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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狀狌犛犞犚的网络犚犜犓综合误差模型

王新洲１

　舒海翅１

（１　武汉大学测绘学院，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综合利用网络ＲＴＫ中所有基准站的误差信息，在网络ＲＴＫ系统的覆盖范围内，用支持向量机中的

ｎｕＳＶＲ方法建立了一个统一的综合误差模型，并根据此综合误差模型直接改正流动站的实测数据。建模分

析表明，采用该方法能获得较好的流动站定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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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ＲＴＫ也称多基准站ＲＴＫ，是近年来在常

规ＲＴＫ技术、计算机技术、网络通信技术的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一种实时动态定位新技术［１］。它利用

一定区域内多种系统误差之间较强的相关性，根据

多个基准站的已知误差用一定的算法来推算该区

域内任何一处流动站的误差，然后再解算整周模糊

度，并进而得到高精度的定位结果，所以流动站误

差的精确确定关系到流动站定位的精度。

对流动站误差信息的处理方法，目前主要有

三种：① 发送虚拟观测值或改正数的 ＶＲＳ技

术；② 发送区域改正参数的ＦＫＰ技术；③ 综合误

差的内插法［２］。由于综合误差内插法每次都只用

到了离流动站最近的几个基准站的信息，而且每

次都只能计算当次历元的误差改正数，却不能预

测后续历元的误差改正数。针对上述问题，本文

提出了基于ｎｕＳＶＲ的综合误差模型。

１　综合误差模型

１．１　综合误差

根据高星伟博士提出的综合误差的概念［３］，

在忽略双差相位观测噪声的情况下，对基准站犻

和基准站犼可得到如下关于综合误差的公式：

Δ犿狆狇犻犼 ＝λ·Δ犔
狆狇
犻犼 －Δ犚

狆狇
犻犼 －λ·Δ犖

狆狇
犻犼

（１）

由于基准站犻和基准站犼的测站坐标精确已知，

所以整周模糊度Δ犖狆狇犻犼 可以确定，进而可以得到

基准站的双差综合误差Δ犿狆狇犻犼
［３］。

对式（１）求出的基准站综合误差进行建模，就

可以得到流动站的误差改正数。目前，对其建模

的方法主要采用一种改进的综合误差内插法，其

基本思想和综合误差内插法类似，只是把一阶电

离层项从综合误差中分离出来，对这两部分误差

分别作内插，然后把电离层误差项和剩下的误差

项相加得到综合误差［４］。

１．２　狀狌犛犞犚

ｎｕＳＶＲ
［５］是支持向量机［６］中的一种回归模

型。假设某给定的数据集狊（狓犻，狔犻），输入变量和

输出变量分别记为狓犻∈犚
狀，狔犻∈犚

１，犻＝１，２，…，犾，

函数为犳（狓）＝狑
Ｔ狓＋犫，再用ε定义一个ε不敏感

损失函数：

狘狔犻－犳（狓犻，狑，犫）狘＝

０，若狘狔犻－犳（狓犻，狑，犫）狘＜ε

狘狔犻－犳（狓犻，狑，犫）狘－ε，
｛ 其他

通过最小化泛函：

ｍｉｎΤ（狑，ξ
（），ε）＝

１

２
狑 ２

＋犆· νε＋
１

犾∑
犾

犻＝１

（ξ犻＋ξ

犻（ ））

约束条件为：

（（狑·狓犻）＋犫）－狔犻≤ε＋ξ犻

狔犻－（（狑·狓犻）＋犫）≤ε＋ξ

犻

ξ犻，ξ

犻 ≥０，ε≥０，犻＝１，２，…，犾



　第３３卷第２期 王新洲等：基于ｎｕＳＶＲ的网络ＲＴＫ综合误差模型

表２　外推一个历元的预测结果与内插值的比较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ＯｎｅＥｐｏｃｈ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

卫星号 实际误差 模型预测值 预测较差 内插值 内插较差

１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５０９１ ０．００７９０９ －０．０１５４５０ －０．００２４５０

５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７５２０ ０．００４５２０ －０．０３２２４４ －０．０５５２４４

１４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５１３ －０．００８５１３ －０．００２４２８ －０．０２０２４７

１８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４２２３ ０．０１０２２３ －０．０１３２４７ －０．００２３９１

２５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３７９４ ０．００７２０６ －０．０１２５８０ ０．００８４２０

３０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８２０４ －０．０００７９６ －０．０１２３６７ －０．０３１３６７

表３　外推４个历元（１ｍｉｎ）预测结果与内插植的比较

Ｔａｂ．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ｆｏｕｒＥｐｏｃｈｓ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

卫星号 实际误差 模型预测值 预测较差 内插值 内插较差

１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４８３３ －０．０００８３３ －０．０１３４６２ ０．０００５３８

５ ０．０２７ ０．０１７６８０ －０．００９３２０ －０．０４３２８５ －０．０７０２８５

１４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０６３４ －０．０１８６３４ －０．００２４２８ －０．０１０４２８

１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２１０ ０．００４７９０ －０．０２３６２７ －０．０１８６２７

２５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０６５１ ０．００２３４９ －０．００５９５５ ０．０１７０４５

３０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９９３５ －０．０１２０６５ －０．００８６１３ －０．０３０６１３

表４　外推８个历元（２ｍｉｎ）预测结果与内插植的比较

Ｔａｂ．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ＥｉｇｈｔＥｐｏｃｈｓ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

卫星号 实际误差 模型预测值 预测较差 内插值 内插较差

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２２４０７ －０．０１３４０７ －０．０２５８２８ －０．０１６８２８

５ ０．０２８ ０．００３９８９ －０．０２４０１１ －０．０５７６３８ －０．０８５６３８

１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６９５５ －０．０１８９５５ ０．０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９９８

１８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５４１８ ０．００３５８２ －０．０３２６８０ －０．０２３６８０

２５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５２８７ －０．００３２８７ ０．００１３３３ ０．０２３３３３

３０ ０．０２７ ０．０００８４２ －０．０２６１５８ －０．０１３９１３ －０．０４０９１３

当次历元的数据，所以这里比较它们的预测值和

实际误差值的差值。从表２至表４可以看出，５

ｍｉｎ数据建立的模型外推一个历元的精度很高，

基本在１ｃｍ以内；外推１ｍｉｎ的精度整体比内插

的精度要高，其预测精度都在３ｃｍ 内；外推２

ｍｉｎ的精度基本上和内插的精度差不多。随着时

间的增加，外推预测的精度会随之下降，但预测模

型可以在流动站的数据到达数据处理中心之前就

建好，在数据到达之后立即进行预测输出。

３　结　语

本文提出了利用所有基准站的信息建立综合

误差模型的思想，并用支持向量机中的ｎｕＳＶＲ

进行了建模和外推的实验计算。通过和内插模型

的比较可得：① 综合误差模型用几ｍｉｎ的数据建

立一个模型，可以外推预测多个历元的流动站误

差；② 由于综合误差模型应用了所有基准站的信

息，当基准站和流动站所观测到的卫星不尽相同

时，综合误差模型可以作出预测。③ 由于综合误

差模型充分利用了所有基准站的信息，所以最初

的几个历元的预测值精度比内插模型的精度高，

残差一般不超过３ｃｍ，且很多都是 ｍｍ 级的精

度。但具体用多少 ｍｉｎ的数据建模最好以及能

外推多长时间和具体的数据有关，需要通过继续

研究来获得更多的建模经验。④ 对于建模所用

的ｎｕＳＶＲ模型，有几个人为确定的参数，这些参

数对模型的精度影响虽然不大，但还是有一定的

影响，因此，对ｎｕＳＶＲ模型参数的研究可以进一

步提高模型预测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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