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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首先从理论和实测数据模拟两方面分析了ＳＡ取消后各类误差源对ＧＰＳ测速的影响，推导并计算了

ＧＰＳ单点测速可能达到的精度水平。然后用静态数据模拟动态测速试验和实测动态数据测速与同步高精度

惯导测速的动态试验进行验证。结果表明，采用载波相位导出的多普勒观测值使用静态数据模拟动态测速，

其精度可以达到ｍｍ／ｓ级；用接收机输出的多普勒观测值进行测速时，其精度为ｃｍ／ｓ级。在动态测速试验

中，ＧＰＳ单点测速方法（即多普勒观测值测速与导出多普勒观测值测速）间的符合精度达到ｃｍ／ｓ级，与高精

度的惯导测速结果的符合精度为ｄｍ／ｓ级，而且和运动载体的动态条件（如加速度和加速度变化率的大小）具

有很强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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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度是表征物体运动状态的重要参数之一，

在卫星的轨道对接、航空重力测量、精细农业播种

与施肥等应用领域需要高精度的速度测量，ＧＰＳ

测速以其高精度、实时性、廉价等特点得到了广泛

应用。在ＳＡ取消之前，受卫星星历等误差源的

影响，ＧＰＳ单点测速精度只能达到ｄｍ／ｓ级
［１］。

为了提高测速精度，国内外一些研究机构进行了

差分ＧＰＳ测速方法研究
［２６］，但是对差分ＧＰＳ测

速所能达到的精度，不同的文献得出的结论差异

较大。国内学者曾采用差分ＧＰＳ测定飞机运动

的速度［２４］，结果表明，采用多普勒频移相对测速

方法可达到几个 ｍｍ／ｓ的精度；而卡尔加里大学

的研究人员利用差分ＧＰＳ模拟系统，针对不同的

动态条件，对多种 ＧＰＳ测速方法进行了模拟研

究，发现在常速度和低动态条件下，差分ＧＰＳ测

速可以达到ｍｍ／ｓ级精度，但是在高动态条件下，

ＧＰＳ测速误差与载体的运动加速度和加速度变

化率成正比例关系［５，６］，最差时测速误差达到０．２

ｍ／ｓ甚至几ｍ／ｓ。

１　犌犘犛单点测速原理

根据速度的物理定义，对ＧＰＳ所观测的站星

距离进行微分可得到多普勒观测方程［１］：

λΦ犼 ＝
（狉－狉犼）·（狉－狉犼）

ρ
犼 ＋犮δ狋－犮δ狋犼＋犐犼＋

犜犼＋ε犼 （１）

载波相位导出多普勒观测值常用一阶中心差分近

似法：

Φ犽 ＝
Φ犽＋１－Φ犽－１
２Δ狋

（２）

式中，Φ犽为犽时刻载波相位导出多普勒观测值；

Φ犽＋１和Φ犽－１分别为犽＋１和犽－１时刻的载波相位

观测值；Δ狋为观测数据时间间隔。

与ＧＰＳ单点定位计算过程相似，将接收机运

行速度和钟速作为未知数。根据已知的卫星星历

计算信号发射时刻的卫星位置和速度，对观测方

程进行线性化组成误差方程，只要观测到４颗

ＧＰＳ卫星，就可计算载体的运动速度。如果超过

４颗卫星，用最小二乘法求解。

２　影响犌犘犛测速的误差源分析

为了评价各项误差对ＧＰＳ单点测速精度的

影响，首先分析各误差源对站星距离变化率的影

响。对式（１）进行微分，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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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ｄΦ犼 ＝
（狉－狉犼）·（ｄ狉－ｄ狉犼）

ρ
犼 －

（狉－狉犼）·ｄ狉犼

ρ
犼 －

犮ｄδ狋犼＋ｄ犐＋ｄ犜－
（狉－狉犼）·（狉－狉犼）

（ρ
犼）２

狉－狉犼

ρ
犼

ｄ狉＋
（狉－狉犼）·（狉－狉犼）

（ρ
犼）２

狉－狉犼

ρ
犼 ｄ狉

犼 （３）

式中，最后两项影响很小，可忽略不计。下文将对

各项误差源的影响进行详细分析。

２．１　卫星轨道误差和卫星钟差

卫星轨道误差对测速的影响有以下两个方

面：① 影响定位精度间接对测速产生作用；② 导

致站星方向余弦的计算误差。卫星钟差也是通过

影响定位精度间接对测速产生作用。这些间接影

响将归到接收机位置误差中分析。

从式（３）中可以看出，卫星轨道误差对站星距

离 变 化 率 的 影 响 可 概 算 为 λｄΦ犼 ＝ －

（狉－狉犼）·ｄ狉犼

ρ
犼

，假定站星距离ρ
犼为２００００ｋｍ，卫

星运行速度为３．２ｋｍ／ｓ，如果卫星轨道误差为１０

ｍ，对站星距离变化率的最大影响为１．６ｍｍ／ｓ。

若卫星轨道误差为１００ｍ，其影响增加到１．６ｃｍ／

ｓ。目前，ＩＧＳ公布的ＧＰＳ广播星历的精度为１．６

ｍ，卫星钟差的精度为７ｎｓ
［７］。因此，卫星轨道误

差对ＧＰＳ测速精度的影响很小。

２．２　卫星速度误差

卫星速度误差将通过方向余弦直接作用于站

星距离变化率。在取消ＳＡ后，用广播星历计算

卫星速度精度优于１ｍｍ／ｓ
［８］。

２．３　卫星钟速误差

ＧＰＳ卫星配置的原子钟的稳定度约为１０－１２

～１０
－１３，其对站星距离变化率的影响量级为

０．００１ｎｓ／ｓ。经过广播星历的钟差参数改正后，残

差对测速的影响很小。

２．４　相对论效应

由于地球的运动和卫星轨道高度的变化，以

及地球重力场的变化，相对论效应对卫星钟速的

影响可表示为［９］：

δ狋犼 ＝－４．４４３×１０
－１０ 槡犲犪ｃｏｓ犈ｄ犈／ｄ狋 （４）

式中，犲为卫星轨道偏心率；犪为卫星轨道长半径；

犈为偏近点角，ｄ犈／ｄ狋为偏近点角变化率。数据

分析表明，对卫星钟速的影响可达０．０１ｎｓ／ｓ。在

测速计算中，可用式（４）进行改正。

２．５　对流层和电离层时延变化率

对流层和电离层时延变化率误差取决于区域

大气变化和卫星高度角的变化。在大部分时间

内，大气的变化非常缓慢，而且测速的时间间隔很

短（秒级），所以，通常不考虑对流层和电离层时延

变化率的影响。对于较低高度角的卫星，因为映

射函数对天顶方向时延变化率的放大作用，将会

对ＧＰＳ测速产生一定的影响。

２．６　接收机位置误差

接收机位置误差将会导致站星方向余弦的计

算存在误差，以致影响测速精度。其对站星距离

变化率的影响估算与卫星轨道误差相同。如果接

收机位置存在１０ｍ的误差，对站星距离变化率

的最大影响约为１．６ｍｍ／ｓ。和卫星轨道误差不

同的是，接收机的位置误差对所有观测卫星的站

星距离变化率均产生影响。

为了验证接收机位置误差对测速精度的影响

量级，用下文的静态测速试验的数据进行模拟计

算。在每个历元的速度计算中，将接收机的位置

设置为已知坐标、北向加１００ｍ、东向加１００ｍ和

高程方向加１００的固定偏差四种情况。用导出多

普勒观测值计算接收机的运动速度，与速度真值

０比较，误差统计见表１。接收机位置不加任何偏

差时，测速精度为３．４ｍｍ／ｓ。如果对任一方向增

加１００ｍ的偏差，测速精度都大于１ｃｍ／ｓ，而且

从速度均值可以看出，各个方向还存在一定的系

统偏差。ＳＡ取消后，ＧＰＳ单点定位的精度可达

到２０ｍ
［１０］，对测速精度的影响量级为ｍｍ／ｓ。

表１　接收机位置误差对测速精度的影响

Ｔａｂ．１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ｏｎ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均值／ｍｍ·ｓ－１ 标准差／ｍｍ·ｓ－１

犖 犈 犝 犖 犈 犝

３ＤＲＭＳ

／ｍｍ·ｓ－１

已知位置 ０．４ －１．１ －１．１ １．４ １．１ ２．４ ３．４

北向加１００ｍ －３．１ ０．３ １３．７ ７．６ ４．２ ３．７ １６．９

东向加１００ｍ －８．９ ４．９ ２．３ １．９ １．３ ３．４ １１．２

高程加１００ｍ －２．０ ５．０ －５．０ ３．０ ２．５ ６．９ １０．５

２．７　多普勒观测值误差

正如前文所述，多普勒观测值包括接收机输

出的多普勒观测值（简称为原始多普勒观测值）和

载波相位导出多普勒观测值（简称为导出多普勒

观测值）。这两种多普勒观测值的观测噪声是不

一样的，当前的文献对它们的测量精度的介绍相

对较少。导出多普勒观测值的精度可以根据误差

传播律直接推导。设载波相位测量精度为１～２

ｍｍ，如果用频率为１Ｈｚ的载波相位数据计算导

出多普勒观测值，根据式（２）和误差传播定律，σΦ

槡＝ ２／２σΦ，式中σΦ为导出多普勒观测值的精度，σΦ
为载波相位的测量精度。因此，导出多普勒观测

值的测量精度约为０．７～１．４ｍｍ／ｓ。对于原始多

普勒观测值的测量精度，有文献认为其优于导出

多普勒观测值［２］，也有文献指出其低于导出多普

６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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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观测值［８］。

通过对影响ＧＰＳ单点测速精度的各项误差

源的理论分析和数据模拟可以得出，如果采用导

出多普勒观测值测速，在ＳＡ取消后，各项误差源

对站星距离变化率的综合影响约为３．７ｍｍ／ｓ。

３　测速试验及结果分析

３．１　测速试验介绍

为了进一步验证上述的误差源分析和评价

ＧＰＳ单点测速可达到的精度，笔者分别进行了静

态测速和动态测速试验。静态试验是２００６年２

月２４日在武汉大学测绘学院楼顶上，用一台Ｌｅｉ

ｃａ１２３０双频ＧＰＳ接收机观测１ｈ，数据记录频率

为１Ｈｚ。在静态试验中，接收机处于静止状态，

将ＧＰＳ单点测速的结果和速度真值０进行比较，

可以检验各误差源对测速的综合影响。

ＧＰＳ测速的目的是测定动态载体的运行速

度，因此对ＧＰＳ动态测速精度的准确评定至关重

要。在动态试验中，本文采用了２００５０８０２笔者

在丹麦进行的机载ＧＰＳ和惯导设备的航飞试验

数据。试验中采用ＪａｖａｄＬＥＧＡＣＹ双频ＧＰＳ接

收机，记录有双频伪距、载波相位和多普勒观测数

据，数据频率为１Ｈｚ。惯导设备记录的数据有飞

机的运行速度和加速度，频率为１０Ｈｚ。惯导设

备的时间是用ＧＰＳ接收机１ｐｐｓ秒脉冲实现同

步。

３．２　静态试验结果分析

分别用原始多普勒观测值和导出多普勒观测

值，以模拟动态测速的方式，计算接收机在地平坐

标系下东（犈）、北（犖）、高程（犝）方向的速度，各方

向速度与真值０比较的误差统计结果如表２。

表２　静态测速误差统计／ｍｍ·ｓ－１

Ｔａｂ．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ｓｏｆ

ＳｔａｔｉｃＴｅｓｔ

原始多普勒观测值测速 导出多普勒观测值测速

犖 犈 犝 犖 犈 犝

均值 －３．２ ２．３ ７．７ ０．３ －０．９ －１．１

标准差 １３．１ １０．９ ２５．９ １．４ １．１ ２．４

ＲＭＳ １３．５ １１．１ ２７．１ １．５ １．４ ２．７

　　从表２可知，ＧＰＳ单点测速高程方向的ＲＭＳ

值约为水平方向的两倍；原始多普勒观测值测速

比导出多普勒测速精度低一个量级。与ＧＰＳ单

点定位类似，ＧＰＳ单点测速误差可表示为：

犿狏 ＝ＰＤＯＰ·犿ρ （５）

式中，犿狏 为速度估计误差；ＰＤＯＰ为位置精度因

子；犿ρ为各项误差归算到站星距离变化率的误差

总和。在静态试验中，ＰＤＯＰ值平均为２．５，可以

推算原始多普勒测速和导出多普勒测速的犿ρ分

别为１２．９ｍｍ／ｓ和１．４ｍｍ／ｓ，因此原始多普勒

观测值的精度应在１ｃｍ／ｓ的量级。

静态测速试验结果进一步证实，在ＳＡ取消

后，除了多普勒观测值测量误差外，其他各项误差

源对ＧＰＳ单点测速的综合影响在ｍｍ／ｓ的量级。

所以ＧＰＳ测速的精度主要取决于多普勒观测值

的测量精度。

３．３　动态试验分析

本次动态试验总共记录有１．０ｈ数据，其中

前０．５ｈ飞机处于半静止状态（飞机发动机已打

开），然后进行０．５ｈ的飞行试验，飞行轨迹如图１

所示。为了更好地检验ＧＰＳ测速精度，飞机不断

地绕“８”字并爬升和下降飞行，改变飞行动态条

件。以ＧＰＳ数据的时间为参考，内插出相应时刻

的惯导测量的速度，并进行比较。

图１　飞行轨迹

Ｆｉｇ．１　ＦｌｉｇｈｔＰａｔｈｉｎ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Ｔｅｓｔ

　　１）静止时段。在起飞之前，飞机发动机已打

开，飞机整体处于微小的振动状态。从较高频率

的惯导数据可以看出振幅达几个ｍｍ／ｓ的速度变

化波形，而ＧＰＳ数据频率小于振动频率，测速结

果反映不出飞机的微小振动。对原始多普勒观测

值测速（犚犞）、导出多普勒观测值测速（犇犞）和惯

导测速（犃犞）结果进行比较（表３）可以看出，原始

多普勒观测值测速和导出多普勒观测值测速的

ＲＭＳ统计与静态试验结果相当，惯导测速犖、犈

和犝 方向的ＲＭＳ值分别为３．０、２．６和４．４ｍｍ／

ｓ，其中受到飞机本身振动速度的影响。

２）飞行时段。对飞行时段的三种测速结果两

表３　动态试验静止段三种测速结果比较

Ｔａｂ．３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ｓ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ｒｅ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ｗｉｔｈ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ＳｔａｔｉｃＩｎｉｔ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ａ

犚犞／ｍｍ·ｓ－１ 犇犞／ｍｍ·ｓ－１ 犃犞／ｍｍ·ｓ－１

犖 犈 犝 犖 犈 犝 犖 犈 犝

均值 ０ ０ －１．９－０．１０．２ －１．１－０．８－０．５ ０

标准差 １１．０ ９．４２７．５ １．３１．１ ２．９ ２．８ ２．６４．４

ＲＭＳ １１．０ ９．４２７．５ １．３１．１ ３．１ ３．０ ２．６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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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相减（见图２，纵坐标单位为ｍｍ·ｓ－１），并进行

统计分析（表４），可以看出以下现象：① 两种

ＧＰＳ测速结果互差ＲＭＳ统计，优于与惯导测速

结果的互差统计。② 两种ＧＰＳ测速结果互差散

点图呈随机误差特性，而ＧＰＳ测速与惯导测速结

果比较，在水平方向呈现一定的系统性：当水平方

向加速度变大时，与惯导测速结果的差值也增大，

两者间存在很强的相关特性（图３）。③ ＧＰＳ测速

与惯导测速结果的互差最大值出现在飞机的起飞

和降落时刻。

表４　动态试验飞行段结果统计

Ｔａｂ．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ＦｌｉｇｈｔＴｅｓｔ

犃犞－犚犞／ｍｍ·ｓ－１ 犃犞－犇犞／ｍｍ·ｓ－１ 犚犞－犇犞／ｍｍ·ｓ－１

犖 犈 犝 犖 犈 犝 犖 犈 犝

均值 １２．９ ９０．１ ３０．９ １３．４ ９０．５ ３０．２ ０．５ ０．４ －０．６

标准差 ９８．４ １０７．０ ６０．７ １０６．２ １１２．０ ７４．９ ３２．２ ３１．１ ７３．６

ＲＭＳ ９９．２ １３９．９ ６８．１ １０７．０ １４４．０ ８０．８ ３２．２ ３１．１ ７３．６

图２　三种测速方法的互差比较

Ｆｉｇ．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ｒｅ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惯导测速是用加速度计高精度测量载体运动

的加速度，然后积分计算速度，因此惯导测速不受

载体运动的动态条件变化的影响。ＧＰＳ测速与

惯导测速的结果互差和飞机运动加速度之间的相

关关系，主要与ＧＰＳ测速使用的多普勒观测值有

关。使用导出多普勒观测值只能得到载体运行的

平均速度，对于载体动态条件变化较大时，平均速

度与载体的瞬时速度存在较大的差异。原始多普

勒观测值虽然是瞬时观测量，但不同接收机实际

输出的多普勒观测值的产生方式各有不同，如

ＮｏｖＡｔｅｌ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ＴＭ接收机输出的是５０～

１００ｍｓ时间间隔内多普勒观测值的平均值
［５］。

Ｒｙａｎ等利用差分 ＧＰＳ模拟系统，用不同

ＧＰＳ接收机针对不同的动态条件进行模拟试验，

发现测速误差与载体的加速度或加速度变化率之

间存在以下关系［５］：σ狏（狋）＝犪×犃（狋），犃（狋）为加速

度或加速度变化率，犪为比例系数。对于不同的

接收机，该系数存在一定差异。若以惯导测速结

果作为真值，水平方向的ＧＰＳ测速误差与飞机的

加速度之间的比例系数约为０．０８（图３）。

图３　ＧＰＳ测速误差与飞行加速度间的相关性

Ｆｉｇ．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ｒｒｏｒｏｆＧＰＳ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ｌｉｇｈｔ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４　结　语

　　１）ＳＡ取消后，与卫星有关的影响ＧＰＳ测速

的各项误差源（如卫星轨道误差、卫星速度误差和

卫星钟差等）对ＧＰＳ单点测速的影响为ｍｍ／ｓ的

量级。这与１Ｈｚ载波相位数据导出多普勒观测

值的精度相当，低于原始多普勒观测值的观测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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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２）如果ＧＰＳ接收机的定位误差为１００ｍ，其

对单点测速精度的影响为ｃｍ／ｓ量级，因此用廉

价的导航型接收机也可以实时进行较高精度的速

度测量。

３）在高动态条件下，原始多普勒观测值测速

误差和数据采样频率为１Ｈｚ的导出多普勒观测

值测速误差与载体的运动加速度之间存在很强的

相关特性，当加速度变大时，测速误差随之增大。

对于高采样频率的导出多普勒观测值测速误

差与载体加速度是否存在相关特性，有待进一步

研究。

致谢：感谢丹麦空间研究中心提供了机载

ＧＰＳ及ＩＮＳ实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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