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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了两个新的正则化矩阵来分离高精度ＧＰＳ基线向量处理中的系统误差，一是利用时间序列法选

择的正则化矩阵；二是应用平稳随机过程的自协方差函数从双差观测值中提取的正则化矩阵。算例结果表

明，本文选择的两种正则化矩阵处理的过程相对简单，速度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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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目前为止，在高精度的ＧＰＳ基线处理中，

处理系统误差的方法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分析系

统误差产生的原因及其对基线处理的影响，然后

分类进行处理［１，２］；另一类是利用参数、非参数和

半参数模型综合进行处理。Ｍｏｒｉｔｚ给出的拟合

推估方法［３］也常用来改正系统误差的影响，这时

是把系统误差看成随机信号进行估计；周江文提

出了“部分延续模式”［４］；近年来，Ｊｉａ将向量半参

数模型用于削弱ＧＰＳ系统误差的影响
［５］；Ｓａｔｉｒａ

ｐｏｄ
［６］等人结合ＧＰＳ实测算例，比较了半参数模

型、小波算法和迭代统计模型三种方法处理ＧＰＳ

测量中系统误差的效果。本文基于向量半参数模

型和载波双差观测值，将两个新的正则化矩阵应

用到ＧＰＳ系统误差处理中。

１　基本原理

１．１　向量半参数模型

从观测值中去掉模糊度部分后的单历元半参

数模型为：

犔犻 ＝犃犻犡＋犛（狋犻）＋Δ犻，犻＝１，２，…，狀 （１）

Δ犻～犖（０，Σ犻），犈（Δ犻Δ犼）＝０，犻≠犼 （２）

式中，犔犻
犿×１

、犛（狋犻）
犿×１

、Δ犻
犿×１

分别是第犻个历元双差观测

值去掉模糊度部分后的值、系统误差参数和随机

噪声；狋犻是时刻；犿 是卫星对的个数；犃犻
犿×３

、犡
３×１

分别

是第犻个历元的设计矩阵和待估计基线向量；Σ犻
犿×犿

是第犻个历元的误差协方差阵；狀表示历元数。

由式（１）扩展的多历元半参数模型为：

犔＝犃犡＋犛＋Δ （３）

相应的误差方程为：

犞＝犃^犡 ＋^犛－犔 （４）

相应的估计准则为［５］：

犞Ｔ犘犞 ＋^犛
Ｔ（犚犇（α））^犛＝ｍｉｎ （５）

式中，犔
犿狀×１
＝（犔１，…，犔狀）

Ｔ，犃
犿狀×３
＝（犃１，…，犃狀）

Ｔ，

犛
狀犿×１
＝（犛（狋１），…，犛（狋狀））

Ｔ，

犘
犿狀×犿狀

＝

Σ１
－１



Σ狀
－

烄

烆

烌

烎
１

， （６）

犚为正则化矩阵；犇（α）
犿×犿

＝ｄｉａｇ（α１，α２，…，α犿）为正

则化参数。考虑到犔曲线法的优点
［７］，本文中的

正则化参数都采用犔曲线法确定。

结合式（４），并对式（５）求导得：

犃Ｔ犘犃 犃Ｔ犘

犘犃 犘＋犚犇（α
（ ））

犡^（^ ）犛 ＝
犃Ｔ犘犔（ ）犘犔

（７）

由式（７）得：

犡^［^ ］
犛
＝
（犃Ｔ犇－１犃）－１犃Ｔ犇－１犔

（犘＋犚犇（α））
－１犘（犔－犃^犡

［ ］） （８）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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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１ ＝犘（犐犿狀 －（犘＋犚犇（α））
－１犘） （９）

犐犿狀为犿×狀阶单位阵。令

犖犖 ＝犞
Ｔ犘犞 （１０）

犛犖 ＝犛^
Ｔ（犚犐犿）^犛 （１１）

其中，犐犿为犿 阶单位阵。

犑犝犔犐＝犛犖
２
＋犖犖

２ （１２）

　　根据犔曲线法，将式（１２）作为目标函数，就

可以求出正则化参数犇（α），然后代入式（７）就可

以得到削弱了系统误差影响的基线向量犡^。

１．２　正则化矩阵的选取方法

利用三次样条函数，Ｆｅｓｓｌｅｒ、Ｇｒｅｅｎ、Ｊｉａ选取

的正则化矩阵犚
［５，８］为：

犚＝犙犓
－１
犙
Ｔ （１３）

本文采用以下两种方法来选取正则化矩阵。

１．２．１　利用时间序列法选取正则化矩阵

利用时间序列法选取的正则化矩阵为［９］：

犚
狀×狀
＝

１ －１

－１ ２ －１

－１ ２ －１

…

－１ ２ －１

－

熿

燀

燄

燅１ １

　（１４）

　　将式（１４）代入式（７）就可以得到削弱了系统

误差影响的基线向量。

１．２．２　利用平稳随机过程的自协方差函数选取

正则化矩阵

根据时间序列分析理论［１０］及ＧＰＳ观测值的

特点，多个历元的ＧＰＳ双差观测值犔可以用一个

平稳随机过程来描述。其自协方差函数定义为：

σ犽 ＝
１

狀×犿∑
狀

狋＝犽

犔狋犔狋－犽＋１（犽＝１，２，…，狀）（１５）

式中，犔狋为第狋个历元的双差观测值；犿为卫星对

的个数；狀为历元数。

根据式（１５）的结果可以组成一个自协方差阵

Σ１，其具体形式为：

Σ１
狀×狀
＝

σ０ σ２ σ３ … σ狀

σ２ σ１ σ２ σ狀－１

 

σ狀－１ σ２

σ狀 σ狀－１ … σ２ σ

熿

燀

燄

燅０

（１６）

则利用平稳随机过程的自协方差函数来选取的正

则化矩阵为：

犚＝Σ１
－１ （１７）

　　应用本文的算例，利用式（１７），根据双差观测

值求得的正则化矩阵犚为：

犚＝

０．９３２２－０．９２６０－０．０００１ … ０．００６１

１．８５２１－０．９２６０ ０．０００２

… ０．０００１

　　

对 １．８５２１ －０．９２６０

称 －０．９２６０ ０．

熿

燀

燄

燅９３２２

（１８）

　　在式（１８）中，除了对角元素外，其他的元素都

很小，说明通过这种方法选择的犚是一个对角占

优的矩阵。将式（１８）和式（１４）比较可以看出，两

者形式上类似，数值也很接近，这说明两种方法选

取的正则化矩阵符合得非常好。将式（１８）代入式

（７），就可以得到削弱了系统误差影响的基线向

量。

２　算例分析

在一条长为５０５０．７０８ｍ的基线上进行实验

观测，接收机型号为双频ＪＡＶＡＤＬＥＧＡＣＹ，观

测时间为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０日上午１０：００～１２：００，

共２ｈ，采样率为３０ｓ，截止高度角为１５°。用

ＩＧＧＧＰＳ软件对整个数据进行处理，得到的基线

向量改正数为 犡（ｍ）＝ ［０．０７８７，０．３６７３，

０．１０９０］Ｔ。由于不知道基线向量改正数的真值，

为了比较，本文把这个数值作为参考值。取其中

的４２个历元的数据，观测卫星是３１、２７、１１、８、２、

３和２８号，用ＩＧＧＧＰＳ软件对这段数据进行处

理，其中组成双差时的６个卫星对为３１２７、２７

１１、１１８、８２、２３、３２８，用ＬＡＭＢＤＡ
［１１］方法确定

的 模 糊 度 犖 ＝ ［－１０５７３５２，－１９５２８８５，

－１０２１６９３，５０３５７，－１０６０２２４，１０７８６５１］Ｔ。

为了说明本文所提出的正则化矩阵的效果，

利用这４２个历元的观测数据设计了四种方案：

① 采用ＬＳ技术；② 采用向量半参数模型，犚用

式（１３）选取；③ 采用向量半参数模型，犚 用式

（１４）选取；④ 采用向量半参数模型，犚用式（１７）

选取。四种方案计算的基线向量结果见表１。

表１　４２个历元整体解算时基线向量改正数的比较／ｍ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ｔｈｅ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４２Ｅｐｏｃｈ’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方案① 方案② 方案③ 方案④

０．０８０７ ０．０７９０ ０．０７９１ ０．０７９１

０．３８４７ ０．３７２４ ０．３７２４ ０．３７２５

０．１６８６ ０．１４５３ ０．１４５５ ０．１４５６

　　从表１可以看出，应用向量半参数模型，即

采用方案②、③和④时，都可以减弱系统误差对基

线向量的影响，得到精度优于方案①的基线向量

７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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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正数；方案②、③和方案④相比，解算结果的精

度基本相当。在同一台计算机上，四种方案的计

算时间分别为５５ｓ、１１８４ｓ、１００４ｓ和１０５２ｓ，这

说明利用方案③、④，即应用本文提出的两种正则

化矩阵处理系统误差时，所需要的计算时间比方

案②少，说明本文的算法简单。

在本文的数据处理过程中，整周模糊度利用

常规的ＬＳ技术已经固定，如何将模糊度和基线

向量一起解算，从而提高解算整周模糊度的效率，

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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