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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犌犘犛犘犘犓／犘犘犘的长距离潮位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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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ＧＰＳＲＴＫ技术在近距离潮位测量中已得到了应用，但因无线电传播距离的局限，难以实施长距离潮

位测量。给出了基于ＧＰＳ载波相位后处理技术（ｐｏｓ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ＰＰＫ）和精密单点定位技术（ｐｒｅ

ｃｉｓｅｐｏｉｎ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ＰＰＰ）的长距离潮位测量的思想和方法，并通过实验对其进行了验证，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关键词：ＧＰＳ潮位测量；滤波；ＰＰＫ；ＰＰＰ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８．４２；Ｐ２２９．３

　　ＰＰＫ技术和ＰＰＰ技术日趋成熟，在动态情

况下，８０ｋｍ范围内，ＰＰＫ的平面位置精度可以

达到５ｃｍ以内，高程精度也可以达到１０ｃｍ以

内；ＰＰＰ不受作用距离的局限，在动态情况下，平

面定位精度可以达到ｃｍ级，垂直方向定位精度

可以达到１０ｃｍ左右
［１］。这些技术为远距离潮位

测量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保障。为解决长距离潮位

测量的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ＰＰＫ／ＰＰＰ的

长距离潮位测量方法。

１　高精度长距离动态犌犘犛定位

１．１　犘犘犓定位

在ＰＰＫ工作模式下，基准站和流动站只需将

ＧＰＳ的原始数据记录下来，无需在站间进行实时

数据通讯。事后，利用ＩＧＳ提供的精密星历、原

始记录数据和基准站的已知坐标，解算出基准站

的相位改正数。由于基准站和流动站间的定位误

差具有很好的空间相关性，因此，利用基准站的相

位改正数对流动站的相位观测数据进行改正，进

而获得流动站的准确三维位置。载波相位观测的

校正值Δ狊可描述为：

Δ狊＝犚
犻
０－［λ犖

犻
０（狋）＋λ犆

犻
０（狋）＋φ

犻
０（狋）］ （１）

式中，犚犻０ 为依据精密星历提供的第犻颗卫星在狋

时刻的准确在轨位置与基准站的已知坐标计算而

得的基准站与卫星真实距离；犖犻０（狋）为基准站起

始相位模糊度；犆犻０（狋）为基准站起始历元至观测历

元的相位整周数；φ
犻
０（狋）为基准站相位观测的小数

部分；λ为波长。

将校正值带入载波相位观测方程，可得：

λ犖
犻
狉（狋）＋λ犆

犻
狉（狋）＋φ

犻
狉（狋）＋Δ狊＝ ［（犡犻（狋）｛ －

犡狉（狋）］
２
＋［（犢

犻（狋）－犢狉（狋））］
２
＋［（犣

犻（狋）－

犣狉（狋））］｝２
１
２

＋ｄρ （２）

式中，犖犻狉（狋）为流动站起始相位模糊度；犆
犻
狉（狋）为流

动站起始历元至观测历元的相位整周数；φ
犻
狉（狋）为

流动站相位观测的小数部分；ｄρ为同一观测历元

各项残差。

从式（２）中未知数的个数可知，只要流动站接

收机和基准站接收机均观测了４～５颗以上的在

视ＧＰＳ卫星，利用最小二乘法即可算出在航ＧＰＳ

的三维位置。

ＰＰＫ区别于ＲＴＫ技术的最大优势在于可以

事后采用ＩＧＳ提供的精密星历进行数据后处理，

因此大大提高了其精度和作业距离。为了确保

ＰＰＫ作业模式的准确性和整周模糊度的准确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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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在进行ＧＰＳ潮位观测以前，需在码头进行不

低于５ｍｉｎ的初始化测量。

ＧＰＳＰＰＫ定位技术虽然相对 ＧＰＳＲＴＫ技

术提高了作用距离，不再受无线电传播距离的影

响，但仍受局域差分误差相关思想的局限，定位误

差将随作用距离的增大而增大。

１．２　犘犘犘定位

与ＰＰＫ、ＲＴＫ技术不同，ＰＰＰ作业无需基准

站，本文所采用的ＧＰＳ潮位测量数据处理采用事

后处理模式。首先利用全球若干ＩＧＳ跟踪站的

ＧＰＳ观测数据计算出精密卫星轨道参数和卫星

钟差，然后以此为基础对单台接收机采集的相位

或伪距观测值进行非差定位处理，其主要计算过

程是：采用双频观测值消除了电离层影响，利用卫

星钟差估计值削去卫星钟差项，ＧＰＳ卫星坐标可

以用精密星历计算得出，通过采用双频无电离层

组合观测值组成观测方程：

珟犚犼犻（狋）＝ρ
犼
犻，０（狋）－［犾犼犻（狋）犿犼犻（狋）狀犼犻（狋）］·

［δ犡犻　δ犢犻　δ犣犻］
Ｔ
＋δρ犻（狋）－λ犖

犼
犻 （３）

珟犚犼犻（狋）＝λφ
犼
犻（狋）－Δ犼犻，犐

狆
（狋）－Δ犼犻，犜（狋） （４）

φ
犼
犻（狋）＝ｉｎｔ（φ）犻＋犉狉（φ）犻 （５）

式中，λ为波长；Δ犼犻，犐
狆
（狋）为电离层延迟；Δ犼犻，犜（狋）为

对流层延迟；δρ犻（狋）为卫星钟差估计量；犖
犼
犻 为整周

模糊度；ｉｎｔ（φ）犻为整周计数；犉狉（φ）犻为不足一周的

部分。

上述模型中，电离层延迟可以通过双频观测

值消除，对流层延迟运用 Ｈｏｐｆｉｅｌｄ或Ｓａａｓｔａｍ

ｏｉｎｅ模型消除。在动态载波相位测量时，一般进

行初始化测量，即在动态用户航行之前，需要进行

２０ｍｉｎ左右的静态测量，精确地计算出整周模糊

度犖犼犻。当动态用户航行后，将解算出的整周模糊

度视为已知值。因此，只要ＧＰＳ接收机能够始终

保持不中断的多普勒计数，即不发生周跳，则可以

利用上述模型作为观测方程解出测站的三维位

置。此外，ＰＰＰ定位中，许多误差不能像相对定

位那样得到消除，加之定位的精度要求又比较高，

所以必须对可能影响定位精度的各种误差精确地

进行修正。经过上述各种改正得到的事后处理精

度，在平面位置可以达到ｃｍ级，垂直方向也可以

达到１０ｃｍ。

２　犌犘犛犘犘犓／犘犘犘潮位测量中仪器

设备的安置

　　仪器选取时，鉴于ＰＰＰ技术需要双频观测值

进行电离层延迟消除，在ＧＰＳ潮位观测中，ＧＰＳ

接收机选用双频接收机。架设过程中，考虑到

ＰＰＫ属于差分 ＧＰＳ技术，应当在岸边已知控制

点上架设基准站。流动站则尽量架设于测船的重

心位置，且与姿态传感器中心位置重合，基准站与

流动站的采样率保持一致。测量开始前，应当严

格量测基准站的天线高以及流动站ＧＰＳ天线在

船体坐标系下的坐标。在ＧＰＳ在航潮位测量的

同时，还进行了传统的潮位站潮位观测，以用于后

续ＧＰＳ潮位测量成果的评定。仪器架设的原理

如图１所示。

图１　ＧＰＳ潮位观测中仪器设备的架设

Ｆｉｇ．１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ｓＵｓｅｄ

ｆｏｒＧＰＳＴｉｄａｌＬｅｖｅｌ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

３　犌犘犛犘犘犓／犘犘犘潮位解算

ＧＰＳ潮位解算的基本思想是：利用ＧＰＳ测量

获得ＧＰＳ天线处瞬时三维坐标，并结合其在船体

坐标系（ｖｅｓｓｅｌｆｒａｍｅｓｙｓｔｅｍ，ＶＦＳ）下的坐标、海

面相对ＶＦＳ原点的垂直距离，获得海面的瞬时高

程，并通过一定的滤波处理，最终获得在航潮位。

３．１　姿态改正

测船航行时，由于风浪的作用会发生横摇狉、

纵摇狆等姿态变化。这些变化改变了ＧＰＳ天线

在理想ＶＦＳ下的坐标，为了获得准确的瞬时海面

高程，必须首先进行姿态处理。姿态参数利用

ＭＲＵ（ｍｏｔｉｏｎ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ｕｎｉｔ）获得，姿态改正在

船体坐标系下进行。理想情况下（狉、狆和航向犺

均为０），若ＧＰＳ天线在ＶＦＳ下的坐标为（狓０，狔０，

狕０），受船姿影响变化为（狓，狔，狕），忽略航向偏差

的影响（该偏差不影响狕的变化），则实际杠杆臂

为：

［狓　狔　狕］
Ｔ
＝犚狆犚狉［狓０　狔０　狕０］

Ｔ （６）

由ＧＰＳ确定的海面瞬时高程犎狉为：

犎狉 ＝犎ＧＰＳ－狕－犺 （７）

式中，犎ＧＰＳ为 ＧＰＳ天线处的瞬时大地高；犺为动

态吃水改正加静态吃水改正。

３．２　高程基准转换

ＧＰＳ测定的是大地高，而潮位多用海图基准

１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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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表示。因此，需把大地高转换为海图基准高。

海图深度基准面的建立通常是相对于当地平均海

面的，并与岸边的已知水准点进行了联测。

ＷＧＳ８４椭球面与海图深度基准面之间的转换，

需要通过两步来实现。

１）椭球面与似大地水准面之间的转换。利

用ＧＰＳ网中具有一定密度和数量的ＧＰＳ／水准点

的高程和平面坐标（犅，犔），可建立如下几何模型

表示整个网区高程异常ζ（犅，犔）的分布和变

化［２，３］：

ζ（犅，犔）＝犳（犅，犔） （８）

式中，犳（犅，犔）为由已知点的平面坐标与高程异常

拟合得出的高程异常函数模型。

２）由于海图深度基准的定义是离散的且具

有很强的地域特征，因此，要实现二者之间的转

化，需要建立一个连续的海图高程基准模型。该

模型可以通过线性内插的办法获得。如图２所

示，已知相邻两个海图基准定义点犇１（狓１，狔１）和

犇２（狓２，狔２），则该区域范围内任意一点犕１（狓，狔）

在两已知点连线上的投影为犕２（狓，狔）。犕２到点

犇１ 的 距 离 为 犛１，到 点 犇２ 的 距 离 为 犛２，则

犕１（狓，狔）的海图深度基准为：

Δ犺＝犺１＋犛１×（犺２－犺１）／（犛１＋犛２） （９）

式中，犺１和犺２分别为两个已知点的海图深度基

准。

在获得海图深度基准的模型后，再通过式

（１０）即可实现 ＷＧＳ８４大地高到海图高的转换，

犎 ＝犎狉－ζ－Δ犺 （１０）

　　对于潮位站远离岸边的情况，采用压力式验

潮仪和ＧＰＳ验潮相结合的方法，通过长时间的观

测，利用两种方法确定的潮位特征面（平均海面或

理论深度基准面）间的关系，直接建立海图基准高

与 ＷＧＳ８４大地高间的转换关系，从而实现在航

ＧＰＳ潮位结果向海图基准高程的转换。

图２　线性内插

Ｆｉｇ．２　Ｌｉｎｅａｒ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

３．３　测船处犌犘犛瞬时潮位的确定
［４］

在航ＧＰＳ所测点的高程变化是瞬时的，随着

海水的起伏而变化，而潮位反映的是一个变化相

对稳定的水位面。事实上，海面的瞬时高程犎 包

含了对实际潮位起伏变化的反映，即瞬时海面犎

是潮汐犜 和波浪狑 综合作用的结果。ＧＰＳ所测

的高程变化是瞬时的，为了获得实际潮位，就必须

从潮位观测量中消除波浪的影响。

为了从ＧＰＳ观测的瞬时海面高程中提取出

水位，需要考虑瞬时海面这一综合波中各波段信

号的频率特征，以提取需要的潮位。潮位项为长

周期项，周期一般大于１ｈ；涌浪影响项为短波

项，周期为１０～６０ｓ
［５］。因此，本文采用低通滤波

器对综合信号中的中长周期项进行提取，所得结

果即为潮位。

４　实验及论证

为了检验利用ＰＰＫ／ＰＰＰ技术进行在航潮位

测量的可行性，２００６年８月１号上午１０：００到

１１：２０在长江口浏河段采用ＰＰＫ模式进行了１ｈ

多的数据采集。本次实验的基准站采用ＳＴ０８，

导航定位仪器采用Ｌｅｉｃａ５３０双频接收机，同时配

备相应的姿态传感器。选择距离基准站约４０ｋｍ

的水域为实验水域，以用于检验远距离时 ＧＰＳ

ＰＰＫ／ＰＰＰ潮位测量的效果。实验中给出的潮位数

据均基于１９８５国家高程基准。由于测区没有已建

好的似大地水准面模型，因此，在整个实验过程中，

流动站 ＷＧＳ８４高程到８５高程的转换均采用ＳＴ

０８点的高程异常值，实时潮位则通过ＦＦＴ滤波从

所测瞬时水面中获取。为了验证上述两种方式的

可行性，本文采用该区域长期验潮站徐六泾站的潮

位数据与上述两种方法所测的潮位数据进行比较，

来验证ＰＰＫ／ＰＰＰ潮位测量的准确性。结果见图３

和图４。图中，圆点代表验潮站潮位，曲线代表滤

波后的ＧＰＳ潮位。将ＰＰＰ潮位、ＰＰＫ潮位与潮

位站潮位进行比较，其统计结果如表１所示。

图３　ＰＰＰ潮位与验潮站潮位的比较

Ｆｉｇ．３　ＰＰＰＴｉｄａｌＬｅｖｅｌｓａｎｄＴｉｄａｌＬｅｖｅｌ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图４　ＰＰＫ潮位与验潮站潮位的比较

Ｆｉｇ．４　ＰＰＫＴｉｄａｌＬｅｖｅｌｓａｎｄＴｉｄａｌＬｅｖｅｌ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２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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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ＰＰＰ潮位与潮位站潮位的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ＰＰＰＴｉｄａｌＬｅｖｅｌｓ，ＰＰＫＴｉｄａｌ

ＬｅｖｅｌｓａｎｄＴｉｄａｌＬｅｖｅｌ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时间
ＰＰＰ潮

位／ｍ

ＰＰＫ潮

位／ｍ

验潮站

潮位／ｍ

ＰＰＰ与验潮

站较差／ｃｍ

ＰＰＫ与验潮

站较差／ｃｍ

１０：１０ １．０２７ ０．９１７ １．００ ２．７ －８．３

１０：２０ ０．９６３ ０．９２４ ０．９５ １．３ －２．６

１０：３０ ０．８９１ ０．９２７ ０．９０ －０．９ ２．７

１０：４０ ０．８２９ ０．８９０ ０．８５ －２．１ ４．０

１０：５０ ０．８２１ ０．８１４ ０．８１ １．１ ０．４

１１：００ ０．８７１ ０．８０３ ０．７６ １１．１ ４．３

ＲＭＳ／ｃｍ±４．８　±４．４

最大偏差／ｃｍ　１１．１　８．３

最小偏差／ｃｍ－０．９　０．４

　　由表１可以看出，无论是ＰＰＫ还是ＰＰＰ潮

位，均与潮位站潮位保持了较高的一致性。这说

明利用ＧＰＳＰＰＫ／ＰＰＰ技术进行远距离潮位测量

是可行性的。

在 ＧＰＳ验潮中，高程转换的关键是掌握

ＷＧＳ８４椭球面、似大地水准面以及理论深度基准

面之间的关系，利用各个潮位站上这些基准间的

关系，建立相应的转换模型，实现ＧＰＳ实测的大

地高向需要的高程基准下的高程转换。姿态改正

完成后，所得的高程为瞬时海面高程，必须通过滤

波处理才能获得最终需要的潮位。只有对各垂直

运动波的周期有充分的了解，才能从瞬时海面这

一综合波中提取出准确的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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