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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适用于实时动态周跳修复的方法。该方法利用多普勒观测值（或伪距），包括产生候选值、

筛选候选值、确定候选值３个步骤。与已有的方法相比，该方法无需对观测值进行预报，适用于连续周跳的探

测。理论推导和试验结果表明，在发生连续周跳时该方法能够探测出所有的周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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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ＧＰＳ静态数据处理和动态数据的事后处理

过程中，周跳的探测与修复可以利用的信息较多，

周跳的修复比动态实时处理要容易一些。对于实

时动态ＧＰＳ数据处理中的周跳修复，国内外的学

者已经提出了一些处理方法［１６］。这些方法大多数

是基于Ｋａｌｍａｎ滤波理论的，需要对观测值进行预

测，在应用中有很多局限性。为此，本文提出了一

种基于三差观测量的周跳探测与修复方法。

１　周跳修复方法的数学模型

１．１　周跳候选值的确定

三差观测量（ｔｒｉｐｌ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文中用 ＴＤ

表示）在 ＧＰＳ周跳修复中是一种比较好的观测

量。三差观测量消去了接收机和卫星的钟差，整

周模糊度也被消去，其他的误差极大地被削弱，这

对于周跳的探测与修复是很有利的。三差观测方

程如下：

δΔΦ１ ＝δΔρ＋λ１·Δ犆１＋δΔ犛＋

δΔ犜－δΔ犐＋δΔ犕１＋δΔε１ （１）

δΔΦ２ ＝δΔρ＋λ２·Δ犆２＋δΔ犛＋

δΔ犜－γ·δΔ犐＋δΔ犕２＋δΔε２ （２）

式中，Φ犻是载波相位观测值；ρ代表卫星到接收机

的几何距离；λ犻代表载波的波长；Δ犆犻代表犔１、犔２

观测值中可能存在的周跳双差值；犛是星历的误

差；犜是对流层延迟；犐是电离层延迟；γ＝（λ２／

λ１）
２
≈１．６５；犕犻表示多路径误差；ε犻代表噪声，下

标“犻”分别表示犔１、犔２载波；Δ、δΔ分别代表双

差和三差算子。

通常情况下，无论是动态还是静态测量，影响

ＧＰＳ定位精度的各种误差对三差观测量的影响

都很小，一般不超过几个ｃｍ。从式（１）、式（２）中

可以看出，方程左边为已知量，右边除δΔρ、Δ犆犻

外都很小，若已知δΔρ的估值就可以估计Δ犆犻

的大概变化范围。因此，构造一组观测量δΦＴＤ
１
、

δΦＴＤ
２
，令

δΦＴＤ
１
＝δΔΦ１－δΔ^ρ （３）

δΦＴＤ
２
＝δΔΦ２－δΔ^ρ （４）

式中，^ρ表示卫星到地面几何距离的估值。为了

得到卫星到地面几何距离的估值，需要一些不受

周跳影响的的观测量。多普勒频移和伪距都是不

受周跳影响的观测量，用多普勒观测值或者伪距

可以得到几何距离的三差估值。由于伪距的精度

低，使用伪距效果要差些。几何距离的三差多普

勒估计方程为：

δΔ^ρ犽 ＝－（Δ犇犽＋Δ犇犽－１）／２ （５）

式中，犇 表示多普勒观测值；犽和犽－１分别表示

当前历元和前一历元。

将式（１）、式（２）代入式（３）、式（４）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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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ΦＴＤ
１
＝λ１·Δ犆１＋ε′１ （６）

δΦＴＤ
２
＝λ２·Δ犆２＋ε′２ （７）

ε′１＝δρＴＤ＋δΔ犛＋δΔ犜－δΔ犐＋

　δΔ犕１＋δΔε１ （８）

ε′２＝δρＴＤ＋δΔ犛＋δΔ犜－γ·δΔ犐＋

　δΔ犕２＋δΔε２ （９）

δρＴＤ ＝δΔρ－δΔ^ρ （１０）

因为ε′犻很小且有一定的随机性，将ε′犻当作随机噪声

可以得到：

犈［δΦＴＤ犻］＝λ犻·Δ犆犻 （１１）

ｃｏｖ［δΦＴＤ犻］＝ｃｏｖ［ε′犻］ （１２）

式中，犈［·］、ｃｏｖ［·］分别表示数学期望和方差

协方差，ｃｏｖ［·］通常需要根据前面若干历元的信

息来确定。从式（１２）可以看出，当前历元噪声的

统计特性可以根据前面若干无周跳历元的δΦＴＤ犻
统计信息得到。因此，周跳Δ犆犻的候选值应当满

足如下关系：

狘λ犻·犆犛犻－δΦＴＤ犻狘≤δ犻 （１３）

δ犻 ＝犽 ｃｏｖ［ε′犻槡 ］ （１４）

式中，犆犛犻表示周跳的候选值，犆犛犻∈犣；δ犻为一阈

值；犽为比例因子。Ｔｉｂｅｒｉｕｓ等人的研究表明，正

态概率密度函数是描述ＧＰＳ测量数据概率特性

的合理模型［７］。此处认为ε′犻服从正态分布，根据

误差理论，犽＝３时置信水平能达到９９．７％。由

式（１３）可得到犆犛犻的取值范围［（δΦＴＤ犻－δ）／λ犻，

（δΦＴＤ犻＋δ）／λ犻］，顾及犆犛犻∈犣就可以得到周跳的

一系列候选值。

１．２　对周跳候选值进行筛选

对于双频接收机可以组成与几何量无关（ｇｅ

ｏｍｅｔｒｙｆｒｅｅ）的三差载波相位组合δΦ犌犉，通过该

组合可以对周跳候选值进行筛选：

δΦ犌犉 ＝δΔΦ１－δΔΦ２ ＝ （λ１·Δ犆１－

　λ２·Δ犆２）＋ε″ （１５）

ε″＝ （γ－１）δΔ犐＋（δΔ犕１－δΔ犕２）＋

　（δΔε１－δΔε２） （１６）

　　对比式（８）、式（９）、式（１６）可以看到，δΦ犌犉组

合的残差ε″比ε′犻更小。同理可以得到：

犈［δΦ犌犉］＝λ１·Δ犆１－λ２·Δ犆２ （１７）

ｃｏｖ［δΦ犌犉］＝ｃｏｖ［ε″］ （１８）

狘犆犛′－δΦ犌犉狘≤δ犌犉 （１９）

δ犌犉 ＝犽 ｃｏｖ［ε″槡 ］ （２０）

式中，犆犛′＝λ１·犆犛１－λ２·犆犛２；δ犌犉是一阈值；犽

表示比例因子。周跳的候选值应该满足式（１９），

否则，应该剔除。联合式（１３）、式（１９）可以将周跳

确定或者将周跳的候选值筛选到较少的个数。当

然，式（１９）也有其局限性，例如，对于某些类似

λ１·犆犛１－λ２·犆犛２≈０的周跳候选值不敏感。

１．３　周跳的确定

修复周跳和求解整周模糊度在本质上有很多

相似之处，三差方程中的周跳和双差方程中的整

周模糊度在形式上是完全一致的，对周跳的处理

可以借鉴整周模糊度的求解方法。线性化后的三

差方程为：

狔＝犃犮＋犅狓＋犲，犮∈犣
狀，狓∈犚

狌 （２１）

ｃｏｖ［狔］＝犙 （２２）

式中，狔是狀×１维向量，表示 ＴＤ观测值与计算

值之差；狀是观测值个数；犮是狀×１维向量，表示

周跳的候选值；狓是狌×１维向量，表示所有的其

他未知参数；犃、犅为设计矩阵；犲是狌×１维随机

向量。根据最小二乘估计理论，残差表示为：

犞^＝狔′－犅^狓 （２３）
其中，

狔′＝狔－犃犮 （２４）

狓^＝ （犅
Ｔ
犙
－１犅）－１犅Ｔ犙

－１
狔′ （２５）

　　确定周跳的第一步就是要从周跳的候选值中

筛选出能够使残差二次型最小和次小的周跳值。

第二步应当进行显著性检验，构造统计量犠＝

犱

ｃｏｖ（犱槡 ）
，其中犱＝Ω犆

１
－Ω犆

２
；Ω犆

１
、Ω犆

２
分别表示

与最优和次最优候选值所对应的残差二次型。

ｃｏｖ［犱］＝４（犮１－犮２）
Ｔ
犙
－１
犮 （犮１－犮２） （２６）

犙
－１
犮 ＝犃

Ｔ（犙
－１
－犙

－１犅（犅Ｔ犙
－１犅）－１

　犅
Ｔ
犙
－１）犃 （２７）

　　假定狔、犱服从正态分布，则犠 服从标准正态

分布。选取置信水平为α，则要使最优和次优候

选值差异显著应满足犠＞犖（０，１；１－α）

２　本文方法修复周跳的模拟试验

２．１　试验１

试验１对在一定时间内只发生一次周跳的修

复过程进行数值模拟。在采样率为１Ｈｚ的一组

动态数据中选取一段“干净”的动态数据组成双差

载波相位观测值。在犔１ 双差值的第５０个历元处

加入１周周跳，在第１５０个历元处加入３周周跳；

在犔２ 双差观测值的第１００个历元处加入１周周

跳，在第１５０个历元处加入５周周跳。将双差观

测值在相邻历元之间求差形成三差观测值，包含

周跳的三差观测值如图１所示。下面将利用本文

提出的方法对周跳进行修复。

１）确定周跳候选值。对于第５０个历元，根

２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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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前４９个无周跳历元的数据和式（１１）、式（１２）可

以得到噪声的方差ｃｏｖ［ε犻］，取阈值为３倍中误

差，δ犻≈０．１ｍ。由前面介绍的周跳候选值确定方

法可以得到犔１ 的候选值为１、２，犔２ 的候选值为

０。同样道理对于第１００个历元犔１ 的候选值为

０，犔２ 的候选值为１，无需进行后面的步骤就可以

确定第１００个历元犔１ 无周跳，犔２ 的周跳值为１。

对于第１５０个历元可以得到犔１ 的候选值为２、３、

４，犔２ 的候选值为５、６。

图１　含周跳的三差观测值序列图

Ｆｉｇ．１　ＴＤＳｅｒｉａｌ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ＣｙｃｌｅＳｌｉｐ

　　２）候选值的筛选。组成三差载波相位组合

δΦ犌犉，根据式（１９）进行筛选。对于第５０个历元可

以将犔１ 的候选值２剔除，至此第５０个历元的周

跳完全确定犔１ 的周跳为１，犔２ 无周跳发生。对于

第１５０个历元，经过犌犉组合的筛选可以将犔１ 的

候选值２剔除，此时犔１、犔２ 尚有多个候选值，因

此，需进行下一步数据处理。

３）根据§１．３提出的方法进行统计检验可以

得到第１５０个历元犔１的周跳为３，犔２的周跳为５。

２．２　试验２

某次实时动态ＧＰＳ试验共观测了９颗卫星，

采样率为１Ｈｚ，选取其中的５００个历元，在第２００

至２５０历元之间对所有的卫星观测值随机加入一

些周跳，模拟该方法对连续周跳的修复过程，限于

篇幅仅列出第２００个历元的周跳修复过程。周跳

的候选值见表１，周跳的确定过程见表２。

图２绘出了ＰＲＮ１、ＰＲＮ３以及基准站、流动

站之间组成的三差序列，图２（ａ）表示周跳未被修

复时的三差观测值序列，图２（ｂ）表示周跳被修复

后的三差观测序列。从图上可以看出，不含周跳

的三差观测值表现出很强的随机特性，本文提出

的方法能够对连续周跳进行正确修复。

表１　周跳候选值表

Ｔａｂ．１　ＣｙｃｌｅＳｌｉｐ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ｓ

双差观测值（ＰＲＮ１／ＰＲＮ２）

１／３ ３／１３ １３／１６ １６／１９ １９／２０ ２０／２３ ２３／２５ ２５／２７

模拟周跳

（ｃｙｃｌｅｓ）

犔１

犔２

－９

－７

９

７

１８

１４

９

７

９

７

１８

１４

－１８

－１４

０

０

ＴＤ／ｍ
犔１

犔２

－１．６３４

－１．６６０

１．５６８

１．６１０

３．２２３

３．３５６

１．３１０

１．３００

１．３０１

１．３１２

３．３１０

３．３４６

－３．７７４

－３．７６５

０．４０８

０．４１２

候选值
犔１

犔２

－１３－９－４

－１０－７－３

９１４

７１１

１４１８２３

１１１４１８

９１４

７１１

９

７

１８

１４

－１８

－１４

０

０

表２　周跳的确定

Ｔａｂ．２　ＣｙｃｌｅＳｌｉｐ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最优组合次优组合

犔１

候选值 －９９１８９９１８－１８０ －４１４２３１４９１８－１８０

Ω犮 ３．３ １１０１０．４

犱 １１００７．１

犠 １５．４

犔２

候选值 －７７１４７７１４－１４０ －３１１１８１１７１４－１４０

Ω犮 ４．１ １１５６４．２

犱 １１５６０．１

犠 １５．９

３　结　语

　　本文提出的方法适用于动态数据的实时处理

或者事后处理。与已有的基于最小二乘或者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思想的方法相比，该方法不需要对

图２　周跳修复前后比较图

Ｆｉｇ．２　ＴＤＳｅｒｉａｌ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ＣｙｃｌｅＳｌｉｐ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３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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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值进行预报，这就避免了由于预报值的不准

确导致周跳探测的困难。

从理论推导和模拟试验结果可以看出，本文

介绍的方法不仅能够修复单个周跳，对于较长时

间的连续周跳也能够比较好地修复。

本文提出的方法需要前面若干历元组成三差

值和各种误差三差残差的统计性质。从理论推导

来看，只要观测量δΦＴＤ
１
、δΦＴＤ

２
的残差很接近随机

噪声就能够使用本文提出的方法，但是在很长的

基线、高速运动的流动站（例如星载ＧＰＳ）情况下

这一假设不一定成立，实用的基线长度、流动站的

运动速度本文没有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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