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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参考站网络犚犜犓算法模型及其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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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现有网络ＲＴＫ技术的基础上，提出了所谓的增强参考站网络的ＲＴＫ方法，并发展成了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高精度网络ＲＴＫ定位服务系统软件（ＡＲＳＮＥＴ）。实际应用结果表明，增强参考站网络ＲＴＫ的

精度在水平方向上优于±２ｃｍ，垂直方向优于４ｃｍ，该方法可以有效地提高网络ＲＴＫ定位的可靠性与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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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 ＲＴＫ技术的出现很好地克服了传统

ＲＴＫ技术的局限性，使得在广域范围内实现ｃｍ

级实时定位成为可能。最具代表性的方法是虚拟

参考站（ＶＲＳ）技术。目前，ＶＲＳ技术已发展成为

网络ＲＴＫ中网络改正数生成技术最基本的方

法［１５］。随着互联网与移动通信技术的普及，ＶＲＳ

技术的性能越来越稳定，应用范围更广［１，６１１］。但

随着参考站网络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地理环

境条件等（如参考站高程起伏变化程度不同）的变

化，对网络ＲＴＫ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

确保大规模网络ＲＴＫ定位的精度与可靠性，本

文提出了所谓的增强参考站网络技术，并发展成

为增强参考站网络系统软件 （ＡＲＳＮｅｔ），该系统

在国内多个ＧＰＳ参考站网络中成功运行，并提供

ＲＴＫ定位服务。系统平均初始化时间短，网络

ＲＴＫ定位精度在水平方向上优于２ｃｍ，垂直方

向上优于４ｃｍ。增强参考站技术可有效地提高

网络ＲＴＫ技术的性能和环境适应性。

１　参考站间（犚２犚）模糊度解算策略

１．１　网络分块与基本解算单元

对大规模参考站网络（ＣＯＲＳ）而言，模糊度

解算包括参考站到参考站（Ｒ２Ｒ）的基线、参考站

到用户（Ｒ２Ｕ）间的基线。解算Ｒ２Ｒ模糊度是实

现高精度ＲＴＫ定位的前提，只有Ｒ２Ｒ模糊度能

够实时解算时，才能获得精确的空间相关误差，并

建立空间改正模型，生成网络改正信息发送给用

户。尽管参考站的坐标是精确已知的，但要实时解

算Ｒ２Ｒ基线的模糊度仍然很困难。而在Ｒ２Ｕ情

况下，由于大气延迟可通过区域空间相关误差模型

解算，其模糊度的求解可作为短基线的情况对待。

虽然可以使用参考站的精确坐标和精密星历，但仍

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① 模糊度间的强相关性，

由初始网络参数误差（如大气延迟误差与多路径误

差）造成；② 大规模网络参数估计中含有低高度角

卫星的数据（如低高度角卫星、刚升起和即将降落

的卫星），若不顾及会导致长基线条件下同步观测

的卫星数减少，因此，提高低高度角卫星的模糊度

解算的效率与可靠性非常必要，但在此情形下，对

流层延迟误差会因映射函数的作用导致网络参数

之间具有强相关性；③ 将大规模网络中所有的基

线参数组合到一个法方程中是不切实际的。

本文提出按基本单元将网络分块解算，然后

进行融合，这就是基本解算单元（Ｃｅｌｌ）的思想。

Ｃｅｌｌ是一种星型子网结构，以中心参考站命名，并

形成球面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形的网络（ＳＤＴＩＮ）。如

图１所示，ＣｅｌｌＣＨＤＵ和ＲＥＮＳ有相同的覆盖区

（深色阴影部分），并有一条公共基线连接到两个

中央参考站ＣＨＤＵ和ＲＥＮＳ。对于由狀个参考

站组建的网络，可以被独立解算的基线数目为

狀－１个；两个相邻的Ｃｅｌｌｓ有一条公共基线。被

选择的Ｃｅｌｌ可视为独立的基本解算单元，而从邻

近的独立单元可以解算出不同的参数结果。由于



　第３４卷第１１期 黄丁发等：增强参考站网络ＲＴＫ算法模型及其实验研究

两者有相同的基站联系，是相关的，因此需要进行

平差计算。基于这种基本解算单元，可建立双差

方程用于模糊度解算和空间相关误差的估计。其

优点是有惟一的参考卫星，基线独立，且可避免大

型的病态方程。

图１　基本解算单元

Ｆｉｇ．１　ＢａｓｉｃＳｏｌｖｉｎｇＵｎｉｔ

１．２　采用恒星日滤波消除多路径并行滤波算法

双差多路径误差对伪距的影响能达到宽巷波

长的８０％，特别是在低卫星高度角的情形下
［１２］，

而这会影响Ｒ２Ｒ模糊度的解算，甚至使解算无法

进行。在ＣＯＲＳ网络的环境反射条件未发生改

变时，相同的卫星反射环境天线几何条件具有

重复性。ＧＰＳ卫星轨道每一个恒星日重复一次

（约２３ｈ５６ｍｉｎ），则多路径误差在相邻卫星轨道

周期几乎是一样的（如图２所示）。该性质在解算

模糊度时能用于预测下一周期的周期性误差源的

影响，利用它的恒星日重复性，消除多路径误差对

解算模糊度的影响。在进行卡尔曼滤波解算时，

同时考虑双差对流层天顶延迟（ＤＤＴ）及具有恒

星日周期性的多路径误差，因此能有效地提高低

高度角下卫星数据的模糊度解算性能。

宽巷模糊度的逐历元解算相对比较容易，特

别是在中等高度角条件下，如４０°。ＤＤＴ延迟的

图２　多路径（ＭＰ）影响的恒星日周期性（ＰＲＮ１０）

Ｆｉｇ．２　Ｍｕｌｔｉｐａｔｈ（ＭＰ）ＥｆｆｅｃｔＲｅｐｅａ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ｉｄｅｒｅａｌＤａｙｓ

影响在中等长度基线的情形下通常少于０．２

周［１３］，但在低卫星高度角时，ＤＤＴ延迟的非模型

化影响和ＤＤＭ 将会急剧增大，这会导致在短时

间内宽巷模糊度的解算非常困难，甚至无法解算。

为解决这种问题，此处引入一种滤波方法，该方法

是基于伪距与载波相位的消电离层组合和恒星日

滤波来设计的。该方法的有效性依赖于多路径误

差能否被有效消除。ＤＤＴ延迟可表达为：


２犜＝犣狉ＭＦθ（ ）狉 －犣狊ＭＦθ（ ）狊

ＭＦθ（ ）狉 ＝ ＭＦθ
犻（ ）狉 －ＭＦθ（ ）犼狉 （１）

式中，表示单差；
２表示双差；犣为天顶对流层

延迟，脚标代表测站；ＭＦ（·）是 Ｎｅｉｌ映射函

数［１４］；θ
犻
狉是卫星犻在测站狉时的卫星高度角。因

此，有如下观测方程：

λ犳
２
犳－

２犚

１７λ犳
＝

６０

１７
１

１

１７λ犳

ＭＦθ（ ）狉
１７λ犳

－ＭＦθ（ ）狊
１７λ［ ］

犳

·


２犖狑　

２犖１　
２犿犳　犣狊　犣［ ］狉

Ｔ
＋犞（２）

式中，犳＝７７１－６０２是相位观测值的消电离层

组合观测值；λ犳＝
λ１λ２

７７λ２－６０λ１
；

２犖狑是宽巷模糊

度；犚代表卫星与测站之间的几何距离；犿犳是多

路径的消电离层组合观测值；
２犖１是犔１ 频率的

双差模糊度；犞 是非建模的误差。观测方程为：

犖狑，狋＋δ狋　犖１，狋＋δ狋　犿犳，狋＋δ狋　犣狊，狋＋δ狋　犣狉，狋＋δ［ ］狋
Ｔ
＝

犖狑，狋　犖１，狋　犿犳，狋＋δ狋－τ　犣狊，狋　犣狉，［ ］狋
Ｔ
＋犠狋

式中，犿犳，狋＋δ狋－τ是从前一个恒星日获得的多路径；τ

＝８６１６４ｓ；δ狋是采样间隔。上式改写为矩阵形

式为：

犡狋＋δ狋 ＝犡狋＋犠狋 （３）

　　若考虑由对流层延迟造成的不同卫星犔１模

糊度的强相关性，根据方程（２）、（３），可采用卡尔

曼滤波进行处理。

为了测试所述方法的稳定性与可靠性，选择

了６个参考站，每个测站配备了Ｔｒｉｍｂｌｅ５７００接

收机与ＴＲＭ２９６５９．００抑流圈天线，数据获取率

为１Ｈｚ，观测数据大约跨越了６３ｈ，基线的信息

见表１。当卫星高度角低于２０°时，数据中存在间

断，这是由于信号间断或者低信噪比造成的。

ＡＲＳＮｅｔ系统利用前一天的数据来获取网络中测

站的多路径影响。在接下来的一个恒星日中，之

前观测的多路径序列可用于模糊度解算中多路径

影响的预测并消除。表２表示利用该方法消除了

多路径的影响（ＤｏＹ６３９：００～ＤｏＹ６５０：００）与不

消除多路径影响（ＤｏＹ６２９：００～ＤｏＹ６３９：００）的

５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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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其系统初始化时间缩减了约４３％。对于刚

升起的卫星或者低高度角的卫星，其模糊度的固

定能在１８０ｓ内解算出。试验表明，该方法是有

效且可靠的。

表１　观测的统计数据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ＩＸＩ＿ＣＨＤＵ ＺＨＪＩ＿ＣＨＤＵ ＪＹＡＮ＿ＣＨＤＵ ＰＩＸＩ＿ＱＬＡＩ ＲＥＮＳ＿ＣＨＤＵ Ｔｏｔａｌ

基线长／ｋｍ ４２．０５ ６１．４５ ５３．８５ ７５．２８ ４８．８２ －

高度差／ｍ －１２５．８ －４０５．２ ８３．２ －１１４．５ －２９９．２ －

丢失历元数（＞９０ｓ） ３１＋４０＋３０ ５＋２７＋１８ １＋１２＋７ ５１＋１１２＋９７ １＋９＋６ ４４７

刚升起的卫星数 ２１＋２８＋２８ ２１＋２８＋２８ ２１＋２８＋２８ ２１＋２８＋２８ ２１＋２８＋２８ ３８５

表２　使用或不使用平行滤波（犘犉）法固定模糊度的平均时间／ｓ

Ｔａｂ．２　ＡｖｅｒａｇｅＴｉｍｅｔｏＦｉｘ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ｗｉｔｈａｎｄＷｉｔｈｏｕｔ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ＰＦ）／ｓ

ＰＩＸＩ＿ＣＨＤＵ ＺＨＪＩ＿ＣＨＤＵ ＪＹＡＮ＿ＣＨＤＵ ＰＩＸＩ＿ＱＬＡＩ ＲＥＮＳ＿ＣＨＤＵ

ＤｏＹ６２９：００～ＤｏＹ６３９：００ 不使用ＰＦ ３４０ ３２７ ３２７ ３５２ ３６７

ＤｏＹ６３９：００～ＤｏＹ６５０：００ 使用ＰＦ １６１ １６５ １７７ １７５ １７９

２　大气延迟参数的平差计算及内插

２．１　犚２犚大气延迟参数的平差计算

在Ｒ２Ｒ层面上，估算出来的大气延迟参数可

以用来为ＲＴＫ用户的改正数生成建模，甚至还

可用于区域水汽估算以及电离层延迟格网建模。

但Ｃｅｌｌ作为独立的基本解算单元，其相交部分包

含了公共基线，且还有基线闭合环路，因此，待估

参数在公共基线和相交Ｃｅｌｌ间会得出不同的结

果。为了进行区域对流层延迟格网建模，需要在

整个ＣＯＲＳ网络上对不同Ｃｅｌｌ的参数进行平差。

观测量是Ｃｅｌｌ犓 中所估算的参数，观测方程

可以写成如下形式：

犔犽 ＝犅犽犡＋犞犽 ＝ ［
︶
ω犽　Δ

︶
ω犽１　……Δ

︶
ω犽犾］

Ｔ
＝

０ … １ … ０ … ０

１ … －１ … ０ … ０

 

０ … －１ … １ …

熿

燀

燄

燅０

·

［ω１　…　ω犽…　ω犾　…　ω狀］
Ｔ
＋犞犽 （４）

其中，犽＝１，…，狀，狀为Ｃｅｌｌ的个数，它是ＣＯＲＳ网

络中基站的数目；连接到核心基站犓（中心基站）的

站有１，…，犾；对于狀个Ｃｅｌｌ，可以写出下面的方程：

犔＝犅犡＋犞＝ 犔１　…　犔犽　…犔［ ］狀
Ｔ
＝

犅１　…　犅犽…　犅［ ］狀
Ｔ犡＋

犞１　…　犞犽　…　犞［ ］狀
Ｔ，犞～犖（０，犚）（５）

　　图３显示了包括７个站网络的对流层天顶延

迟湿分量４ｈ间隔的变化情况估计，覆盖整个

ＣＯＲＳ区域，与ＧＡＭＩＴ软件计算的结果进行比

较，精度可以达到５ｍｍ。

２．２　改进的区域内插方法

通常情况下，流动站的高程会与参考站三角形

平面的高程相差很大。若未考虑高程的差异，基于

经典内插方法获得的结果将是有偏的，它对实时动

态定位的影响不能总忽略掉，尤其是在山区网络。

利用四川盆地ＧＰＳ观测网络进行试验。图４显示

了在不同卫星高度角时，双差对流层延迟随流动站

与网络之间的高差变化而变化的关系。

图３　ＧＰＳ观测网络天顶对流层延迟湿分量

Ｆｉｇ．３　Ｗｅｔ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ｏｆＴｒｏｐ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ＺｅｎｉｔｈＤｅｌａｙｏｆＳＩＧＮ，Ｃｈｅｎｇｄｕ，Ｓｉｃｈｕａｎ

　　为了消除这种偏差，提出了一种改进的高程

相关内插方法，它把双差对流层延迟分为两个部

分，即与高程无关的部分（ＨＩ）和与高程有关的部

分（ＨＲ），写成如下形式：


２犜狉犻犽狌＝∑

狀

犼＝１

犪犼
２犜狉犻犽犼（犺狌）＝

６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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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双差对流层延迟量与流动站和基站

平面高差的关系

Ｆｉｇ．４　ＤＤＴＤｅｌａ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Ｈｅｉｇｈ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
狀

犼＝１

犪犼 
２犜狉犻犽犼 ＋ｄ犜狉 Δ犺（ ）犼（ ）犻犽 ＝

∑
狀－１

犼＝１

犪犼
２犜狉犻犽犼 ＋∑

狀

犼＝１

犪犼ｄ犜狉（Δ犺犼）
犻犽 （６）

其中，狌、犼为流动站和参考站；犻、犽是卫星ＩＤ号；

狀是基站在网络中的编号；犪犼＝犮犼／犮是内插模型

的系数，犮犼＝１／犱犼，犮＝∑
狀

犼＝１
犮犼；犱犼是参考站犼到流动

站之间的距离；
２犜狉犻犽犼 是双差电离层延迟；ｄ犜狉

Δ犺（ ）犼
犻犽是对应的高程相关的改正数，从前面的模

型中得来：

ｄ犜狉 Δ犺（ ）犼
犻犽
＝ｄ犜狉

狕（Δ犺犼）×

ＭＦ（犫犺狌）
犽
－ＭＦ（犪犺狌）（ ）犻 （７）

ｄ犜狉狕（Δ犺犼）＝ＺＴＤ（犺犼）－ＺＴＤ（犺狌） （８）

其中，ＺＴＤ是天顶对流层延迟。

３　增强参考站网络犃犚犛犖犲狋系统的

性能

３．１　犃犚犛犖犲狋软件的结构和功能

ＡＲＳＮｅｔ软件是在ＶＥＮＵＳ的基础上发展起

来的，主要模块包括服务器管理系统、ＣＯＲＳ网络

管理模块、网络通信模块、ＧＰＳ数据处理和管理

模块、用户管理模块和完整性监测模块。其中最

重要的部分是数据处理和管理模块。

１）ＡＲＳＮｅｔ服务器管理系统是一个控制程

序，它可以设置为与ＣＯＲＳ相关的参数，如接收

机类型、天线参数、坐标和数据链接参数。同时，

它还可以启动ＡＲＳＮｅｔ服务器，为用户提供网络

ＤＧＰＳ／ＲＴＫ定位应用。

２）数据处理与管理模块。ＡＲＳＮｅｔ服务器

的主要任务包括原始数据接收和管理；ＲＩＮＥＸ

（＋压缩 ＲＩＮＥＸ）数据备份；数据质量控制（粗差

探测和周跳修复）；连续运行参考站网络中基站间

整周模糊度的解算；距离相关误差建模，电离层、

对流层延迟估计以及多路径效应估算；计算网络

改正数，并将改正数以ＲＴＣＭ的格式编码来满足

不同品牌接收机的ＲＴＫ运行的需求，以此服务

于区域内流动站的ＲＴＫ用户；通过网络传输协

议（ＮＴＲＩＰ）向流动站用户发送ＲＴＣＭ改正数。

３）网络管理模块。在构建ＣＯＲＳ网络时，使

用不规则球面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形网络（ＳＤＴＩＮ）方

法。这种方法不会带来边界区域的投影变形问

题，即使是很大范围的ＣＯＲＳ网络。在 ＡＲＳＮｅｔ

系统中，使用了一种基于ＳＤＴＩＮ的快速网络扩

展技术。对于任意的区域ＣＯＲＳ网络，由于各种

因素的影响，一些基站可能会时而有用，时而没

用，网络配置的改变将影响ＲＴＫ用户，因此必须

能够进行实时同步处理。

４）用户管理模块为管理员用来进行用户管

理，包括用户账户的开启和关闭、账户使用以及当

前用户状态等。

３．２　测试结果评估与分析

试验１　网络内和网络外共有测试点５２＋２３

个，测试点的坐标通过和周围ＩＧＳ站联测来确定，

并保证观测不少于４ｄ。计算出来的位置将被视为

地面坐标已知点，然后在这些测试点上用ＲＴＫ进

行定位，数据采样间隔为１ｓ。接着用ＲＴＫ所采集

的坐标和已知点坐标比较。图５展示了误差在水

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分布情况，纵坐标表示指定偏

差范围内测试点的个数。ＲＴＫ在水平方向的定位

精度为２ｃｍ，在竖直方向的定位精度为４ｃｍ。

图５　ＲＴＫ定位精度统计分析

Ｆｉｇ．５　Ｅｒｒｏ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

试验２　将一台天宝５７００ＲＴＫ接收机安装

在一辆汽车上，汽车以５０ｋｍ／ｈ的速度经过立交

桥，通过ＲＴＫ测定其运动轨迹。所设计的路线

是根据 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卫星影像来规划的。图６

的３Ｄ轨迹由ＲＴＫ定位结果描绘出来。结果表

明，ＡＲＳＮｅｔ系统能够很好地支持动态情况下的

实时动态定位。

４　结　语

网络ＲＴＫ技术可以克服传统ＲＴＫ的一些

７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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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ＲＴＫ测试的轨迹立体图

Ｆｉｇ．６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ｂｙＲＴＫ

限制。与单参考站方法不同，网络中多参考站的

使用将会带来更大的服务覆盖面积、更强的稳健

性和更高的定位精度。由笔者开发的增强参考站

网络ＲＴＫ系统已在实际工程网络中得到成功应

用。网络分块解算与融合的思想有效地增强了系

统的性能和ＲＴＫ定位的可靠性，系统在整个网

络覆盖范围内能够提供水平方向２ｃｍ、垂直方向

４ｃｍ的实时定位精度，可靠性更高。恒星日滤波

的并行算法对Ｒ２Ｒ整周模糊度的解算能够极大

地降低多路径等周期误差的影响，对于刚升起的

卫星和重新锁定的低高度角卫星（１０°），模糊度解

算都能够很快地在１８０ｓ内固定。改进后的顾及

高程差的插值方法可有效地提高改正数生成的精

度，由高程差异所带来的系统误差大大减弱。

致谢：感谢武汉大学ＧＮＳＳ中心的刘经南院

士以及ＵＣＳＤ／ＳＩＯ的方鹏博士提出的建设性意

见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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