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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ＧＰＳ精密点定位（ｐｒｅｃｉｓｅｐｏｉｎ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ＰＰＰ）技术，利用ＩＧＳ的精密星历数据编制软件处理

了在Ａｍｅｒｙ冰架获取的连续５ｄ的ＧＰＳ卫星跟踪观测资料，初步获得了冰架前端观测点处的冰流速度和冰

流方向。根据定位解算出的高程系列的周期变化，初步推求出观测点处的海潮周日变化参数。研究成果可为

后续的物质平衡计算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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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８．４２；Ｐ２２７．１

　　在过去，用ＧＰＳ进行观测时，每个观测点每

次一般只观测几个小时，所采集的ＧＰＳ数据用静

态后处理方式处理，使用的处理软件通常是

ＧＡＭＩＴ等高精度静态数据处理软件。处理两期

（每年一期）的观测数据，比较两期结果的变化，可

获得冰架观测点处的年运动速率和运动方向。这

种传统的处理模式的缺点有：① 这种处理模式需

要有与冰架上安置的接收机同步观测的参考站；

② 后处理静态定位处理软件都是认为在观测时

间段内被观测的点位静止不动；③ 采用一年观测

一次的静态相对定位处理模式一般获取的是冰架

系统年变化参数，而不能获取冰架系统的日变化

参数，不可能在小时间尺度内来研究冰架系统的

状态。出于以上考虑，笔者提出采用精密点定位

技术（ＰＰＰ）来确定冰架系统的运动特征参数。

１　精密点定位数学模型

在精密点定位中，通常采用双频无电离层组

合观测值组成观测方程：

犾狆 ＝ρ＋犮（ｄ狋－ｄ犜）＋犕·狕＋ε狆 （１）

犾Φ ＝ρ＋犮（ｄ狋－ｄ犜）＋犪＋犕·狕＋ε狆 （２）

式中，犾狆 为犘１ 和犘２ 的无电离层伪距组合观测

值；犾Φ 为犔１ 和犔２ 无电离层相位组合观测值（距

离）；ｄ狋为地面ＧＰＳ接收机钟差；ｄ犜为ＧＰＳ卫星

钟差；犮为真空中的光速；犪为无电离层组合相位

观测值（距离）的模糊度（不具有整数特性）；犕 为

投影函数；狕为天顶方向对流层延迟改正参数；ε狆

和εΦ 分别为两种组合观测值的观测噪声和多路

径误差；ρ为测站（犡狉，犢狉，犣狉）和 ＧＰＳ卫星（犡犛，

犢犛，犣犛）间的几何距离。将式（１）、式（２）线性化后

可得观测误差方程：

犞＝犃δ犡＋犠

式中，犃为设计矩阵；δ犡为待估参数，包括测站坐

标、接收机钟差、无电离层组合模糊度及对流层天

顶延迟改正参数。ＧＰＳ卫星钟差和轨道采用ＩＧＳ

事后精密钟差和轨道产品。事后精密点定位的详

细模型见文献［１～３］。

ＰＰＰ参数估计采用序贯最小二乘估计方

法［２］。设待估参数的先验权约束矩阵为犘犡０，根

据上述误差方程组成法方程，用最小二乘法求解

待估参数，其解为：

δ犡＝－（犘犡０＋犃
Ｔ犘犃）－１犃Ｔ犘犠

被估计的参数为：

犡^＝犡
０
＋δ犡

方差协方差阵为：

犆^犡－犘
－１
犡^ ＝ （犘犡０＋犃

Ｔ犘犃）－１

　　定位解算的处理过程中，采用一种高效的序贯

滤波算法，其核心思想是：序贯滤波时，考虑相邻观

测历元间的参数在状态空间的变化情况，并用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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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随机过程来自适应地更新参数的方差协方差

阵。在上面的数学模型中，有４类参数：测站的位

置（犡，犢，犣）、接收机钟差（ｄ狋）、对流层天顶延迟（狕）

以及相位组合模糊度参数（犪）。在这些参数中，站

坐标参数可以是常量（静态情况），也可以随着时间

而发生变化，这主要取决于观测时接收机天线的运

动状态。接收机钟的漂移主要取决于钟的质量，如

石英钟的频率稳定性约为１０－１０。相对来说，天顶

对流层延迟参数在短时间内变化量相对较小，一般

为几ｃｍ／ｈ，而对于组合模糊度参数，如果不发生周

跳，组合模糊度参数为常数。

用下标犻表示历元号，在序贯滤波过程中，将

上一历元的估计值作为当前历元的初始值，即

犡０犻 ＝犡^犻－１

　　序贯滤波处理时，不断更新状态参数的先验

方差协方差阵。设第犻历元和第犻－１历元间相

差Δ狋，那么第犻历元参数的先验权阵为：

犘犡０犻 ＝ ［犆^犡犻－１＋犆εΔ狋］
－１

式中，

犆εΔ狋
＝

犆ε（狓）Δ狋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犆ε（狔）Δ狋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犆ε（狕）Δ狋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犆ε（ｄ狋）Δ狋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犆ε（狕）Δ狋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犆ε（犖犼（犼＝１，狀））Δ

熿

燀

燄

燅狋

　　过程噪声矩阵对角线上的元素值可以根据测

站状态、接收机钟的性能、大气状况等实际情况确

定。在任何情况下，因为模糊度参数是常数，故

犆ε（犖犼（犼＝１，狀））Δ狋＝０。如果是静态模式，那么犆ε（狓）Δ狋＝

犆ε（狔）Δ狋＝犆ε（狕）Δ狋＝０；对于动态模式，就应该根据测

站 的 运 动 情 况 来 确 定 犆ε（狓）Δ狋、犆ε（狔）Δ狋、犆ε（狕）Δ狋。

Ａｍｅｒｙ冰架前端的运动速度的量级可以根据过

去的资料大致确定，从而确定出序贯滤波过程中

的犆ε（狓）Δ狋、犆ε（狔）Δ狋、犆ε（狕）Δ狋。接收机钟差的过程噪声

通常看成是白噪声，对流层天顶延迟用随机游走

估计［２］。

２　犃犿犲狉狔冰架野外犌犘犛数据采集

受南极观测条件、观测时间和接收机存储空

间的限制，笔者在Ａｍｅｒｙ冰架前端只进行了连续

５ｄ的全天候高精度 ＧＰＳ观测。开始观测时间

（当地时间）为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２２日２１：２５，结束观

测时间为 １２ 月 ２７ 日 ２０：０８，数据采集使用

Ｌｅｉｃａ５３０双频ＧＰＳ接收机，观测时的数据采样率

设为１０ｓ，卫星截止高度角设为５°。ＧＰＳ接收机

天线用三角架安置在帐篷附近，ＧＰＳ接收机主机

放在帐篷内，用三块蓄电池轮流供电。Ｌｅｉｃａ５３０

接收机有２个电源接口，可以保证在手动切换电

池时不会中断观测。Ａｍｅｒｙ冰架观测环境特殊，

夏季冰架上由于太阳的照射，表面积雪融化，安放

仪器的脚架每天下陷会有数ｄｍ。在进行数据采

集时，为了保证观测过程中三角架的稳定，必须采

取一定的措施减少冰架表面积雪白天受太阳照射

融化，夜晚降温冰冻对架设三角架产生的影响。

所以在架设三角架之前，分别在拟架设三角架的

三支架的位置将表面雪踩实并砸入三根０．５ｍ

长的木棒。在观测之前，先将ＧＰＳ接收天线安置

到三角架上，并放置一段时间，让木棒周围的冰雪

融化和冰冻趋于稳定，然后再安置仪器进行观测。

以上措施可以确保观测过程中三角架基本上保持

稳定。

３　犃犿犲狉狔冰架 犌犘犛数据处理及结

果分析

　　精密点定位对数据的质量要求较高，因此，在

精密点定位处理之前，要对观测数据进行预处理。

数据预处理主要包括粗差的剔除和周跳的探测与

修复。数据预处理的好坏是能否获得高精度定位

结果的关键之一。

剔除含有粗差的观测值可以直接根据观测值

间的某种特定关系设置一定的阈值，让不好的观

测值不参与定位计算。在Ａｍｅｒｙ冰架上，对ＧＰＳ

卫星进行跟踪观测时，一般不存在障碍物的遮挡，

往往能接收到处于０°以上高度角的所有卫星的

信号。一般来说，卫星观测高度角越低，对应卫星

的观测值质量越差，所以在处理时，需要选取一个

合适的截止高度角。高度角选取过大，会屏蔽掉

一些有用卫星的观测值，使得卫星的几何强度变

差，影响定位结果；高度角选取过低，会引入质量

差的观测值，降低定位精度。为了保证足够的观

测卫星数及卫星几何图形强度，数据处理时，截止

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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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角设为５°，同时在定位解算过程中，根据观

测值的高度角进行定权。此外，对于高度角大于

５°的卫星观测值，采用残差分析法剔除质量差的

观测值。

非差定位中，观测值周跳的探测与修复要比

差分定位模式更为困难。外业观测用的ＧＰＳ接

收机是双频双Ｐ码接收机，至少可以采集到４类

观测值犔１、犔２、犘１、犘２。利用此４类观测值自身的

一些质量指标信息及它们的组合观测值，可以较

好地解决周跳探测与修复等问题。Ｂｌｅｗｉｔｔ对利

用非差双频双Ｐ码 ＭＷ 组合和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Ｆｒｅｅ

组合观测值探测和修复周跳的方法进行了较为细

致的研究［４］，并且将此算法应用到 ＧＩＰＳＹ软件

中。本文也采用类似的方法进行了非差相位观测

数据周跳的探测与修复。此外，还辅助采用了电

离层残差法进行周跳的探测。

经过数据预处理后，笔者用自己编制的精密

点定位软件对５ｄ的观测数据进行了后处理解

算，解算用的星历是ＩＧＳ的事后精密星历，解算

结果见图１。以往的观测资料表明，Ａｍｅｒｙ冰架

前端的运动速度为每天数 ｍ，那么一天内每ｈ的

平均速度约为ｄｍ级，而目前，笔者精密点定位在

动态模式的定位精度为１０ｃｍ左右，所以在序贯

最小二乘滤波处理时，每隔２ｈ输出一个定位结

果，而不是每个历元都输出定位结果。

图１中的时间轴都是用当地时间表示的，水

图１　ＰＰＰ确定的冰架前端观测点处的运动状态

Ｆｉｇ．１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ｏｆＯｎｅＰｏｉｎｔｏｎｔｈｅＦｒｏｎｔａｌＩｃｅＳｈｅｌｆ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ＰＰＰ

平方向坐标分量的整数部分只取两位，高程是相

对于 ＷＧＳ８４椭球的大地高。根据图１（ｄ）可以

推求得到冰架前端被观测的部位每天向东北方向

移动约为２．２５ｍ，运动方位为北偏东４１°左右。

整体结果表明，冰架前端在短时间内的运动在水

平方向是线性的，沿一个方向运动，定位结果局部

也受处理精度的影响而出现波动。

Ａｍｅｒｙ冰架前端浮于海面上，受到来自冰架

上游的推挤而主要表现为沿水平方向的线性运动

和沿高程方向的周期变化。如果冰架水平运动为

匀速，按每天运动２．２５ｍ计算，那么一年的运动

量可达８２１ｍ。由于该点是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夏季考察

临时设置的一个观测点，没有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夏季的

观测资料，但离该点约１ｋｍ处另有一个观测点，

分别在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１日（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夏季）和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２１日（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夏季）进行两次观

测，利用两次静态相对定位的结果得出该点在１１

个月内位置变化为７６８ｍ，考虑到冰架在一年内

运动速度的非均匀性，实际测定的年运动量和按

平均推算出的年运动量是基本一致的。另外，基

于上面的计算结果，按每天２．２５ｍ的运动速度

计算，在设站观测的位置，冰架在２ｈ时间段内移

动约为０．２ｍ。若以差分静态定位方法处理相同

的观测数据，得到的位置是２ｈ时间段内的平均

位置，而基于精密点定位技术获得的位置是输出

时刻的瞬时位置，两者不可比。这也是本文采用

精密点定位确定冰架前端运动速度的原因。

引起冰架表面的高程随时间变化的因素来自

于大洋潮汐、大气压力变化、海水和冰的密度变

化、表面雪累积、积雪密实度变化、冰架下洋／冰接

触面消融或重凝结以及冰架的运动等。短期内，

冰架表面的高程随时间的周期性变化主要是来自

于大洋潮汐的作用。虽然能用全球海潮模型来计

算南极冰架区域的潮汐变化，但由于大部分潮汐

模型都是吸收了卫星测高资料而建立的，但测高

卫星资料在南极的覆盖范围有限，因此，现有的潮

汐模型在南极大部分地区的精度并不高。因此，

ＧＰＳ定位技术是目前获取冰架潮汐观测值最方

便、最精确的方法［５］。文献［５］的研究结果表明，

东南极的大洋潮汐的量级一般在１～２ｍ。５ｄ内

的ＧＰＳ精密点定位的结果也显示，在观测期间，

最高潮位和最低潮位相差约２ｍ，这同文献［５］的

结论是一致的。但第四天和第五天的两个周期变

化受不明因素的影响，周日潮内出现小的波动，其

原因可能是数据处理的噪声，也可能是其他信号，

由于数据有限，还不能作出判断。如果能获得更

长时间的观测数据，就能作出更细致的分析。初

步结果表明，ＧＰＳ短期的定位结果可用于研究南

１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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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洲周围大洋的短期的潮汐变化。反之，要精确

地长期监测冰架表面高程的变化趋势，必须从

ＧＰＳ定位得到的高程分量中去掉大洋潮汐分量

的影响。

４　结　语

本文基于冰架连续５ｄ的实测资料，用精密

点定位技术来确定冰架的运动特征参数，克服了

传统做法的不足，为今后冰架物质平衡的计算提

供了科学数据。研究旨在探讨精密点定位技术用

于监测南极冰架运动参数的可行性及其优势，而

不是对冰架物质平衡的研究。本文的结论可以用

精密点定位技术取代传统的差分静态定位的模

式，获取冰架每天甚至每小时的三维运动速度参

数，使得有可能在更小的时间尺度来研究冰架系

统的状态。如果能在今后的 Ａｍｅｒｙ冰架科学考

察过程中，在冰架的不同部位布设 ＧＰＳ观测阵

列，采集更多更长时间的ＧＰＳ数据，用精密点定

位模式处理，可以获得Ａｍｅｒｙ冰架更为全面的运

动特征参数，同时也可以进行大洋潮汐变化的研

究，这是今后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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