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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观测序列的异方差和时相关特性相互影响但又难以并行建模的问题，提出了一种迭代、序贯处理

异方差和时相关问题的随机模型建模方案。实验结果显示，该方法较好地解决了异方差和时相关特性无法并

行建模的难题，极大地消除了多路径及系统残余误差对ＧＰＳ定位成果的影响，增加了基线数据处理的可靠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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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国内针对 ＧＰＳ随机模型的研究还不

多。国际上，文献［１］较早地对ＧＰＳ时相关和异

方差问题进行了研究，但是是建立在所有卫星均

具有相同的时相关特性这一假设基础上的。文献

［２］虽然较为深入地研究了ＧＰＳ量测序列的异方

差、空间及时间相关特性，但在处理方案上存在明

显的不足。本文提出了一种迭代、序贯处理异方

差和时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案。该方案：① 提出了

一种使用 ＹｕｌｅｒＷａｌｋｅｒ模型
［３］序贯估计自回归

阶数及自相关系数的方法，该方法根据观测残差

自主估计自回归特性，无需人为假设；② 建议使

用一种更为简单的方差协方差分量估计方法，该

方法的有效性与 ＭＩＱＮＵＥ方法
［４］相当，但效率

大大提高；③ 引入了计量经济学中的时序差分方

法构建去相关变换矩阵。这些方法理论严密，解

决了传统方法中存在的诸多不足，并且便于海量

计算。

１　随机模型处理策略

１．１　自回归阶数及自回归系数的确定

不同性质（如不同采样率、不同观测环境）的

观测序列，其自相关特性也有所不同。目前的研

究表明，ＧＰＳ平稳观测序列的时相关特性可用

ＡＲ（狆）模型，即狆阶自回归模型进行模拟。自回

归模型阶数狆的判断由于牵涉到许多统计理论，

是时相关分析中的重点也是难点。目前，较为有

效的判断方法包括最小判阶准则（ＡＩＣ判阶准

则）、偏相关函数判阶方法及偏差比较判阶法

等［５］。由于这些方法均牵扯到统计有效性检验的

问题，因此算法相对复杂。

对于ＧＰＳ观测序列，其时相关有两个较为明

显的特性，一是随着观测间隔的增大，其自相关性

一般会逐渐减小；二是其序列间自回归阶数一般

不会太高（如小于５阶）。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一

种使用ＹｕｌｅｒＷａｌｋｅｒ统计序贯估计自回归阶数

及自回归系数的方法。该方法的基本思路为：首

先假定序列自回归阶数为１，之后使用 Ｙｕｌｅｒ

Ｗａｌｋｅｒ统计估计残差序列的一阶自回归系数。

如果该系数小于某个阈值（一般可定为０．３），则

结束估计，并认为自回归阶数为０；否则，将该值

代入原始残差序列计算建模引起的误差，并对误

差的自相关性进行估计，如果自相关系数大于某

个阈值（一般可定为０．３），则认为一阶自回归模

型不足以对残差信号进行建模。此时，将自回归

阶数加１，重新进行上述步骤，直至自相关系数小

于阈值。上述方法计算出的自回归模型与观测序

列自身直接相关，且无需任何人工干预，模型的可

靠性将大大增强。

１．２　时序差分法去除时相关

假定某观测时段观测了狀颗卫星的共计犿

个历元的数据，卫星犻的观测残差序列用犲犻（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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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狋表示观测历元。假定犲犻（狋）的自回归阶数为

２（其他情况可类推），则根据ＡＲ（２）模型的性质，

有：

犲犻（狋）＝ρ犻犲犻（狋－１）＋ρ２犲犻（狋－２）＋狌犻（狋）（１）

式中，狌犻（狋）表示第犻颗卫星在历元狋经过时相关

变换后的双差残差，为纯随机噪声；ρ１、ρ２ 分别为

二阶自回归系数。

假定卫星犻在第狋个历元的观测方程可表示

为：

犾犻（狋）＝犅犻（狋）狓＋犲犻（狋）

根据式（１），狌犻（狋）具有白噪声特性，因此，希望将

残差犲犻（狋）变换为狌犻（狋），即

犾犻（狋）－ρ１犾犻（狋－１）－ρ２犾犻（狋－２）＝

犅犻（狋）狓－ρ１犅犻（狋－１）狓－ρ２犅犻（狋－２）狓＋狌犻（狋）

（２）

　　可见，变换后的观测方程的残差时间独立，满

足普通最小二乘方法的处理要求。类似地，可将

所有犿个历元、狀颗卫星的观测数据根据式（２）进

行变换，其变换矩阵可表示为：

犜＝

犜１１ ０ … ０

０ 犜２２ ０

… …

０ ０ … 犜

熿

燀

燄

燅狀狀

，犜犻犻 ＝

－ρ犻２ －ρ犻１ １ ０ … ０

０ －ρ犻２ －ρ犻１ １ … ０

 

－ρ犻２ －ρ犻１

熿

燀

燄

燅１

式中，犜为（（犿－２）×狀，犿×狀）维矩阵；犜犻犻为（犿－

２，犿）维矩阵；－ρ犻１、ρ犻２分别为第犻颗卫星的二阶

自相关系数。当然，如果不同双差残差序列的自

回归阶数不同，对应的变换矩阵犜犻犻也要进行改

变。

１．３　随机模型迭代处理策略

为了便于讨论，将变换前后的观测方程分别

表示为犾＝犅狓＋犲和犜·犾＝犜·（犅狓＋犲）珋犾＝珚犅狓

＋狌。

需要注意的是，转换矩阵仅对犾、犅以及观测

残差犲有影响，对待估参数狓的特性（如模糊度的

整周特性）并无影响。

对同一颗卫星而言，变换后的双差残差狌（狋）

具有白噪声特性，因此不同卫星间其方差协方差

阵犇可用下式进行估计
［２，６］：

犇＝
１

犿 ∑
犿

狋＝１

狌（狋）狌（狋）Ｔ （３）

　　可见，经过时相关变换后的残差序列不仅时

间独立，而且方差协方差阵可精确求解，从而为

独立处理异方差与时相关问题提供了方便。对于

变换后的观测方程式，由于其方差协方差阵可准

确求解，且观测序列时间独立，因此可以根据经典

最小二乘原理解算出待估参数狓。然而，由式（１）

可知，变换矩阵犜的构建主要依赖于原始的观测

残差犲，而犲的计算又与狓的估值直接相关，因此，

整个计算过程需要迭代求解。迭代步骤为：① 对

于原始观测数据，使用经典最小二乘法估计未知

参数狓及残差；② 使用式（３）估计残差的异方差

特性，并重新估计狓及残差；③ 使用ＹｕｌｅｒＷａｌｋ

ｅｒ方法序贯估计残差自回归阶数及自回归系数，

构造变换矩阵犜，并变换原始观测方程；④ 使用

式（３）计算变换后观测方程的方差协方差阵并估

计狓；⑤ 将估计出的狓重新代入原始观测方程，计

算残差，并重复步骤２～步骤４，直至待估参数狓

及（或）变换后观测方程的方差协方差阵收敛。

２　实验分析

为了验证上述时相关处理方案的可行性，选

取了ＩＧＳ网中两条长度分别约为３ｋｍ（定义为基

线１）和１３ｋｍ（定义为基线２）、有一定多路径效

应影响的基线进行处理，基线两测站上的原始采

样间隔均为５ｓ，测站的真实坐标由ＩＧＳ提供。由

于经过长期观测、融合，以恒星日为周期的多路径

效应可认为已被平滑掉，另外，由于ＩＧＳ测站数

据采用ＧＡＭＩＴ等科研软件处理，较全面地顾及

了各种误差源的影响，坐标成果可作为真实值进

行参考。双差观测方程的构建、模糊度解算以及

时相关问题的处理由笔者自主研发的软件实现。

由于基线的最大长度仅为１３ｋｍ，通过双差可极

大削弱站、星间误差及大气误差，站间误差可认为

仅包含多路径误差。为了比较本文提出的时相关

处理方案与经典数据处理方法的异同，分别采用

两种方法进行了处理。

方法１　忽略观测序列时相关性和异方差

性，使用经典数据处理方法处理观测数据。

方法２　考虑观测序列的时相关性，并根据

本文提供的方法进行迭代处理。

使用两种方法进行数据处理时，采样率均选

择为５ｓ，同时为了保证观测序列的平稳性，采样

时长选择为１０ｍｉｎ。

由于 ＭＩＮＱＵＥ方法是一种理论比较严密的

方差分量估计方法，为了验证本文给出的方差协

方差矩阵估计方法的有效性，笔者随机选取了某

个时段的观测数据，并对两种方法计算出的权阵

１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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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比较，如图１所示。可见，本文所用方法与

ＭＩＮＱＵＥ方法计算出的权阵基本一致（纵坐标表

示权阵中的元素），且计算效率明显提高（ＭＩＮ

ＱＵＥ方法所用时间为３９．４６８ｓ，本方法基本不耗

时间）。

图１　新方法与 ＭＩＮＱＵＥ方法计算效果比较

Ｆｉｇ．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ｗｏＭｅｔｈｏｄｓ

　　图２中的４个子图分别为根据方法１、２计算

出的基线１（图２（ａ）、２（ｂ））和基线２（图２（ｃ）、２

（ｄ））的双差残差序列图，其中，虚线为使用方法１

计算出的双差残差序列，实线为使用方法２计算

出的双差残差序列，其他卫星的残差特性类似，未

绘出。另外，方法２判断收敛的条件为连续两次

迭代计算出的自回归系数变化小于０．０５或方差

协方差矩阵各元素间差异最大不超过０．０００００５

周２。结果表明，方法２收敛速度较快，但较方法

１而言，作业效率有一定下降。

由图２可知，方法１计算出的残差序列含有

明显的系统误差，残差序列抖动较为明显，而方法

２计算出的残差序列一直在０附近抖动，与白噪

声特性相仿。图２中相应双差残差的自相关函数

如图３所示，其中，虚线和实线分表表示方法１、２

计算出的双差残差的自相关函数图。可见，方法

图２　方法１、２计算出的双差残差序列

Ｆｉｇ．２　ＤＤ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ＣｏｍｐｕｔｅｄｂｙＭｅｔｈｏｄｓ１ａｎｄ２

１求出的双差残差在１０个历元之后仍然具有明

显的相关性，而方法２求出的双差残差自相关函

数在第１个历元之后迅速趋于０，与白噪声的特

性相仿。

另外，由于方法２有效剔除了量测信息中系统

噪声的影响，因此，求解出的基线解与真值更加接

近。表１为使用两种方法进行数据处理时输出的

基线向量解（狓，狔．狕）及其中误差（σ狓，σ狔，σ狕）的比较。

可见，根据方法２计算出的基线坐标分量相对于方

法１而言更加逼近于真值。值得注意的是，方法２

计算出的基线中误差特性比方法１略差，之所以出

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方法１给出的中误差是在

未顾及量测数据时相关的情况下求得的，此时求出

的方差特性已经不具备最优线性无偏估计的性质

了，而是一个偏差估计量，由于其人为地忽略了量

测数据的时相关特性而虚假地夸大了待估值的显

著性［６］。因此，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时相关处理在提

高参数估计的显著性与可靠性方面的重要性。

３　结　语

当然，本文仅是对随机模型处理问题的初步

图３　双差残差自相关函数图

Ｆｉｇ．３　ＡＣＦＰｌｏｔｏｆＤＤ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２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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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方法１、２计算出的基线分量相关参数比较／ｍｍ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ｂｙＭｅｔｈｏｄ１，２

Δ狓 Δ狔 Δ狕 σ狓 σ狔 σ狕

基线１
方法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２０ ０．１０ ０．１０ ０．２０

方法２ ０．１０ ０．１０ ０．５０ ０．１９ ０．６０ ０．３８

基线２
方法１－１．４０ １１．７０ －２．３０ ０．６０ ２．１０ ０．９０

方法２ １．００ －９．１０ ２．１０ ０．９０ ３．５０ １．６０

探讨，许多问题仍然需要作更进一步的研究与讨

论。

１）为了去除ＧＰＳ双差残差时相关性，本文

采用了ＡＲ（狆）自回归模型，事实上，观测序列的

时相关性有时可能并不完全符合该模型的统计性

质。针对不同的接收机和不同的数据接收环境，

需要对其特性进行更多的统计计算，否则，错误的

模型会降低文中数据处理方法的有效性。

２）为了获得平稳的观测序列，本文仅处理了

１０ｍｉｎ的观测数据，而经典ＧＰＳ数据处理中通常

需要处理多达几ｈ甚至几ｄ的数据，此时，为了保

障残差序列的平稳性，需要逐段进行数据处理。

３）本文仅在短基线上验证了该方法的可行

性，对于中长基线中的随机模型建模的有效性问

题仍需作进一步的研究与讨论。

致谢：“十·五”重大工程项目———“ＧＰＳ卫

星观测网络”项目组为本文的工作提供了数据和

实验平台，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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