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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传统单频数据预处理方法在复杂运动状态下的缺陷，打破常规周跳探测基于时间序列的处理

思维，提出基于双差的单频单站数据预处理方法。主要内容包括基于双差验后单位权中误差检测周跳发生的

时刻；基于稳健估计的残差检测周跳发生的卫星；利用周跳回代估计进行周跳修复。通过模拟特定运动状态

的动态数据及实测地震数据，验证了该方法在接收机复杂运动状态中的有效性及连续周跳探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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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ＰＳ卫星在空间的运行轨迹是一条有规律的

曲线，观测过程中的大多数噪声都是平缓变化的，

因而无周跳的相位观测值的变化也应该是有规律

的，但是周跳的出现破坏了这种规律性，使观测值

在一定的时间段内产生一种系统性的粗差。传统

的周跳探测与修复方法基本上都是基于以上原理，

从载波相位观测值及其组合观测值的时间序列中

寻找可能存在的这种系统性的粗差，并加以改正。

然而，单频数据无法组合成与几何距离无关的组合

值，复杂运动状态会导致无周跳的观测值序列不再

规律地变化，因此，传统预处理方法在此种情况下丧

失了其赖以立足的理论基础，只能处理静态或运动

状态平稳的数据。为此，本文打破常规周跳探测基

于时间序列的纵向处理思维，提出了一种新的预处

理方法———基于双差的单频单站数据预处理方法。

１　传统单频数据预处理方法的缺陷

假设卫星位置（地固系）固定，卫星分布的几

何强度最佳，接收机以１０ｍ／ｓ的速度匀速直线运

动，采样间隔为１ｓ，观测值无任何误差，且无周跳

发生，接收机在犃５ 点观测０．１ｓ后进行了９０°转

弯，其轨迹如图１所示。犃１～犃７ 表示接收机的实

际观测位置，接收机共观测到５颗卫星，其高度角

分别为９０°、３０°、３０°、３０°、３０°，方位角分别为０°、

０°、９０°、１８０°、２７０°，５颗卫星与测站犃５ 的距离均

为２００００ｋｍ。

图１　接收机模拟轨迹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

根据多项式拟合法，由犃１～犃５ 观测值推导

得犃６ 点各个卫星的拟合观测值，见表１。由表１

可知，当接收机拐弯时，即使没有周跳，多项式拟

合法也会错认为发生了高达４１周的周跳，预处理

完全失效。

表１　犃６ 点观测距离及其拟合距离

Ｔａｂ．１　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Ｒｅａｄ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ＣｏｍｐｕｔｅｄＶａｌｕｄｅａｔＳｉｔｅ犃６

观测值／ｋｍ 拟合值／ｋｍ 拟合差

１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２ ２００００．００７８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８ｍ（４１周）

３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９ ２００００．００８７ －７．８ｍ（－４１周）

４ １９９９９．９９２２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８ｍ（４１周）

５ １９９９９．９９９１ １９９９９．９９１３ －７．８ｍ（－４１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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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的处理策略是：根据犃５ 点之前若干个

观测点位的位置（速度）推算犃６ 点对应的观测距

离，与测量结果作比较。显然，其推算出的位置为

犅６，犅６ 点与犃６ 点的观测值之差即形成了一次伪

周跳。另外，利用高次差 、小波变换、Ｋａｌｍａｎ滤

波等对单频观测序列进行分析，只是数学手段不

同，从根本上来说，无法区分观测序列不平滑的起

因是周跳还是运动状态的变化。由此可见，在复

杂运动状态下，传统的周跳单频探测手段失效。

本文利用实测静态数据模拟出一组运动状态

会经常突变的动态数据供后续使用，原始数据为

静态观测数据，采样间隔为１ｓ，共截取了１０２０

历元的数据。为验证模拟观测数据的真实程度，

采用ＰＡＮＤＡ软件进行精密单点计算，可得其运

行轨迹如图２所示。

图２　模拟接收机运行轨迹

Ｆｉｇ．２　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

每隔６０历元为４号卫星添加一次周跳，其大

小依次为１、－１、２、－２、３、－３、４、－４、３、－３、２、

－２、１、－１。为模拟实时解算过程，采用广播星历

计算卫星轨道和钟差。

２　基于双差验后单位权中误差检测

周跳发生的时刻

　　 设在某一历元狋、测站犼、犽对卫星狆、狇进行

了同步观测，其双差相位观测方程为：

Δφ
狆，狇
犼，犽 ＝Δρ

狆，狇
犼，犽 ＋λΔ犖

狆，狇
犼，犽 －Δ犱ｉｏｎ＋

Δ犱ｔｒｏｐ＋Δεφ （１）

式中，Δφ
狆，狇
犼，犽＝（φ

狆
犼－φ

狆
犽）－（φ

狇
犼－φ

狇
犽）；Δρ

狆，狇
犼，犽＝

（ρ
狆
犼－ρ

狆
犽）－（ρ

狇
犼－ρ

狇
犽）；Δ犱ｉｏｎ、Δ犱ｔｒｏｐ、Δεφ分别

为双差组合后的电离层延迟、对流层延迟、观测噪

声。

式（１）是基于双站同步观测的模型，需要有两

个同步测站的数据，不适合于单站数据处理。此

处可借鉴双差相对定位的思想，将相邻两个观测

历元视为两个独立观测的测站。按照双差定位的

思想进行解算，其基线解即为相邻历元的位置差。

设历元狋、狋＋１时刻分别为测站犼、犽，对于基线距

离比较短时，尤其是对于长度只有几十ｍ的超短

基线，电离层延迟和对流层延迟基本可以消除，且

由于犼、犽两站实际上是同一个接收机的观测数

据，在没有发生周跳的情况下，其模糊度相等，

Δ犖狆
，狇
犼，犽为０，式（１）可写为：

Δφ
狆，狇
犼，犽 ＝Δρ

狆，狇
犼，犽 ＋Δεφ （２）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双差消除误差是基于同

步观测条件的，而上述两站的观测时间并不同步，

相差一个采样间隔的时间，但在短时间内，各种误

差的变化值非常小，其相对定位精度非常高。如

不存在粗差周跳，上述计算结果的残差一般为

ｍｍ级。

周跳的出现使得式（２）的假设前提Δ犖狆
，狇
犼，犽＝

０不成立，观测模型的不正确则会导致式（２）的残

差成倍地放大。其验后单位权中误差显著大于未

发生周跳的历元，因此可根据双差估计验后单位

权中误差来判断该历元是否发生了周跳。

图３中，黑色线条为对实验数据处理后的各

历元的中误差，无周跳的历元中误差非常小，１４

个非常明显的跳跃分别对应事先添加的１４次周

跳。灰色线条为接收机的运行轨迹示意图，对比

黑色线条部分可见，在接收机拐弯时，系统能很好

地辨别，不会发生误判。

图３　周跳检测结果

Ｆｉｇ．３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Ｃｙｃｌｅｓｌｉｐ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３　基于稳健估计的残差检测周跳发

生的卫星

　　基于以上过程，可以探测出发生周跳的历元，

但根据中误差的大小无法得知发生周跳的卫星

号，需进一步处理各观测值的残差，鉴别出发生周

跳的卫星。表２为部分发生周跳历元各颗卫星的

验后残差，其中１７号卫星为求差参考卫星。

当观测历元未发生周跳时，应该只有 ｍｍ级

的残差，发生周跳后，验后残差显著放大。但由表

２可见，每颗卫星的残差都不正常地放大，发生周

跳的４号卫星的残差相比其他卫星，其放大并不

６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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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双差估计验后残差／ｍｍ

Ｔａｂ．２　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ｏｆＤｏｕｂｌ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ｍｍ

周跳值
ＰＲＮ

１７ １３ ２０ ４ ２ ２３ ２８

１ ０ ５６ －１２ １１９ －１１４ ４８ １８

２ ０ １１３ －３０ ２３６ －２２２ ８５ ４１

３ ０ １７４ －６１ ３５９ －３３２ １２７ ６８

４ ０ ２３３ －９４ ４７３ －４３２ １５４ １０３

显著，从稳健性的角度来说，不能由此就判断４号

卫星发生了周跳，实际情况中很有可能发生周跳

的卫星残差反而不是最大。为此，本文采用稳健

估计探测粗差的方法来进行判断，最后的验后残

差见表３（对应表２所指的历元）。

由表３可以看出，含有周跳的４号卫星的验

后残差与正常卫星相比显著放大了，可判定其为

发生周跳的卫星，这与模拟数据是一致的。

表３　稳健估计验后残差／ｍｍ

Ｔａｂ．３　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ｏｆＲｏｂｕｓｔ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ｍｍ

周跳值
ＰＲＮ

１７ １３ ２０ ４ ２ ２３ ２８

１ ０ －０ ０ １８８ －５ ４ １

２ ０ －０ ０ ３７２ －１２ ２ ２

３ ０ －０ ０ ５７２ －６ ７ １

４ ０ －３ －１ ７５９ －５ ０ －１

４　周跳值回代估计

基于上述过程，可以探测出周跳发生的具体

历元以及卫星号。由式（２）、式（３），在发生周跳的

卫星所对应的方程上增加一个未知数，估算周跳

值：

Δφ
狆，狇
犼，犽 ＝Δρ

狆，狇
犼，犽 ＋Δεφ＋λΔ犖′ （３）

式中，Δ犖′＝（０　０　犖ｃｙｃｌｅ　０　０　０）
Ｔ，犖ｃｙｃｌｅ为

周跳未知数，当周跳值分别为１、２、３、４时，对应的

犖ｃｙｃｌｅ分别为１．０１、１．９９、３．０３、４．００（对应表２所

指的历元）。

至此，可成功探测并修复周跳。这里需要说

明的是，从前面稳健估计的残差结果中已经可以

得到周跳的实际大小。

５　地震数据实验

实验数据为双频观测数据（本文仅使用单个

频率的数据），截取地震时刻部分，地震时段接收

机的运行轨迹如图４所示（定位结果采用ＰＡＮ

ＤＡ软件进行精密单点计算，其双频动态定位结

果可达ｃｍ级的精度
［５］）。

图５为原始数据双差验后中误差，此为一组无

图４　地震时段接收机运行的轨迹

Ｆｉｇ．４　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周跳观测值。为该段数据添加周跳，具体周跳值参

见表４，其中８０～８５历元连续发生６次周跳。

表４　回代解算结果

Ｔａｂ．４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Ｃｙｃｌｅｓｌｉｐ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历元 周跳 计算值／周 历元 周跳 计算值／周

１０ １ ０．９９ ８３ ３ ２．９７

２０ －１ －１．０２ ８４ －４ －３．９８

３０ ２ １．９８ ８５ １ ０．９４

４０ －２ －２．０２ ９０ ３ ２．９８

５０ ３ ２．９９ １００ －３ －３．０３

６０ －３ －３．０１ １１０ ２ １．９７

７０ ４ ３．９９ １２０ －２ －２．００

８０ －３ －３．００ １３０ １ １．００

８１ １ ０．９７ １４０ －１ －０．９９

８２ －２ －１．９９

　　１）基于双差残差检验检测出发生周跳的历

元，其验后残差如图６中下部分曲线所示，其上部

分曲线中的散点为接收机在地震时段内犖 方向

的震动示意图。由图６可以看出，发生周跳的历

元其单位权中误差显著放大，可轻易检测出来，且

未因接收机位置震动发生误判。

２）基于稳健估计法在各历元检测发生周跳

的卫星号，图７为稳健估计验后残差，横轴表示发

生的１９次周跳，其中１４号卫星的残差被显著地

放大，其他卫星的验后残差在几个ｍｍ的量级。

３）基于回代解算方法解算周跳大小。由表４

可见，计算结果与真实值非常接近，只需简单地取

最近的整数即可，其中８０～８５历元的连续周跳也

同样估算正确。

上述实验数据的实际处理结果表明，本文提

出的方法可以非常有效地对复杂运动状态下的单

频数据进行预处理，对于最小周跳（１周）的修复

也非常容易，且不会因为接收机运动状态的变化

而发生误判。不过，在检测发生周跳的卫星时是

基于稳健估计剔除粗差的原理，限于稳健估计对

于多余观测的要求，此预处理方法需要４颗以上

正常观测的卫星，否则无法判别发生周跳的卫星，

但此时仍然可以检测出当前历元是否正常，给后

续数据处理作出警示。

７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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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原始数据双差验后残差

Ｆｉｇ．５　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

Ｒｅｓｏｌｖｅｄｗｉｔｈ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Ｄａｔａ

　　　　　　
图６　周跳检测结果

Ｆｉｇ．６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

ＣｙｃｌｅｓｌｉｐＤｅｔｅｃｔ

　　　　　　　
图７　稳健估计验后残差

Ｆｉｇ．７　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

ｏｆＲｏｂｕｓｔ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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