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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解和犘犘犘解的等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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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证明了ＰＰＰ解与网解的等价性，比较了网解和ＰＰＰ解模式下的位置和对流层延迟参数的解算结果，

实验验证了这两种ＧＰＳ解算模式下参数解的等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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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高精度ＧＰＳ数据处理中，通常将若干个观

测站组成ＧＰＳ网，根据ＧＰＳ站之间、卫星轨道之

间和站星之间的相对空间位置关系，在最小二乘

或其他准则下联合解算出卫星的轨道参数、测站

位置参数、大气折射参数、地球动力学参数、钟差

参数和模糊度参数等，这种ＧＰＳ数据处理方式习

惯上称为网解。网解模式是目前ＧＰＳ数据处理

中的主流方式，比较典型的应用有国际ＧＰＳ服务

组织（ＩＧＳ）各数据分析中心每天提供的轨道信

息。

随着ＧＰＳ永久站数量的剧增和日常数据处

理的计算负担加重，计算时间呈指数上升。面对

如此海量的ＧＰＳ数据，如果仍然采用网解模式，

是不可能及时得到每天的计算结果的。为了解决

计算问题，１９９７年，美国喷气推进实验室（ＪＰＬ）的

Ｚｕｍｂｅｒｇｅ提出了新的数据处理方式———精密单

点定 位技术 （Ｚｕｍｂｅｒｇｅ等，１９９７；李 征 航 等，

２００２）。由精密单点定位技术得到的解算结果，这

里称为ＰＰＰ解。

精密单点定位技术彻底打破了网解的计算瓶

颈，使ＧＰＳ数据处理能够快速完成。在德国地球

科学研究中心（ＧＦＺ），采用精密单点定位技术，超

过２２０个ＧＰＳ站的数据能够在１５ｍｉｎ内处理完

毕。精密单点定位技术解决了实时数据处理问

题，但是，这种方法的解算结果能否达到与网解同

等的精度水平，一直是令人关心的问题。本文从

理论上证明网解和ＰＰＰ解的模型等价性，并用实

测数据验证。

１　模型的等价性

假设线性化后的ＧＰＳ观测方程为：

狏＝犃·狓＋犅·狔－狕 （１）

式中，狓为局部参数向量，包括位置、对流层延迟、

模糊度、接收机钟差等未知数；狔代表全局参数向

量，包括轨道、卫星钟差、地球自转参数等未知数；

犃和犅是系数矩阵，分别表示与局部参数和全局

参数相关的部分；狏和狕表示残差向量和常数向

量。如果先验的观测值权矩阵为犠＝犆－１，由最

小二乘准则得到法方程：

狓^（^）狔 ＝
犃Ｔ 犃Ｔ犠犅

犅Ｔ犠犃 犅Ｔ

烄

烆

烌

烎犠犅

－１ 犃Ｔ犠狕

犅Ｔ（ ）犠狕
（２）

于是，未知数狔的解及其协方差矩阵为：

犠′＝犠－犠犃（犃
Ｔ犠犃）－１犃Ｔ犠 （３）

狔^＝ （犅
Ｔ犠′犅）－１犅Ｔ犠′狕 （４）

犙^狔 ＝ （犅
Ｔ犠′犅）－１ （５）

回代狔的结果到法方程，得到狓的估值和协因素

矩阵：

狓^＝ （犃
犜犠犃）－１犃Ｔ犠（狕－犅^狔） （６）

犙^狓 ＝ （犃
Ｔ犠″犃）－１ （７）

犠″＝犠－犠犅（犅
Ｔ犠犅）－１犅Ｔ犠

以上是网解的结果。

如果构成虚拟观测值狕′，即狕′＝狕－犅狔，狔的

先验权矩阵为犠狔＝犆
－１
狔 ，于是，新的随机模型可

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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犈（狕′狕′Ｔ）＝犈（（狕－犅狔）（狕－犅狔）
Ｔ）

＝犈（狕狕
Ｔ）＋犅犈（狔狔

Ｔ）犅Ｔ

＝犆＋犅犆狔犅
Ｔ

（８）

由此得到权矩阵为：

珡犠 ＝（犆＋犅犆狔犅
Ｔ）－１

＝犆
－１
－犆

－１犅（犅Ｔ犆－１犅＋犆－
１
狔 ）犅

Ｔ犆－１

＝犠－犠犅（犅
Ｔ犠犅＋犠狔）

－１犅Ｔ犠

（９）

　　新的函数模型可写为：

狏＝犃狓－狕′

故狓的估值和协因素矩阵为：

狓^＝ （犃
Ｔ珡犠犃）－１犃Ｔ珡犠（狕－犅狔） （１０）

犙^狓 ＝ （犃
Ｔ珡犠犃）－１ （１１）

这是ＰＰＰ的结算结果。

比较犠″和珡犠 的表达式发现，它们之间惟一

的区别是参数狔的先验权矩阵。如果假定犠狔 足

够小，这两种方法得到的狓的协方差矩阵完全一

致，由此可以判断网解和ＰＰＰ解得到的参数狓的

估值精度完全等价。

在ＧＰＳ网解中，测站坐标这些局部参数之间

的联系是通过轨道、卫星钟差、地球自转参数等全

局参数建立起来的。当全球ＧＰＳ网中的测站达

到一定数量时，网解得到的全局参数的精度已经

很高，增加测站的数量，对全局参数的估值的影响

非常小。所以，不论是否参加过全局参数的估计，

任何测站利用式（１０）ＰＰＰ解算的局部参数，也能

够得到很高的精度，优于采用式（６）网解的计算结

果，惟一的差别是该测站数据不能影响全局参数

解。

２　网解和犘犘犘解的结果比较

为了比较网解和ＰＰＰ解实际结果的差异，本

文选取了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ＧＦＺ）ＧＰＳ大

气探测项目（ＧＰＳ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ｓｏｕｎｄｉｎｇｐｒｏｊｅｃｔ，

ＧＡＳＰ）的部分计算结果。ＧＡＳＰ 项目的地基

ＧＰＳ气象探测部分包括了德国及其周边地区的

２２０多个ＧＰＳ站，这些站的ＧＰＳ数据采用了网解

和ＰＰＰ解两种方式处理。

数据处理采用了ＧＦＺ的ＥＰＯＳ软件，该软件

是国际著名的高精度ＧＰＳ定轨定位综合软件包，

包含了网解和ＰＰＰ解的功能。为了缩短计算时

间，网解采用了分区解算模式。将２００多个站分

成了３个区，每个区大约８０个站；为了能够得到

准确的结果，另外选择了２０多个全球均匀分布的

ＩＧＳ核心站作为公共起算站；公共站的坐标采用

了强约束，其他站完全放松。网解的数据处理的

基本设置如下。

１）高度角大于７°；

２）对流层延迟参数每小时一个；

３）采用了梯度模型，每４ｈ一个参数；

４）精密星历为ＧＦＺ最后星历；

５）数据时段为２４ｈ；

６）数据采样率为１５０ｓ。

ＰＰＰ解的计算略为复杂，计算过程分两部

分。

１）计算精密卫星钟差。利用均匀分布的２４

个ＩＧＳ站和５个德国ＧＰＳ站，采用网解的方式，

计算出所有卫星的精密卫星钟差；为了减少未知

参数个数，对流层延迟参数每４ｈ一个，其他的基

本设置同上。

２）实际的ＰＰＰ计算。利用已知的卫星钟差

和ＧＦＺ最后轨道，连续地处理所有 ＧＰＳ站的数

据；数据处理的基本设置如同网解，所有站坐标和

对流层延时参数也都完全放松。

本文任意截取了２００３年中１６ｄ的计算结果，

选用了其中三个位于德国境内的ＧＰＳ站，它们分

别是北部的 ＷＥＳＴ、西南部的ＢＲＥＭ和东南部的

ＯＥＨＲ。图１显示了网解和ＰＰＰ解的坐标值在

犡、犢、犣方向的差值，相关的统计分析如表１。

表１　坐标差统计结果／ｍｍ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ｍｍ

站名
犡方向

偏差 标准差

犢 方向

偏差 标准差

犣方向

偏差 标准差

ＷＥＳＴ ３．９７ ２．５８ ２．７４ ３．３８ ４．２３ ４．２３

ＯＥＨＲ ０．７６ ４．１８ ０．６９ ２．５８ －３．４６ ４．４１

ＢＲＥＭ－０．２５ ３．６３ ２．９６ ２．７７ １．５９ ５．４１

　　除坐标外，还比较了２００３年三个站同期的对

流层延迟估值，对应的差值分布如图２。ＷＥＳＴ

站的平均误差为０．２±２．０ｍｍ，ＯＥＨＲ站的平均

误差为２．９±２．４ｍｍ，ＢＲＥＭ 站的平均误差为

１．２±２．６ｍｍ。根据相关分析，ＷＥＳＴＯＥＨＲ的

相关系数为０．３４，ＷＥＳＴＢＲＥＭ 的相关系数为

０．３９，ＯＥＨＲＢＲＥＭ 的相关系数为０．３３。由此

可见，三个站对流层延迟的残差之间并不存在系

统性差异。

根据坐标分量和对流层延迟的残差量级，可

以发现，网解和ＰＰＰ解差异仅为３ｍｍ左右。在

理想状态下，ＧＰＳ的相位观测噪声为２～３ｍｍ，

其结果的最好精度约为几个 ｍｍ。在实际的数据

处理中，由于数学模型不精细和计算方法不完善

等因素，解算结果的误差会更大。上述两种方法

７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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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ＰＰＰ解和网解的坐标值比较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ＰＰ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图２　ＰＰＰ解和网解的对流层延迟估值比较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Ｔｒｏｐ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Ｄｅｌａ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ＰＰ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得到的结果的差异在实际的精度范围内，也没有

发现系统性差异的存在，因此有理由认为，由网解

和ＰＰＰ解得到的坐标和对流层延迟估值是等价

的。

３　结论与建议

网解和ＰＰＰ解是当前ＧＰＳ数据处理中的两

种方式，本文从理论上证明了这两种ＧＰＳ数据处

理方式得到的结果是等价的。为了验证这一结

论，利用ＧＦＺ的网解和ＰＰＰ解资料，随机选取三

个站１６ｄ的坐标分量和对流层延迟的估值，根据

统计分析得知，坐标分量和对流层延迟的残差不

存在系统性差异，其残差在实际的精度范围内。

ＰＰＰ解本身具有很多优越性，在未来的ＧＰＳ

数据处理中必将成为主流手段。但是，ＰＰＰ解需

要外部提供精密的卫星轨道和钟差，目前只有

ＩＧＳ的几个数据分析中心具备这个条件，因为精

密的卫星轨道和卫星钟差的计算需要均匀分布的

全球ＧＰＳ站数据，还需要高精度的卫星定轨定位

软件。近１０年，由于ＩＧＳ的努力，ＧＰＳ卫星预报

轨道的精度已经达到十几ｃｍ，预报轨道的时间也

由２４ｈ预报缩短到３ｈ预报，卫星轨道的精度已

经能够满足一般定位的要求。但是，精密的卫星

钟差仍然是ＰＰＰ技术实时应用的瓶颈，目前ＩＧＳ

只有后处理卫星钟差，ＪＰＬ和ＧＦＺ已经有能力提

供快速卫星钟差。随着ＩＧＳ实时化的进行，如果

ＩＧＳ未来能够提供精密的预报钟差，结合互联网

技术和无线通信技术，ＰＰＰ技术的实时应用将彻

底打破现有的ＧＰＳ定位方法，成为主流的定位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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