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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遗传算法搜索犌犘犛单频单历元整周模糊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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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短基线利用单频单历元双差载波相位定位时模糊度固定的基本理论，探讨了利用遗传算法快

速搜索ＧＰＳ单频单历元整周模糊度的一些理论和实现的方法，提出了用改进的正则化方法改善浮动解来提

高搜索成功率的新思路。算例分析表明，在一定的条件下，应用遗传算法搜索整周模糊度成功率高、稳键性较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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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实现ＧＰＳ快速动态定位，关键是快速固定

初始整周模糊度。实际上，ＧＰＳ精密定位所要求

的较长时间就是正确确定整周模糊度的时间。近

几年出现了许多解算模糊度的新方法，如ＦＡＲＡ

方法、双频伪距法、模糊度函数法（ＡＦＭ）、最小二

乘搜索法、ＬＡＭＢＤＡ方法
［１］等。本文在研究单

频单历元模糊度搜索算法中，用遗传算法［２，３］实

现了整周模糊度的快速固定。遗传算法是一种全

局搜索的优化算法，用于搜索整周模糊度，其可靠

性高，稳健性较好。

１　单历元快速定位改进方法

对短基线（小于１５ｋｍ），应用双差定位可以

消去卫星和接收机钟差，而且可以大幅度地减弱

对流层和电离层传播误差的影响。双差观测方程

线性化后为：

犞＝犃^犫＋犅^犪－犔 （１）

式中，犞是犿维噪声向量；犃和犅是对应非模糊度

参数和模糊度参数的设计矩阵，其维数分别为犿×

狆和犿×狀；^犫为狆维非模糊度参数向量；^犪为狀维

模糊度参数向量；犔为犿维（观测值计算值）向量。

设最小二乘解为：

犢^＝
犫^（^）犪 ＝犖

－１
犃Ｔ

犅
［ ］Ｔ 犘犔＝犖－１珚犃Ｔ犘犔 （２）

式中，犖＝
犃Ｔ犘犃　犃

Ｔ犘犅

犅Ｔ犘犃　犅
Ｔ（ ）犘犅

，珚犃Ｔ＝
犃Ｔ

犅（ ）Ｔ 。
当只用单历元相位组成法矩阵犖时，矩阵犖

是奇异的，一般的方法是应用Ｃ／Ａ 码观测值和

犔１ 载波相位联合解算来消除法矩阵的奇异性。

但是伪距观测值受较高噪声的影响，会导致模糊

度浮动解的可靠性降低。

因要对犖 求逆，当犖 的条件数比较大（如大

于１０６）时，则法矩阵严重病态，导致由式（２）计算

的模糊度浮动解与其真值偏差较大，从而很难搜

索到正确的整周模糊度。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采

用减弱法矩阵病态性的方法来改善模糊度的浮动

解，这也是提高模糊度搜索成功率的一条新思路。

据Ｔｉｋｈｏｎｏｖ正则化原理，可得到式（２）的正

则化解为［５，６］：

犢^＝ （珚犃
Ｔ犘珚犃＋α犚）－

１珚犃Ｔ犘犔 （３）

式中，犚为正则化矩阵；α为正则化参数。

用笔者最近研究的方法，选取正则化矩阵

为［５］：

犚＝
β犚
３×３
０ ０烄

烆

烌

烎０ ０

（４）

式中，犚０ 为犖左上角３×３的子矩阵；系数β是利

用特定点近似坐标的偏差与载波相位观测值的精

度比较来选取的。当正则化矩阵犚确定后，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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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证明选取正则化参数α＝１时，效果最好
［５］。

利用上述正则化模糊度解作为模糊度搜索的

浮动解，（珚犃Ｔ犘珚犃＋α犚）
－１中对应模糊度部分 犙^犪作

为模糊度搜索的权逆阵。

由模糊度浮动解 犪^和 犙^犪组成如下搜索准

则［１］：

犜（犪̌）＝ （^犪－犪̌）
Ｔ
犙
－１
犪^ （^犪－犪̌）＝ｍｉｎ （５）

搜索固定双差整周模糊度。

运用合适的搜索算法，搜索整周模糊度犪̌，然

后反算模糊度固定后基线向量犫̌。

犫̌＝犫^－犙
－１
犫^ 犙^犫^犪（^犪－犪̌） （６）

式中，“^”、“̌”分别表示模糊度是实数时的解和模

糊度固定后的解。

２　实现过程

２．１　遗传算法用于模糊度搜索的基本思想

根据式（５）的搜索准则，设计一个代表模糊度

整数可能潜在解集的一个种群（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种群

由经过基因编码的一定数目的个体（模糊度整数组

合）组成，每个个体也可以称为带有特定染色体特

征的实体。染色体作为遗传物质的主要载体，即多

个基因的集合，其内部表现（即基因型）是某种基因

的组合，它决定了某个模糊度组合形状的外部表

现。因此，在一开始需要实现从表现型到基因型的

映射即为编码工作。初代种群中产生一定数目的

模糊度组合后，按照适者生存和优胜劣汰的原理，

逐代（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演化产生出越来越好的近似解。

在每一代，由式（５）计算各模糊度组合的适应度

（ｆｉｔｎｅｓｓ），根据其大小挑选合适的模糊度组合，并借

助于遗传算子和变异算子，对二进制串进行组合交

叉（ｃｒｏｓｓｏｖｅｒ）和变异，重新生成一个新的由多个模

糊度组合构成的种群。这个过程将导致种群像自

然进化一样，后生代种群比前代更加适应于环境，

末代种群中的最优模糊度组合经过解码（ｄｅｃｏ

ｄｉｎｇ），可以作为搜索到的模糊度整数解。

２．２　模糊度搜索的遗传算法设计

用遗传算法搜索整周模糊度必须知道模糊度

的搜索范围。当对单频单历元双差用式（３）求得

较好的浮动解时，可以对模糊度浮动解取整，然后

给其几周的变动范围，然后应用遗传算法在模糊

度候选整数集中快速搜索固定整周数。

为实现上述搜索准则的要求，设计遗传算法

时，定义一个８元组
［３］：

ＳＧＡ＝ （犆，犈，犘０，犕，Φ，Γ，Ψ，犜）

式中，犆为个体的编码方法；犈为个体的适应度评

价函数；犘０ 为初始种群全体；犕 为全体大小；Φ为

选择算子；Γ为交叉算子；Ψ 为变异算子；犜 为算

法终止条件，一般为进化代数。

整周模糊度问题的表示：根据浮动解设定其

变化范围，当浮动解较好时，可选择３周的变动范

围。设计

犖 ＝犖ｍｉｎ＋
犫

２犿 －１
（犖ｍａｘ－犖ｍｉｎ） （７）

式中，犫是某参数变化范围中的一个整数的犿 位

二进制表示，字长犿的确定是在满足精度的条件

下选取的一个合适的值。所有的表示模糊度整型

参数的二进制要串连起来组成一个长的二进制

串，称为染色体。该字串的每一位值为０或１，是

遗传算法的操作对象。

２．３　遗传算法搜索整周模糊度的工作流程

根据单频单历元载波相位整周模糊度搜索的

特点，在已获得较好的模糊度浮动解的前提下，结

合遗传算法进行了程序设计和实现。设计的模糊

度搜索遗传算法程序的工作流程如图１所示。

图１　搜索整周模糊度的遗传算法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ｏｒ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ＣａｒｒｉｅｒＰｈａｓｅＤｕ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ｉｅｓ

２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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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算例分析

３．１　犌犘犛数据来源

ＧＰＳ数据为在一条长为３２２０．３４０ｍ的基线

上采用双频接收机进行实验观测，采样率为２ｓ，

截止高度角为１５°，共观测了２６３６个历元。历元

１４００～１５００两测站都共同观测了相同的６颗

ＧＰＳ卫星，取此１００个历元的犔１ 单频相位和Ｃ／

Ａ码观测数据，组成双差时的５个卫星对分别为

３１１、３１２、３１２７、３１１３、３１８。

３．２　遗传算法参数设置

遗传算法参数设置如表１所示。

表１　参数设置

Ｔａｂ．１　Ｓｅｔｏｆ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参数名称 取值 参数名称 取值

模糊度范围 ｒｏｕｎｄ（^犪）±４ 参数字长 ４

种群中个体数 ３２ 变异概率 ０．１５

交叉概率 ０．８５ 进化代数 １００

３．３　模糊度浮动解搜索固定

用Ｂｅｒｎｅｓｅ软件对这段数据进行处理，得到

的基线向量改正数为［－０．１５６９ｍ０．５５０５ｍ

０．６１５５ｍ］Ｔ。首先取其全部的犔１ 单频载波相位

观测值，以ＳＶ３１为参考卫星，应用遗传算法求得

整周模糊度为［１－１００４］Ｔ。模糊度固定后，基

线向量为［－０．１５５６０．５５２３０．６１４３］Ｔ，与

Ｂｅｒｎｅｓｅ软件计算结果相吻合，说明模糊度固定

准确。

设计了两种计算和分析方案。方案一：由单

频单历元载波相位和Ｃ／Ａ码观测值组成双差观

测方程，直接应用最小二乘法则求得模糊度浮动

解和协方差阵；方案二：单频单历元相位双差方

程，采用本文方法，在法矩阵犖中部分附加约束，

然后解算其模糊度浮动解和权逆阵。

利用生成的模糊度浮动解和相应的数阵，采

用式（５）表示的搜索准则搜索固定整数模糊度。

表２是随机抽取的某一历元两种方案的比较。

从表１可以看出，虽然单历元相位组成的法

矩阵存在秩亏问题，但是当附加约束后，法矩阵不

再秩亏，而且其条件数比直接用码和相位联合解

算的条件数低一个数量级，因此，也改善了矩阵的

病态性，求得了较为稳定的浮动解，从而提高了固

定整周模糊度的成功率。表１还显示，改善浮动

解后，能搜索到正确的整周模糊度。

在对１００个单频单历元的模糊度解算中，应

用方案一固定正确的模糊度为９个，成功率是

９％，而方案二搜索模糊度的成功率是１００％。上

述例子显示，模糊度浮动解的改善提高了模糊度

搜索的成功率。

表２　两种方案比较（第１４００号历元观测值）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ｗｏ

ＳｃｈｅｍｅｓＵｓｉｎｇ（１４００ｔｈＥｐｏｃｈ’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方案 方案一 方案二

法方程的

奇异值

０．２８７６

０．１５９０

０．０３２８

０．００６５

０．００２８

６．３×１０－８

３．１×１０－８

１．６×１０－８

０．２８７６

０．１５９０

０．０３２８

０．００６５

０．００２８

６．３×１０－７

３．１×１０－７

１．６×１０－７

法方程的

条件数
１０７ １０６

模糊度的

浮动解 犖^

－４．３６２６

－０．８８０５

－３．１８３３

－５．５７１６

－１．４９５４

－１．０９１１

－２．９０７４

－０．４３９４

－２．５６７０

２．６５３０

‖^犖－犖‖ ７２．５４５７ １６．６０７８

固定的

模糊度

　２

　１

－２

－１

　１

　１

－１

　０

　０

　４

３．４　遗传算法与犔犃犕犅犇犃方法比较

在模糊度搜索算法中，ＬＡＭＢＤＡ 方法以其

理论严密、模糊度搜索效率高而成为目前国际上

最流行的算法。它主要是引入了整数线性变换的

思想，使模糊度协方差阵经整数线性变换后，变成

了半径接近相等的近似球的超椭球，新的模糊度

搜索空间远小于原模糊度搜索空间，所以能很快

地解算出模糊度。

用遗传算法搜索模糊度是在浮动解解算较好

的条件下进行的，故可以假设是在ｒｏｕｎｄ（^犪）±３

范围搜索模糊度整数组合。表３以三个历元模糊

度解算为例，显示了两种算法所花费的时间。

表３　两种模糊度搜索算法的效率比较

Ｔａｂ．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ｅａｒｃｈＴｉｍ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ｗｏ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历元号 １４１０ １４１１ １４１２

遗传算法优化时间／ｓ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９

ＬＡＭＢＤＡ搜索时间／ｓ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０

　　表３显示，当模糊度真值是在浮动解取整后

的前后３周的变化范围时，遗传算法的搜索效率

与ＬＡＭＢＤＡ相当，甚至略优于ＬＡＭＢＤＡ方法。

因为遗传算法不需要进行高斯整数变换，直接在

候选值中以进化的方式优化，故当搜索空间较小

时，能很快地搜索到正确的模糊度组合。但是当

３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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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动解解算较差时，因为必须给模糊度一个较大

的变化范围，而且要增加进化代数，故降低了其搜

索效率。借鉴ＬＡＭＢＤＡ方法的思想，如果在用

遗传算法搜索模糊度前，也需对模糊度协方差阵

进行整数线性变换，从而压缩搜索空间，再用遗传

算法搜索，可能效率会更高，这是笔者下一步要继

续探讨的问题。

３．５　单历元相位模糊度固定解与静态较长时间

段的模糊度固定解比较

先利用全部单频载波相位观测值联合组成法

方程，求解浮动解和协方差阵，然后利用遗传算法

搜索固定模糊度，反算基线向量固定解。

以上述的基线向量固定解作为比较的基准，

以新方法解算的各单历元的模糊度固定解与基准

的差值来衡量模糊度固定后的外符合精度。图２

用３幅图直观地显示了方案二计算的１００个连续

单历元与基准的差值和变动趋势。

由图２可知，当单历元正确固定其整周模糊

度后，其基线向量与全部历元联合解的差值都在

ｃｍ级范围，而且大部分单历元结果与长时间静态

观测结果相比在 ｍｍ 级的范围内。正确固定了

单历元的整周模糊度后，单频单历元结果能满足

快速动态定位的要求，而且不再需要考虑周跳问

题，这对高动态快速定位具有重要的应用意义。

但是对于单频单历元，如果两测站共视的卫星数

少于６颗，模糊度搜索固定的成功率不高。其关

键是如何附加合理的约束条件，从而解算得到较

好的浮动解，进而增加模糊度搜索的成功率，这是

笔者后续工作要继续深入的问题。

图２　新方法单历元结果与全部历元联合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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