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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域差分犌犘犛定位算法在通用犇犛犘系统上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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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对广域差分ＧＰＳ定位算法精度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通用ＧＰＳ系统运算平台，构造了浮点类型，

并提出了ＤＳＰ运行环境中的高精度函数算法，完成了对广域差分 ＧＰＳ定位算法的优化，编制了基于通用

ＤＳＰ系统的广域差分ＧＰＳ定位算法软件，成功研制了广域差分用户接收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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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８．４１

　　广域差分ＧＰＳ（ｗｉｄｅａｒｅａＤＧＰＳ，ＷＡＤＧＰＳ）

系统向用户提供了主要误差源的差分改正值，顾

及了误差源对不同测站观测值影响的区别，克服

了常 规 区 域 差 分 技 术 （ｌｏｃａｌａｒｅａ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ＧＰＳ，ＬＡＤＧＰＳ）对时空的依赖性，具有精度高、作

用范围大等优点。ＷＡＤＧＰＳ技术的推广和普及

与广域差分接收机用户单元的研制是密切相关

的。由于 ＷＡＤＧＰＳ系统提供的改正参数是卫星

轨道、卫星钟差、区域格网电离层模型等［１］改正信

息，完全不同于标准的ＲＴＣＭＳＣ１０４差分协议，

普通的ＧＰＳ接收机不能支持，因此，必须研制专

用的 ＷＡＤＧＰＳ定位计算的软硬件模块。

本文就某型广域差分接收机的研制，对建立通

用ＤＳＰ系统、高精度数字类型、高精度基础函数、

定位算法优化等几个关键技术问题进行了分析。

１　通用型犇犛犘系统模型

通用ＤＳＰ系统是由核心微处理器、Ｉ／Ｏ扩展

系统、内存等几部分组成，各部分通过地址总线、数

据总线连接成一体，典型的通用ＤＳＰ系统结构见

文献［２］。与专用ＤＳＰ系统相比，通用ＤＳＰ系统的

优点在于其低廉的投入成本、完善的开发环境以

及较强的通用性和扩展能力；缺点主要是需要根

据算法特点进行大量的优化和构建基础函数。

本文建立的通用ＤＳＰ系统采用 ＴＩ公司的

ＴＭＳ３２０Ｃ３２芯片
［３］作为 ＷＡＤＧＰＳ用户接收机

的主ＣＰＵ。该型号支持３２位浮点操作、价格低、

运算速度快，并有完备的开发环境支持。ＤＳＰ系

统外 扩 了 ２ 个 异 步 通 信 串 口、１２８ Ｋｘ３２ 位

ＳＲＡＭ、５１２Ｋ位Ｅ２ＰＲＯＭ。其中，ＳＲＡＭ 作为

运算内存，Ｅ２ＰＲＯＭ作为程序存储器。与其他分

系统的通信采用自定义的异步三线制协议。

２　广域差分犌犘犛定位算法精度要求

广域差分ＧＰＳ利用精密卫星钟差和电离层修

正后的伪距值及修正后的卫星星历定位。单历元

条件下，用户接收机的伪距定位的观测方程［１］为：

狏犼 ＝ 狓狊－狓狉 ＋犆Δ狋＋∑
５

犽＝１

Δρ犽－犘
犼 （１）

式中各符号的含义具体见文献［１］。

由单历元上的狀个观测值组成的误差方程

为：

犞＝犃δ狓＋犔

最小二乘法解为：

δ狓＝－（犃
Ｔ犘犃）－１犃Ｔ犘犔

犇狓 ＝σ^
２
０（犃

Ｔ犘犃）－１

σ^
２
０ ＝

犔Ｔ犘犾犼－犔
Ｔ犘犃δ狓

狀－槡
烅

烄

烆 ４

（２）

式中，犾犼＝ 狓狊－狓狉０ ＋∑
５

犽＝１
Δρ犽－犘

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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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式（１）、式（２）可以看出，系数矩阵犃和改

正数矩阵犔的计算精度将直接影响δ狓的计算精

度。犃的精度取决于卫星坐标的计算精度，犔的

精度由卫星坐标、测站概略位置、各项改正的精度

综合决定。在犃和犔 中，只有卫星坐标、各项改

正需要根据参量或模型计算得出，其余参数可表

示为它们的函数表达或通过设定初始值迭代求

得。各项改正中最大的影响是卫星钟差改正，若

考虑极端情况，该项改正数可达３．０×１０５ ｍ。若

要求δ狓中坐标的计算精度达到０．１ｍ，则卫星坐

标和各项改正的数值范围及计算精度要求见表１

（设测站点位于地球表面）。

表１　伪距法定位模型中部分参量的计算精度要求

Ｔａｂ．１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ＧＰＳＰｅｎｓｒａｎｇｅＳｉｎｇｌ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变量 数值范围／ｍ 相对精度要求 有效位数 备注

　　｜狓狊｜ １．０×１０７～２．５×１０７ １．０×１０－８～４．０×１０－９ ９～１０ 卫星运行轨道坐标

卫星钟差改正 ＜３．０×１０５ ＜３．３×１０－７ ８ 卫星钟差以１ｍｓ计

电离层改正 ＜８．０×１０１ ＜１．３×１０－２ ３ 按模型计算

对流层改正 ＜５．０×１０１ ＜２．０×１０－２ ３ 按模型计算

地球自转改正 ＜８．０×１０１ ＜１．３×１０－２ ３

相对论效应改正 ＜１．０×１０１ ＜１．０×１０－２ ３

　　由表１可以看出，卫星坐标计算所要求的精

度和有效位数最高，至少应具有９位有效数字，并

达到１．０×１０－８的相对精度。若卫星位置是对广

播星历的计算结果进行改正的，则在广播星历卫

星位置计算中的各种如三角函数、开方函数等的

中间函数过程也必须具有至少１１位有效位数，达

到１．０×１０－１０的计算精度
［４］。

３　高精度基础函数的构建

３．１　双精度浮点数模型

ＴＭＳ３２０Ｃ３２所建立的通用ＤＳＰ系统中含有

浮点加法器和乘法器，可在单指令周期内完成一

次浮点加法和乘法。常用的浮点数类型在ＤＳＰ

系统中以一个３２位的字节存储，因此也称为单精

度浮点数［２］。单精度浮点数的有效数字最多为８

位，如果考虑运算和数据转换中的有效数字损失，

实际有效位数只有７位，远不能满足 ＷＡＤＧＰＳ

定位算法中的精度要求，因此，必须采用扩展数字

精度的方法。

扩展数字精度有多种方法，最彻底的方法是

利用ＤＳＰ系统本身所支持的浮点数据类型的结

构和指令，以两个单精度浮点数表示一个高精度

浮点数，可称为双精度浮点数［５］，数学模型如下：

犚＝狕＋狕狕＝ ｛狓狘狓＝犿（狓）２
犲（狓），狘犿（狓）狘

＜２
２４，－１２８＜犲（狓）＜１２７｝ （３）

式中，犚是需要表示的高精度浮点数（双精度浮点

数）；狕和狕狕都是单精度浮点数。

３．２　高精度的函数算法模型

３．２．１　基础算法模型

在构造双精度浮点类型后，必须利用ＤＳＰ系

统支持的单精度浮点数的指令编制双精度浮点数

的加、乘、除和开方等基础算法。以双精度浮点数

字的加法为例，设有两个双精度浮点数（狓，狓狓）和

（狔，狔狔）相加，结果也是一个双精度浮点数（狕，

狕狕），则加法的算法具体见文献［５］，算法误差为：

犈＋ ≤ ｛ 狓＋狓狓 ＋ 狔＋狔狔 ｝×２
２－２狋
＝

狕 ×２
－４６
≈ 狕 ×１．４２×１０

－１４

　　对于乘法、除法和开方，也可通过构造中间变

量的方法进行计算。由此表明，按照式（３）构成的

双精度浮点数的基础运算至少具有１４位有效数

字，相对精度可达１．０×１０－１３。根据前面的讨论

可知，该数据类型可满足 ＷＡＤＧＰＳ定位算法中

的数字精度要求。

３．２．２　三角函数算法模型

三角函数的计算是建立在基础算法之上的，

因此，模型的相对误差应小于１．０×１０－１３。以正

余弦函数为例，若假定角度值最小为０．０１ｒａｄ，则

正余弦函数模型的绝对误差应小于１．０×１０－１５。

根据泰勒公式，对于狀阶可微函数犳（狓）在任

意点狓０ 的展开通式
［６］，如限定函数只展开至５阶

项，且要求余项｜犚５（狓）｜＜１０
－１５，对于正余弦函数

｜犳
（狀＋１）（ξ）｜≤１，则有｜狓－狓０｜＜０．０１３９ｒａｄ≈

０．８０°。也就是说，函数在狓±０．８°的范围内展开，

即可满足１．０×１０－１５的精度要求。

为计算方便，可将函数在狓±０．５°的区间内展

开，同时为实现快速计算而采用了查表法，并进行

优化，即在０～１８０°的范围内，以０．５°为步长计算精

确的函数值并制成数据表。运算时，查表得到最近

的三角函数值后，根据展开式计算得到任意角度

的函数值。以下给出优化后的正余弦函数算法公

式（式中所有运算都是双精度浮点类型运算）：

８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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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ｎ（狓）＝犛·犃＋犆·ｄ狓·犅

ｃｏｓ（狓）＝犆·犃－犛·ｄ狓·犅

式 中，０＜狓 ＜１８０°；ｄ狓 ＝ （狓 －狓０）；犃 ＝

１－
ｄ狓２

２
１－
ｄ狓２（ ）（ ）１２

；犅＝ １－
ｄ狓２

６
１－
ｄ狓２（ ）（ ）２０

；狓０

为数据表中离狓最近的角度值；犛和犆 分别为查

表后得到的正弦和余弦值。

以上算法的模型误差为｜犚５（狓）｜＜
１

６！
０．５

１８０（ ）π
６

≈６．１３×１０
－１６
＜１．０×１０

－１５，可满足 ＷＡＤＧＰＳ定

位算法中卫星位置计算的精度要求。

４　广域差分犌犘犛定位算法优化

对 ＷＡＤＧＰＳ定位算法的优化主要是找出算

法中最耗时间和资源的模块，并加以调整。经计

算表明，卫星位置求取部分所占用的ＣＰＵ 时间

最大。由于 ＷＡＤＧＰＳ系统提供的卫星位置改正

是针对广播星历位置而言的，因此，优化的核心是

ＧＰＳ广播星历的卫星坐标求取。

ＧＰＳ广播星历的特点是每２ｈ更新一次，星

历有效区间为星历参考时刻狋狅犲前后各１ｈ，即（狋狅犲

－３６００ｓ，狋狅犲＋３６００ｓ），因此，可用切比雪夫多项

式的方法对７２００ｓ内的卫星轨道进行拟合，得到

多项式系数。具体过程如下。

１）实时得到卫星广播星历后，根据轨道根数

计算出卫星在以下时刻的坐标值：狋狅犲±３６００、狋狅犲

±２７００、狋狅犲±１８００、狋狅犲±９００、狋狅犲；

２）由这些卫星坐标求出切比雪夫多项式的

系数，一般用８阶多项式就可以得到ｃｍ级的卫星

轨道［７］；

３）只保存多项式系数，计算卫星在任意时刻

的坐标时，按照以下公式求取：

τ＝
２

Δ狋
（狋－狋０）－１，狋∈ ［狋０，狋０＋Δ狋］

狓（狋）＝∑
狀

犻＝０

犆狓犻犜犻（τ）

其中，犜０（τ）＝１，犜１（τ）＝τ，犜狀（τ）＝２τ犜狀－１（τ）－

犜狀－２（τ）；｜τ｜≤１，狀≥２。

除对卫星位置计算进行算法优化外，在

ＷＡＤＧＰＳ定位计算的流程方面也需进行大量的

优化，目的是实现最小的运算开销，满足实时性要

求。优化后的程序流程如图１所示。

５　系统实验

　　系统实验采用了与ＰＣ版本的定位软件实时

图１　ＧＰＳ定位算法主程序流程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ＧＰ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Ｍｏｄｕｌｅ

比较的方法，即将ＧＰＳ接收机的实时数据同时送

给ＰＣ机和ＤＳＰ系统，二者分别运行标准算法软

件和移植到ＤＳＰ的核心软件。比较两套系统的

定位结果，正常情况下，结果差异应小于设计的

０．１ｍ的要求。测试后，犡、犢、犣三个方向上的结

果差异如图２所示。

实验表明，ＤＳＰ系统可实时定位并输出结

果。与标准软件相比，两者定位结果的差异不超

过０．１ｍ。该差异多是由基础运算、函数运算等

计算误差累计而成的，因此认为，在通用ＤＳＰ系

统中运行的 ＷＡＤＧＰＳ定位算法达到了实时、高

精度的设计要求。

６　结　语

利用通用ＤＳＰ芯片搭建通用运算平台，完成

特殊用途的数据运算已成为目前嵌入式系统的主

流之一。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ＧＰＳ已经由专用

化的定位系统向功能化的嵌入式组件发展。由于

ＷＡＤＧＰＳ算法的特殊性，软件的编写与常规的

数字信号处理有着极大的不同，因此，研究如何在

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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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ＳＰ上实现各种类型的ＧＰＳ定位算法，对今后开

发我国导航卫星系统的用户单元有着很重要的科

研、商业和军事价值。

图２　ＤＳＰ定位结果与ＰＣ机定位结果的差异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ＤＳＰ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ｔｈｅＰＣＳｙｓｔ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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