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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公路网差分GPS 数据采集软件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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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全国公路网差分 GPS 数据采集软件主要模块中的算法和流程 , 包括差分 GPS 定位算法 、载波

相位平滑算法 、地物属性纪录 、计算机时间与 GPS 接收机时间的同步 、地物匹配及偏心改正算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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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路网是国家基础地理信息库中重要的组成

部分 。全国公路网测量可以采用卫星遥感影像和

车载差分 GPS两种方式 。与前者相比 ,车载差分

GPS道路测量具有精度高 、信息准确全面 、成本

低等优点 。

车载差分 GPS 道路数据采集的工作流程如

图 1所示 。

图 1　车载差分 GPS 公路数据采集流程

Fig.1　F low Chart o f Vehicle DGPS for Highway

Data Collection

　　车载差分 GPS 道路数据采集需要的硬件设

备比较简单 ,包括汽车 、GPS 接收机 、计算机等。

软件系统的功能包括:差分 GPS 解算 、地物属性

采集 、地物/坐标匹配 、地物坐标处理 、成图等 。

1　差分GPS数据处理

1.1　算法设计

差分 GPS 数据处理采用码伪距局域差分模

式。该模式中包括一个基准站和一个或多个流动

站。基准站设在坐标已知的参考点位上 ,通过该

已知坐标计算伪距改正(pseudorange correction ,

PRC)和距离改正率(range rate correction ,RRC);

流动站使用这些改正对伪距观测量进行修正 ,并

利用修正后的观测量进行定位计算 。

在 t 0 历元 ,基准站的伪距模型为:

R
j
B(t 0)=ρ
j
B(t 0)+I
j
B(t 0)+Δρ
j
B(t 0)+

cδj(t 0)-cδB(t 0) (1)

式中 , R jB(t 0)为卫星 j 的伪距观测量;ρ
j
B(t 0)为

卫星 j 到基准站 B 的距离;ΔρjB(t 0)为传播途径

误差(如电离层 、对流层);cδj(t 0)为仅与卫星有

关的误差(如轨道误差 、卫星钟差等);cδB(t 0)为

仅与接收机相关的误差(如接收机钟差 、多路径误

差等);c为光速 。

PRC的计算公式为:

PRC j(t 0)=-R
j
B(t 0)+ρ
j
B(t 0)=

-ΔρjB(t 0)-cδ
j(t 0)+cδB(t 0) (2)

RRC可以通过 PRC时间序列的数值微分估计:

RRC j(t 0)=
dPRC(t)

dt
t 0 (3)

任意时刻的 PRC可以通过式(4)计算:

PRC j(t)=PRC j(t 0)+RRC
j(t 0)(t-t 0) (4)

其精度会随时间延迟(t -t 0)的增加而降低 ,但在

道路数据采集中采用事后差分 GPS 方式 ,基准站

采样间隔用流动站采样间隔(1 ～ 2s)的 1 ～ 2倍 ,

故该项误差很小。

流动站观测模型为:

　R
j
r(t)=ρ
j
r(t)+Δρ
j
r(t)+cδ
j
(t)-cδr(t)(5)

采用伪距改正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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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短时间内 PRC 的时间不变性为:

R
j
r(t)co rr  ρ
j
r(t)+Δρ
j
r(t)+cδ
j(t)-cδr(t)-

ΔρjB(t)-cδ
j(t)+cδB(t)=ρ
j
r(t)+

Δρjr(t)-cδr(t)-Δρ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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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一定区域内 ,传播途径误差具有较强的相

关性 ,故

R
j
r(t)corr  ρ
j
r(t)+cδB(t)-cδr(t) (8)

从式(8)可以看出 ,卫星误差与传播途径误差基本

可以消除 。

为了减小码距噪声 ,采用观测精度较高的载

波相位对码距进行平滑 。平滑的方法有多种 ,

DGPSWay 软件中采用了如下的递归公式:

 R i+1 =ωi+1R i+1 +(1-ωi+1)( R i +ΔΥi+1 , i)

(9)

式中 ,  R i 为历元 t i 的平滑伪距;R i+1为历元 ti 的

观测伪距;ΔΥi+1 , i=Υi+1-Υi ,为使用载波相位

计算的距离差 。 ωi+1为历元 ti 的平滑权因子

(smoo thing w eight factor , SWF), 对起始历元 , ω

设为 1 ,后续历元递减 。在出现周跳的历元 ,平滑

失败 , ω重新设为 1。鉴于多普勒频移观测量具

有抗周跳能力 ,故简单的周跳探测可以通过多普

勒频移观测量来实现 。

1.2　试验情况

为验证定位精度及作业距离 ,笔者在 1999年

(SA尚未关闭)进行了大量的试验 ,如图 2所示。

试验线路为:①西宝高速 ,全长 170km ,东西走向。

②西铜一级公路 ,全长102km ,南北走向 。试验结

果评估的方法包括:①与静态 GPS 点比较;②与

1∶1万地形图比较。试验前 ,收集了试验线路经过

区域最新的 1∶1万地形图 ,通过明显地物进行比

较。试验结果见表 1 、表 2 , 中误差按 m =

± [ ΔS]
2
/ n计算 ,表 1中 m =±3.9m ,表 2中

m =±7.2m 。

表 1　车载GPS 采集点成果与静态点成果比较精度统计

Tab.1　Accuracy Comparison Betw een Vehicle DGPS and Static GPS Results

较差区间 ΔS/m 0～ 2.5 2.5～ 5.0 5.0～ 7.5 7.5～ 10 >10 最大值

采集点数 16 14 8 5 1

百分率/ % 36.4 31.8 18.2 11.4 2.2
12.2

表 2　车载 GPS 采集点地物点成果与 1∶1 万地形图比较精度统计

Tab.2　Accuracy Comparison Betw een Vehicle DGPS and Map at Scale of 1∶10 000

较差区间 ΔS/m 0～ 2.5 2.5～ 5.0 5.0～ 7.5 7.5～ 10 >10 最大值

地物点数 38 66 37 20 18

百分率/ % 21.2 36.9 20.6 11.2 10
25.1

图 2　差分精度测试

Fig.2　DGPS Accuracy Test

　　与静态测量结果的比较可直接反映出差分定

位的精度 ,考虑到 1∶1 万地形图用于综合取舍因

素 ,差分定位结果与之比较可以反映出差分定位

的可靠性 。

2　地物属性数据采集

地物属性数据采集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有两

个:①记录地物的属性项;②记录车辆通过地物时

的时间 ,以便从差分 GPS 定位的时间/坐标流中

提取地物的坐标。

2.1　地物属性项

道路附属设施和相关地物 ,如桥梁 、路口 、加

油站 、里程碑等 。这些地物的属性项不尽相同。

为实现统一管理 ,对其属性项 、存储类型 、长度 、显

示方式等进行整理 ,形成地物属性表文件 。该文

件包含地物名称 、代码 、地物几何类型(点状 、线

状 、面状)及其属性项信息等 ,其中属性项信息又

包括名称 、存储方式 、控件模式等。由于采用文本

格式 ,地物类型库的修改非常方便 ,并且执行程序

147特 刊　　　　　　　　　 　　程鹏飞等:全国公路网差分 GPS 数据采集软件的设计　　　　　　　　　　　　 　



148　　　　 　　　　　　　　　　　　　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2003 年



图 6　地物匹配流程

Fig.6　F low Char t of Object Matching

式中 , X =X(x , y)为端点坐标;t 为端点时刻;

X 1、X 2 、t 1 、t 2 分别为前后历元的坐标和对应时

刻。当地物与车辆轨迹不共线时 ,需要进行偏心

改正 ,其原理是根据偏心量按轨迹线的法线方向

进行平移 。计算公式为:

x T = x +Δcos(tan
-1
(dy/d x)+π/2)

y T =y +Δsin(tan
-1(dy/d x)+π/2)

(11)

式中 , Δ为偏心值;X(x , y)为轨迹点坐标 ,

X′(x′, y′)为偏心改正后坐标 。

DGPSWay 软件已经成功地在中国公路网

GPS测绘工程中得到了应用 。目前 ,国省道部分

已经采集完毕 ,县乡道部分正在进行当中 。该软

件还针对公路数据采集中的一些实际情况 ,如停

车 、倒车造成数据拥挤的点位过滤 、定位结果的图

形显示等进行了功能扩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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