

式中 ,δs 为对基线的影响;D 为基线的长度;δX 1

为起算坐标的误差。根据此式 ,在最不利情况下 ,

基准站坐标对基线的影响可以用表 2表示。

表 2　基准站坐标误差对基线的影响

Tab.2　Errors in Baseline Components due to Fiducial

Station Coordinate Errors

基准站误差/m
最不利情况下的影响值/mm

1km 10km 100km 1 000km

20 1 10 100 1000

2 0.1 1 10 100

0.2 0.01 0.1 1 10

0.02 0.001 0.01 0.1 1

　　由表 2可知 ,如以基准站坐标误差对基线的

影响量 0.5mm 为限 ,基线处理时应注意如下 3

点:①对于短基线(小于 10km),其基准站坐标精

度应优于 1m 。只需将基准站与国家 A , B级网点

联测 0.5h 即可得到 。 ②对于中长基线(小于

100km),其基准站坐标精度应优于 0.1m 。应取

国家 A 级网点作为基准点 ,并与其同步联测 24h

以上 。③对于长基线(大于 100km),其基准站坐

标精度应优于 0.05m 。应取全球站作为基准站 ,

并与其联测 48h以上。

此外 ,对于整个 GPS网 ,在进行基线解算时 ,

应采用一个或一组测站的坐标作为固定或松弛的

坐标基准 ,并应从有已知基准站的同步观测网开

始解算 ,然后用推算得到的未知测站的坐标作为

基准来解算相邻的同步观测网乃至整个 GPS 形

变监测网 。

3　地面基准与星历的框架 、历元统
一时不同归算方案引起的系统误

差

　　GPS相对定位的基准是由卫星星历和基准

站坐标共同给出的 ,并且要求地面基准站坐标的

框架及历元与卫星星历的框架及历元保持一致。

因此 ,为了确定在严格基准下的形变网地心坐标 ,

并确定在某一确定框架基准下的地壳形变 ,有必

要将 GPS网纳入到 ITRF 参考框架中 ,即在处理

时应加上在 ITRF 参考框架中已知坐标的基准站

数据一起处理 ,并应统一地面基准站坐标与卫星

星历的框架及历元。

统一地面站坐标与星历的框架及历元一般有

两种方法:①将星历的框架和历元保持不动 ,而将

地面站坐标的框架及历元归算到星历所在的框架

和历元;②将星历框架归算至地面站框架而历元

保持不动 ,对地面站只归算历元 ,而框架保持不

动 ,从而保证框架和历元一致。为了比较这两种

方案 ,取' 94中国地壳形变监测网的 227 ～ 229天

共3个时段进行试算 ,用同一基线两种归算方法

的基线较差来计算统计意义下的重复性 ,得到如

表 3所示的结果。

表 3　不同归算方案之间基线重复性比较

Tab.3　The Comparison of the Repeatability

of Baseline among Different Methods

南北分量 东西分量 垂直分量 长度分量

0.6mm+
0.07×10-8

1.2mm+
0.08×10-8

0.8mm+
0.03×10-8

0.5mm+
0.05×10-8

　　表中 ,表示各分量重复性数据的第一项为固

定误差 ,第二项为比例误差。从表中可以看出 ,这

两种方案的差异对基线精度要求为 10-9量级结

果的影响可忽略不计 。

4　基线解算方案和软件不同引起的
系统误差

4.1　基线解算方案引起的系统误差

利用 GPS 进行形变监测 ,一般应测两期以

上 ,如果处理解算的方案不一致 ,即使所使用的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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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一致 ,也会带来较大的系统误差 ,如电离层和对

流层改正模型的选取方式 、基准站坐标和卫星轨

道的固定或松弛约束程度 、力模型的选择 、周跳修

复的方法等 ,这些因素都将造成基线解在尺度和

方向上的系统误差。

利用 “中国地壳形变运动与监测” 1996 年

GPS监测网中的第 207 , 208 ,209天的数据 ,采用

如下 3种方案进行了研究:①使用并强约束全球

站(15个)松弛 IGS轨道;②不使用全球站只固定

GM14 ,并固定轨道;③不使用全球站只固定

GM14 ,并松弛轨道 。不同方案之间的基线重复

性如表 4所示 ,表中用于表示各分量重复性数据

的含义同表 3。

从表 4可以看出 ,不同的解算方案将给基线

向量带来 1.5×10-8尺度方面的系统误差。

为了避免不同解算方案对基线所带来的系统

误差 ,对于不同期的数据应严格采用同一方案进

行处理 。采用的解算方案应特别注意网的尺度 、

基准站坐标和星历的精度 。根据大量的数据处理

研究 ,笔者得出了如下削弱系统误差影响的原则。

表 4　不同解算方案之间基线重复性比较

Tab.4　The Comparison of the Repeatability of Baseline among Different Methods

单天解 南北方向 东西方向 垂直方向 基线长度

第 207天 1.6mm+0.6×10-8 4.6mm+0.6×10-8 8.9mm+0.7×10-8 0.4mm+1.5×10-8

第 208天 1.7mm+0.6×10-8 7.0mm+0.8×10-8 8.7mm+0.8×10-8 2.3mm+1.3×10-8

第 209天 1.0mm+0.5×10-8 7.1mm+0.9×10-8 5.9mm+0.9×10-8 3.5mm+1.5×10-8

　　1)对于大规模 、高精度 GPS网 ,应采用高精

度基准站并强约束其坐标和松弛轨道的方案 。其

约束量应根据先验精度来确定 ,既不应太紧 ,又不

应太松。

2)对于小尺度 、高精度 GPS 网 ,应采用强约

束高精度基准站固定轨道的方案。

3)基准站和星历的约束量大小是否合适可

用平差结果的改正数来判断 ,其判断标准是基准

站和星历的改正数应不大于 2倍(或 3倍)的约束

量。

4.2　基线解算软件的差异

即使基线解算时都采用高精度解算软件 ,如

GAM IT 和 BERNESE ,但不同的基线解算软件 ,

由于其采用的模型及数据处理方式等因素的不

同 ,可能造成基线解算结果的系统性差异。因此 ,

不同期的观测网应采用同一基线解算软件(最好

是同一版本)进行处理。

5　对流层折射对精密基线解算的影
响

　　由于对流层中的物质分布在时间和空间上具

有较大的随机性 ,使得对流层折射延迟也具有较

大的随机性 ,因此 ,即使经过模型改正后 ,由于改

正模型精度并不是很高(其中湿分量的改正精度

只有 80%), 其不能模型化的残余偏差是影响

GPS高程精度的主要因素之一 ,这种影响在精密

定位中必须加以顾及。目前 ,在模型改正的基础

上 ,随机过程方法是最理想的对流层折射模拟方

法(邵占英等 , 1996),可以达到水蒸汽辐射仪的观

测精度 ,显著地提高垂直方向上的重复性。

分段线性方法是随机过程的简化(King , et

al ,1995),它包含了目前使用的单参数方法和多

参数方法 。从理论上讲 ,参数越多 ,越能精确地模

拟对流层折射的影响 ,反映出折射估值随时间变

化的基本一致性趋势 ,然而 ,随着参数的增多 ,整

个解的强度却随之降低 ,并且过多的附加参数还

可能导致法方程的病态甚至秩亏 。另一方面 ,参

数估计得不够 ,则不足以反映出对流层特别是湿

分量部分随时间变化的特征 ,从而得不出很高的

精度 。因此 , “窗口”的选择(即决定每隔多少时间

间隔附加一个参数)是分段线性方法的关键 。

利用 GAM IT 软件 ,用分段线性方法分析处

理了“福建东南沿海地壳形变 GPS 研究”1995年

GPS 监测网的部分数据(一个同步图形 ,观测 6

个时段 ,每个时段为 16h)。所用的 GPS 接收机型

号为 ASHTECH Z12 ,网中最长边约为 320km ,最

短边约为 51km ,以 LC 为观测值 ,采用 IGS 精密

星历 。采取每一个测站分别附加 1个 、2个 、4个 、

8个 、16个 、32 个参数天顶方向折射参数等 6种

不同的方案(邵占英等 ,1998)。

在研究中发现 ,每个测站每4h(或 2h)取一个

参数较好。既能反映对流层折射影响的随机性 ,

又能提高解的精度 ,在“青藏高原地壳运动与形变

的 GPS 研究”项目中得到使用 ,取实测数据进行

“窗口”的选择 ,得到每测站每 2h 取一个参数较好

的结论。

通过以上的实测数据试验研究 ,得到以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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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时间“窗口”的一般原则:

1)在分段线性方法中 ,取多个参数比取一个

参数的基线分量的重复性要好 ,特别是垂直方向

上改善较大(对东西方向也有一定的提高 ,对南北

方向几乎没有改善),可提高 2 ～ 3倍左右。

2)对于中等长度基线构成的 GPS 网(观测

时间大于 8h),每个测站每 4h(或 2h)取一个参数

较好 ,它能较好地反映出对流层折射影响随时间

变化的趋势 ,从而提高基线解的精度。

3)不同方案之间 ,大多数基线在尺度上呈现

出系统上的差异(缩短或伸长),这说明了对流层

折射残余偏差对 GPS 网的确有尺度上的影响 ,并

主要体现在尺度误差的比例部分上 。对于中等长

度基线(100km ～ 300km 左右)所构成的 GPS 网

来说 , 其影响大约为 0.5 ×10-8 (0.5mm ～

1.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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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ystematical Error Analysis of Baseline Processing in GPS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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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paper , the systematical errors of baseline processing in GPS netwo rk were ana-

lyzed , and were classif ied into positon , scale and rotaion systematical erro rs.Based on the analysis ,

the methods to eliminate and reduce the systematical errors were studied.

In the GPS baseline processing , the impact of the systematical erro rs should be taken into ac-

count.The sy stemat ical errors are caused by the orbit error , the coo rdinate error of the fiducial sta-

tio n , the dif ference of the processing methods , the sof tw are using in baseline processing , the tropo-

sphere ref raction , and so on.

The orbit quality is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primary limiting factor in GPS baseline process-

ing .To eliminate the effect of o rbit error , the method that fiducial stations are st rongly const rained

and satellite orbits are to be improved is adopted in the data processing.The coordinate erro r of the

fiducial station also has effect on the precision of the baseline vector.It causes the whole netwo rk

rotation or the scale of the netw ork.To eliminate the ef fect of the error , the GPS netw ork should

be observed w ith high precision station such as IGS tracking station simultaneously .Because the

datum of GPS relative posi tioning are determined by bo th the ephemeris and the fiducial station ,

the coo rdinates of fiducial stations should be in the same frame and the same epoch w ith the pre_

cise ephemeris .If not , the coordinates of the fiducial stations should be translated into instanta_

(下转第 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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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 component , and their data st ructure .The resolution of the query of GIS component library is

also presented.

　　There are many standards to justify the method of component indexing , such as efficiency ,

ex tension ,etc.However ,until now , none of indexing methods can sat isfy all the requests of all the

GIS users completely.A bet ter resolution is to provide more than one indexing methods in a prac-

tical GIS system ,which will become the important direct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sof tw are reusable

technology in the specif ic domain of GIS.The transaction of GIS components between different li-

braries and the representat ion and indexing of GIS component in a dist ributed multi_libraries are

the central problem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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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ous coordinates in the same frame and the same epoch wi th the precise ephemeris.

　　Besides , the troposphere ref ract ion is one of the main limit ing factors in GPS positioning.The

piece_w ise constant functions are used for model the t roposphere refraction.According to the result

of data processing and using the w ay of analy sis and comparison , it is found that the t ropospheric

refraction bias has inf luence of scale on the middle length baseline.It may be divided into tw o

parts:f ixed error and scale error ,but the main is scale error.I t is very important to reduce the in-

f luence of tropospheric ref ract ion on the GPS netwo rk scale and to improve vertical accu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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