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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精度GPS 形变监测的新方法及模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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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用 GPS 定位技术进行变形监测的一种新方法及模型 , 利用在变形监测点和基准点上实测的载

波相位观测值组成双差观测值(含双差整周模糊度),用变形监测点和基准点较精确的先验位置及卫星位置来

计算另一个双差值 ,从基准点和变形监测点的双差观测值的变异中直接提取出变形矢量。如果变形量很小 ,

对双差观测值的影响远小于 1 周 ,则在数据处理时可绕开“周跳的探测与修复”及“整周模糊度的确定”等问

题 ,使数据处理大为简化。用测试软件对实际观测资料进行了处理 , 计算结果表明本方法的原理及数学模型

是正确的。初步结果表明其平面位置精度能达到 2 ～ 3mm ,高程方向精度为 3～ 4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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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PS定位技术具有观测不受气候条件限制 、

测站间无需保持通视 、可同时测定点的三维位移

及自动化程度高等优点 ,因而不仅在板块运动 、海

平面变化及局部区域的地壳形变等大范围 、长距

离的监测项目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而且也为小

范围 、短距离 、高精度的工程建筑物的变形监测以

及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监测提供了一种新的有

效手段 。然而迄今为止 ,利用 GPS 进行变形监测

一直沿用传统方法:进行 GPS 基线解算 ,基线向

量的变化值就定义为形变量。采用传统方法进行

精密 GPS 变形监测时存在下列问题:①当变形监

测的精度要求较高时(例如混凝土大坝监测的精

度要求优于 1mm),用户随接收机一起购买的配

套软件一般均无法满足要求。 ②高精度大地定位

软件并不完全适用于高精度的工程变形监测 。例

如某些软件在周跳的探测及修复过程中使用了双

频观测值 ,这就排除了使用单频接收机的可能性 ,

从而使 GPS 变形监测系统的成本居高不下。 ③

利用载波相位观测值进行相对定位时无法回避

“周跳的探测及修复”及“整周模糊度的确定”等棘

手问题。当观测值质量欠佳时解决这些问题尤为

困难 ,而一旦出现粗差就将严重影响变形监测的

精度和可靠性。上述问题的存在将严重影响利用

GPS进行高精度工程变形监测的普及推广工作。

因此 ,本文将研究如何从基准点和变形监测点的

双差观测值的变异中直接提取变形信息 ,从而可

回避或解决这些问题 。

1　基本思路

对于高精度变形监测而言 , 在正常情况下

GPS定位后双差观测值的残差为 mm 级。即用

平差计算后求得的站坐标及对应时段的卫星位置

所计算出来的双差观测值 Δ φc 与观测的双差

观测值 Δ φo(含整周模糊度)之差一般不会大于

几mm 。高精度变形监测中的变形量δ u 一般较

小 ,例如 ,隔河岩大坝在特大洪水期间的最大变形

量仅为 18mm ,理论与分析表明该变形量对双差

观测值的最大影响δΔ φ不会超过 18mm ,即

 δΔ φ ≤  δu 。所以在观测噪声与变形的同时

影响下 ,用变形前的站坐标算得的双差观测值

Δ φc与用变形后载波相位观测值组成的双差观

测值 Δ φo 之差(即δΔ φ)最大也仅为 2cm 左

右。这就意味着当变形量小于 λ/2(λ为载波的

波长)时 ,就能根据计算出来的双差值 Δ φc 中

的整周数来确定观测的双差值Δ φo中的整周数

(该 整 周 数 即 整 周 计 数 int ( )与 整 周

模糊度N之和),从而避开“周跳的探测与修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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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周模糊度确定”等棘手问题 ,使数据处理大为

简化 。由于根据基准点地心坐标和变形点的参考

坐标(u1 u2 u3)0 以及 ti 时段的卫星位置计算的

双差观测值 Δ φc是据变形前的位置求得的 ,而

根据 t i时段基准点和变形点的观测值组成的双

差观测值 Δ φo 则是在变形后的新位置上观测

而获得的 ,这两者之所以不相等就是由于变形量

δ u 而引起的(当然还包括测量噪声等的影响)。

另外 ,载波相位测量具有很高的精度 ,在接收机及

卫星间求二次差组成双差观测值后可消除卫星钟

钟差和接收机钟钟差并大幅度削弱电离层延迟 、

对流层延迟和卫星星历误差的影响 ,而且多余观

测值的数量又十分惊人 ,因而完全有可能从数千

个δΔ φ中精确地把δ u 分离出来。新方法同传

统做法从本质上讲是一致的 ,但它具有结构简单 、

数据处理速度快等优点。

2　基本模型

本方法的基本观测值是载波相位双差观测

值 ,GPS双差观测方程为:

 ΔΥ= Δρ+ ΔN + ΔT - ΔI +

 ΔR +M( ΔΥ)+ε( ΔΥ) (1)

式中 ,  ΔΥ为双差相位观测值; Δρ为测站到

卫星的真实双差几何距离; ΔN 为双差整周模

糊度; ΔT 为双差后的对流层残差项; ΔI 为

双差后的电离层残差项; ΔR 为双差后的轨道

误差残差项;M( ΔΥ)为多路径残差;ε( ΔΥ)

为测量噪声残差 。对于短基线(小于 2km),在正

常情况下 , 若采用 Choke Ring 天线 , 可以认为

 ΔT ,  ΔI ,  ΔR , M( ΔΥ)的量级接近于测

量噪声ε( ΔΥ)的量级。则式(1)可写成:

 ΔΥ= Δρ+ ΔN +ε( ΔΥ) (2)

　　如果变形监测点未发生变形 ,不管何时进行

观测 ,用已知精度的站坐标及卫星位置(星历内

插)所计算出来的双差观测值 Δρ与双差观测值

 ΔΥ(含整周模糊度)之差(即为双差观测值的残

差)一般不会大于几 mm ,且为随机偶然误差 ,即

int( Δρ)=int( ΔΥ)- ΔN 。

卫星轨道误差对基线的影响可用下列公式来

估计:

|Δb|
b

≤ 1
4
～ 1

10
|Δρ|
ρ

式中 , Δρ为卫星星历误差;ρ为卫星至测站的距

离;b为基线长;Δb 为由于卫星星历误差而引起

的基线误差。对于仅为 1km 左右基线 ,设 Δρ=

50m , ρ=25 000km , 则有 Δb =0.2mm ～

0.5mm 。因此 ,对于文中试算结果中300多米的短

基线可以用广播星历和用精密星历计算 ,其结果

差异很小 。

当变形监测点产生变形 ,且变形量小于 λ/2

(λ为载波的波长)时 ,变形量不足以引起载波相

位观测值双差整周数的变化 ,只引起双差观测值

小数部分的变化。此时仍然满足 int( Δρ)=

int( ΔΥ)- ΔN ,那么用变形前的站坐标算得

的双差观测值 Δρ的小数部分与这时的载波相

位观测值组成的双差观测值 ΔΥ的小数部分之

差 ,就包含了变形监测点的形变信息 ,这样便可建

立直接提取形变量的函数模型:

AU =[  ΔΥ-int( ΔΥ)] -

[  Δρ-int( Δρ)] +ε( ΔΥ)

式中 , A 为模型设计矩阵;U 为三维形变参数向

量 ,可利用最小二乘求解 ,整个过程将避开周跳的

探测与修复 、整周模糊度确定等问题。

3　试算结果

为了验证该模型的正确性 ,笔者进行下面的

移动导轨试验。试验是在原武汉测绘科技大学

GPS卫星跟踪站及四号楼楼顶某观测墩间进行

的。两点间的距离约为 378m ,试验时基准站接收

机天线始终保持固定不动 ,而变形监测点接收机

天线则安放在一个移动平台上 。该平台可在互相

垂直的两根导轨上移动 ,移动量可用测微器精确

测定 ,能读至 0.01mm ,故可视为已知值。试验时

将两根导轨分别定向至南北方向和东西方向 ,这

样就能人为地使变形监测点在南北方向和东西方

向产生位移。试验采用 Javad Lengency 双频 GPS

接收机进行 ,每隔 2h左右移动一次平台。已知精

确的站坐标用 GAMIT 软件从武汉 IGS 国际跟踪

站获得 ,数据处理采用精密星历进行。表 1给出

了具体的试验结果 ,用本文所提出的方法解算出

的变形量与已知值进行比较 ,据此可求得南北方

向外符合精度:MN =±2.2mm;东西方向外符合

精度:ME =±1.8mm;高程方向重复精度:MH=

±3.2mm 。此精度大体与由接收机生产厂商提

供的配套软件的解算精度相当 。试算过程几乎未

加任何改正项 ,对于短基线仅依靠求双差来消除

相关的误差即获得了与随机软件大体相当的监测

精度 ,试验结果表明该方法是可行的。

本文旨在研究所提方法的可行性 ,所得结果是

初步的。综合考虑各项误差改正后 ,其精度有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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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提高。由于新方法同传统的GPS 双差解从本

质上讲是一致的 ,因而没有理由在不加任何误差改

正的情况下获得较随机软件更高的精度 。只是本

文所提出的方法更为简洁 ,数据处理速度更快 ,特

别适用于变形监测 ,其研究成果对于开发我们具有

自主产权的高精度GPS 数据处理软件具有一定意

义。另外 ,由于试验时一台 GPS 安置在原武汉测

绘科技大学四号教学楼楼顶 ,而该楼正南面有一座

16层的教学实验大楼 ,所以多路径误差较为严重 ,

为了平均多路径误差 ,本文采用 2h的观测数据进

行解算。如果多路径误差不明显 ,其观测时段可大

大缩短 ,这种试验目前正在进行。

图 1为单历元解的结果 ,纵轴为三个坐标分

量残差值 ,横轴为历元数(采样间隔为 10s)。从

图中可以看出单历元解可获得 cm 级的精度 ,也

大体与厂方提供的随机软件的精度相当 。

表 1　解算结果换算成 N/ E方向后同移动导轨实测值的比较/ mm

Tab.1　Comparison Betw een Computed Values and T rue Values in N/ E Direction/ mm

N方向

实测位置 实测位移 位移真值 位置真值 残差

E方向

实测位置 实测位移 位移真值 位置真值 残差

0.0020 0.0000 0.0000 0.0080 -0.0085 0.0000 0.0000 0.0340

0.0036 0.0016 0.0040 0.0120 -0.0024 -0.0080 0.0005 0.0020 0.0360 -0.0015

0.0010 -0.0010 0.0020 0.0100 -0.0030 -0.0026 0.0059 0.0040 0.0380 0.0019

0.0033 0.0012 0.0000 0.0080 0.0012 -0.0032 0.0052 0.0060 0.0400 -0.0008

0.0000 -0.0020 -0.0030 0.0050 0.0010 0.0000 0.0085 0.0080 0.0420 0.0005

0.0005 -0.0015 -0.0050 0.0030 0.0035 0.0024 0.0108 0.0140 0.0480 -0.0032

-0.0058 -0.0078 -0.0080 0.0000 0.0002 0.0027 0.0112 0.0100 0.0440 0.0012

图 1　单历元解 X , Y , Z 三坐标分量的残差
Fig.1　X , Y , Z Vectors Errors of Single Epoch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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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论

试算结果表明 ,本文方法解算的精度指标同

随机软件的精度相当 ,如果采用更精确的模型 ,有

望达到GAM IT/Bernese 解算的精度指标 ,可满足

高精度形变监测的需要。初步结果表明该方法切

实可行 ,2h解的精度已达到 mm 级。

以下问题有望进一步得到解决 。

1)建立从不同历元不同卫星的双差观测值

之差 δΔ φ中提取变形信息δ u 的最佳方法和精

确数学模型。

2)为保证监测精度(尤其是垂直位移的监测

精度)应采取的方法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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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Model for High Accuracy Deformation Monitor with G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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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paper , a new algorithm for high accuracy deformat ion moni tor w ith GPS is pro-

posed.Double difference observations Δ φ′0 are fo rmed using the carrier phase observat ions at

monitor point and reference station.The calculated double difference observations Δ φc are de-

rived f rom the prior known posit ion of the monitor point and reference station , then the deforma-

tio n vector δ μcan be derived f rom the difference between Δ φc and Δ φ′0 if the deformation

value is very small , and its effect on δΔ φis far less than half one cycle.Cycle slip detection and

repai r and ambiguity resolution can be avoided in the data process using the proposed method.The

data processing procedure can be simplified greatly.The performance of the proposed method has

been tested using data f rom a baseline w ithin about 1 km.The preliminary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

new algo rithm and the mathematic models are co rrect , and show s that the deformation estimates

are at the accuracy of several millimeters w ith two hours data.A sof tw are package was developed

to implement the proposed methodology .

Key words:GPS;deformat ion moni tor;double difference;ex tract defo rmation direc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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