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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坐标模式的广义网平差模型，利用ＩＧＳ发布的对ＧＰＳ全球站处理后形成的单天解ＳＩＮＥＸ文件，

通过自编软件计算了ＩＧＳ测站的时间序列，并发现ＩＧＳ测站存在非线性变化。利用频谱分析方法得出了ＩＧＳ

测站存在年周期或半年周期的变化，同时利用经验模型建立了ＩＧＳ测站的测站速度函数。指出了仅利用１个

线性量估计ＩＧＳ跟踪站的速度值会存在偏差，应建立周期性变化模型，或采用分段线性化的方法，每隔一定

的时间给出１个对应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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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测站速度参数估计的若干问题

　　在目前的ＩＴＲＦ参考框架的实现及ＧＰＳ的

应用中，不论是基于基线模式［２］还是基于坐标模

式［３］的测站速度参数估计模型，都是将测站速度

假设为线性的常速运动。这样不可避免地会出现

下面的两个问题：① 将所有测站的速度变化假设

为常速运动是否合理；② 测站速度参数的显著性

判定问题，即在没有进行速度参数的显著性分析

的前提下直接引入测站速度参数，是否会造成过

度参数化。如果测站速度参数不显著，将其引入

将影响解的强度，并有可能导致其他参数（如测站

坐标参数）估计的奇异。

２　犐犌犛测站时间序列

为检验将所有的测站坐标变化假设为常速运

动是否合理，笔者采用２０００年初至２００２年底共

３ａ的单天解ＳＩＮＥＸ文件，强约束其中的３０个

ＩＧＳ核心跟踪站在ＩＴＲＦ２０００框架、２０００．０历元

下的坐标，并顾及其速度，应用基于坐标模式的广

义网平差参数估计软件进行每周的测站坐标参数

估计。对于周解的坐标结果，其三维坐标精度约

为２～３ｍｍ。

下面以其中的ＬＨＡＳ、ＩＲＫＴ等ＩＧＳ连续跟

踪站的周解的计算结果进行说明。

图１　犝 方向坐标变化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Ｔｗｏ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犝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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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图１可以看出，周解的坐标值的变化并非

是完全线性的，可能存在周期性差异。

虽然目前全球分布有２００多个ＩＧＳ连续跟踪

站和部分区域的连续运行系统，但要建立全球或区

域的速度场模型，还需要利用复测的ＧＰＳ网进行

ＧＰＳ实测速度的加密。在利用复测ＧＰＳ网进行加

密时，往往需要利用多期复测的ＧＰＳ资料求出速

度。在简化的计算中，求速度的方法为：

狏＝
犡Ⅱ －犡Ⅰ

狋Ⅱ －狋Ⅰ
（１）

式中，狏为测站速度；犡Ⅱ为狋Ⅱ时刻的测站坐标；

犡Ⅰ为狋Ⅰ时刻的测站坐标。

式（１）的成立基于如下的前提假设：① 每期

的观测结果的精度大致在同一量级；② 测站的坐

标变化为线性变化；③ 同一测站至少具有两期观

测值。

一般而言，两期观测的时间间隔越长，利用式

（１）所估计的速度越准确，因为观测的时间间隔越

长，其变形量越显著。但如果不满足上述３个条

件，则无法估计出正确的测站速度。

在利用ＧＰＳ进行变形监测的实践过程中，往

往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多期观测的结果各自精度

都很高，而利用多期观测的结果按式（１）算出的变

形趋势却不一致。这需要考虑是否存在测站本身

的周期性变化的影响值。

另外，利用式（１）求速度还必须考虑的一个现

实问题是：对同一个点的多期观测，不同期要观测

的是严格的同一个点；对于连续跟踪站而言，在连

续观测的过程中测站的天线应不存在相对位移。

下面以 ＷＵＨＮＩＧＳ连续跟踪站的周解的计算结

果来说明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图２　ＷＵＨＮ站犝 方向坐标变化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ＷＵＨＮＳｔａｔｉｏｎｉｎ犝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从图２可以看出，ＷＵＨＮ 站的犝 坐标在

１１５０周和１１５１周之间存在明显的跳变，这显然

是天线移动造成的。通过查阅ＩＧＳ的测站日志

发现，该站的天线在２００２０１２６进行了移动，而

２００２０１２６刚好是ＧＰＳ的第１１５０周的第６天，

其天线的移动量在犖 方向为－０．００９４ｍ，在犈

方向为－０．００２２ｍ，在犝 方向为０．０４１０ｍ。

在利用式（１）估计速度时，取１０４３～１１５０周

内的数据估计的速度可能和取１１５１～１０８９周内

的数据估计的速度比较一致；而利用１５０周两端

的数据估计速度，则天线的位移将被作为测站坐

标的位移，从而导致测站速度参数估计不准确。

３　测站速度参数的周期性分析

ＩＧＳ分析中心除了为ＩＧＳ跟踪站提供某一框

架、某一参考历元下的测站坐标外，还提供该框架

下的测站速度。在提供速度的时候，ＩＧＳ跟踪站

点一律被假设为常速运动。由于固体地球环境等

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对ＩＧＳ跟踪站点一律被假

设为常速运动的合理性值得怀疑。

从ＩＧＳ跟踪站周解的坐标值序列可以看出，

测站坐标的变化并非在每个方向上都是绝对线性

的，其可能存在周期性差异。资料表明，测站坐标

的变化是周期性趋势和线性趋势的叠加，可以利

用回归的方法建立测站坐标变化的经验模型。

３．１　测站速度变化的频谱分析

测站坐标时间序列数据可以在时域上进行处

理和分析。因为测站坐标变化是时间的函数，而

测站速度参数的估计又依赖于测站坐标的变化，

因此可以说，测站速度的估计是以时间为基础的。

根据Ｆｏｕｒｉｅｒ变换，时域内的信号可以转换到频

域内进行分析，在时域内看不清楚的特性，可以在

频域内很容易反映出来。变换公式为：

犉（ω）＝∫
∞

－∞
犳（狋）ｅ

－犻ω狋ｄ狋 （２）

　　一般而言，功率与振幅的平方成正比，相应的

谱称为功率谱。在时域内，任意函数犳（狋）的平均

功率谱定义为：

狊（狋）＝ｌｉｍ
犜→∞∫

犜／２

犜／２
狘犳（狋）狘

２ｄ狋 （３）

　　可以对ＩＧＳ跟踪站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频

谱分析，得到其在犖、犈、犝 方向的功率谱。通过

大量的频谱数据分析，可以得出大部分ＩＧＳ测站

坐标或在某一分量上存在１个年周期的变化。

３．２　测站速度估计的经验模型

对于含有年周期变化的ＩＧＳ测站，可采用下

面的经验模型来回归其测站速度的各分量：

狏（Δ狋犻）＝犪＋犫ｓｉｎ（２πΔ狋犻）＋

犮ｃｏｓ（２πΔ狋犻）＋ε犻 （４）

式中，Δ狋犻 为相对于参考时刻的时间变量，以ａ为

４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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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ｖ（Δ狋犻）代表Δ狋犻 时刻的速度分量（犖、犈、犝

方向或犡、犢、犣方向）；犪为线性趋势项；犫、犮为年

周期项系数；ε犻为残差项。

根据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ＬＨＡＳ、ＩＲＫＴ和 ＡＬＩＣ

ＩＧＳ跟踪站的时间序列，可以建立如式（４）的经验

模型。在建立模型的过程中，利用狋检验的方法

对回归系数的显著性进行初步分析，得到如表１

所示的结果。

表１　测站速度估计经验模型

Ｔａｂ．１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ｆ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站名 速度

经验速度模型

犪／（ｍｍ·ａ－１） 狋＝
犪^

σ^^犪
犫／（ｍｍ·ａ－１） 狋＝

犪^

σ^犫
犮／（ｍｍ·ａ－１） 狋＝

犪^

σ^犮

ＩＧＳ速度模型

ＬＨＡＳ

狏犖 　１３．４ 　１１６．４４ ０．３ １．１８ 　０．７ 　２．５８ １３．８

狏犈 ４１．１ １８８．２０ ０．５ ０．９０ －１．７ －３．５０ ４６．３

狏犝 －５．６ －２３．２５ ２．７ ４．６７ ４．６ ８．０５ ０．２

ＩＲＫＴ

狏犖 －１２．４ －５３．０３ ０．３ ０．５３ －０．９ －１．５９ －８．７

狏犈 ２０．７ ９１．７１ －１．２ －２．１８ －１．５ －２．６３ ２４．７

狏犝 －１．０ －３．２８ －８．３ －１０．９４ －１．３ －１．６５ －０．１

ＡＬＩＣ

狏犖 　５７．３ 　６８７．２１ ０．７ ３．６９ －０．２ －０．８１ ５７．８

狏犈 ３３．６ ２８０．５５ －１．０ －３．５６ －０．１ －０．２４ ３０．９

狏犝 ４．８ １９．２６ １．０ １．６１ －０．６ －１．０７ ９．１

　　注：表中黑体项表示｜狋｜＜狋α
２

（α＝０．０５），相应的参数不显著。

从表１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１）对测站时间序列数据，利用式（４）的经验

模型估计测站速度，在某些测站的某些方向，其周

期项系数是显著的，这说明测站坐标变化并非完

全线性，存在年周期的变化。

２）利用式（４）的经验模型估计的各个方向的

速度的线性趋势项犪与ＩＧＳ分析中心所提供的

线性速度非常一致（见表２）。这说明两个问题：

一是证明了笔者研制的对ＳＩＮＥＸ文件进行平差

处理的程序是正确的；二是说明在平差的过程中，

不将测站速度作为参数，而通过时间序列数据估

计测站速度是可行的，其不仅简化计算，而且在速

度模型的选择上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表２　经验速度模型的线性项与ＩＧＳ速度模型的比较

Ｔａｂ．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ＬｉｎｅａｒＩｔｅｍｉ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ＩＧＳ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ｏｄｅｌ

站名 速度
经验速度模型

线性项／（ｍｍ·ａ－１）

ＩＧＳ速度模型／

（ｍｍ·ａ－１）

互差／

（ｍｍ·ａ－１）

ＬＨＡＳ

狏犖 　１３．４１ 　３．８ －０．４

狏犈 ４１．１ ４６．３ －５．２

狏犝 －５．６ ０．２ －５．８

ＩＲＫＴ

狏犖 －１２．４ －８．７ －３．７

狏犈 ２０．７ ２４．７ －４．０

狏犝 －１．０ －０．１ －０．９

ＡＬＩＣ

狏犖 　５７．３ ５７．８ －０．５

狏犈 ３３．６ ３０．９ ２．７

狏犝 ４．８ ９．１ －４．３

３．３　测站速度周期性变化的解释与解决方法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测站速度确实存在周

期性的变化。以前在作形变分析时，往往基于测

站坐标线性变化的假设，而对某些非线性变化的

结果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在此情况下，往往归结

于观测的误差所致。

对于前述时间序列数据的处理，存在一个比

较致命的缺陷。本文利用测站坐标变化的时间序

列来分析测站坐标变化的周期性；而在利用ＳＩＮ

ＥＸ文件求测站坐标序列时，作为基准的３０个

ＩＧＳ核心跟踪站都被假设为常速运动，这就存在

一定的矛盾。也就是说，由于作为基准的３０个

ＩＧＳ核心跟踪站也可能存在周期性运动，故将其

假设为常速运动所估计出的测站坐标可能不准

确。但从反证法的观点来看，如果测站变化都是

线性的，则作为基准的３０个ＩＧＳ核心跟踪站被

假设为常速运动时，所求得的其他测站坐标的变

化也是线性的。因此可以说，就某种程度而言，测

站坐标变化的非线性假设是合理的。

对于测站速度的周期性变化的研究，目前尚

处于起步阶段。一般认为固体地球环境的变化、

ＧＰＳ基线处理过程中观测误差消除不完善和数

据处理模型的不完善是造成测站速度周期性变化

的可能原因。另外，测站坐标变化的周期性具有

地域性特征，这方面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由此看来，对测站速度的估计需要进一步研

究，通过测站坐标变化的时间序列数据估计速度

似乎比通过参数转换的方法将测站速度作为独立

参数在平差的过程中求解具有更大的合理性，其

５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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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１）将测站速度作为独立的参数在平差的过

程中求解时，其参数个数的增加非常显著，这无疑

会降低解的稳定性；

２）将测站速度作为独立的参数在平差的过

程中求解时，对因天线移动等原因所造成的测站

坐标跳动的处理比较困难；

３）将测站速度作为独立的参数在平差的过

程中求解时，其前提是基于测站坐标线性变化，这

一前提值得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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