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犌犘犛单频精密单点定位软件实现与精度分析

张小红１　李星星１　郭　斐１　张　明１

（１　武汉大学测绘学院，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建立了半和改正单频精密单点定位的数学模型，利用单频载波相位与Ｃ／Ａ码伪距观测值，综合考虑

各种误差改正模型，开发了单频精密单点定位解算模块ＴｒｉＰＳＦ，利用不同运动状态的实测数据进行了静态、

静态模拟动态、车载动态及机载动态定位试验。试算结果表明，单天静态平面与高程定位精度均达到ｃｍ级，

略低于当前双频精密单点定位的精度；动态定位平面位置精度为０．２～０．３ｍ，高程方向为０．５ｍ，能够满足

ｄｍ级的定位要求。另外，动态定位精度与载体机动性的强弱有一定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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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密单点定位技术（ｐｒｅｃｉｓｅｐｏｉｎ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ＰＰＰ）是当今国际上卫星精密定轨与定位的一个研

究热点，并已在ＧＩＰＳＹ软件中实现
［１］。国内外众

多学者对ＰＰＰ技术展开了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

研究成果［２７］。目前，关于ＰＰＰ的研究主要是基于

双频观测值，并已经实现了静态ｍｍｃｍ、动态ｃｍ

ｄｍ级的定位精度。但由于单频接收机成本低，在

当前卫星导航与定位领域仍拥有大量的用户，因

此，使用廉价的单频接收机来实现高精度单机定位

是许多导航定位用户所追求的。现已有不少学者

开展了ＧＰＳ单频ＰＰＰ的研究工作
［８，９］。笔者在已

有的双频精密单点定位软件平台ＴｒｉＰ的基础上，

研制开发了单频精密单点定位处理模块ＴｒｉＰＳＦ，

实现了单频精密单点定位的算法和软件。

１　单频精密单点定位数学模型

１．１　单频精密单点定位观测方程

ＧＰＳ载波相位观测方程与伪距观测方程可

写为［１０］：

φλ＝ρ＋犮（ｄ狋－ｄ犜）＋犞ｉｏｎ＋犕·狕狆犱＋犪犿犫＋ξφ

珓ρ＝ρ＋犮（ｄ狋－ｄ犜）－犞ｉｏｎ＋犕·狕狆犱＋ξ狆

式中，φ为载波相位观测值；λ为载波波长；珓ρ为伪

距观测值；ρ为卫星与接收机之间的几何距离；犮

为光速；ｄ狋为接收机钟差；ｄ犜为卫星钟差；犞ｉｏｎ为

电离层延迟；狕狆犱为天顶对流层延迟改正；犕 为

投影函数；犪犿犫为载波相位模糊度；ξφ、ξ狆 分别表

示载波相位和伪距的观测噪声。

鉴于测距码伪距观测值和载波相位观测值受

到的电离层延迟误差的大小相等、符号相反，采用

相位／伪距半和法，联立单频伪距观测方程得：

珓ρ
犻
＋φ

犻
λ

２
＝ρ

犻
＋犮（ｄ狋－ｄ犜

犻）＋犕·狕狆犱
犻
＋

犪犿犫犻

２
＋ξ

狆＋ξφ
２

珓ρ＝ρ＋犮（ｄ狋－ｄ犜）－犞ｉｏｎ＋犕·狕狆犱＋ξＣＡ

式中，ξＣＡ为 Ｃ／Ａ 码噪声。上述半和组合“观测

值”不仅消除了电离层的低阶项，而且也将伪距观

测值的噪声降至原始伪距观测噪声的一半。

１．２　数据预处理

目前，比较有效的周跳探测方法大都是基于

双频观测值的，如 ＭＷ 组合探测法、电离层残差

法等。而单频接收机通常只能接收伪距观测值、

单频载波相位及多普勒观测值，因此无法组成 Ｍ

Ｗ 组合等。目前适用于单频相位观测值周跳的

探测与修复方法主要有高次差法、多项式拟合法、

多普勒法、小波变换法和卡尔曼滤波法等。本文

综合使用多普勒法与多项式拟合法进行周跳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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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由于非差相位数据中周跳的修复比探测更为

困难，即使对于双频观测值，也很难准确地修复，

因此，在ＴｒｉＰＳＦ的预处理模块中，只探测周跳，

不进行修复。如果探测出周跳，则在相应的历元

新增一个模糊度参数。

１．３　误差改正

１．３．１　电离层时延改正

由于单频ＰＰＰ无法通过双频组合观测值消

除电离层延迟误差的影响，因此，电离层延迟误差

是单频ＰＰＰ最主要的误差源之一。目前，单频电

离层改正模型主要有Ｋｌｏｂｕｃｈａｒ模型、格网模型、

球谐模型及ＩＲＩ模型等。本文综合使用相位／伪

距半和改正模型与格网改正模型来削弱电离层延

迟误差的影响。对于相位观测方程，由于格网模

型本身的精度有限，无法满足高精度定位的要求，

因此使用半和改正法进行改正。对于伪距观测方

程，由于伪距的噪声比较大，在单频ＰＰＰ的数据

处理中，单纯的伪距观测值对定位结果的贡献不

大，使用格网模型进行改正即可满足精度要求。

１．３．２　硬件延迟偏差改正（ＤＣＢｓ）

不同类型的测距码以及不同频率的载波所引

起的硬件延迟不同，设犆１、犘１、犘２对应的硬件延迟

分别为犅犆
１
、犅犘

１
、犅犘

２
，硬件延迟偏差犅犘

１
犘
２
、犅犘

１
犆
１

最大可达十几个ｎｓ
［１１］，相当于几 ｍ，这对于单频

ＰＰＰ精度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由于ＩＧＳ发布

的精密钟差产品是利用无电离层组合观测值得到

的，因此对于单频用户而言，为正确使用ＩＧＳ精

密钟差产品，必须在卫星钟差上加上一个改正数：

Δ狋＝犿·犅犘
１
犘
２
＋狀·犅犘

１
犆
１

ＩＧＳ以一个月为周期发布ＧＰＳ卫星的改正基数

犅犘
１
犘
２
、犅犘

１
犆
１
，用户通过上式即可计算出不同观

测值或组合观测值的ＤＣＢｓ。

１．３．３　其他误差改正

卫星轨道误差及钟误差由于采用了ＩＧＳ的

精密星历和精密钟差，其影响可以忽略；对流层时

延改正采用参数估计ＺＰＤ的方法，经 Ｎｉｅｌｌ投影

函数改正到信号传播路径方向上。此外，还必须

考虑如地球自转、相对论效应、卫星天线相位中心

偏差、引力延迟、固体潮、海洋潮、天线相位缠绕等

一系列误差的影响，这些误差的改正模型与双频

ＰＰＰ的误差模型一致。

２　解算策略及软件实现

２．１　待估参数

单频ＰＰＰ中，所有待估参数主要包括４个测

站参数（其中３个位置参数、１个钟差参数）、模糊

度参数犖犪犿犫个（犖犪犿犫≥４）、对流层延迟参数犖狕狆犱。

总待估参数个数犛可用下式表示：

犛＝４×犽＋犖犪犿犫＋犖狕狆犱

对于静态定位，犽＝１；对于动态定位，由于接收机

天线位置及钟差在每个历元都在变化，因此犽为

有效历元数。

２．２　参数估计

目前，对于后处理的ＰＰＰ参数估计，主要有

卡尔曼滤波法和最小二乘法。如果所给先验信息

不合适，卡尔曼滤波往往容易造成发散，定位结果

会严重偏离真值。ＴｒｉＰＳＦ软件采用了改进的最

小二乘算法（递归最小二乘法）估计，其核心思想

是对上述不同参数分类递归处理，避免了巨大的

法方程组成及求解，极大地提高了计算机的运行

效率［６］。

２．３　解算流程

单频精密单点定位解算包括数据预处理模

块、误差改正模块以及参数估计模块。具体的解

算流程如图１所示。

图１　单频精密单点定位软件ＴｒｉＰＳＦ解算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ＴｒｉＰＳＦ

３　定位结果与精度分析

３．１　数据准备

为了比较和分析单频ＰＰＰ在不同运动状态

及机动性条件下的精度情况，本文分别进行了静

态、静态模拟动态、车载动态、机载动态试验。静

态与静态模拟动态的数据随机选取了ＩＧＳ的两

个地面跟踪站———北京房山站（ＢＪＦＳ）和加拿大

阿尔昆琴站（ＡＬＧＯ）、采样间隔为３０ｓ的４组单

天观测数据。考虑到数据的易获取性，仅从原始

４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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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频观测文件中提取单频观测值使用；动态数据

分别为车载动态和机载动态观测数据，考虑到与

差分解的比较，故使用双频观测文件中的单频数

据。从ＩＧＳ的分析中心下载了对应时段的事后

精密星历文件（ＳＰ３格式）、３０ｓ采样间隔的卫星

钟差文件、全球格网电离层图。

３．２　分析方案

对于静态与静态模拟动态试验，由于ＢＪＦＳ

与ＡＬＧＯ站的真实坐标已知，通过比较由ＴｒｉＰ

ＳＦ软件解算得到的结果和真实坐标之间的差异，

并将其转换至犖、犈、犝 三个方向来评价单频ＰＰＰ

在各个方向的外符合精度。对于车载动态以及机

载动态试验，由于无法准确获知载体在其运行轨

迹上各历元的真实位置，为了验证单频ＰＰＰ的动

态精度，同时采用ＧｒａｆＮａｖ软件对车载与机载的

双频观测值进行差分解算，得到运动载体在各历

元的高精度事后双差动态解（ｃｍ级），并视作参考

真值。将ＴｒｉＰＳＦ计算的结果与双频差分解相比

较，其互差即可认为是单频精密单点定位的误差，

并从外符合ＲＭＳ与标准差两方面来评价和分析

当前单频动态ＰＰＰ所能达到的精度水平。

３．３　静态试验

采用ＴｒｉＰＳＦ分别计算了ＢＪＦＳ、ＡＬＧＯ两站

２００８年１月１５日、１８日、２１日及３月９日的单频

静态定位结果，并与这两个跟踪站的真实坐标相比

较，得到在犖、犈、犝三个方向上的偏差如表１所示。

表１　犅犑犉犛／犃犔犌犗站静态解算犖、犈、犝 方向的偏差／ｍ

Ｔａｂ．１　犖，犈，犝Ｂｉａｓｏｆ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ＢＪＦＳ／ＡＬＧＯｉｎＳｔａｔｉｃＭｏｄｅ

日期
ＢＪＦＳ ＡＬＧＯ

ｄ犖 ｄ犈 ｄ犝 ｄ犖 ｄ犈 ｄ犝

０８０１１５－０．０２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８ －０．０３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４０

０８０１１８－０．０２０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７ －０．０３２

０８０１２１－０．０２０ ０．０６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４

０８０３０９－０．０４３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６ －０．０４３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０

　　从表１可以看出，单频ＰＰＰ的单天静态解在

犖、犈、犝 三个方向的精度均在ｃｍ级，除ＢＪＦＳ站

在１月２１日东方向的偏差达到６ｃｍ左右，其他

时段所有方向的误差均优于５ｃｍ。在一定程度

上，使用单频接收机也能够达到与双频精密单点

定位相当的精度。从测站方面考虑，两个跟踪站

均处于中低纬度地区（３９°～４６°），纬度差异不大，

采用电离层格网模型改正的效率比较接近，ＢＪＦＳ

与ＡＬＧＯ之间的定位精度不存在明显的差异。

不过，测站的纬度及接收机类型的不同都有可能

导致定位精度有所差异。

３．４　静态模拟动态试验

由于基准站的坐标精确已知，因此用静态数

据模拟动态解算可以作为检验动态单频ＰＰＰ的

精度。为此，采用ＢＪＦＳ站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１日与

ＡＬＧＯ站２００８年１月１５日的３０ｓ采样间隔的

单天静态观测数据模拟动态数据进行单频ＰＰＰ

试验。将定位结果与已知的真实坐标进行比较，

得到测站各历元的定位误差在犖、犈、犝 三个方向

的差值ｄ犖、ｄ犈、ｄ犝，并绘制误差时序图，如图２

所示。

图２　ＢＪＦＳ与ＡＬＧＯ站静态模拟动态ＴｒｉＰＳＦ解算结果

与已知坐标在犖、犈、犝 分量的差值

Ｆｉｇ．２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Ｂｉａｓｏｆ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ＢＪＦＳ／ＡＬＧＯ

ＵｓｉｎｇＴｒｉＰＳＦｉｎＳｔａｔｉｃＣａｓｅ

图２显示，采用静态模拟动态解算，ＢＪＦＳ与

ＡＬＧＯ两站的单频精密单点定位误差在犖、犈方

向为０．１～０．２ｍ左右（９５％）；犝 方向的偏差稍

大，但基本上也能保证在０．２～０．４ｍ以内，且绝

大多数历元优于０．２ｍ。静态模拟动态可看作是

一种特殊的匀速状态模拟（速度和加速度为零），

近似等效于低动态条件，此时可以认为其单频精

密单点定位的平面精度能达到０．１～０．２ｍ，高程

方向达到０．２～０．４ｍ。但实际采集的动态数据

往往不如静态条件下采集的数据质量好，它受周

跳及多路径误差的影响可能更为严重。因此，上

述精度应该是在比较理想的条件下获得的，实际

的动态定位精度可能要稍低于这个精度指标。

３．５　车载动态试验

车载动态试验数据从当地时间的１５：５５至

１６：１３，历时１８ｍｉｎ，数据采样间隔为１ｓ，汽车行

驶轨迹如图３（ａ）所示，ＴｒｉＰＳＦ的单频定位的结

果同ＧｒａｆＮａｖ软件的双差解在犖、犈、犝 方向的互

差如图３（ｂ）所示。

车载动态试验结果表明，犖、犈方向的偏差仅

为０．１ｍ左右，且在１６：００以后，误差曲线非常平

滑；犝 方向的偏差相对较大，在观测时段前３～５

ｍｉｎ，最大偏差可达０．６ｍ左右，并且波动也较为

剧烈，５ｍｉｎ之后，犖 方向的误差逐渐减小，并趋

于平稳，大致为０．２～０．３ｍ。其原因主要在于：

① 从图３（ａ）可以看出，前一段时间，汽车处于盘

绕状态，频繁的制动与启动（载体的机动性较强）

５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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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其定位误差偏大；而后一段时间，汽车的行驶

路线近似为直线，汽车的机动性不如之前强，定位

结果相对好些。② 随着观测时间的延长，模糊度

逐渐收敛。此外，在解算过程中，还发现观测数据

的周跳较少，这样也使得解算结果特别是后一段

时间相对较光滑。

另外，此次车载试验的数据来源于极地（北

极），高纬度地区的卫星覆盖能力比较有限，因此，

对于覆盖条件良好的中低纬地区而言，卫星的空间

几何图形强度更好，单频ＰＰＰ的精度可能会相对

更高。因此，对于中等机动性的载体而言，单频ＰＰＰ

的平面精度达到０．１～０．２ｍ，垂直方向优于０．５ｍ。

３．６　机载动态试验

机载试验数据从当地时间的６：４０至７：３５，

历时５５ｍｉｎ，数据采样间隔为１ｓ，飞机飞行轨迹

如图４（ａ）所示，ＴｒｉＰＳＦ的动态定位的结果与双

频差分解的互差如图４（ｂ）所示。

飞行轨迹显示，整个飞行过程基本上处于两

图３　车载动态试验ＴｒｉＰＳＦ解算结果

与双差解的坐标在犖、犈、犝 方向的差值

Ｆｉｇ．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ＢｉａｓｏｆＣａｒｂｏｒｎｅＴｅｓｔ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ｒｉＰＳＦａｎｄＧｒａｆＮａｖｉｎ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Ｍｏｄｅ

图４　机载动态试验路线及结果比对

Ｆｉｇ．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ＢｉａｓｏｆＡｉｒｂｏｒｎｅＴｅｓｔ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ｒｉＰＳＦａｎｄＧｒａｆＮａｖｉｎ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Ｍｏｄｅ

种不同的状态，即盘旋与折返。图４（ｂ）中，高程

方向犝 的偏差有两次较大的跳跃，一次是在７：１０

左右，另一次是在７：２５左右，这恰好与飞机的机

动性变化相吻合，飞机在上空盘旋（强机动性）了

将近３０ｍｉｎ左右（６：４０至７：１０），开始直线飞行

（机动性较弱），１５ｍｉｎ后（７：２５），又换了另一条

直飞路线，其对应的精度变化再次反映了载体机

动性的强弱对定位结果的影响，尤其是高程方向

受载体机动性的影响最为显著。总体来说，机载

动态定位平面方向的精度大致为０．２～０．３ｍ，高

程方向为０．５ｍ左右。

３．７　外符合精度统计与分析

对于上述４种不同的状态，分别对其进行平

均偏差与ＲＭＳ统计，从外符合精度角度来表征

单频精密单点定位的精度。计算各种状态对应不

同方向上互差的均值、２倍ＲＭＳ（９５％置信区间）

及去平均偏差后２倍标准差（２ＲＭＳ，９５％置信

区间），统计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不同状态犖、犈、犝 三个方向的外符合精度／ｍ

Ｔａｂ．２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Ｆｉｔｔｉｎｇ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ｆ４Ｔｅｓｔｓｉｎ犖犈犝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ｍ

犖 犈 犝

偏差均值 ２ＲＭＳ ２ＲＭＳ 偏差均值 ２ＲＭＳ ２ＲＭＳ 偏差均值 ２ＲＭＳ ２ＲＭＳ

静态 －０．０２５ － － ０．０１０ － － ０．０１９ － －

静态模拟动态 －０．００９ ０．０８４ ０．０８２ －０．０１０ ０．１１６ ０．１１６ ０．０２９ ０．１７４ ０．１６４

车载动态 ０．０８０ ０．１６７ ０．０４７ －０．０９４ ０．１９７ ０．０５９ －０．２６９ ０．５５０ ０．１５０

机载动态 －０．０７７ ０．２１６ ０．１５０ －０．３００ ０．６１８ ０．１４２ ０．１５７ ０．５３０ ０．４２８

　　 从表中不难发现，对于静态单频ＰＰＰ而言，

平面与高程方向的精度均为几ｃｍ，并且水平与垂

直方向的差异不大。采用静态模拟动态定位误差

的均值同静态相似，仅为１～２ｃｍ，２ＲＭＳ值在

０．１ｍ左右，高程方向较水平方向大１倍左右。

车载与机载试验表明，中速行驶的车载与高速飞

行的机载定位误差在统计上有一定的差异，但并

不特别显著，其平面方向的精度均为０．２～０．３

ｍ，高程方向优于０．５ｍ。

理论上，在相同的采样率下，机动性越强，观

测数据更易受到周跳及多路径误差的影响，导致

其观测数据质量不高，定位结果相对较差。事实

也证明，机动性更强的车载与机载的定位精度明

显次于机动性相对较弱的静态与静态模拟动态的

定位精度。此外，采样率的大小对定位精度，尤其

是高机动性载体的单频精密单点定位精度也会有

较大的影响，在此不予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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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语

由于本文的试验部分所涉及到的单频数据是

从双频接收机中提取的单频观测值，双频接收机和

单频接收机在性能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使用双频

接收机所获取的数据质量通常要优于单频接收机，

因此，在实际应用中，使用由单频接收机所获取的

单频数据进行单频精密单点定位时，其精度水平应

略低于上述精度指标。尽管如此，单频精密单点定

位仍有许多值得改进与提高的地方，如多普勒法探

测周跳对采样率有较为苛刻的要求，当采样率较低

时，利用多普勒观测值计算的相位变化可能无法反

映历元之间相位观测值的实际变化情况，造成较

大的探测粗差，这就需要寻求更为有效的周跳探

测方法。此外，基于单频观测值的电离层改正模

型仍需进一步优化，提高其改正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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