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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基于全球ＩＧＳ实时站数据流的广域实时精密定位原型系统的工作流程及关键技术解决方案。

原型系统通过接收全球５０个左右ＩＧＳ参考站１ｓ采样间隔的实时观测数据每秒解算的卫星钟差，并将广播

星历的轨道与钟差改正数通过无线通信网络发送给双频用户，用户通过实时精密单点定位的方式实现高精

度实时定位。原型系统的整个链路时间延迟为４～８ｓ。测试结果表明，实时钟差产品精度优于０．２ｎｓ，实时

用户定位精度平面为１０ｃｍ，高程优于２０ｃ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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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覆盖范围广、定位精度高、实时性强是ＧＮＳＳ

系统在导航定位应用中的主要特征和优势。基于

广域（或全球）跟踪站网络的实时精密定位服务系

统因能够进一步增强ＧＮＳＳ系统的这些优势，已

成为目前ＧＮＳＳ应用研究的热点。国际上，该领

域的相关研究机构都在开展或将开展高精度的

ＧＮＳＳ实时性应用服务研究，ＩＧＳ专门成立实时

工作组，并确定在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开展ＩＧＳ实时

试验计划（ＩＧＳ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ｉｌｏｔ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ＧＳＲＴ

ＰＰ）。该计划的目的在于能初步形成ＩＧＳ的实时

产品服务，支持和促进 ＧＮＳＳ实时应用的发

展［１］。此试验计划参加的机构包括加拿大自然资

源部、欧洲航天局地面控制中心、德国联邦测绘局

等多家知名研究机构。目前，该计划中的ＲＴＩＧＳ

参考站网络在全球已具有大约１５０个实时站。

随着实时基准站的增加与实时通信水平的提

高，广域实时精密定位服务的能力面临进一步的

提升和定位精度的进一步提高。其中，实时精密

定轨和实时精密钟差确定等核心技术是提升广域

实时精密定位能力的关键因素，美国ＪＰＬ是最早

开展此方面研究的单位，其研制的ＲＴＧ软件已

在 ＷＡＳＳ、ＧＤＧＰＳ、ＭＳＡＳ等多个实时系统中进

行实 际 应 用（ｈｔｔｐ：／／ｇｉｐｓｙ．ｊｐｌ．ｎａｓａ．ｇｏｖ／ｏｒｍｓ／

ｒｔｇ／），能满足平面１０ｃｍ、高程２０ｃｍ的双频定位

服务需求。ＥＳＯＣ开发了ＲＥＴＩＮＡ软件，实时钟差

精度在０．２～０．４５ｎｓ；ＮＲＣａｎ实现每１ｈ更新一次

快速轨道，每２ｓ更新一次钟差，其用户等效距离

ＵＲＥ为１０～１５ｃｍ
［２］；ＢＫＧ的ＲＴＮｅｔ软件实现１

Ｈｚ更新频率的精度优于０．５ｎｓ实时钟差估计
［３］。

在广域实时精密定位关键技术方面，我国已

有学者开展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与研究工作［４］，但

系统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本文基于前期的关键

技术研究基础［４］以及ＰＡＮＤＡ软件平台
［５］，研制

搭建了广域实时精密定位原型系统，并对其进行

了测试验证分析，这对建立我国的广域实时精密

定位系统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１　广域实时精密定位原型系统

１．１　系统工作原理与流程

广域实时精密定位原型系统主要由４个部分

组成：实时基准站网络、数据处理中心、产品播发

链路以及用户终端，如图１所示。其整体工作流

程为：数据处理中心通过接收实时基准站网络（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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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区域的ＣＯＲＳ网实时站及ＩＧＳ全球分布实时

站）的实时观测数据流与广播星历信息，实时计算

卫星轨道与钟差，并与广播星历计算的轨道和钟

差进行差分，生成的差分数作为精密产品通过通

信链路发播给实时用户，实时用户接收精密产品

信息以及观测数据进行实时精密定位。原型系统

中，实时跟踪站数据流至数据处理中心并进行同

步的时间延迟为２～５ｓ，数据处理中心的处理时

间为１ｓ，采用无线通信模式发播的延迟时间一般

情况下在１～２ｓ，特殊情况下依赖于通信网络的

覆盖情况，因此，目前整个数据链路的延迟时间一

般在４～８ｓ。如果采用同步卫星进行通信，原型

系统试验采用Ｌ波段中国卫星通信集团的直播

星，目前延迟时间在４～５ｓ。

图１　广域实时精密定位原型系统工作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ＷｏｒｋｆｌｏｗｏｆＷｉｄｅＡｒｅａ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ＧＰＳ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Ｓｙｓｔｅｍ

１．２　系统关键技术及解决方法

广域实时精密定位系统的关键技术包括实时

观测数据传输管理技术、中心数据处理技术、产品

发播技术以及终端定位技术。目前，原型系统针

对双频实时定位用户，在数据处理技术上主要考

虑 ＧＰＳ卫星实时精密定轨与钟差确定技术。

ＧＰＳ卫星实时精密定轨采用滑动窗口短弧法方

程综合方法。该方法处理短弧段上的观测数据形

成法方程，通过综合滑动窗口内的若干个短弧法

方程，实现导航卫星初始位置和力模型参数的连

续快速更新。基于此方法，１ｈ更新的ＧＰＳ实时

轨道精度为５ｃｍ左右，达到ＩＧＳ快速轨道的精

度水平［５］。卫星实时精密钟差确定采用数值稳定

的平方根信息滤波，并通过历元间差分消除模糊

度，提高滤波解算速度，能满足秒级更新的实时精

密钟差处理。计算的实时钟差精度达到０．２

ｎｓ
［５］。在终端用户实时精密定位方面，原型系统

用户采用非差定位模式，利用无电离层组合观测

值通过卡尔曼滤波的方法实现实时精密定位［６］。

在ＢＫＧ提供的客户端开源软件ＢＮＣ的基

础上进行升级改造，实现对跟踪站网络高采样率

实时观测数据流的传输，数据通信协议采用通用

的Ｎｔｒｉｐ协议与ＴＣＰ／ＩＰ协议两种方式连接。这

两种方式可以在不同的情况下应用：①对具有管

理控制功能的实时跟踪站接收机，直接采用

ＴＣＰ／ＩＰ协议与数据处理中心进行连接。②实时

跟踪站接收机通过服务器转发与客户端数据连接

软件连接，采用 Ｎｔｒｉｐ 协议。数据格式包括

ＲＴＣＭ２．０、ＲＴＣＭ３．０、ＲＴＩＧＳ、ＳＯＣ以及接收机

原始二进制格式。产品发播链路采用３Ｇ无线通

信与同步卫星链路，发播软件采用ＩＧＳＲＴＰＰ试

验计 划 中 的 开 源 软 件 ＢＮＳ，发 播 格 式 采 用

ＲＴＣＭ３．０格式。

２　初步试验结果分析

为了验证原型系统的定位水平，在２００９年６

月１０～２９日进行了试验。试验采用１ｓ采样间

２７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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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的５０个ＩＧＳ实时跟踪站的观测数据，通过客

户端软件ＢＮＣ实现与ＩＧＳ服务器（ｗｗｗ．ｉｇｓｉｐ．

ｎｅｔ）的连接，实时数据流同步延迟时间为２～５ｓ。

卫星轨道目前采用ＩＧＳ发布的快速星历ＩＧＵ轨

道，一旦ＰＡＮＤＡ软件能对产品进行日常发布，

将采用自主确定的卫星轨道。实时钟差估计中，

固定最新的ＩＧＵ精密轨道和测站坐标，模糊度参

数通过历元间差分方法进行消除，参数估计采用

平方根信息滤波，估计参数包括卫星钟差历元间

的变化、接收机钟差历元间的变化以及对流层参

数。卫星钟差估计的策略如表１所示。由于通过

历元间差分方法估计的是卫星钟差历元间的变

化，因此需引入一参考历元的卫星钟差初值，本文

采用广播星历计算得到，发播给用户的钟差与轨

道差分数每秒更新一次。

表１　犌犘犛实时精密卫星钟差估计策略

Ｔａｂ．１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ｆｔｈｅＧＰＳＰｒｅｃｉｓｅ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Ｃｌｏｃｋ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参数 模型

观

测

值

观测量 ＬＣ、ＰＣ组合观测值

先验精度 犘１３．０ｍ，犔１０．０１周

截止角 ７°

观测值加权 狆＝１；犲＞３０°；狆＝ｓｉｎ２犲；犲≤３０°

误

差

改

正

相位缠绕 改正

相位中心变化 ＩＧＳ＿０１模型

大气负荷 不考虑

潮汐改正 固体潮、极移潮汐、海洋潮汐

相对论改正 改正

参

数

估

计

参考钟 ＡＬＧＯ

卫星轨道 固定

测站坐标 固定

ＥＲＰ 固定

对流层
Ｓａａｓｔａｍｏｉｎｅ模型＋过程噪声，

２０ｃｍ＋２ｃｍ／ｓｑｒｔ（犺）

卫星钟差 预报钟差＋白噪声，先验约束３００００ｍ

接收机钟差 伪距估计＋白噪声，先验约束９０００ｍ

　　先对卫星钟差产品的精度进行分析，采用其

中１６４０周的实时卫星钟差进行精度分析。将计

算的实时钟差与３０ｓ时间间隔的ＩＧＳ事后精密

钟差采用二次差比较的方法［７］进行比对与统计，

结果表明，各卫星钟差的 ＲＭＳ基本都优于０．２

ｎｓ，所有卫星的平均ＲＭＳ在０．１ｎｓ左右。图２

给出了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９日卫星钟差的ＲＭＳ统计，

可以看出，各卫星钟差的 ＲＭＳ值都优于０．１５

ｎｓ。因此，原型系统估计的实时卫星钟差精度已

优于ＩＧＳＲＴＰＰ要求的０．３ｎｓ
［２］。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对终端用户的定位精

度进行分析，终端采用ＮｏｖＡｔｅｌ公司的ＯＥＭ５双

频板集成开发的原理样机，差分数据接收模块采

图２　１６４０周实时卫星钟差与ＩＧＳ事后

钟差平均比较结果

Ｆｉｇ．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ｆＧＰＳＣｌｏｃｋＡｖｅｒａｇ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

１６４０ＷｅｅｋｆｒｏｍＩＧＳＦｉｎａｌＰｒｅｃｉｓｅＣｌｏｃｋ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用３Ｇ通信模块。测试在武汉大学信息学部４号

楼顶一观测墩进行，定位终端每秒接收差分数据

与观测数据，实时解算三维位置。对测试期间的

用户定位精度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平面精度

优于１０ｃｍ，高程精度优于２０ｃｍ；在收敛时间方

面，平面位置收敛时间约３０ｍｉｎ。图３给出了

２００９年６月１３日连续测试８ｈ的定位结果与已

知值差值的时间序列。可以看出，收敛后的位置

变化较为稳定，收敛时间平面在１０ｍｉｎ左右，高

程在４５ｍｉｎ左右，收敛后的犈、犖、犝 三个方向的

统计精度分别为８．８ｃｍ、６．１ｃｍ、１１．８ｃｍ。

图３　实时精密单点定位误差时间序列

Ｆｉｇ．３　Ｅｒｒｏｒ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ＰＰ

３　结　语

目前，原型系统采用历元间差分计算得到卫

星钟差的方法需引入广播星历作为参考历元的初

始钟差，由此将引起每颗卫星钟的基准不一致性，

依据广播星历的精度，卫星间钟差基准的不一致

性在几个ｎｓ量级，大的可以到十几个ｎｓ。这个

不一致性对单采用相位解算而言，由于模糊度将

吸收这部分差异，对定位结果没有影响。而对于

伪距定位不能吸收这部分差异，将对定位结果有

影响。因此，在目前常规的非差精密单点定位中，

初始化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伪距定位精度。

由于这个不一致性的存在势必对伪距的定位产生

３７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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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面影响，从而影响收敛时间。但收敛以后，由于

伪距在定位中的影响大大降低，对于整体定位精

度的影响不显著，因此对于收敛后的精度的影响

可以忽略，由此可以解释原型系统在收敛时间上

不理想，而收敛后的精度是稳定和可靠的现象。

下一步的研究将引入一个比广播星历更为准确的

参考时刻钟差基准，加快收敛时间。同时，将探索

研究基于实时基准站网络的精密单点定位模糊度

固定方法，从根本上解决快速初始化问题。另外，

目前原型系统是针对双频用户服务的，下一步将

增加区域站分布，提高电离层改正精度，实现快速

高精度单频精密定位。

致谢：感谢ＢＫＧ提供的实时站客户端ＢＮＣ开

源软件和精密产品发播服务器端ＢＮＳ开源软件，

以及ＩＧＳ实时工作组提供的实时数据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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