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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将自适应选权滤波应用到参数估计中，对于合理地选取未知参数及其方差协方差阵的初值，提出了

利用选权拟合的方法。算例结果表明，采用新方法单点定位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达到ｄｍ甚至ｃｍ级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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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的ＧＰＳ单点定位是利用测码伪距观测

值以及由广播星历所提供的卫星轨道参数和卫星

钟改正数进行的［１］，由于存在各种误差的影响，

ＧＰＳ单点定位的精度受到限制
［２］。美国ＪＰＬ的

Ｚｕｍｂｅｒｇｅ
［３］等人提出利用精密星历和精密卫星

钟差，以及双频载波相位观测值，采用非差模型进

行精密单点定位（简称ＰＰＰ），经较长时间可达到

ｃｍ级的定位水平。国内外的众多学者
［４８］也对

ＰＰＰ方法进行了研究。利用ＰＰＰ除能解算出测

站的三维坐标外，还可同时解算出接收机钟差和

对流层延迟改正信息等参数，可满足不同层次用

户的需要［２］。如果初始状态参数及其方差协方

差选取不准，以及在卡尔曼滤波过程中某些状态

参数的预报发生异常［９，１０］，ＰＰＰ一般需较多历元

的观测数据才能达到ｄｍ甚至ｃｍ级精度
［５，１１］，而

且收敛时间比较长。本文在对ＰＰＰ算法的研究

基础上，将选权拟合法［１２］应用到初始状态参数及

其方差协方差选取上，并将自适应选权滤波
［９］应

用到卡尔曼滤波参数估计中。

１　精密单点定位数学模型

１．１　用于犘犘犘中卡尔曼滤波的另一种表达形式

对于ＰＰＰ中的未知参数估计，本文采用卡尔

曼滤波的方法。卡尔曼滤波的模型为：

犡犽＋１ ＝犽＋１，犽犡犽＋狑犽＋１，狑犽＋１ ～犖（０，犙犽＋１）　 （１）

犔犽＋１ ＝犃犽＋１犡犽＋１＋狏犽＋１，狏犽＋１ ～犖（０，犚犽＋１）　 （２）

式中，是状态转移矩阵；狑 是动态噪声；犃是设

计阵；狏是观测噪声；犙犽＋１、犚犽＋１分别为系统动态

噪声和观测噪声的方差矩阵。若记 犡^＝犡^犽＋１－

犡^犽＋１，犽，犔＝犔犽＋１－犃犽＋１^犡犽＋１，犽，这里 犡^犽＋１，犽是最优

一步预报估计［１２］，记犘犽＋１＝犚
－１
犽＋１，则滤波解可以

表达成为：

犡^＝ （犃
Ｔ
犽＋１犘犽＋１犃犽＋１＋犘犡）

－１犃Ｔ犽＋１犘犽＋１犔 （３）

式中，犘犡＝Σ
－１
犽＋１，犽，即预报误差方差阵的逆阵。

１．２　初始状态参数及其方差协方差阵选取方法

卡尔曼滤波过程状态参数及其方差协方差

阵的初值选取，关系到滤波的成败，现有文献讨论

较少。选权拟合法倡导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

析，如果对于部分状态参数有较可靠的先验信息，

则对这部分参数附加适当的约束，可以改善解的

结果［１２］。因此，本文提出用选权拟合法确定状态

参数及其方差协方差阵的初值。通过分析ＰＰＰ

状态参数的特征，坐标分量及模糊度参数随时间

的变化量很小，因此，可建立如下约束：

δ狓犻＋１－δ狓犻＝０

δ狔犻＋１－δ狔犻＝０

δ狕犻＋１－δ狕犻＝０

δ犖犼犻＋１－δ犖
犼
犻 ＝

烅

烄

烆 ０

犌δ犡０ ＝０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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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犻代表第犻个历元；犼代表第犼颗卫星。因

此，若犽个历元观测到狀颗卫星，则共有４犽＋狀犽

个未知参数，２狀犽个观测方程，（３＋狀）（犽－１）个约

束方程。用犽个历元的双频数据组成观测方程，

即

犃δ犡０ ＝犔＋犞 （５）

式中，

犃＝ｂｌｋｄｉａｇ（犃１，…，犃犽） （６）

犃犻（犻＝１，…，犽）代表第犻个历元观测方程线性化

的设计阵；

δ犡０ ＝｛δ狓１，δ狔１，δ狕１，λδ犖
１
１，…，λδ犖

狀
１，犮δ犱犜１，

δ狓犽，δ狔犽，δ狕犽，λδ犖
１
犽，…，λδ犖

狀
犽，犮δ犱犜犽｝

Ｔ

（７）

犔和犞分别为观测值和残差向量。联合式（７）和

式（８）可得：

δ^犡０ ＝ （犃
Ｔ犘犃＋犌

Ｔ犌）－１犃Ｔ犘犔 （８）

估值的误差方差阵为：

Σ０ ＝ （犃
Ｔ犘犃＋犌

Ｔ犌）－１σ
２
０ （９）

对求出的参数δ^犡０及其方差协方差阵Σ０取平

均，作为参数及其方差协方差阵的初值，然后再

从第一个历元用§１．１公式逐历元估计状态参

数。

２　自适应选权滤波

　　在卡尔曼滤波过程中，如果有些状态参数的

方差比较大，不对它们采取措施，则滤波结果的可

靠性和精度被削弱。针对这些不足，文献［９］提出

自适应选权滤波。该方法将参数按一定的指标分

成正常参数和异常参数两类。正常参数指的是状

态参数与实际信息吻合较好，异常参数指的是状

态参数与实际信息有较大差异。针对每个预报参

数给定一自适应因子ω犻（０≤ω犻≤１），对全部的状

态参数，构成等价权因子阵犠：

犠 ＝ｄｉａｇ（ω犻），犻＝１，…，狀 （１０）

将犠 作用于状态参数的权阵两边，可得到状态参

数的等价权阵：

犘犡 ＝犠犘犡犠 （１１）

利用这种方法可以对那些方差较大的状态参数降

权，减弱了状态参数的异常影响。

由§１．２可知，对部分参数附加约束后求出

的模糊度相对来说是比较可靠的，因此对模糊度

参数取ω犖犻＝１。相对而言，接收机钟差是最不可

靠的，因此赋予接收机钟差参数ω犮犾犽＝０。对于坐

标分量，采取以下步骤来构造自适应因子。

令σ＝ （σ
２
δ狓＋σ

２
δ狔＋σ

２
δ狕）／槡 ３。如果σ犻＞犽·σ

（σ犻＝σδ狓，σδ狔，σδ狕），犽一般取１．５～２．５，则ω犻＝σ／

σ犻；否则，ω犻＝１。

最后给出自适应滤波解犡＝（犃Ｔ犽＋１犘犽＋１犃犽＋１

＋犘犡）
－１犃Ｔ犽＋１犘犽＋１犔，^犡犽＋１＝犡^犽＋１，犽＋犡，估值的误

差方差阵为Σ犡犽＋１＝（犃
Ｔ
犽＋１犘犽＋１犃犽＋１＋犘犡）

－１。

３　算　例

算例１　 应用２００５年３月３日拉萨ＩＧＳ站

从８ｈ０ｍｉｎ０．０ｓ至９ｈ０ｍｉｎ３０．０ｓ的数据进行

实验，采样间隔３０ｓ，高度截止角１５°，观测到６颗

卫星。精密星历和卫星钟差使用ＩＧＳ的１５ｍｉｎ

间隔的数据，分别采用９阶和５阶拉格朗日内插

得到［５］。以ＩＧＳ提供的当天坐标作为拉萨站的

“真值”。

取前５个历元的数据，采用上述方法计算状

态参数的初值及方差协方差阵的初值，计算结果

如图１所示。图１表示计算的初值与真值在犡、

犢、犣方向之差。从图中可以看出，采用选权拟合

法计算的初值，犡、犣方向比较好，分别优于０．５ｍ

和１．５ｍ，犢 方向相对差些但优于３ｍ。表１列出

了状态参数各自的方差，其中犢 的方差明显大于

犡 和犣的，因此，需对犢 进行降权。

图１　选权拟合法计算的坐标与真值之差

Ｆｉｇ．１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ｂｙ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ｇＷｅｉｇｈｔＦｉｔｔｉｎｇａｎｄＴｒｕｅＶａｌｕｅｓ

表１　初始状态参数的方差／ｍ２

Ｔａｂ．１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ｓｏｆＩｎｉｔｉ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δ狓 δ狔 δ狕 λδ犖１ λδ犖２ λδ犖３ λδ犖４ λδ犖５ λδ犖６ 犮δｄ犜

σ２犻 ０．１３１３ １．８３１２ ０．４１１６ ０．１６３５ ０．１２６１ ０．１１３０ ０．１１８５ ０．１１２２ ０．１５８６ ０．９２１６

３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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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２表示未使用和使用自适应选权滤波得到

的三维坐标与真值之差，其中虚线表示未使用自

适应选权滤波的结果，实线表示使用自适应选权

滤波的结果。表２列出了采用自适应选权滤波前

后坐标分量的ＲＭＳ。从图２和表２可看到，自适

应选权滤波的结果有明显改进，在５０个历元之后

犡方向就达到ｃｍ级水平，犢 方向则在６０个历元

达到ｃｍ级水平，而犣方向在４０个历元之后就保

持在几个ｃｍ的水平。图３反映出模糊度变化趋

势很小，从而证明了模糊度的自适应因子取为１

是比较合理的。

表２　采用与不采用自适应选权滤波得到

的三维坐标ＲＭＳ的比较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ＲＭ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ｔｈｅＮｅｗ

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ｔｈａｔｂｙ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Ｍｅｔｈｏｄ

犡／ｍ 犢／ｍ 犣／ｍ

改进前 １４０历元 ０．２１６ ０．５１８ ０．１３２

改进后 １４０历元 ０．１３９ ０．４８６ ０．１１２

改进前 ４１１２０历元 ０．１６８ ０．１６５ ０．１９４

改进后 ４１１２０历元 ０．０２７ ０．０８６ ０．０４１

图２　采用和不采用自适应选权滤波得到

的坐标与真值之差

Ｆｉｇ．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ｅｄ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

图３　采用自适应选权滤波计算的实数

模糊度（λ犖）的变化范围

Ｆｉｇ．３　Ｖａｒ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ｉｅ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Ｗｅｉｇｈｔｓ

　　算例２　 应用２００５年３月３日美国ＩＧＳ站

ＦＡＩＲ从１８ｈ４０ｍｉｎ０．０ｓ至１９ｈ４０ｍｉｎ３０．０ｓ的

数据，采样间隔３０ｓ，高度截止角１５°，观测到５颗

卫星。以ＩＧＳ提供的当天坐标作为“真值”。

图４　采用和不采用自适应选权滤波得到

的坐标与真值之差

Ｆｉｇ．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ｅｄ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

从图４中可看出，开始的几个历元内，使用自

适应选权滤波得到的坐标波动范围很小，计算结

果与真值之差在５０个历元左右就达到１个ｄｍ，

６０个历元就达到ｃｍ水平。用以前的方法得到的

犣方向在前１０个历元超出－１０ｍ，图中未画出。

各坐标分量的ＲＭＳ如表３所示。

表３　采用与不采用自适应选权滤波得到的

三维坐标ＲＭＳ的比较

Ｔａｂ．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ＲＭ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ｔｈｅＮｅｗ

Ｍｅｔｈｏｄｗｉｔｈｔｈａｔｂｙ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Ｍｅｔｈｏｄ

犡／ｍ 犢／ｍ 犣／ｍ

改进前 １４０历元 １．７３４ ０．８３４ １９．２９１

改进后 １４０历元 ０．３１９ ０．３００ ０．４３６

改进前 ４１１２０历元 ０．１２４ ０．１６８ ０．２０８

改进后 ４１１２０历元 ０．０８５ ０．０７４ ０．０６８

４　结束语

１）研究结果表明，采用上述方法之后，在较

少的历元情况下定位结果迅速趋于稳定。稳定后

的精度达到ｄｍ甚至ｃｍ级水平，本文的结果明显

优于一般ＰＰＰ算法的结果。

２）本文是将对流层延迟采用模型改正的，如

果将其作为一个状态参数，采用随机游走的方法

进行估计，那么定位结果可能还会有所改进。

另外，相对于静态定位，动态定位的观测模型

及随机模型更复杂，而动态的精密单点定位技术

也更具有应用价值（例如低轨卫星的定轨），因此，

将这种新方法应用于动态精密单点定位技术将是

以后研究的主要内容。

４０９



　第３２卷第１０期 郝　明等：一种加速精密单点定位收敛的新方法

参　考　文　献

［１］　李征航，吴秀娟．全球定位系统（ＧＰＳ）技术的最新进

展·第四讲 精密单点定位（上）［Ｊ］．测绘信息与工

程，２００２，２７（５）：３４３７

［２］　韩保民，欧吉坤．基于ＧＰＳ非差观测值进行精密单

点定位研究［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３，２８（４）：４０９４１２

［３］　ＺｕｍｂｅｒｇｅＪ，Ｈｅｆｌｉｎ．ＰｒｅｃｉｓｅＰｏｉｎ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ｆｏｒ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ｎｄＲｏｂｕｓ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ＧＰＳＤａｔａｆｒｏｍ

Ｌａｒｇ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Ｊ］．ＪＧｅｏｐｈｙｓＲｅｓ，１９９７，１０２：５

００５５０１７

［４］　ＫｏｕｂａＪ，ＨéｒｏｕｘＰ．ＰｒｅｃｉｓｅＰｏｉｎ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Ｕｓｉｎｇ

ＩＧＳＯｒｂｉｔａｎｄＣｌｏｃｋ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Ｊ］．ＧＰ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２００１，５（２）：１２２８

［５］　ＳａｔｉｒａｐｏｄＣ，ＨｏｍｎｉａｍＰ．ＧＰＳＰｒｅｃｉｓｅＰｏｉｎｔＰｏｓｉｔｉｏ

ｎｉｎｇ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ｆｏｒＧｒｏｕ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ｏｉｎｔ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ｍｅｎｔｉｎ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６，１３２（１）：１１１４

［６］　Ｇａｏ Ｙａｎｇ，Ｓｈｅｎ Ｘｉａｏｂｉｎｇ．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ｉｎＣａｒｒｉｅｒｂａｓｅｄＰｒｅｃｉｓｅＰｏｉｎｔＰｏｓｉｔｉｏ

ｎｉｎｇ［Ｃ］．ＩＯＮ ＧＰＳ２００１，ＳａｌｔＬａｋｅＣｉｔｙ，Ｕｔａｈ，

ＵＳＡ，２００１

［７］　张小红，鄂栋臣．用ＰＰＰ技术确定南极 Ａｍｅｒｙ冰架

的三维运动速度［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５，３０（１０）：９０９９１２

［８］　叶世榕．ＧＰＳ非差相位精密单点定位理论与实现

［Ｄ］．武汉：武汉大学，２００２

［９］　欧吉坤，柴艳菊，袁运斌．自适应选权滤波［Ｃ］．大地

测量与地球动力学进展会议，武汉，２００４

［１０］杨元喜．Ｋａｌｍａｎ滤波异常误差检测［Ｊ］．测绘科学与

工程，２００５，２５（４）：１４

［１１］ＡｂｄｅｌＳａｌａｍ Ｍ．ＰｒｅｃｉｓｅＰｏｉｎ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Ｕｓｉｎｇ

Ｕ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ＣｏｄｅａｎｄＣａｒｒｉｅｒＰｈａｓ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Ｄ］．Ｃａｌｇａｒｙ：Ｕｎｉｖ．Ｃａｌｇａｒｙ，２００５

［１２］欧吉坤．测量平差中不适定问题解的统一表达与选

权拟合法［Ｊ］．测绘学报，２００４，３３（４）：２８３２８８

［１３］任超，欧吉坤，袁运斌．自适应滤波在ＧＰＳ高精度动

态定位中的应用［Ｊ］．自然科学进展，２００５，１５（７），

８７６８８１

［１４］周忠谟，易杰军．ＧＰＳ卫星测量原理与应用［Ｍ］．北

京：测绘出版社，２００４

第一作者简介：郝明，硕士生。主要从事ＧＰＳ精密单点定位理论

等方面的研究。

Ｅｍａｉｌ：ｈａ＿ｍｇ＠１６３．ｃｏｍ

犃犖犲狑犕犲狋犺狅犱犳狅狉犐犿狆狉狅狏犲犿犲狀狋狅犳犆狅狀狏犲狉犵犲狀犮犲

犻狀犘狉犲犮犻狊犲犘狅犻狀狋犘狅狊犻狋犻狅狀犻狀犵

犎犃犗犕犻狀犵
１，２
　犗犝犑犻犽狌狀

１
　犌犝犗犑犻犪狀犳犲狀犵

１，２
　犢犝犃犖犢狌狀犫犻狀

１

（１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Ｇｅｏｄｅｓｙａｎｄ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３４０ＸｕｄｏｎｇＳｔｒｅｅｔ，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７，Ｃｈｉｎａ）

（２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Ａ１９ＹｕｑｕａｎＲｏａ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４９，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ｉｎｐｒｅｃｉｓｅｐｏｉ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ＰＰＰ）ａｒ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ｔｈｅｎｔｈｅ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ｂｙ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ｗｅｉｇｈｔｓｉｎｔｈ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ｉｓ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ｈ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ｇｗｅｉｇｈｔｆｉｔｔ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ｉｓｅｍ

ｐｌｏｙｅｄｔｏ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ｔｈｅｉｎｉｔｉ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ｏ

ｎｅｎｔｓ．Ｔｗｏ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ｃａｎａｃｈｉｅｖｅｄｅｃｉ

ｍｅｔｅｒｔｏｃｅｎｔｉｍｅｔｅｒｉｎａｓｈｏｒｔｔｉｍｅ，ａｎ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ｖａｌｉｄ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ｎｅｗｍｅｔｈｏｄ

ｃａｎｂｅｅｎｓｕｒｅｄ．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ｐｒｅｃｉｓｅｐｏｉｎ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Ｋａｌｍａｎ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ｇｗｅｉｇｈｔｆｉｔｔｉｎｇ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ＨＡＯＭｉｎｇ，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ＧＰＳｐｒｅｃｉｓｅｐｏｉｎ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ｍａｉｌ：ｈａ＿ｍｇ＠１６３．ｃｏｍ

５０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