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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分析ＧＰＳ多路径效应特性的基础上，结合ＧＰＳ动态变形监测的特点，对连续多天的观测数据解算

结果采用滤波与周日位置求差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数据处理。研究结果表明，多路径误差具有较强的周日重复

性，在有效地削弱多路径效应的影响后，ＧＰＳ动态监测的三维位置精度可以达到 ｍｍ级，尤其是垂直方向的

精度改善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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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多路径效应对ＧＰＳ定位影响的错综复

杂性，其研究工作一直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

视。多年来，国内外学者作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

试验，主要表现在提高ＧＰＳ接收天线的抗干扰性

和完善ＧＰＳ数据处理软件上，同时，在各种规范

中明确提出，ＧＰＳ测量点位应尽量避开射频与环

境干扰源。

目前，在ＧＰＳ动态监测技术应用中，由于受多

路径效应等因素的影响，定位精度一般为ｃｍ级，而

要实现ｍｍ级乃至亚ｍｍ级的精度要求，必须最大

限度地解决多路径效应的影响问题。为此，本文结

合动态变形监测的特点，根据ＧＰＳ定位信息的时

空关联性，结合试验数据研究多路径效应影响的特

性，掌握其变化规律，并采用适宜的数学方法进行

处理，分析并评价其动态监测的成果精度。

１　多路径效应的特性分析

１．１　多路径效应的影响量

ＧＰＳ观测时，接收机所接收的信号来自两部

分：直接信号和反射信号。设直接信号为：

犛犱 ＝犃ｃｏｓω０狋 （１）

某一反射信号为：

犛狉犻 ＝α犻犃ｃｏｓ（ω０狋＋φ犻） （２）

式中，犃为直接信号的振幅；ω０ 为卫星信号的角

频率；φ犻为第犻个反射信号的相位延迟；α犻 为第犻

个反射信号的折射系数。由于多路径效应的影

响，ＧＰＳ接收机所接收的信号是直接信号与多个

反射信号的叠加，可表示为：

犛（狋）＝犛犱＋∑
狀

犻＝１

犛狉犻 （３）

　　对于 ＧＰＳ伪距的多路径效应的影响，文献

［１］进行了大量的试验研究，得出了各类反射物的

基本特征。对于ＧＰＳ载波相位的多路径效应影

响，特作如下公式推导。为说明问题，设只有一个

反射信号，此时，式（３）便可写为：

犛（狋）＝犃ｃｏｓω０狋＋α犃ｃｏｓ（ω０狋＋φ）＝

β犃ｃｏｓ（ω０狋＋Δφ） （４）

式中，Δφ为由多路径干扰引起的载波相位误差，

经推导可得：

β＝ （１＋２αｃｏｓφ＋α
２）１／２ （５）

Δφ＝ａｒｃｔａｎ［ｓｉｎφ／（α
－１
＋ｃｏｓφ）］ （６）

Δφ与相位的入射角φ和反射介质α有关。给定

α，由式（６）求极值，当φ＝±ａｒｃｃｏｓ（－α）时，相位

的多路径误差Δφ有极大值：

Δφｍａｘ＝±ａｒｃｓｉｎα （７）

可见，当α→１时，Δφｍａｘ→９０°，即引起１／４周载波

相位波长的距离误差。对于波长为１９．０３ｃｍ的

犔１ 载波相位，多路径效应的最大影响值为４．８

ｃｍ；对于波长为２４．４２ｃｍ的犔２ 载波相位，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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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效应的最大影响值为６．１ｃｍ。

１．２　多路径效应的周期性

在ＧＰＳ测量中，多路径误差不同于其他类型

的观测误差，它不仅在数值上与接收机天线周围

反射物体的介质和远近距离有关，而且会随时间

发生改变，呈现周期性的变化特征。如图１所示，

可以简便地计算出某一反射信号的程差为：

Δ犛＝犇（１－ｃｏｓ２θ）／ｓｉｎθ （８）

相应的相位漂移为：

Δφ＝
Δ犛

λ
＝

犇

λ·ｓｉｎθ
（１－ｃｏｓ２θ） （９）

　　若设θ＝４５°，取λ＝１９．０３ｃｍ，ｄθ／ｄ狋＝０．０７ｍ

·ｒａｄ／ｓ，则多路径效应的频率为：

犳犕 ＝ｄ（Δφ）／ｄ狋＝０．５２１×１０
－３犇 （１０）

可见，当犇＝２０ｍ时，多路径效应的典型周期为

９６ｓ。

图１　ＧＰＳ多路径效应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ＰＳＭｕｌｔｉｐａｔｈＥｆｆｅｃｔｓ

　　正是因为多路径效应所表现的随时间而变化

的周期性，才使得人们在ＧＰＳ数据解算的过程中

很难引入模型加以改正，这一事实在很大程度上

制约着ＧＰＳ高精度定位的实现。所以，一般要求

采取预防的措施，如 ＧＰＳ测点应避开强反射物

体、在天线中设置抑径板等。

大量研究表明，多路径效应的周期一般在几

十ｓ至几十ｍｉｎ之间，多路径效应具有时空环境效

应，如果接收机的天线位置和周围环境保持不变，

多路径效应的影响将重复出现。根据这一特性，在

变形监测中，可以首先对确定位置的ＧＰＳ多路径

效应影响进行模拟，然后通过后续的重复观测进

行消除，以达到高精度提取变形信息的目的。

２　试验及结果

２．１　试验数据的获取

为分析ＧＰＳ动态监测的多路径效应周日变

化的规律性，在武汉大学测绘学院教学楼楼顶的

两个强制归心观测墩上分别设置双频ＧＰＳ接收

机进行试验，其中一台作为基准站，另一台作为监

测点，按动态定位模式观测，设置采样率为１ｓ，卫

星高度角限值为１３°，保持固定天线、位置和观测

模式不变，进行了多次连续两天的观测。试验时

间是２００３年５月，虽然观测位置的环境较差，但

试验时两天之间的天气没有较大变化。

２．２　试验结果的定性分析

为了图示对比直观，取两天相对应的２ｈ观

测数据结果进行比较，图２和图３分别为相应的三

维数据序列经均值化后的时程图。由图２、图３的

平滑滤波时程曲线的对比不难发现，第二天相对于

第一天的时程曲线变化存在明显的一致性，即两天

之间的ＧＰＳ动态定位结果具有系统性偏差。

根据ＧＰＳ卫星轨道运行的周日变化特征，第

二天相对于第一天的时间要提前２３６ｓ左右，据

此，将１６日的点位三维数据序列与１５日相对应

的点位三维数据序列进行求差，可以得到其三维

残差序列，如图４所示。由图４的平滑滤波时程

曲线可见，系统性偏差得到了较好的消除，残差的

波动性不大，主要表征为偶然误差，表明在 ＧＰＳ

动态监测的位置结果中，其误差主要受具有一定

重复性的多路径误差和偶然误差的综合影响，但

多路径效应可以通过周日求差得到较好的消除。

２．３　试验结果的定量分析

在图２、图３的２ｈ三维数据序列中，分别有

７２００组样本数据，据此可以进行样本总体的标

准差估计，其结果列于表１。由表１可见，两天之

间的ＧＰＳ动态定位三维方向的精度相当，垂直方

向的精度大致为水平方向的两倍；周日求差后的

三维方向精度有所改善，但提高得不明显，表明偶

然误差影响依然较大。

为尽量避免偶然误差的影响，首先采用Ｄａｕ

ｂｅｃｈｉｅｓ小波对数据序列进行滤波处理，然后再进

行周日求差。这里取小波滤波器的长度为１２，先

对原始数列犮０ 作４层分解，然后对犮４ 进行重构。

表２为小波滤波后的误差分析结果。由表２可

见，以多路径效应为主的低频误差由于其波动性

较大，总体统计精度改善不大，垂直方向的精度大

致为水平方向的两倍，但经过周日求差后，三维方

向的精度明显提高。与表１的数值相比不难发

现，其垂直方向的精度得到较大改善，数值提高到

ｍｍ级，为±６．４ｍｍ，水平方向的精度也提高一

倍左右。这表明，在ＧＰＳ动态监测中，如果将滤

波与周日求差相结合，可以较大幅度地提高点位

成果的精度。

８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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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均值化后的三维

时程图（１５日）

Ｆｉｇ．２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ｉｎ１５，Ｍａｙ

　 　　　

图３　均值化后的三维

时程图（１６日）

Ｆｉｇ．３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ｉｎ１６，Ｍａｙ

　　 　　

图４　周日求差之后的

残差时程图

Ｆｉｇ．４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ａｆｔ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ｎｇ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ｖｅＴｗｏＤａｙｓ

为定量评价多路径误差的周日重复性，采用相

关分析法对两天的三维数据进行处理，可以分别估

计出它们的相关系数，其结果列于表３。由表３可

见，对于大样本的相关系数均达到０．８以上，表明

误差序列存在周日强相关，即ＧＰＳ动态定位结果

受具有强重复性周期特征的多路径效应的影响。

表１　ＧＰＳ动态定位结果的误差分析／ｃｍ

　Ｔａｂ．１　Ｅｒｒｏｒ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ｒＧＰＳ

　　Ｄｙｎａｍｉｃ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

σ^狓 σ^狔 σ^犎

１５日 ±０．９６ ±０．７０ ±１．６５

１６日 ±０．９４ ±０．６６ ±１．５８

１６－１５ ±０．８２ ±０．６３ ±１．４１

　

表２　小波滤波后的误差分析／ｃｍ

　Ｔａｂ．２　Ｅｒｒｏｒ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ｆｔｅｒ

　 　　Ｗａｖｅｌｅｔ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

σ^狓 σ^狔 σ^犎

１５日 ±０．８２ ±０．６０ ±１．３８

１６日 ±０．８０ ±０．５５ ±１．３０

１６－１５ ±０．４６ ±０．３５ ±０．６４

　

　表３　周日误差重复性的相关分析

　Ｔａｂ．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Ｒｅｐ

　 ｅａ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ｆｏｒＭｕｌｔｉｐａｔｈＥｆｆｅｃｔｓｂｅｔ

　　　ｗｅｅｎ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ｖｅＴｗｏＤａｙｓ

狓方向 狔方向 犎 方向

相关系数 ０．８４０６ ０．８１２５ ０．８８７７

３　结　语

ＧＰＳ动态定位技术有利于实现连续、实时、

自动化变形监测的需要，为提高ＧＰＳ动态监测的

精度，一方面需要改进ＧＰＳ接收机的硬件，使其

具有抗干扰性；另一方面需要改善数据处理方法，

最大限度地消除或消弱误差影响。

多路径效应是ＧＰＳ定位中的重要误差源，由

于它具有一定量值、一定频率和时空关联性等特

征，所以在ＧＰＳ动态监测中，结合变形监测的特

点，充分利用多路径效应影响的规律，采用合理的

数据处理方法，可以较大幅度地提高监测成果的

精度，消弱多路径误差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

表明，采用滤波与周日位置求差相结合的方法，

ＧＰＳ动态监测的成果精度可以达到ｍｍ级，尤其

是垂直方向的精度改善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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