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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均方根信息滤波（ＳＲＩＦ）方法，对ＩＧＳ站实时观测数据进行了单历元解算，以便将卫星钟差等相

关信息及时播发给用户，以进行实时精密定位。试验结果表明，ＧＰＳ实时单历元解算的精密卫星钟差与ＩＧＳ

事后精密钟差相比，互差优于０．２ｎｓ，其精度与国际ＩＧＳ各分析中心估计的卫星钟差精度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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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在高精度ＧＰＳ数据处理中，主要采用

非差和双差两种数据处理模式来获取参数的精确

估值。与双差模式相比，基于非差的方法具有估

计模型简单、测站间不相关等优点，因此，精密单

点定位（ＰＰＰ）技术具有适合于大范围实时ＧＮＳＳ

定位解算处理的优越性，成为近年来ＧＮＳＳ实时

应用服务的主要手段［１］。目前，ＩＧＳ组织正在开

展利用全球实时数据流进行精密卫星钟差的确

定，并向实时用户提供服务，以促进 ＧＮＳＳ实时

应用服务的发展。本文基于非差模式，利用全球

若干跟踪站的实时数据流解算精密卫星钟差等参

数，向用户实时播发改正信息。

１　实时钟差估计的方法与数学模型

１．１　观测方程的建立

ＧＰＳ观测值中，两种最基本的观测值为伪距

和载波相位观测值，其相应的非差观测方程为：

犘犻＝ρ＋犮·δ狉－犮·δ狊＋犇ｔｒｏｐ＋

犇ｉｏｎ／犳
２
犻 ＋ε犘（犻＝１，２） （１）

犔犻＝λ犻φ犻 ＝ρ＋犮·δ狉－犮·δ狊＋犇ｔｒｏｐ－

犇ｉｏｎ／犳
２
犻 ＋λ犻犖犻＋ε犔（犻＝１，２） （２）

式中，犘犻为伪距观测值；犔犻为换算为距离的载波相

位观测值；φ犻为相位观测值；λ犻为波长；ρ代表接收

机至卫星发射时刻的几何距离；犮为光速；δ狉为接

收机钟差；δ狊为卫星钟差；犇ｔｒｏｐ为对流层延迟影

响；犇ｉｏｎ为与频率有关的电离层延迟影响；犖犻是整

周模糊度；ε犘、ε犔为伪距和载波相位的多路径、观

测噪声等未模型化的影响。

为了消去电离层的一阶影响，将伪距和载波

相位非差观测方程（１）、（２）分别作ＰＣ、ＬＣ无电离

层线性组合［２］：

ＰＣ＝ρ＋犮·δ狉－犮·δ狊＋犇ｔｒｏｐ＋εＰＣ （３）

ＬＣ＝ρ＋犮·δ狉－犮·δ狊＋犇ｔｒｏｐ＋λＬＣ犖ＬＣ＋εＬＣ （４）

式中，犖ＬＣ为无电离层线性组合的模糊度，非整

数；λＬＣ为波长。由于ＩＧＳ跟踪站坐标已知，无需

估计测站坐标，考虑到这种情况，也可以将式（３）、

式（４）作历元间差分，得观测方程为：

１ －１ １

１ －
［ ］

１ １

Δδ狉

Δδ狊

Δ犇ｔｒｏ

熿

燀

燄

燅ｐ

＝
ΔＯＭＣＰＣ犠ＰＣ

ΔＯＭＣＬＣ犠
［ ］

ＬＣ

　（５）

式中，Δδ狉、Δδ狊、Δ犇ｔｒｏｐ为接收机钟差、卫星钟差以

及对 流 层 影 响 相 对 上 一 个 历 元 的 变 化 值；

ΔＯＭＣＰＣ、ΔＯＭＣＬＣ分别为观测值减去计算值；

犠ＰＣ、犠ＬＣ分别为ＰＣ、ＬＣ组合观测值的权重，可根

据经验进行设置。可见，实际上所求的是卫星钟

差的变化值，因此引入广播星历中的卫星钟差作

为初始钟差，这样就可以累加求得每个历元的卫

星钟差。由式（５）可见，历元间差分消去了模糊度

参数，大大提高了解算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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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均方根信息滤波（犛犚犐犉）的基本原理

首先假设有一先验信息为具有先验方差珟犘

的虚拟观测值珘狕，珟犘正定且可由Ｃｈｏｌｅｓｋｙ分解，因

此珟犚Ｔ是珟犘－１的一个均方根。组成虚拟观测方程：

珘狕＝珟犚狓＋珓狏 （６）

其中，珓狏为零均值单位方差的向量；珟犚为方阵。在

这种情况下，珟犚是非奇异阵。现有新的实际观测

方程狕＝犃狓＋狏与方程（１）组成新的法方程：

珟犚［ ］
犃
狓＝

珘狕［］
狕
－
珓狏［］
狏

（７）

这等价于：

犜
珟犚［ ］
犃
狓＝犜

珘狕［］
狕
－犜

珓狏［］
狏

（８）

其中，犜是正交变换矩阵，可由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ｅｒ变换

得到。因此式（７）可变换为：

犚^［ ］
０
狓＝

狕^［］
犲
－
狏^

狏
［ ］
犲

（９）

其中，^犚狓＝^狕－^狏是相当重要的，可将当前历元的

犚^犽 狕^［ ］犽 作为下一个历元观测值的先验信息

珟犚犽＋１ 珘狕犽［ ］＋１ ，这是一个循环迭代的过程。以这

种方式重复式（７）～式（９）进行下一次的计算，这

就实现了逐次滤波［３］。

２　实时钟差估计系统实现

实时钟差估计系统首先安装ＢＫＧＮｔｒｉｐＣｌｉ

ｅｎｔ（ＢＮＣ）软件，它是基于 ＮＴＲＩＰ 协议（ｎｅｔ

ｗｏｒｋｅｄ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ｏｆＲＴＣＭｖｉａ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ｐｒｏｔｏ

ｃｏｌ）的一种全球导航卫星系统数据传输软件，可

以获得全球ＩＧＳ跟踪站的实时数据流。使用Ｃ

ｓｈｅｌｌ编写脚本，实时更新超快速预报星历以及解

算所需要的表文件，并实现系统的自动化运行。

系统流程如下：系统开启ＢＮＣ软件，获得实时数

据流；然后实时更新超快速卫星星历以及解算程

序所依赖的表文件，如地球自转参数等；开启控制

文件，每隔５ｍｉｎ检测是否有新的轨道文件，如果

有，则开启两个线程，一个是调用编写的应用程

序，将从端口不断获得的实时数据流以共享内存

的方式提供给解算程序；另一个是开启解算程序，

利用新的卫星星历进行实时卫星钟差的确定。新

的解算程序与旧的解算程序（使用上一个卫星星

历的解算程序）并行运算５～１０ｍｉｎ后将旧的关

闭，然后将使用新的解算程序解算的卫星钟差和

内插的卫星轨道实时播发给用户。整个系统由控

制脚本在无人值守的情况下自动运行，其流程见

图１。

图１　精密卫星钟差确定系统流程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ＧＰＳＰｒｅｃｉｓｅＣｌｏｃｋ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３　试验结果分析

　　为了分析和验证使用均方根信息滤波进行单

历元解算结果的精度，采用２００９年１４３～１４９日

一周约５０个ＩＧＳ跟踪站的１ｓ采样间隔的实时

数据流作为观测数据，基于ＰＡＮＤＡ软件
［４］，对

ＧＰＳ卫星实时精密钟差进行单历元解算（由于使

用的是ＩＧＳ超快速星历，因此每个解算时段约为

６ｈ），其ＧＰＳ实时精密卫星钟差估计策略见表１。

表１　犌犘犛实时精密卫星钟差估计策略

Ｔａｂ．１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ｆＧＰＳＰｒｅｃｉｓｅ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Ｃｌｏｃｋ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参数 模型

观

测

值

观测值 ＰＣ，ＬＣ组合观测值

先验约束 犘１３．０ｍ，犔１０．０１周

高度截止角 ７°

观测值加权 狑＝１，犲＞３０°；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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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星绝对相

位中心改正
ＪＰＬ发布的产品

相对相位

中心改正
改正

参

数

估

计

卫星轨道 固定为ＩＧＳ超快速星历，６ｈ更新一次

测站坐标 固定为ＩＧＳ事后结果

ＥＲＰ 固定为ＩＥＲＳ结果

对流层
Ｓａａｓｔａｍｏｎｉｎ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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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糊度 不估

３．１　实时性分析

在实时ＧＮＳＳ数据处理中，对于解算速度要

求很高。特别是考虑到程序的稳健性，要求每个

历元解算所消耗的时间在限定时间之内，因此，本

文提出“耗时率”这个概念来描述实时数据处理的

４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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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进而分析系统是否满足实时性的要求。其

定义为处理单历元解算消耗的时间与单历元解算

限定时间的百分比，即

犚ｅｌｐ犻 ＝犜
ｅｌｐ
犻／犜

ｌｍｔ
犻 １００％ （１０）

式中，犚ｅｌｐ犻 为第犻个历元的耗时率；犜
ｅｌｐ
犻 为第犻个历

元解算消耗的时间；犜ｌｍｔ犻 为第犻个历元解算限定的

时间。显然，耗时率越小，表明解算速度越快；越

大，表明解算速度越慢；耗时率大于１００％时，表

明解算速度已经不能满足要求。为了保证实时

性，应该保证所有历元的耗时率都小于１００％。

实际上，如果当每个历元的算法相同时，其犜ｅｌｐ犻 是

基本相同的，并且一般每个历元的限定时间一致，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只统计平均耗时率，即

犚ｅｌｐ＝１／狀∑
狀

犻＝１

（犜ｅｌｐ犻／犜
ｌｍｔ
犻 １００％）

式中，狀为总历元数；犚ｅｌｐ为平均耗时率：

犚ｅｌｐ＝犜
ｅｌｐ
ｔｏｔａｌ／犜

ｌｍｔ
ｔｏｔａｌ１００％ （１１）

犜ｅｌｐｔｏｔａｌ、犜
ｌｍｔ
ｔｏｔａｌ分别为总消耗时间和总限定时间。

本系统在双核２．６ＧＨｚ的台式机上运行，由

于采样率是１Ｈｚ，因此每个历元的解算限定时间

是１ｓ。根据式（１０）统计了１４３ｄ约６ｈ所有历元

的耗时率，如图２所示，并根据式（１１）统计了一周

的平均耗时率，约在２０％左右。由图２可见，某

些历元的耗时率达到了７０％，这是因为这些历元

出现了周跳，进入质量管理模块进行周跳的探测，

因而费时较长。可见对于本系统，虽然平均耗时

率仅２０％，远小于１００％，但是存在有些历元的耗

时率接近１００％，因此为了系统的稳健性，统计所

有历元的耗时率对于系统测试是一件很有意义的

事情，而不只是简单地统计总的消耗时间或者平

均耗时率。以上统计数据说明，本系统完全可用

于实时卫星钟差的确定，满足实时性要求。

图２　２００９年１４３ｄ的耗时率

Ｆｉｇ．２　ＲａｔｅｏｆＥｌａｐｓｅｄＴｉｍｅｏｆ１４３Ｄａｙｓ，２００９

３．２　精度分析

由于ＧＰＳ观测值是测站和ＧＰＳ卫星的相对

时间延迟，因此本文解算的是基于某个基准钟的相

对钟差。但是只要保证基准钟的钟差精度优于

１０－６ｓ，相对钟差和绝对钟差对用户的定位结果是

等价的［５］。本文讨论的钟差均指相对钟差。

为了便于和ＩＧＳ事后精密钟差结果相比，卫星

钟差比较采用的时间间隔是３００ｓ；对钟差估计结

果的精度分析采用与ＩＧＳ事后精密钟差作二次差

比较的方法，即先选择一参考卫星（本文选择２号

卫星），计算结果和ＩＧＳ结果其他卫星对参考钟作

一次差，消除由于基准钟选择不同引起的钟差差

异。然后将消除了基准钟影响的计算结果与均值

作二次差，这样可以有效地反映出计算结果与ＩＧＳ

事后精密钟差之间的符合程度。统计二次差时间

序列的ＲＭＳ为：

ＲＭＳ＝ ∑
狀

犻＝１

（Δ犻－珚Δ）
２／

槡 狀 （１２）

式中，Δ犻为第犻个历元的一次差值；珚Δ为均值。实

际上，对于双差定位的用户，一次差系统偏差在星

间差分时被消除了，不会影响定位结果。而对于

非差定位，卫星钟差与初始模糊度参数是一一相

关的，因而系统性偏差将被初始模糊度吸收，也不

会影响定位结果的精度［６］。可见，二次差的统计

值更具有实际意义，因此本文仅对钟差的二次差

进行统计分析。

限于篇幅，本文仅给出２００９年１４３ｄ的实时

卫星钟差与ＩＧＳ事后钟差比较的统计结果（如图

３所示，１号和５号卫星没有观测数据）以及１４３

～１４９ｄ一周的平均统计结果（如图４所示）。

从图３至图５可以看出，卫星钟差的中误差基

本都优于０．２ｎｓ，所有卫星的平均钟差在０．１ｎｓ左

右。并且从图５中可以看出，卫星钟差基本都在０．

２ｎｓ内波动，而ＩＧＳ提供的事后精密卫星钟差的最

终产品精度优于０．１ｎｓ
［７］，可见，利用均方根信息

滤波进行单历元钟差解算，其精度与国际ＩＧＳ各分

析中心估计的卫星钟差精度基本相当。

４　结　语

在实时数据处理时，建议不要仅统计一个总

的耗时时间，而是使用本文提出的“耗时率”这个

概念来统计所有历元的耗时率，用于测试软件或

系统能否满足实时数据处理的要求。

众所周知，在实时数据处理中，由于解是单向

的，无法进行残差编辑，更应该注重实时数据的质

量控制，因此，在结合ＴｕｒｂｏＥｄｉｔ
［８］等算法对观测

数据进行预处理外，建议利用均方根信息滤波中

对应观测量的敏感方程来构建高效的质量控制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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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２００９年１４３ｄ实时卫星

钟差与ＩＧＳ事后钟差比较结果

Ｆｉｇ．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

ＧＰＳＣｌｏｃｋ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ｎｄ

ＩＧＳＦｉｎａｌＰｒｅｃｉｓｅＣｌｏｃｋ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图４　２００９年１４３～１４９ｄ实时卫星钟差

与ＩＧＳ事后钟差平均比较结果

Ｆｉｇ．４　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ＧＰＳＣｌｏｃｋ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ｎｄＩＧＳ

ＦｉｎａｌＰｒｅｃｉｓｅＣｌｏｃｋ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图５　２００９年１４３ｄＧ０３、

Ｇ０４、Ｇ０６、Ｇ１５的时间序列图

Ｆｉｇ．５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Ｇ０３，Ｇ０４，

Ｇ０６，Ｇ１５ｉｎ１４３Ｄａｙｓ，２００９

块，这样可提高数据质量，增强程序的稳健性。

致谢：感谢ＢＫＧ提供实时数据流进行系统

测试以及德国ＧＦＺ的葛茂荣老师的指导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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