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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观测值质量指标的犌犘犛观测量随机模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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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卫星高度角、载噪比及信号强度是反映ＧＰＳ观测值质量的重要指标，基于这些指标的随机模型可进

一步削弱ＧＰＳ残余大气延迟、衍射以及多路径效应等误差的影响，但这些随机模型对不同误差的处理效果具

有一定差异。为合理利用这些随机模型，利用实际观测数据进行了比较计算，结果表明信号强度和载噪比随

机模型的效果基本一致，当观测数据中载噪比输出时，可用信号强度代替载噪比建立随机模型；信号强度和载

噪比随机模型对削弱衍射误差十分有效，而高度角随机模型能更有效地削弱残余对流层延迟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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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于描述观测值与未知参数之间关系的模型

称为函数模型或数学模型；而描述观测值本身统

计特性的模型称为随机模型，主要通过一个适当

的协方差矩阵来进行定义［１］。在ＧＰＳ相对定位

中，观测值的主要误差来源有大气延迟、多路径效

应以及衍射等。由于受经验模型误差以及实际气

象条件的影响，ＧＰＳ双差观测值中仍含有残余大

气延迟误差［２，３］。

现有的随机模型主要可以分为四类：等权随

机模型、基于验后残差的随机模型、卫星高度角随

机模型以及信噪比随机模型［４９］。卫星高度角和

信噪比都能反映出观测值质量，被称为观测值质

量指标。一般地，高度角卫星观测值含有较大的

大气延迟及多路径效应误差，可以根据高度角的

大小给相应观测值定权。基于这种思想，Ｅｕｌｅｒ

等人利用固定的卫星高度角函数模型来计算观测

值方差［１０１２］。高度角随机模型比较简单，不需要

其他信息，同时适用于静态定位与动态定位，现已

被许多科研型或商业ＧＰＳ软件所采用。信噪比

（ｓｉｇｎａｌｔｏｎｏｉｓｅｒａｔｉｏ，ＳＮＲ）是ＧＰＳ接收机输出

的一个副产品，通常用载波信号与噪声的能量密

度比（ｃａｒｒｉｅｒｔｏｎｏｉｓｅｐｏｗｅｒｄｅｎｓｉｔｙｒａｔｉｏ，载噪

比Ｃ／Ｎｏ）来表示。Ｂｒｕｎｎｅｒ等人利用Ｃ／Ｎｏ观测

值建 立 了 ＳＩＧＭＡε 模 型
［１３］和 ＳＩＧＭＡΔ 模

型［１４］，结果表明，该模型能有效地削弱衍射误差

的影响。近几年，许多ＧＰＳ接收机都能输出载噪

比观测值，这为基于载噪比随机模型的推广应用

提供了可能。ＲＩＮＥＸ２．１版本的观测文件中增

加了Ｃ／Ｎｏ值输出选项，但并没有强制要求输出，

除特殊声明外，现有许多接收机厂商提供的数据

转换 程 序 中 默 认 不 输 出 Ｃ／Ｎｏ 值。 但 在

ＲＩＮＥＸ２．０以上版本观测文件中的相位观测值中

的第５位小数为该观测值的信号强度，该值由Ｃ／

Ｎｏ观测值计算而得，取值范围在１～９之间。

１　基于观测值质量指标的犌犘犛随机

模型

１．１　等权随机模型

若不考虑双差观测值间的任何相关性，并认

为所有观测值的精度相等，则方差协方差阵为：

Σ＝σ
２
犇犇犐狀×狀 ＝４σ

２犐狀×狀 （１）

若考虑双差观测值的数学相关性，则相应的协方

差阵可以通过误差传播定律获得，即

Σ＝σ
２

４ ２ … ２

２ ４ ２

 

２ ２ …

熿

燀

燄

燅４ 狀×狀

（２）



　第３３卷第７期 戴吾蛟等：基于观测值质量指标的ＧＰＳ观测量随机模型分析

１．２　高度角随机模型

高度角随机模型是利用以卫星高度角为变量

的函数模型对观测值的方差进行估计，即［１０１２］

σ
２
＝犳（Ｅｌｅｖ） （３）

其中Ｅｌｅｖ为卫星高度角。这些函数模型有指数

函数模型、正切函数模型、余弦函数模型及正弦函

数模型，其中最常用的为正弦函数模型：

σ
２
＝１／（ｓｉｎ（Ｅｌｅｖ））

２ （４）

这一函数模型对低高度角的观测值来说不是最优

的。为了更好地定义低高度角观测值的中误差，

又常采用改进后的正弦函数模型：

σ
２
＝犪

２
＋犫

２／（ｓｉｎ（Ｅｌｅｖ））２ （５）

式中，犪、犫都是经验值，一般取犪＝４ｍｍ，犫＝

３ｍｍ。

１．３　载噪比随机模型

Ｃ／Ｎｏ是载波信号能量与噪声能量在１Ｈｚ

带宽上的比值，它与多路径效应、接收机天线增

益、天线电缆的衰减、卫星信号发射水平以及对流

层延迟有关，通常这个值为４５ｄＢＨｚ。Ｂｒｕｎｎｅｒ

等人利用Ｃ／Ｎｏ观测值建立了ＳＩＧＭＡε随机模

型［１３］，即

σ
２
＝犆犻·１０

－
Ｃ／Ｎｏ
１０ （６）

其中，犆犻可用式（７）计算而得：

犆犻＝犅犻·
λ犻
２（ ）π

２

（７）

式中，犅为相位跟踪环带宽（Ｈｚ）；λ为载波相位波

长（ｍ）。通常取犆犔
１
＝０．００２２４ｍ２Ｈｚ，犆犔

２
＝

０．０００７７ｍ２Ｈｚ。ＧＰＳ相位观测值的信噪比与卫

星的高度角高度相关，当接收机、天线与天线电缆

一定，且无其他信号干扰的情况下，Ｃ／Ｎｏ与卫星

高度角的关系是固定的，可用一个函数关系定义。

当信号发生衍射或其他因素干扰时，其Ｃ／Ｎｏ比

一般情况下相同高度角所对应的Ｃ／Ｎｏ值要更

小。根据这一性质，可对一固定接收机天线组合

在开阔的环境下预先建立高度角与Ｃ／Ｎｏ关系得

模板，然后建立ＳＩＧＭＡΔ模型
［１４］，即

σ
２
＝犆犻·１０

－（Ｃ／Ｎｏｍｅａｓｕｒｅｄ－αΔ
）／１０ （８）

式中，Δ为模板值与实际观测值之间的差值；α为

经验系数，一般取２。

１．４　信号强度随机模型

与高度角随机模型相比，载噪比随机模型的

效果更好，但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接收机都能够

输出Ｃ／Ｎｏ观测值。虽然ＲＩＮＥＸ格式的２．１版

本中增加了Ｃ／Ｎｏ值输出选项，但并没有强制要

求输出，且输出形式还没有明确统一。因此，现有

许多接收机厂商提供的ＲＩＮＥＸ数据转换程序中

默认不输出Ｃ／Ｎｏ值。但在ＲＩＮＥＸ２．０以上版

本的相位观测值中增加了两位小数，其中第５位

小数为该观测值的信号强度，相应的Ｃ／Ｎｏ通过

式（９）计算而得：

犛＝
９，ｉｎｔ（ＣＮｏ／５）＞９

ｉｎｔ（ＣＮｏ／５），｛ 其他
（９）

　　对于犔２ 来说，由于其Ｃ／Ｎｏ值较低，为了统

一犔１ 与犔２ 信号强度的输出值，有些接收机厂商

在犔２ 信号强度的输出值中加一个常量４。载波

相位观测值信号强度实质上就是Ｃ／Ｎｏ的压缩

值，因此，可以利用ＳＩＧＭＡ模型及信号强度值来

确定ＧＰＳ相位观测值的方差，其模型变为：

σ
２
＝犆犻·１０

－
犛
２ （１０）

　　利用高度角、载噪比或信号强度确定了非差

观测值的方差σ
２之后，通过误差传播定律即可求

得双差观测值的协方差阵：

Σ＝

σ
２
犇犇１ 犚２ … 犚２

犚２ σ
２
犇犇２ 犚２

 

犚２ 犚２ … σ
２

熿

燀

燄

燅犇犇狀 狀×狀

（１１）

式中，σ
２
犇犇犻为双差观测值的方差，可用式（１２）求

得；犚２为协方差可用式（１３）求得，即

σ
２
犇犇犻 ＝ （σ

狉
犳）
２
＋（σ

狉
狌）
２
＋（σ

犻
犳）
２
＋（σ

犻
狌）
２ （１２）

犚２ ＝ （σ
狉
犳）
２
＋（σ

狉
狌）
２ （１３）

式中，（σ
狉
犳）
２为固定站上参考卫星非差观测值的方

差；（σ
狉
狌）
２为流动站上参考卫星非差观测值的方

差；（σ
犻
犳）
２为固定站上第犻颗卫星非差观测值的方

差；（σ
犻
狌）
２为流动站上第犻颗卫星非差观测值的方

差。

２　试验结果及比较分析

２．１　试验一

试验地点为香港理工大学教学楼ＣｏｒｅＥ天

台，流动站与参考站相距约１０ｍ。观测时间为

２００５１１０３全天；采用Ｓｅｐｔｅｎｒｉｏ接收机及Ｌｅｉｃａ

扼流圈天线；流动站与参考站的天线电缆长度分

别为３０ｍ和５０ｍ；卫星截止高度角为５°；采样间

隔为１ｓ。数据处理采用作者在香港理工大学自

行开发的ＧＰＳＳＭ数据处理软件的单历元模式进

行解算，直接得到每个历元天线在三个方向的位

移量。处理结果如图１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

高度角模型和ＳＩＧＭＡ模型的位移坐标序列都比

等权模型的要平滑，这说明这两种模型都能有效

地提高ＧＰＳ动态测量的精度。图１（ａ）序列中有

９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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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跳跃现象，引起这种跳跃是由衍射引起的误

差；在图１（ａ）中，这种跳跃现象明显减少，但仍然

存在一些跳跃现象，认为其中大多数衍射误差被

有效地降低是由于发生衍射卫星大部分处在低高

度角，高度角模型给这些低高度角卫星的观测值

都定了较低的权，而对于高度角较大的卫星引起

的衍射误差，高度角模型同样会给该卫星的观测

值定了较高的权，因为此时的衍射误差不能得到

消除或降低，这说明高度角并不能表征衍射误差；

在图１（ｃ）～图１（ｆ）中，很少有跳跃现象发生，这

说明基于信噪比的ＳＩＧＭＡ模型对削弱衍射误差

十分有效，这主要是由于信号发生衍射时，即使高

度角较大时，其信噪比同样都比较低，从而能够更

准确地反映观测值的质量。图１（ｃ）与图１（ｅ）基

本一致，图１（ｄ）与图１（ｆ）基本一致，但图１（ｄ）、图

１（ｆ）比图１（ｃ）、图１（ｅ）更光滑，这说明ＳＩＧＭＡΔ

模型比ＳＩＧＭＡε模型能更多地削弱衍射误差的

影响。

图１　位移坐标序列

Ｆｉｇ．１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ＵｓｉｎｇＤｉｔｆｅｒ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ｓ

表１　不同模型的位移坐标序列的犚犕犛值

Ｔａｂ．１　ＲＭＳ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ｂｙＵｓ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Ｍｏｄｅｌ

ＲＭＳ／ｍｍ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Ｅｌｅｖ ＳＳε Ｃ／Ｎｏε ＳＳΔ Ｃ／ＮｏΔ

犡 ６．３ ４．１ ４．０ ３．９ ４．６ ４．４

犢 ５．５ ２．７ ２．８ ２．８ ２．８ ２．７

犎 １３．４ １１．１ １０．２ １１．０ １０．２ １２．１

　　表１为以上６个不同模型处理结果的位移坐

标序列的ＲＭＳ值。从中可以看出，高度角模型和

ＳＩＧＭＡ模型都大大提高了 ＧＰＳ测量精度，约

３０％。基于信号强度的ＳＩＧＭＡ模型与基于Ｃ／Ｎｏ

的ＳＩＧＭＡ模型的ＲＭＳ值相差不超过０．２ｍｍ，这

说明信号强度可以代替Ｃ／Ｎｏ作为观测值质量的

指标。Ｃ／ＮｏΔ模型在高程方向上的精度略差，是

因为Ｃ／ＮｏΔ模型增大了ＶＤＯＰ值而引起的。

图２中从左至右分别为利用等权模型、高度

角模型、信号强度 ＳＩＧＭＡε模型及信号强度

ＳＩＧＭＡΔ模型以５°、１０°及１５°为截止高度角进行

计算得到的犡、犢 和犎３个方向位移序列的ＲＭＳ

值。从中可以看出，当利用高度角模型或ＳＩＧ

ＭＡ模型时，截止高度角越低，测量精度越高。这

说明通过选择合适的随机模型，可以更多地利用

低高度角卫星的观测值，从而增强卫星分布几何

图形的强度，达到降低卫星分布几何图形结构对

测量精度影响的目的。

图２　不同高度角不同模型的ＲＭＳ值

Ｆｉｇ．２　ＲＭＳ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ｂｙＵｓ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ｕｔｏｆｆ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ｇｌｅｓ

２．２　试验二

试验二参考站在香港理工大学教学楼Ｃｏｒｅ

Ｅ天台，流动站在与参考站相距约２ｋｍ处的一幢

８３层的高楼楼顶上。采用ＴｏｐｃｏｎＧＢ１０００接收

机及ＴｏｐｃｏｎＣＲ３扼流圈天线从２００６０５１７１１：

００～２３：００进行了观测。流动站与参考站的天线

电缆长度分别为３０ｍ和５０ｍ；卫星截止高度角

为５°；采样间隔为１ｓ。利用ＧＰＳＳＭ进行单历元

０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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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算，得出每个方向的位移坐标序列。由于未输

出ＣＮｏ观测值，该试验只对等权模型、高度角模

型及信号强度模型的结果进行了比较，如图３所

示，分别为犡、犢 和犎 三个方向的位移坐标序列。

图３的结果与图１的结果同样表明了高度角

模型和ＳＩＧＭＡ模型都明显优于等权模型。

图３　分别用３种模型计算的位移坐标序列

Ｆｉｇ．３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ｅｒｉｅｓＵｓｉｎｇ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ｓ

表２　利用三种不同模型得到的坐标序列的犚犕犛值

Ｔａｂ．２　ＲＭＳｏｆ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Ｐｏｉｎｔ犅Ｕｓｉｎｇ

Ｔｈｒｅ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ｓ

ＲＭＳ／ｍｍ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Ｍｏｄｅｌ ＥｌｅｖＭｏｄｅｌ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Ｍｏｄｅｌ

犡 ９．２ ５．３ ６．６

犢 １０．０ ６．１ ７．１

犎 ２０．６ １３．９ １６．５

从表２看出，高度角模型和ＳＩＧＭＡ模型的

精度都提高了约３０％，但与表１结果不同的是高

度角模型略优于ＳＩＧＭＡ模型。我们认为引起这

一现象的原因是，流动站与参考站的距离相对较

远且高差达２２５ｍ，因而存在较大的对流层延迟

残余误差，在进行对流层延迟改正时，投影函数将

产生较大的残余误差，而高度角模型与对流层延

迟的投影函数基本一致，因此，高度角模型更能有

效地削弱对流层残余误差的影响。

３　讨　论

高度角与大气延迟误差高度相关，因此，基于

高度角的随机模型可以有效地削弱大气残余误差

的影响。另外，由于一般低高度角卫星的多路径

效应相对更严重，所以高度角随机模型同时还可

以部分地削弱多路径效应的影响。但多路径效应

十分复杂，且主要与ＧＰＳ的观测环境有关，而与

高度角的相关性较小，因此，高度角随机模型对削

弱多路径效应误差十分有限。当高度角较小时，

Ｃ／Ｎｏ一般也较低，这主要是因为低高度角卫星

信号所经过的大气层密度较大且路径较长，而使

得其信号衰减较多所致，所以信噪比随机模型也

能够有效地削弱大气残余误差。与高度角相比，

Ｃ／Ｎｏ更能够反映观测值的质量，尤其是当信号

发生衍射时，其卫星的高度角可能比较大，但其

Ｃ／Ｎｏ则比正常情况下要小。所以总体来说，信噪

比随机模型要优于高度角随机模型。遗憾的是，当

卫星信号发生衍射时，Ｃ／Ｎｏ值并不是随之马上变

小，而是往往有一段时间的滞后，这样导致发生衍

射时的权定义过大，而未发生衍射时的权又定义过

小。典型的由多路径效应引起的双差观测值误差

曲线是最大振幅为１／４波长、均值接近０的振荡曲

线，Ｃ／Ｎｏ测量值减去Ｃ／Ｎｏ模板值后的序列曲线

也近视０均值的振荡曲线，但这两条曲线并不完全

重合，而是有一个时间延迟，这个时间延迟量是所

有多路径分量的一个函数值，当反射信号个数未

知时，时间延迟量很难被模型化［１５］。因此，为了

进一步地提高ＧＰＳ动态定位的精度，载波相位观

测量的随机模型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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