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２卷 第１２期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３２Ｎｏ．１２

Ｄｅｃ．２００７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９２９。

项目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４０４７４００５）；山东省基础地理信息与数字化技术重点实验室开放研究基金资助项目（ＳＤ０６０８１５）。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８６０（２００７）１２１１４７０５ 文献标志码：Ａ

单频犌犘犛短基线快速定位中的少数历元算法

卢秀山１　王振杰２　欧吉坤３

（１　山东科技大学地球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青岛市前湾港路５７９号，２６６５１０）

（２　山东理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淄博市张周路１２号，２５５０４９）

（３　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武汉市徐东大街３４０号，４３００７７）

摘　要：研究了短基线时利用少数历元的单频 ＧＰＳ载波相位观测值进行快速定位的一种算法。基于ＴＩＫ

ＨＯＮＯＶ正则化原理，选择了一种具有物理意义的正则化矩阵，以减弱法矩阵的病态性。新算法只需解算几

个历元的单频ＧＰＳ相位数据，就可得到比较准确的模糊度浮动解及其相应的均方误差矩阵，用均方误差矩阵

代替协方差阵，结合ＬＡＭＢＤＡ方法，可准确、快速地确定模糊度，最后得到基线向量的解。结合短基线算例，

将少数历元算法与最小二乘估计的结果作了比较分析，得出了新解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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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ＧＰＳ快速定位技术的发展，快速定位的

观测时间缩短到数 ｍｉｎ
［１］。基于双频观测，又出

现了单历元算法［２，３］。但是，在单频情形下，由于

可靠性和Ｃ／Ａ码精度的限制，单历元算法成功率

不高［４］。所以，基于少数历元犔１ 单频相位观测值

的快速定位新方法成为ＧＰＳ研究和应用的热点

之一。

利用载波相位观测值进行短基线ＧＰＳ快速

定位时，要缩短快速定位的观测时间，其关键在于

要快速、可靠地解算整周模糊度［１５］。准确和快速

地解算整周模糊度需要有较准确的模糊度浮动解

和较好的模糊度搜索方法。以前的研究都是基于

ＬＳ估计，侧重于寻找搜索模糊度的更好方法
［６８］。

但是，这些方法均没有涉及到模糊度浮动解的改

善问题。在单频ＧＰＳ快速定位中，如果只有几个

历元的犔１ 单频相位观测数据，采用最小二乘估计

进行计算时，法矩阵的病态性很严重，法矩阵的求

逆会出现不稳定，导致模糊度的浮动解与其准确

值偏差较大，很难正确地解算整周模糊度，只有

通过增加观测时间来改善法矩阵的状态和模糊

度的浮动解的准确性，这样就降低了快速定位的

效率。

不同于以上研究思路，本文研究的重点在于

通过减弱病态性来改善模糊度浮动解。减弱病态

性的常用方法有岭估计［９］和截断奇异值法［１０］，但

在ＧＰＳ快速定位中，这两种方法的效果并不理

想［１１］。针对单频 ＧＰＳ快速定位中的病态问题，

基于奇异值分解技术，文献［１２］曾设计了一种减

弱病态性的正则化矩阵，但是采用这种方法选择

的正则化矩阵的物理意义不明显。

本文研究了一种新的具有明确物理意义的正

则化矩阵选择方法。通过该矩阵的作用，基于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正则化原理
［１３］，可以得到模糊度的

浮动解以及相应的均方误差矩阵。通过算例，说

明了新解法在单频情况下，近似坐标精度为ｄｍ

级时，只需少数几个历元就可以准确、可靠地确定

模糊度，提高快速定位的效率。

１　单频犌犘犛快速定位中法方程特点

在ＧＰＳ短基线处理时，一般采用双差观测

值，双差可以消除电离层延迟误差、对流层延迟误

差、接收机钟差和卫星钟差。设某历元两台单频

接收机可共视犽＋１颗ＧＰＳ卫星，则可组成犽个

相位双差观测方程，其线性化后的双差观测方程

可简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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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犻，犅］
犡［ ］
犖
＝犔犻＋Δ犻 （１）

式中，犻为历元号；犃犻为犽×３系数矩阵；犅为犽×犽

模糊度系数矩阵；犡为基线分量改正值组成的向

量，犡＝（δ犡，δ犢，δ犣）
Ｔ；犖 为犽 维整周模糊度向

量；犔犻 为犽维单频双差观测值向量，它是双差实

测值与线性化计算值之差；Δ犻 为犽 维真误差向

量；观测值的权阵犘０ 是犽×犽的方阵。

设两台ＧＰＳ接收机连续狀１ 个历元共视犽＋１

颗卫星，则总的双差观测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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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写成：

犃犢＝犔＋Δ （３）

式中，犃为狀×犿维（狀＝犽×狀１，犿＝犽＋３）系数矩

阵；犢为犿 维待估参数向量；犔为狀维单频双差观

测值向量，其权矩阵为犘；犘＝犐狀
１
犘０；犐狀

１
是狀１ 阶

单位阵；Δ为狀维真误差向量。

传统方法根据最小二乘原则，由式（３）组成法

方程，得到ＬＳ解：

犢^＝
犡^［^ ］
犖
＝ （犃

Ｔ犘犃）－１犃Ｔ犘犔＝犖－
１
０犃

Ｔ犘犔 （４）

式中，犖０＝犃
Ｔ犘犃为ＬＳ估计的法矩阵。^犢的协因

数阵为：

犙^犢 ＝犖
－１
０ （５）

　　在快速定位中，如果观测历元数狀１ 较少（例

如只几个历元），法矩阵犖０ 的条件数一般在１０
６

以上，属严重病态。法矩阵的求逆会不稳定，导致

模糊度的浮动解与其准确值偏差较大，很难搜索

到，甚至不能正确地确定整周模糊度。

对ＧＰＳ快速定位形成的法矩阵作奇异值（或

特征值）分析，可以明显地发现，这类法矩阵的特

点是总存在３个数值很小的奇异值，导致了法方

程严重病态［１１］。

２　少数历元算法

根据ＴＩＫＨＯＮＯＶ正则化原理
［１３］，求解观测

方程（３）采用如下估计准则：

‖犃^犢－犔‖
２
＋αΩ（^犢）＝ ‖犃^犢－犔‖

２
＋α^犢

Ｔ犚^犢

＝ｍｉｎ （６）

其中，α是正则化参数；犚是正则化矩阵；Ω^犢是稳

定泛函；‖·‖表示欧氏２范数。

与一般ＬＳ原理相比，正则化准则增加了要

求稳定泛函Ω（^犢）极小的约束，因此有利于解算

病态问题。

２．１　正则化矩阵犚的选取方法

将式（４）中法矩阵犃Ｔ犘犃左上角的３×３阶子

矩阵定义为犚０，令犚１＝
１

１０００００
犚０，则选取正则化

矩阵犚为：

犚
犿×犿
＝
犚１
３×３

０烄

烆

烌

烎０ ０

（７）

　　显然，犚是犿×犿 的奇异矩阵，除左上角３×

３子矩阵不为０外，其余为０，其秩为３。

系数１／１０００００是利用待定点近似坐标的偏

差与相位观测值的精度比来选取的。经过实例验

证，在待定点近似坐标的精度为ｄｍ级时，选取该

系数比较合适。

选择了正则化矩阵犚后，在式（６）中相当于

附加了３个约束条件，这３个约束条件是约束基

线分量的。犚１ 就是基线分量部分的先验协因数

阵的逆阵，这就是犚的物理意义
［１４］。

２．２　正则化参数α的选择

选定正则化矩阵犚 后，应用犔曲线法
［１５～１６］

进行了大量的实际计算，结果表明，选取正则化参

数α＝１时效果最好。则式（６）变为：

‖犃^犢－犔‖
２
＋犢^

Ｔ犚^犢＝ｍｉｎ （８）

２．３　模糊度的确定

结合式（３），由估计准则（８）求导组成法方程：

（犃Ｔ犘犃＋犚）^犢＝犃
Ｔ犘犔 （９）

解算该法方程，得：

犢^＝
犡^［^ ］
犖
＝ （犃

Ｔ犘犃＋犚）－
１犃Ｔ犘犔 （１０）

　　与式（４）中的法方程系数阵犖０ 相比，式（９）

系数阵中增加了犚项。正是由于犚的参与，改善

了法方程的状态，（犃Ｔ犘犃＋犚）的求逆变得正常，

因而能得到可靠的估值。

相应的均方误差矩阵 ＭＳＥＭ（ｍｅａｎｓｑｕａｒｅ

ｅｒｒｏｒｍａｔｒｉｘ）犚ＭＳＥＭ近似取为
［１７］：

犚ＭＳＥＭ（^犢）＝σ^
２
０（犃

Ｔ犘犃＋犚）－
１
＝

σ^
２
０

犚ＭＳＥＭ^犡 犚ＭＳＥＭ^犡^犖

犚ＭＳＥＭ^犖^犡 犚ＭＳＥＭ^

烄

烆

烌

烎犖

（１１）

　　由于数值计算时，求（犃
Ｔ犘犃＋犚）－１比求

（犃Ｔ犘犃）－１＝犖－１
０ 要稳定，新解法在得到较准确模

糊度浮动解的同时，应用均方误差矩阵代替协方

差阵来确定模糊度的搜索范围，结合ＬＡＭＢＤＡ

方法［７］固定模糊度。

８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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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式（１０）可以得到模糊度的浮动解 犖^，根

据式 （１１）可以得到模糊度的均方误差矩阵

犚ＭＳＥＭ^犖。

在此基础上，对模糊度犖进行整数估计：

ｍｉｎ‖^犖－犖̌‖
２
犚
ＭＳＥＭ－

１
犖^

，̌犖∈犣
狀 （１２）

　　为了得到犖的整数估计，对犖进行犣 变换，

形成新的模糊度狕：

狕＝犣
Ｔ犖，^狕＝犣

Ｔ^犖，犚ＭＳＥＭ^狕 ＝犣
Ｔ犚ＭＳＥＭ^犖犣

（１３）

式（１２）转换为：

（^狕－狕）
Ｔ犚ＭＳＥＭ－１狕^ （^狕－狕）≤χ

２ （１４）

　　在转换后的空间里搜索整周模糊度，整数狕

的搜索范围大大减少。解算式（１４）得到狕的整数

最优估值狕̌，再通过转换矩阵犣，求出模糊度犖的

整数最优估值犖̌。

３　算例及分析

２００３年２月１８日上午９：００～１０：００，在一条

长为３２２０．３４０ｍ的基线上进行实验观测。观测

时间为１ｈ，采样率为２ｓ，截止高度角为１５°。用

Ｂｅｒｎｅｓｅ软件对这段数据进行处理，得到的基线

向量 改 正 数 为 犡＝ ［０．２００１ ｍ ０．１９９９ｍ

０．０９９９ｍ］Ｔ。取其中４００个历元的犔１ 单频相位

观测数据，其中组成双差时的６个卫星对为２３１，

３１３，３２７，２７１１，１１１３和１３１。确定的整周模

糊度为犖＝［１１９２３１８５０］Ｔ。

随机选取２个历元的观测数据，如以第５、第

６个历元的观测数据为例，按照以下两种方案计

算：① ＳＥＡ结合ＬＡＭＢＤＡ方法固定整周模糊

度；② ＬＳ估计结合ＬＡＭＢＤＡ方法固定整周模

糊度。两种方案计算结果的比较见表１。

从表１可以看出，方案①中的新方法改善了

法矩阵的状态，降低了法矩阵的条件数，得到了与

模糊度准确值很接近的浮动解，因此可以准确地

确定整周模糊度。而方案②应用ＬＳ估计，由于

法矩阵的病态性很严重，导致模糊度浮动解与准

确值偏差很大，应用ＬＡＭＢＤＡ方法无法正确确

定整周模糊度。

为了将方案①和方案②进一步比较，利用全

部４００个历元的观测数据，以２个连续历元为一

个解算单元，分别按照两种方案进行计算，共有

２００组结果。

１）固定模糊度的成功率

按照方案①计算，２００组数据全部正确固定

模糊度，固定模糊度的成功率为１００％；按照方案

表１　利用第５、第６两个历元的观测数据两种方案

计算结果的比较

犜犪犫．１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狊犚犲狊狌犾狋狊犅犲狋狑犲犲狀犜狑狅犛犮犺犲犿犲狊

犝狊犻狀犵狋犺犲５狋犺～６狋犺犈狆狅犮犺狊’犗犫狊犲狉狏犪狋犻狅狀狊

方案① 方案②

４．９２８１ ４．９２８１

２．６５２０ ２．６５２０

０．３６９２ ０．３６９２

０．０７２４ ０．０７２４

法矩阵的奇异值 ０．０７２４ ０．０７２４

０．０３９８ ０．０３９８

７．１０７７×１０－７ １．３４１２×１０－８

６．０９１５×１０－７ １．７７７２×１０－９

１．８３７７×１０－７ ６．５４８０×１０－１１

法矩阵的条件数 ２．６９１４×１０６ ７．５２６０×１０１０

９．８７１３ ３．５３７１

８．５４０５ １４．０８３５

模糊度的浮动解 犖^ ２１．４４３５ ３４．５０７５

１７．７０５８ －３４．５９３３

３．２５２３ －１４．１４２６

－１．１１３６ －４３．０８５８

‖^犖－犖‖ ２．８７９１ ７２．１３０７

１１ ４４

９ ２８

固定的模糊度 ２３ １００

１８ ２

５ ６６

０ ２０

②计算，２００组数据均没有正确固定模糊度，固定

模糊度的成功率为０。

２）模糊度浮动解的‖^犖－犖‖比较

模糊度浮动解 犖^ 与正确模糊度犖 的差的范

数‖^犖－犖‖的比较见表２。

表２　模糊度浮动解 犖^的‖^犖－犖‖之比较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ｏｆ‖^犖－犖‖ｏｆＦｌｏａｔ

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方案 方案① 方案②

最大值 ３．２２６４ ５９７．４７５０

最小值 ２．６９５２ １０．６８３７

平均值 ２．９５３９ １７９．５７５９

　　从表２可以看出，方案②的模糊度浮动解的

结果偏离准确值较远，波动很大；方案①的模糊度

浮动解的结果接近于模糊度准确值，有利于快速

固定模糊度。

利用新算法固定整周模糊度的Ｒａｔｉｏ值，其

中，最大值为２１．９０１９，最小值为１．５７４７，平均值

为６．３４１００，小于２．０的个数为４。

２００组数据固定整周模糊度的Ｒａｔｉｏ值均大

于１．５，只有４组数据固定整周模糊度的Ｒａｔｉｏ值

小于２．０，所以利用新算法固定的整周模糊度是

９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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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的。

利用新算法得到的基线向量改正数见图１。

图１　新解法计算的基线向量改正数与准确值之比较

Ｆｉｇ．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ｏｆ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Ｖｅｃｔｏｒ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ｂｙＳＥＡ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Ｖａｌｕｅｓ

从图１可以看出，新算法计算的基线向量改

正数变化范围在３ｃｍ之内，与整体解算的结果相

比较，波动不大，说明新算法中解的精度较好。

１ｈ观测数据Ｂｅｒｎｅｓｅ软件基线分量解的精

度与２００组数据新方法基线分量解的精度比较见

表３。

表３　定位精度的比较

Ｔａｂ．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ｏｆ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σ σ犡／ｍｍ σ犢／ｍｍ σ犣／ｍｍ

１ｈ观测数据的定位精度 ±１．５ ±１．０ ±０．５

第５～６历元定位精度（共４ｓ） ±２．１ ±４．２ ±１．９

２００组数据定位精度的最大值 ±４．２ ±８．７ ±３．６

２００组数据定位精度的最小值 ±０．９ ±１．８ ±０．８

２００组数据定位精度的平均值 ±２．３ ±４．８ ±２．１

２００组数据的内符合精度 ±２．９ ±５．４ ±２．８

２００组数据的外符合精度 ±４．２ ±８．２ ±３．４

　　表３中，内符合精度σ犡犐及外符合精度σ犡犗的

计算公式（以狓方向为例）分别为：

σ犡犐 ＝±
∑
犖

犻＝１

犡犻－犡（ ）犿
２

槡 犖
，

σ犡犗 ＝±
∑
犖

犻＝１

犡犻－（ ）犡 ２

槡 犖

其中，犡犿＝
１

犖
∑
犖

犼＝１
犡犼，犡 为利用所有数据解算的基

线向量改正数，犖＝２００。

从表３可以看出，采用新方法快速定位的精

度能达到ｍｍ级。

４　结　语

本文针对短基线单频ＧＰＳ快速定位问题，研

究了一种少数历元算法。基于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正

则化原理，选择了一种具有物理意义的正则化矩

阵以减弱法矩阵的病态性。

在基线长度为几ｋｍ，近似坐标精度为ｄｍ

时，ＳＥＡ只利用少数几个历元犔１ 单频相位观测

数据，就可以准确固定模糊度，提高了快速定位的

效率。所以，新方法在变形监测、准动态定位、姿

态确定等方面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其应用效果值

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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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刊２００８年增加出版页码的公告

为扩大期刊容量，缩短论文发表周期，更好地服务于广大测绘工作者，应广大作者要

求，并经主办单位批准，《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自２００８年第１期起，出版页码由现

在的９６面增加到１１２面。期刊扩容后，办刊宗旨、出版方针、定价等均保持不变。

特此公告。

《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编辑部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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