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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犘犃犖犇犃软件的实时精密单点定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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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ＰＡＮＤＡ软件，研究了全球以及中国境内实施实时精密单点定位的模式及可行性。实际数据分

析结果显示，采用ＩＧＳ中心提供的超快速预报星历（ＵｌｔｒａＢＲＤ），利用全球４０个左右均匀分布的ＩＧＳ站实时

数据，ＰＡＮＤＡ软件实现了１０～２０ｃｍ精度的实时精密单点定位；国内仅需６～７个测站的实时观测数据，

ＰＡＮＤＡ软件就可以提供全国范围精度为１０～２０ｃｍ的实时精密单点定位服务。

关键词：ＰＡＮＤＡ；精密钟差；精密单点定位；ＧＰＳ；超快速预报星历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８．４１

　　随着ＩＧＳ提供的精密星历和卫星钟差精度

的不断提高以及接收机性能的不断完善，大气改

正模型和改正方法也不断深入［１３］。精密单点定

位ＰＰＰ（ｐｒｅｃｉｓｅｐｏｉｎ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解决了差分ＧＰＳ

相对定位受观测时间、观测距离限制、基准站不可

或缺等缺点，是ＧＰＳ定位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方向，

有着极大的应用潜力。精密单点定位能否获得高

精度的定位结果，主要取决于获取的ＧＰＳ卫星轨

道、卫星钟差、误差改正模型是否精确，关键技术又

在于获取与ＧＰＳ卫星轨道相匹配的卫星钟差。武

汉大学自主研发的ＰＡＮＤＡ软件作为卫星导航系

统数据的综合分析平台，可以满足多类相关领域科

学研究的需求。ＰＡＮＤＡ软件本身也可以定轨，

进而实现实时精密单点定位［４］。但为了避免定轨

过程中费时的轨道积分器，本文采用ＩＧＳ提供的

超快速预报星历探讨了ＰＡＮＤＡ软件提供实时

精密单点定位服务的能力。

１　基于犘犃犖犇犃软件的实时精密单

点定位方法

　　在精密单点定位中，假如已经得到卫星轨道

和卫星钟差，那么其观测误差方程中将仅有测站

三维坐标、接收机钟差、对流层延迟和模糊度等参

数。同时，在精密单点定位中，应该考虑电离层、

对流层、卫星天线相位中心、地面台站位置改正、

固体潮、海洋负荷等的影响。由于采用双频Ｐ码

观测值已消除了电离层的影响，因此，精密单点定

位的关键是获得卫星轨道和相应的卫星钟差。从

实时性角度考虑，星历采用超快速（ＵｌｔｒａＢＲＤ）

预报星历，相应的卫星钟差利用ＰＡＮＤＡ软件求

解，实现实时精密单点定位，这一模式是可行的。

ＰＡＮＤＡ软件从读取 ＧＰＳ标准数据格式

ＲＩＮＥＸ开始，进入数据预处理模块，尽可能地发

现和修复周跳，并剔除异常观测值，输出干净数

据，进入参数估计模块。参数估计模块包括前向

均方根信息滤波器和后向均方根信息平滑器［５］，

利用新的模糊度参数估计被探测到但未被修复的

周跳。软件考虑尽可能多的改正项，未能精确模

型化的误差因素通过参数估计吸收。为了灵活应

用于实时和动态定位，软件采用逐个历元地建立

观测方程的方法。图１为ＰＡＮＤＡ软件精密单点

定位的流程。

２　算例与结果

２．１　全球性实时精密单点定位

本文采用超快速预报星历（ＵｌｔｒａＢＲＤ），基

于ＰＡＮＤＡ软件处理了２００４年积日为１４０～１４６

共１周的全球均匀分布的４３个ＩＧＳ跟踪站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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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ＰＡＮＤＡ软件精密单点定位的流程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ＰＰＰｉｎＰＡＮＤＡ

以ＢＪＦＳ、ＤＲＡＧ、ＫＯＤＫ、ＴＮＭＬ等９个流动站

实现了全球性精密单点定位，并得到了相应的结

果。表１给出了非差无电离层组合观测值的具体

观测模型以及估计参数。

本文给出了有代表性的年积日为１４６的

ＢＪＦＳ、ＤＲＡＧ、ＫＯＤＫ、ＴＮＭＬ站的单点定位结果

与ＩＴＲＦ已知坐标之差的示意图（见图２），其他

年积日和流动站的结果与此类似。从图２可以看

到，在初始阶段，由于观测数据少，模糊度参数无

法精确确定，定位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伪距

观测值的质量，精度较差，相差最大达到１～３ｍ。

但随着观测数据的不断增多，模糊度参数可以准确

地确定，定位精度也显著提高，而且单历元结果的

精度也较稳定。只要ＧＰＳ卫星轨道在一定的精度

范围内，钟差就可以吸收大部分轨道误差。通过１

周结果的观察，由于附近ＩＧＳ基准站数目的

不同以及观测数据质量的影响，造成结果的收敛

表１　观测模型

Ｔａｂ．１　Ｌｉｓｔｏｆ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ｓ

参数 模型 先验约束

观测量
ＬＣ和ＰＣ的组合非差观测

值

犔１０．０２ｃｉｒｃｌｅ，犘１

１．０ｍ

截止角 １０°

采样间隔 ６０ｓ

相位缠绕 考虑

卫星轨道
固定为ＩＧＳ的 ＵｌｔｒａＢＲＤ

星历

卫星钟差
预报钟差＋过程噪声（ＡＬ

ＧＯ站固定为参考钟）

１０００ｍ＋１０ｍ／ｓｑｒｔ

（ｈｏｕｒ）

接收机钟差 伪距估计＋白噪声 ３００ｍ

测站坐标
跟踪站固定为ＩＴＲＦ站坐

标

流动站作为待估未知参数

逐历元求解

流动站狓、狔、狕随机

过程噪声１０ｍ

ＥＯＰ 固定为ＩＥＲＳ结果

对流层改正
Ｓａａｓｔａｍｏｉｎｅｎ模型＋过程噪

声

２０ｃｍ ＋ ２ｃｍ／ｓｑｒｔ

（ｈｏｕｒ）

测站坐标改正
地球固体潮、极移潮汐、海

洋潮汐等

速度也不同，初始化时间平均在２０～３０ｍｉｎ。初

始化后，定位结果与ＩＴＲＦ已知坐标之差达到了

较高的精度，在水平方向上，大多数在１０ｃｍ以

下；在垂直方向上，大多数在２０ｃｍ以下。

表２还给出了初始化后（２０ｍｉｎ）ＢＪＦＳ站１

周的单点定位结果与ＩＴＲＦ已知坐标之差的平均

偏差及其均方差（ＲＭＳ），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计算的内符合精度，这也是衡量结果的一个重要

指标。从表２可以看到，定位结果在水平方向和

垂直方向分别达到了１０ｃｍ和５～２０ｃｍ的精度，

这说明能够实时获取全球４０个左右的跟踪站数

据，ＰＡＮＤＡ 软件可以提供全球精度为１０～２０

ｃｍ的精密单点定位服务。

表２　犅犑犉犛全球单点定位结果与犐犜犚犉坐标之差的平均偏差及均方差

Ｔａｂ．２　ＭｅａｎＢｉａｓａｎｄＲＭ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ＰＰＰａｎｄＩＴＲＦ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ｉｎＢＪＦＳ

年积日 犖 偏差／ｍ 犈偏差／ｍ 犝 偏差／ｍ 犖 均方差／ｍ 犈均方差／ｍ 犝 均方差／ｍ

１４０ －０．００００７ ０．０１５６１６ ０．０７５５４４ ０．０２２３０１ ０．０５２０３４ ０．１０５２３

１４１ －０．０３４４５ ０．０１５８１５ ０．０５３０２９ ０．０７９０４７ ０．０８４０８４ ０．０８０８４６

１４２ －０．００６７６ ０．０１８０５ ０．０９２９９１ ０．０４６９５２ ０．１０４０４８ ０．１６５８５

１４３ ０．０１９４２５ ０．０３２２ ０．０４３４８１ ０．０５３５８７ ０．０６６５１７ ０．１１７５０１

１４４ ０．０２５２５２ ０．０１７５２６ ０．０６４８２９ ０．０１８６４８ ０．０７３４２８ ０．０８５２０９

１４５ ０．０１２３７４ ０．０２１８８８ ０．０７６６９１ ０．０２４２２３ ０．０８１４２４ ０．０８０７１

１４６ ０．００２５４４ ０．０６５６９１ ０．０９２３３５ ０．０３００１６ ０．０４６５２６ ０．０９４５７５

图２　ＤＲＡＧ、ＫＯＤＫ、ＢＪＦＳ、ＴＮＭＬ全球单点定位结果

Ｆｉｇ．２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ＰＰＰｏｆＤＲＡＧ，ＫＯＤＫ，ＢＪＦＳａｎｄＴＮＭＬ

３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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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中国区域实时精密单点定位

为了考察不同数目跟踪站在中国区域内所能

实现的精密单点定位的精度，采用超快速预报星历

（ＵｌｔｒａＢＲＤ）但不同数目（２、５、８、１１、１４）均匀分布

的跟踪站，以ＢＪＦＳ、ＨＬＡＲ、ＬＵＺＨ、ＴＮＭＬ为流动

站，基于ＰＡＮＤＡ软件得到了中国区域２００４年积

日为１４０～１４６的单点定位结果。图３给出了５种

情况各跟踪站的示意图，采用的具体观测模型和估

计参数与全球实时精密单点定位采用的模型相同，

只是作为基准站的中国非ＩＧＳ跟踪站坐标由

ＰＡＮＤＡ软件高精度定位处理１３９、１４０、１４１三天的

数据平均求得；参考钟固定为 ＷＵＨＮ站。

图３　跟踪站分布图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图４给出了具有代表性的年积日为１４３初始

化后（２０ｍｉｎ）的流动站ＢＪＦＳ、ＨＬＡＲ随所用的

不同数目测站的单点定位结果与已知坐标之差的

统计值。随着所用跟踪站数目的减少，坐标偏差

的均方差（ＲＭＳ）有所增加；特别是在用２个跟踪

站（ＷＵＨＮ、ＵＲＵＭ）时，高程方向的ＲＭＳ降低

的幅度突然增大，超过了２０ｃｍ，精度下降。

图４　ＢＪＦＳ、ＨＬＡＲ随不同数目跟踪站的

单点定位结果统计图

Ｆｉｇ．４　ＢＪＦＳＰＰＰ，ＨＬＡＲＰＰ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Ｎｕｍｂｅｒ

　　此外，本文还给出了在采用５个跟踪站的情

况下，年积日为１４６的 ＢＪＦＳ、ＨＬＡＲ、ＬＵＺＨ、

ＴＮＭＬ站的单点定位结果与ＩＴＲＦ已知坐标之

差的示意图，见图５，其他年积日的结果与此类

似。从图５可以看到与全球精密单点定位类似的

结果。表３还给出了初始化后（２０ｍｉｎ）ＢＪＦＳ站１

周的单点定位结果与ＩＴＲＦ已知坐标之差的平均

偏差及其均方差。从表３可以看到，定位结果在

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分别达到了１０ｃｍ和１０～

２０ｃｍ 的精度。因此从计算精度、成本考虑，

ＰＡＮＤＡ软件利用现有的中国区域内６、７个ＩＧＳ

跟踪站就可以提供全国范围精度为１０～２０ｃｍ的

精密单点定位服务。

３　结　语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知，采用ＩＧＳ服务中心提

供的超快速预报星历，用ＰＡＮＤＡ软件根据若干

跟踪站实时观测数据估计高采样率的卫星精密钟

差，实现实时精密单点定位，这一模式是可行且有

效的，利用双频Ｐ码接收机在全球范围内可以实

现１０～２０ｃｍ 精度的实时精密单点定位；同时通

图５　基于５个跟踪站ＢＪＦＳ、ＨＬＡＲ、ＬＵＺＨ、ＴＮＭＬ中国区域单点定位结果

Ｆｉｇ．５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ＡｒｏｕｎｄＣｈｉｎａＰＰＰｏｆＢＪＦＳ，ＨＬＡＲ，ＬＵＺＨａｎｄＴＮＭＬｗｉｔｈ５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４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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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犅犑犉犛中国区域单点定位结果与犐犜犚犉坐标之差的平均偏差及均方差

Ｔａｂ．３　ＭｅａｎＢｉａｓａｎｄＲＭ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ＰＰＰａｎｄＩＴＲＦ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ｉｎＢＪＦＳ

年纪日 犖 偏差／ｍ 犈偏差／ｍ 犝 偏差／ｍ 犖 均方差／ｍ 犈均方差／ｍ 犝 均方差／ｍ

１４０ －０．００８２１ －０．００２５８ ０．０６０９６９ ０．０１６１５ ０．０５１５０３ ０．０８９０８４

１４１ ０．００２９９８ ０．０１３８９４ ０．００９５３ ０．０２１６３７ ０．０７３０５９ ０．０７２８３７

１４２ －０．０１０４３ ０．００９９９２ ０．０５６０７４ ０．０６４３７８ ０．０８８６４ ０．１５３３７８

１４３ ０．００７７０６ －０．０２６９５ ０．０３０１５１ ０．０５３２９５ ０．０７２２８５ ０．１２０１６９

１４４ ０．０１３２９６ －０．０３１８７ －０．０３１３４ ０．０３１７１５ ０．０８０９６３ ０．１０５８０４

１４５ ０．００４７７ －０．００８９２ ０．０５６２３８ ０．０３８３０５ ０．０７０１３５ ０．０８９６２１

１４６ －０．０１６１７ ０．０１３５３４ ０．０５９９４３ ０．０１９６９ ０．０４９６４９ ０．１０２２９５

过试验得出，从计算精度、成本考虑，在中国区域

内现有的６～７个ＩＧＳ跟踪站的基础上，ＰＡＮＤＡ

软件可以提供全国范围精度为１０～２０ｃｍ的精密

单点定位服务，这与国际同类研究的结果是相当

的。这表明ＰＡＮＤＡ软件已经具备了实时精密

单点定位的能力，有着广泛的应用价值（如高精度

动态导航、低轨卫星的定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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