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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给出了接收机五参数定位模型和精度评定的相关公式以及接收机Ｃ／Ａ码伪距观测量精度评定方法

和经验公式。设计了两组试验，分别是ＧＰＳ信号能量为４２ｄＢＨｚ和３２ｄＢＨｚ时的９５０个及６００个启动测试

算例。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即使在高能量４２ｄＢＨｚ的情况下，五参数的成功率达到了９０％，一倍中误差的定

位精度基本上在３０～５０ｍ左右；在３２ｄＢＨｚ时的成功率仅有６０％，一倍中误差定位精度为６０～８０ｍ左右。

为了有效地提高５参数的解算成功率，需要提高卫星星历精度（包括卫星轨道精度和钟差精度）和大气延迟模

型的改正精度。另外，还需要提高接收机基带Ｃ／Ａ码的测量精度，包括中频量化精度和Ｃ／Ａ码环跟踪精度。

关键词：ＧＰＳ基带；五参数；导航定位；最小二乘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８．４１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ＧＮＳＳ）用户的接收终端

一般采用最小二乘法，利用伪距定位、多普勒测速

四参数定位导航算法分别解算用户的位置、速度；

或者采用Ｋａｌｍａｎ滤波８参数一起解算位置、速

度［１］，这类算法的前提是接收机已经获取了到各

ＧＮＳＳ卫星的伪距和多普勒观测量。实际上，

ＧＮＳＳ接收机数字基带进行伪距测量的过程是其

复现的Ｃ／Ａ码与接收机射频天线（ＲＦ）输出的中

频数据之间的搜索、跟踪匹配过程。这一过程中，

数字基带码相关延迟锁相环路（ＤＬＬ）则是获取

Ｃ／Ａ码１ｍｓ以下的码相位距离，比特同步算法

是获取Ｃ／Ａ 码伪距 ｍｓ级距离的整数部分（２０

ｍｓ以下），帧同步算法是获取２０ｍｓ级距离的整

数部分，而伪距测量即是组装这三部分算法的结

果，获取卫星信号的发射时刻，与接收机的接收时

刻求差［２，３］，计算得到卫星到接收机的距离。ＧＰＳ

基带伪距测量过程中，比特同步、帧同步是 ＧＰＳ

数字信号处理的关键技术之一，本文通过外部时

间辅助、ＧＰＳ卫星运动与接收机定位原理，直接

解算帧同步参数，即五参数定位技术，以获取测站

位置和接收机时钟信息。

１　犌犘犛基带犆／犃码伪距测量

ＧＰＳ信号犔１波段由载波、Ｃ／Ａ码、Ｐ码、导航

电文构成，ＧＰＳ基带处理的目的是将它们分离。

消费类ＧＰＳ接收机基带的相关通道一般由Ｃ／Ａ

码数控振荡器（码 ＮＣＯ）、Ｃ／Ａ码产生器、载波数

控振荡器（载波 ＮＣＯ）、相关器、系统时钟晶振几

部分组成。载波ＮＣＯ用来产生载波的非整周部

分，即载波相位，与频率初值一起形成载波频率和

相位复现数据，与ＲＦ中频输出部分混频，形成频

率带宽很小的中频数据。Ｃ／Ａ码由１０２３个码片

组成，１ｍｓ重复一次，码 ＮＣＯ 用来控制Ｃ／Ａ码

产生的频率，获取码片采样间隔以下的小数部分，

即码相位，Ｃ／Ａ码产生器则生成１ｍｓ内整数部

分的１０２３个Ｃ／Ａ码片，组合这两部分，形成Ｃ／

Ａ码送入相关器，与带宽较小的混频输出进行相

关处理，获取并剥离准确的频率、码相位，从而得

到１ｍｓ的比特流。导航电文数据流的速度是５０

ｂｉｔ／ｓ，故２０个１ｍｓ的比特流组装构成电文码的

边界，子帧同步算法则是要找到该边界，获取卫星

的导航电文比特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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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收机没有任何时间信息的条件下（即冷

启动），导航电文中的Ｚ计数记录了卫星信号发

射的时间。当积累了足够多的２０ｍｓ级的导航电

文比特流，就可以组装这些比特数据，解码获取导

航电文和卫星信号的发射时间。该时间减去信号

在空中的传播时间（约７０ｍｓ），获取接收机的初

始时间狋狉，利用射频ＲＦ的外接晶振ＴＣＸＯ控制

的模数（Ａ／Ｄ）采样数据流，可以准确地维持狋狉的

变化。对于每颗卫星的信号发射时间，可以通过

各相关通道处理获取１ｍｓ比特数、码相位以及后

续的子帧同步结果，组装生成卫星信号的发射时

间狋狊。由此，Ｃ／Ａ码伪距为珓ρ＝犮·（狋
狊－狋狉），犮为光

速。

随着 ＧＰＳ芯片与现代 ＧＳＭ、ＣＤＭＡ 手机、

口袋型电子娱乐导航仪（ＰＮＤ）等消费电子的结

合，参考时间、终端参考位置和卫星扩展星历等外

部辅助（ＡＧＮＳＳ）技术的应用越来越广，可以为

ＧＰＳ接收机提供一个近似的ＧＰＳ时间狋狉、近似的

位置（如ｋｍ 级误差）、扩展的卫星星历。对于

ＧＰＳ数字基带而言，利用上述辅助信息，可以比

较容易且快速地获取各卫星载波的频点信息、卫

星相对接收机的多普勒信息、Ｃ／Ａ码的比特同步

和码相位信息，２０ｍｓ导航电文数据同步信息则

需要较长的时间。为此，当获取了比特同步、码相

位信息后，没有完成子帧同步，则无法获取准确的

卫星信号发射时间。此时，由于各卫星比特同步

的差异，接收机的初始时间近似已知，ＧＰＳ信号

在空间传播的时间一般在６１～８３ｍｓ之间，因此

可以初步确定卫星信号的发射时间狋狊。则狋狊存在

１ｍｓ或２０ｍｓ整数倍的模糊度，五参数定位算法

就是估计这个模糊度、位置和钟差。

２　五参数定位算法

２．１　观测方程

当接收机满足以下状态时：① 通过ＡＧＮＳＳ

技术或自身下载获取了星历；② 通过接收机自身

的晶振维持或 ＡＧＮＳＳ时间辅助获取了含有误

差的初始时间；③ ＧＰＳ基带完成了比特同步、Ｃ／

Ａ码相位获取、多普勒跟踪，此时，卫星信号发射

时间存在２０ｍｓ的模糊度，接收机测量的Ｃ／Ａ码

伪距可以表述为：

珓
ρ
狊
狉 ＝ρ

狊
狉 狋狉－狋犳，（ ）犡 ＋ρ

狊 狋狉－狋犳，（ ）犡 ·０．０２·

犖狊狉＋Δ犜
狊（狋狉－狋犳）＋Δ犜

狊（狋狉－狋犳）·

０．０２·犖狊狉·犮＋Δ狋狉·犮＋δａｔｍ＋ε （１）

式中，珓ρ
狊
狉是接收机测量的Ｃ／Ａ码伪距；狋狉是接收机

的初始时间；Δ狋狉是接收机钟差；犮为光速；δａｔｍ是大

气传播误差；ε是测量误差；狋犳是ＧＰＳ信号在空中

的传播时间，一般设定为７０ｍｓ，也可依据比特同

步等信息初步估计；ρ
狊 狋狉－狋犳，（ ）犡 是在狋狉－狋犳时刻

卫星运动的速度；Δ犜
狊（狋狉－狋犳）是在狋狉－狋犳时刻卫

星的钟差；Δ犜
狊（狋狉－狋犳）是卫星钟差的变化率；

ρ
狊
狉 狋狉－狋犳，（ ）犡 是利用卫星在狋狉－狋犳时刻的位置与

接收机的初始位置犡 计算出的几何距离。由于

狋狉－狋犳不准确，因此引起卫星坐标计算的不准确。

另外，测站的初始位置也不准确，故该距离包含有

较大的误差。对于接收机初始位置不准确，可以

当作参数进行迭代计算；对于卫星位置不准确，引

入ρ
狊（狋狉－狋犳，犡）·０．０２·犖

狊
狉，补偿ＧＰＳ信号发射

时刻２０ｍｓ模糊度不准确引起的几何距离差异；

对于卫星钟递推误差Δ犜
狊（　）·０．０２·犖

狊
狉，由于

它在１０－１２～１０
－１３量级上变化，可以忽略不计。

依据式（１），对接收机位置 犡、接收机钟差

Δ狋狉、卫星信号发射时间的模糊度０．０２犖
狊
狉，建立观

测方程（假定观测了５颗卫星）：

Δρ＝

Δρ１

Δρ２

Δρ３

Δρ４

Δρ

熿

燀

燄

燅５

，犎＝

犪狓１ 犪狔１ 犪狕１ 珗犪１·珗狏１ １

犪狓２ 犪狔２ 犪狕２ 珗犪２·珗狏２ １

犪狓３ 犪狔３ 犪狕３ 珗犪３·珗狏３ １

犪狓４ 犪狔４ 犪狕４ 珗犪４·珗狏４ １

犪狓５ 犪狔５ 犪狕５ 珗犪５·珗狏５

熿

燀

燄

燅１

，

Δ狓＝ Δ狓　Δ狔　Δ狕　０．０２犖
狊
狉　犮Δ狋［ ］狉 Ｔ （２）

式中，利用卫星犻星地计算狉^犻＝ 珒狊犻－犡 ，珗犪犻＝（珒狊犻

－犡）／^狉犻＝犪狓犻·珝狓＋犪狔犻·珗狔＋犪狕犻·珗狕，这里珒狊犻是卫星

在狋狉－狋犳时刻的位置；珝狓、珗狔、珗狕是 ＷＧＳ８４空间坐

标系 狓、狔、狕 坐标轴的单位向量；Δρ犻＝珓ρ
狊
狉－

ρ
狊
狉（狋狉－狋犳，犡）；珗狏犻是卫星犻在狋狉－狋犳时刻的速度矢

量，可利用星历计算获取；珗犪犻·珗狏犻是星地单位矢量

与卫星速度矢量的内积；Δ狓是待估参数向量。

式（２）可简写为：

Δρ＝犎Δ狓 （３）

　　由式（２）可知，至少需要观测到５颗卫星才能

进行定位解算。当卫星数多余５颗时，可以利用

最小二乘法求解。

２．２　精度评定

由式（３），依据测站对各卫星观测量的先验精

度信息可得：

（犎Ｔ犘犎）－１ ＝

犇１１ 狓 狓 狓 狓

狓 犇２２ 狓 狓 狓

狓 狓 犇３３ 狓 狓

狓 狓 狓 犇４４ 狓

狓 狓 狓 狓 犇

熿

燀

燄

燅５５

（４）

３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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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犘是各观测量的先验权，由观测量的先验方

差确定，可依据如下规则进行确定［４］：

σ
２
Ｃ／Ａ ＝σ

２
ｂａｓｅｂａｎｄ＋σ

２
ｔｒｏｐ＋σ

２
ｉｏｎ＋σ

２
ｏｒｂｉｔ＋σ

２
ｓｖ＿ｃｌｋ （５）

其中，σ
２
ｂａｓｅｂａｎｄ与基带对Ｃ／Ａ码的采样频率、相关器

处理的相关间隔、ＤＬＬ环路设计有关。ＴＣＸＯ的

采样频率一般为１６Ｍ，而中频数据的采样频率一

般为５Ｍ，采样分辨率为１／１６ｃｈｉｐ，精度为９ｍ

左右，相关处理的分辨率为１／５ｃｈｉｐ，为６０ｍ左

右，相关精度为３０ｍ左右。ＤＬＬ环路滤波器对

相关处理结果进行搜索匹配，信号能量越高，匹配

越精确，Ｃ／Ａ 码的测量精度与采样分辨率越接

近。σ
２
ｔｒｏｐ与对流层延迟模型的精度有关，常用的

Ｈｏｐｆｉｅｌｄ模型精度在８０％左右，在ＬＯＳ方向（视

线方向）的残余误差一般不会超过１ｍ；σ
２
ｉｏｎ与电离

层延迟模型的精度有关，电离层延迟模型参数在

导航电文中发布给用户，是８参数的 Ｋｌｏｂｕｃｈａｒ

模型，改正精度一般在６０％左右。残余的模型误

差与时间又密切关系，在晚上，ＬＯＳ方向的模型

残差一般在２ｍ左右，在白天中午时间段，会达

到５～２０ｍ。另外，它还与地理纬度有关。σ
２
ｏｒｂｉｔ与

卫星星历的精度有关，卫星星历精度一般在５～

１０ｍ左右。σ
２
ｓｖ＿ｃｌｋ与卫星钟差模型有关，导航电文

发布的钟差模型精度一般在３ｍ左右。在接收

机嵌入式定位算法中，一般采用统计的方法建立

Ｃ／Ａ码伪距观测精度与卫星信号的能量、高度

角、方位角之间的关系，可以采用如下公式确定：

σｐｓｒ＝σ０／（ｓｉｎ犈·１０
－２）· １／１０ｃｎ０

／
槡

１０

式中，σ０是观测量精度的经验值，可以用式（５）和

观测数据统计确定；犈是卫星的高度角；ｃｎ０是卫

星信号的信噪比，一般在１０～５０ｄＢＨｚ之间。

式（４）是用观测量的先验精度信息，由误差传

播定律确定各参数的方差信息。当卫星数大于５

颗时，也可利用残差信息求取单位权方差σ^０，与

式（４）相乘，获取各参数的验后方差信息。此时，

对于单历元解算而言，多余观测数不是很多，^σ０不

一定真实反映观测的精度。

２．３　数据分析

为了分析上述算法在接收机定位实践中的性

能，本文设计了两组静态启动测试试验，分别对应

于高能量和中低能量的情况。数据处理采用上述

五参数定位模型和最小二乘算法。图１分别给出

了ＧＰＳ信号能量为４２ｄＢＨｚ、３２ｄＢＨｚ时，９５０组

测试数据和６００组测试数据犖ｂｉｔ结果与真值差

异的直方图以及五参数定位结果的平面精度打靶

图。直方图表明，即使在能量高、Ｃ／Ａ码伪距观

测量精度可靠时，仍然有１０％左右的犖ｂｉｔ解算

结果偏离真值较远，达到２个模糊度即４０ｍｓ的

差异。从打靶图来看，高能量时的定位精度基本

上在４０ｍ以内（１倍中误差），整体定位精度在８０

ｍ以内。对于消费类接收机而言，犖ｂｉｔ解算是

接收机启动初次定位，一般在维持１０多秒基本上

可以接受该精度，但对于授时型接收机，该结果的

授时精度在ｍｓ级甚至１０ｍｓ量级。

图１　两组静态启动测试试验

Ｆｉｇ．１　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ｏｆＳｔａｒｔ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ＳｔａｔｉｃＭｏｄｅ

　　图１（ｂ）表明，在中低能量时，直方图反映的

犖ｂｉｔ解算成功率不高，如果以 犖ｂｉｔ在±２以

内，且平面打靶定位精度在４０ｍ以内，能量为３２

ｄＢＨｚ时，解算的成功率仅为６０％左右，这种结果

一般不能满足用户的需求，需要在解算质量控制

算法中加以严格的控制，剔除不好的结果。尽管

如此，该结果已经能够快速地找到接收机较准确

的位置，如果辅以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并进行质量控

制，可以随着时间的递推而收敛。另外，该结果可

以获取较准确的卫星信号发射时刻，辅以比特同

步、帧同步算法和外部星历信息，可以帮助接收机

基带尽快完成数据解码工作。

由式（５）可知，影响五参数定位解算成功率的

因素包括卫星轨道误差、卫星钟差、大气延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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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正误差、基带Ｃ／Ａ码测量误差。提高五参数解

算的成功率，可采用精密星历、精密钟差和准确的

大气延迟模型，这些都可以采用ＡＧＮＳＳ技术或

者广域增强技术来实现。但最根本的因素仍然是

基带Ｃ／Ａ码的测量误差，可以通过减少中频数据

量化误差、提高ＤＬＬ码环跟踪性能两方面来实现。

３　结　语

本文给出了接收机五参数定位算法，对于

ＧＰＳ接收机嵌入式程序开发具有重要的使用价

值，有利于ＧＰＳ基带快速实现定位，从而提高其

ＴＴＦＦ性能。试验数据表明，五参数定位模型的

成功率有待继续验证和提高，尤其是ＧＰＳ信号处

于低能量状态时。另外，五参数在接收机产品工

程化中有诸多因素需要去测试、验证，如其局限

性、质量控制算法、策略优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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