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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双频犌犘犛数据的单历元定向算法研究

李征航１　刘万科１　楼益栋１　周泽波２

（１　武汉大学测绘学院，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２　同济大学测量与国土信息工程系，上海市四平路１２３９号，２０００９２）

摘　要：在普通的基线长辅助ＬＡＭＢＤＡ搜索算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组合的模糊度搜索方法，确保了单历

元算法的成功率和精度。实测数据的计算结果表明，本文所采用的单历元算法无论在静态还是动态情况下，

都可以得到很高的成功率和很好的定向精度，也说明本文的实时单历元定向算法是可靠的，方案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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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８．４１

　　 目前，ＧＰＳ已经被广泛应用到载体的测姿定

向中，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１５］，研究

的重点主要放在整周模糊度的快速正确确定、周

跳的探测与修复、ＧＰＳ与ＩＮＳ的组合定向算法

等。在ＧＰＳ定姿或定向中，天线之间的距离都比

较短，而且长度固定，因此，模糊度的固定大多采

用附有已知基线长约束的 ＯＴＦ方法
［２５］。ＧＰＳ

动态定位定向中，因外界环境的影响，周跳的探测

与修复比较复杂，要想获得不含周跳影响的载波

相位观测数据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很多学者提

出了使用单历元的算法来进行模糊度解算［３，５，６］。

本文结合具体的工程项目实际，使用双频单历元算

法ＧＰＳ精密定向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同时评估了

该算法的可靠性以及应用到工程实践的可行性。

１　犌犘犛单历元定向算法的数学模型

双频单历元算法中，必须尽可能充分地使用

所有的观测信息犔１、犔２、犆犃、犘１、犘２。由此，某一

历元的误差方程可以写为：

犞＝犃^犡－犔 （１）

式中，犔为双差观测值与计算值的差值向量；犞 为

双差观测值的改正向量；^犡 为包括位置和模糊度

参数的待估量；犃为设计矩阵；与犔对应的权矩阵

为犘。

将式（１）按最小二乘法进行平差，可获得该历

元的待估参数犡^的值：

犡^＝ （犃
Ｔ犘犃）－１犃Ｔ犘犔 （２）

　　在求得参数向量 犡^ 的浮点解后，根据犔１、犔２

的双差模糊度浮点解及其对应的协因数阵，使用

ＬＡＭＢＤＡ方法
［７］即可获得备选的整周模糊度向

量，然后通过一定的整周模糊度确认方法获得最

终的模糊度固定值。最后将整周模糊度值回代，

获得位置参数的固定解，进而获得方向信息。

由于单历元解算仅使用了当前历元的观测

值，因此要想获得好的浮点解，适当的随机模型就

显得更为重要［５７］。通过对常见的随机模型［５，６，８］

进行比较分析，同时结合文献［５，８］，本文采用了

比较适合于工程实际的高度角定权模型。

２　整周模糊度的确认

在单历元定向算法中，能否得到稳定可靠的

定向结果，其关键是快速可靠地确定出正确的整

周模糊度。本文根据双频数据的单历元定向观测

的特点（观测时间短、观测量少、浮点解的解算精

度较差），采用如下方法来固定和确认模糊度。

１）根据浮点解的模糊度值和协因数阵，采用

ＬＡＭＢＤＡ方法搜索出多组模糊度候选值，组成

一个模糊度备选空间。之所以输出多组模糊度向

量解，是因为在单历元的情况下，ＬＡＭＢＤＡ所输

出的最优解并不完全是正确的。可以根据接收机

以及观测环境的不同，设置不同的候选值数目。

２）使用双频相关进行约束，排除不可能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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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度数组。一般而言，如果将上面的多组模糊度

全部代入进行解算，需耗费较长的计算时间。在

这里，可以根据双频载波相位观测值之间的关系，

排除那些不可能的模糊度组合，节省时间［９］。

在短距离定向观测中，双差载波观测方程可

以简单地表示为：

Δφ１ ＝ Δρ／λ１＋Δ犖１＋Δεφ１ （３）

Δφ２ ＝ Δρ／λ２＋Δ犖２＋Δεφ２ （４）

式中，Δφ１、Δφ２为犔１、犔２ 上的双差载波相位观

测值；Δρ为接收机到卫星之间的几何距离的双

差值；Δ犖１、Δ犖２为对应于Δφ１、Δφ２的双差

整周模糊度；λ１、λ２为犔１、犔２ 的波长；Δεφ１、Δεφ２
为Δφ１、Δφ２的观测噪声以及残余的其他误差。

根据式（３）、式（４），可得：

Δ犖２ ＝ Δφ２－（λ１／λ２）·（Δφ１－Δ犖１）

（５）

　　对于第一步所确定的模糊度组合来说，假设

Δ犖１是可能正确的模糊度值（不含有误差），那

么根据误差传播率可得：

δ
２
Δ犖２ ＝δ

２
Δφ２＋（λ１／λ２）

２·δ
２
Δφ１

（６）

则按照式（５）所计算的Δ犖２在误差δΔ犖２的范围

内必须是整数。如果是整数，则作为候选值；否则

予以舍弃。此处假设Δφ１和Δφ２的观测噪声为

０．１周，则δΔ犖２的噪声为０．１２７周
［９］。

笔者通过试验，通过这一步可以排除大多数

的候选组合，一般而言，只剩下０～２（０表示没有

正确的模糊度组合）组候选值。

３）进一步使用已知基线长犱０作为约束条件

来确定整周模糊度。

将第２）步筛选出来的可能正确的模糊度值

代入，求解出所谓的固定解和对应的基线长信息

犱。将犱和犱０求差，其差值的绝对值应该小于某

一设定的阈值δ。如果犱满足｜犱－犱０｜＜δ，则认

为该组模糊度正确；否则舍弃此组模糊度。通过

此方法，可以对第２）步剩余的备选值进行进一步

的筛选，获得正确的最优模糊度组。

对于短基线的定向观测来说，如果模糊度是

正确的，那么利用双差载波相位计算出来的基线

长度犱的误差在１ｃｍ左右，因此，此处可以设定

δ为２～３ｃｍ。

４）通过２）、３）两步的筛选、确认，一般可确认

出０～１组符合要求的整周模糊度组合。如果符

合要求的模糊度组的数目为零，可以将前一历元

的正确的模糊度值作为候选值，使用第２）步和第

３）步的判断条件进行确定。如果满足，则认为前

一个历元的模糊度正确；否则，认为当前历元没有

解算出正确的整周模糊度组合。

３　算例分析

基于本文的算法思想，笔者编写了基于双频

ＧＰＳ数据的单历元精密定向软件。为了测试评

估本文算法的正确性和可靠性，使用该程序分别

处理了以下３种不同情况的实测数据。

３．１　静态模拟动态测试

采用静态模拟动态的方式处理了５组双频静

态观测数据。具体做法是：以ＢｅｒｎｅｓｅＧＰＳ软件

（Ｖｅｒｓｉｏｎ５．０）的多历元静态处理结果作为参考

值，将自编软件的单历元解算结果与参考值进行

比较，获得相应历元的偏差值，并统计了固定解的

外符合定向精度ＲＭＳ以及内符合定向精度σ犡，

具体的比较结果见表１。需要说明的是，基线１

的观测环境较好，基线２的观测环境一般，而基线

３、４、５的观测环境较差。

表１　５组静态数据的动态模式解算结果

Ｔａｂ．１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ｖｅ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ｓ

基线 基线长／ｍ 接收机类型 采样／ｓ 卫星颗数 总历元 固定历元 成功率／％
σ犡／（°） ＲＭＳ／（°）

航向角 俯仰角 航向角 俯仰角

１ ６．１３ ＪａｖａｄＨＤ２ １．０ ７～１０ ２８２１５ ２８２１５ １００ ０．０３５ ０．０７４ ０．０３５ ０．０７７

２ ３．１９ ＮｏｖａｔｅｌＯＥＭ４ １．０ ７～９ ７２０２ ７２０２ １００ ０．０５７ ０．０９７ ０．０５８ ０．１０１

３ ２．７２ ＪａｖａｄＨＤ２ １．０ ７～８ １２０４２ １１９７０ ９９．４ ０．１３２ ０．３０５ ０．１３３ ０．３０６

４ ４．２１ ＪａｖａｄＨＤ２ １．０ ５～１０ １１１６９ １１０３２ ９８．８ ０．１０７ ０．２１２ ０．１１１ ０．２１２

５ ４．４１ ＮｏｖａｔｅｌＯＥＭ５ １．０ ４～１０ １３８１４ １３７３３ ９９．４ ０．０６０ ０．１０１ ０．０６１ ０．１０２

　　由表１可以看出，５组静态数据的动态方式

解算的成功率可以达到９９％～１００％，在观测环

境较差的情况下，也可达到９８．８％。

３．２　车载动态测试

该组数据的观测地点在陕西省秦岭北麓的沿

山公路上，正常行驶速度大约为５０～８０ｋｍ／ｈ。

两天线间的基线长度约为１．９０ｍ，采样间隔为１

ｓ。此数据采用ＪＡＶＡＤＨＤ２动态定向系统采

集，该系统可实时输出历元定向结果（标称精度为

０．４°／ｍ）。

由图１可以看出，卫星数目不断地发生变化，

这主要是由于车辆在行驶过程中不时地经过高架

４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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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立交桥等遮挡物，经常出现失锁和周跳等引起

的。

在这组数据中，共观测到４颗以上卫星的历

元数目为７１８４个，其中有效观测历元（如果某一

历元具有双频观测值的卫星数目大于４，则认为

该历元有效）的数目为６９９１个，使用自编软件解

算后，固定了６８１０个历元，成功率为９７．４％。将

自编软件的单历元固定解的结果和 ＨＤ２的定向

结果（固定解，且有效）进行比较，航向角和俯仰角

的比较差值见图２。其航向角ＲＭＳ为０．０８１２°，

俯仰角ＲＭＳ为０．２１９７°。从图２可以看出，在绝

大部分历元中，自编软件和ＨＤ２的定向结果符合

得比较好，只是在少数几个历元出现了较大的差

距，差距在２°左右。

图１　车辆行驶期间卫星颗数的变化图

Ｆｉｇ．１　Ｖａｒｉｅｔｙｉｎ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Ｎｕｍｂｅｒ

ＤｕｒｉｎｇＶｅｈｉｃｌｅＴｒａｖｅｌ

　　　　　　　
图２　单历元解算的定向偏差图

Ｆｉｇ．２　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Ｈｅａｄｉｎｇ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ｗｉ

ｔｈＳｉｎｇｌｅＥｐｏｃｈＧＰ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３．３　机载动态测试

基于实测机载数据，对自编软件在较高动态

情况下的定向结果的正确性和可靠性进行了评

估。评估所采用的数据是飞机进行一次机载激光

雷达观测所记录的ＧＰＳ数据，其正常飞行速度在

２００～３００ｋｍ／ｈ。飞机上安装了３台ＧＰＳ接收

机，分别为ａｉｒ２（接收机类型为 ＡＳＨＴＥＣＨ ＵＺ

１２）、ａｉｒ３（接收机类型为ＴＰＳＬＥＧＡＣＹ）、ａｉｒ４（接

收机类型为ＴＰＳＥＧＧＤＴ），采用间隔为１ｓ。其

中，ａｉｒ３和ａｉｒ４通过信号共享器接收同一个天线

的信号，ａｉｒ２单独接收另一个天线的信号。两个

天线之间的固定距离为３．７９０ｍ。

图３和图４分别为飞机的运动轨迹和高程变

化图。从这两幅图可以看出，飞机在飞行途中进

行了多次转向、爬升和俯冲运动。

图３　飞行轨迹图

Ｆｉｇ．３　Ｆｌｉｇｈｔ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
　　

图４　高程变化图

Ｆｉｇ．４　Ｖａｒｉｅｔｙｉｎ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以零基线（基线分量和基线长均可认为零）作

为条件，检验自编软件的成功率和正确性。此基

线共观测了９４１５个历元，共获得固定解９３８４

个，成功率达９９．６７％。固定解的犖、犈、犝 方向的

ＲＭＳ分别为０．００４３ｍ、０．０１０７ｍ、０．００２６ｍ，

其历元的偏差变化图如图５所示。

图５　单历元解算的基线向量偏差图

Ｆｉｇ．５　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ＶｅｃｔｏｒｓｗｉｔｈＳｉｎｇｌｅＥｐｏｃｈＧＰ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通过比较分析图３、图４、图５发现，在飞机

沿经线方向运动时，犈方向出现了明显的系统性

偏差，这主要是因为飞机处于高速运动，而接收机

ａｉｒ３、ａｉｒ４的接收机钟不完全同步，使得零基线

ａｉｒ３ａｉｒ４沿运动方向的分量并不为零，而在求差

时，仍旧以理想的零基线（基线分量均为零）作为

参考标准而引起的。同理，在飞机沿子午线方向

运动时，犖 方向出现了较大的系统性偏差。从图

３可以看出，飞机在大部分时间沿经线方向运动，

因此在大部分时间里，犈方向中含有系统性的误

差。同时，因为飞机的转向也使得犈方向出现了

正负系统误差交替变化的现象。从图５可以看

出，犖、犈方向的大部分偏差都小于２ｃｍ。

犝 方向的偏差曲线图表明，在大部分情况下，

５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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犝 方向的偏差优于２ｃｍ，同时并未出现犖、犈方

向的系统性偏差，其原因是飞机在犝 方向的运动

速度不是很大。总体来说，自编软件的计算结果

是正确的。

４　结　语

算例结果分析表明，本文提出的双频单历元

定向算法是可行的，基本上可达到常用的 ＯＴＦ

算法的定向结果，同时避免了常用的 ＯＴＦ动态

定位定向中非常难处理的周跳问题，因此具有很

好的应用前景。在研究中还发现，本文的算法在

卫星颗数比较少（＜５）的情况下，其解算成功率较

低，对此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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