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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与常规ＲＴＫ相比，网络ＲＴＫ具有明显的优势，主要包括实时定位精度高、可靠性和可用性高以及高

成本有效等，因此它是未来实时定位发展的一个主要方向。对网络ＲＴＫ的整周模糊度搜索、用户误差估算

等相关算法进行了有益的研究，用基于本文算法的软件对实测数据进行了处理，给出了网络 ＲＴＫ的定位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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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ＲＴＫ定位技术得到了

快速发展，它包括一个位置已知的基准站，通过

ＶＨＦ、ＵＨＦ电台或移动通信等数据链路向流动

站播发原始观测值和／或观测值改正数；流动站的

数据处理包括差分载波相位的模糊度解算和流动

站的坐标估计。常规ＲＴＫ
［１，２］的主要缺点是：为

了能够快速、准确地解算载波相位模糊度，流动站

与基准站之间的距离不能超过１０～２０ｋｍ。这是

由电离层和对流层折射、轨道误差等与距离相关

的误差造成的。然而，这些误差可以用流动站周

围的多个基准站信息进行改正或估算。２０世纪

末，ＲＴＫ定位技术由单基准站ＲＴＫ向多基准站

ＲＴＫ发展，这种多基准站ＲＴＫ定位技术又称为

网络ＲＴＫ
［１，２］。

１　网络犚犜犓

网络ＲＴＫ技术是一种利用多基准站信息改

善用户定位的高精度实时定位技术。具体是在一

个地区建立多个（一般至少３个）基准站，并基于

这些基准站（全部或部分）为其覆盖区域内和周边

的流动站播发原始观测值和／或观测值改正数，流

动站的数据处理同样包括差分载波相位的模糊度

解算和流动站的实时坐标估计［２，３］。

一般来说，一个完整的网络 ＲＴＫ系统是由

基准站网（ＢＳＮ）、计算与控制中心（ＣＣＣ）、系统用

户（ＣＳ）和数据通信（ＤＣＳ）四部分组成，见图１。

其中，基准站网的主要功能是为系统提供实时卫

星定位数据和气象数据等；计算与控制中心是系

统的监控中心，主要功能是系统数据的处理、系统

和用户的管理与服务；系统用户是系统的使用终

端；系统通信部分负责系统各部分间的数据和指

令传输，包括有线和无线两种传输方式。

图１　网络ＲＴＫ系统构成

Ｆｉｇ．１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ｅｔｗｏｒｋＲＴＫＳｙｓｔｅｍ

与常规ＲＴＫ技术相比，网络ＲＴＫ技术具有

定位范围广、定位精度高、可靠性和可用性高等主

要优点［２］。此外，网络ＲＴＫ还具有投资少、成本

有效的优势。因此，最近几年，网络ＲＴＫ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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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的发展和应用，并且基于区域永久ＧＰＳ基准

站网的卫星定位增强系统除提供网络ＲＴＫ服务

外，还提供实时数据等其他服务。

２　算　法

对于任何网络 ＲＴＫ算法来说，其关键技术

都是充分利用基准站网提供的信息来改善用户的

定位，包括定位精度和可靠性等方面。目前，网络

ＲＴＫ的算法主要有 ＶＲＳ（ｖｉｒｔｕａｌ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ｔａ

ｔｉｏｎ）、ＦＫＰ（ｆｌｃｈｅｎｋｏｒｒｅｋｔｕｒ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等
［３５］。

２．１　整周模糊度解算

通常情况下，基准站网的站间距离为几十

ｋｍ至上百ｋｍ，一般不超过２００ｋｍ，并且各基准

站的坐标精确已知，对于这样的基线，其整周模糊

度是完全可以固定下来的［６］。在此，给出几个双

频整周模糊度解算的约束条件，它们可以与其他

模糊度解算方法结合使用，有利于模糊度的快速

解算和判定，甚至可以进行单历元整周模糊度的

解算。

由于在正常情况下，基准站都设在比较开阔

的地方，所以可忽略多路径的影响，则接收机犻对

于卫星狆 的犔１和犔２载波相位观测方程可表示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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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Φ为载波相位观测值；ρ为卫星到接收机的

几何距离；犮为真空中的光速；犳为 ＧＰＳ载波频

率；犐为电离层折射造成的距离误差（发散误差）；

犅为所有非发散的系统误差；犖 为载波相位模糊

度；ε为观测噪声。

在本文中，用不同的上标表示不同的卫星；用

下标１和２分别表示犔１ 和犔２载波，其余的下标表

示不同的接收机。由式（１）和式（２）可得接收机犻

和犼与卫星狆和狇之间的双差载波相位观测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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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面的公式可得到双频双差载波整周模糊

度的三种关系式如下。

２．１．１　发散误差关系式

式（３）和式（４）中都含有电离层折射项犐，通

过二者之间的关系可将其消除。另外，非发散误

差项犅主要是双差组合后的对流层折射影响以

及残余的双差卫星轨道误差等，可以通过模型改

正或其他方法进行消除或削弱。若用η表示改正

后的误差，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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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犅′狆狇犻犼表示计算值。通过整理，最终可得双频

双差整周模糊度关于发散误差的线性关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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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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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基准站的坐标已知，ρ
狆狇
犻犼 可以精确计算，

所以犾为常数项，ω为残余非发散误差和观测噪

声的影响。显然，式（５）中的非发散误差处理得越

精确，式（６）中的双频模糊度约束就越强。

２．１．２　非发散误差关系式

与式（６）类似，式（４）与式（３）相减，可消除其

中的非发散误差，得到双频双差整周模糊度的非

发散误差关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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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各项都以周为单位，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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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犐′狆狇１犻犼为双差电离层延迟犐
狆狇
１犻犼的改正值；ζ

狆狇
犻犼 为

改正后的误差。式（１２）中的两项分别为残余发散

误差和观测噪声的影响。

２．１．３　闭合差关系式

对于任何两个以上的基准站（或流动站）所组

成的闭合基线，双差整周模糊度的代数和在理论

上为零。以基准站犻、犼和犽为例，有：

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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狆狇
犼犽 ＋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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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由于残余误差的影响，仅用上面的关系式不

能直接解算出整周模糊度来，但是这些关系式对

于快速解算和检验整周模糊度是非常有利的，可

以显著提高模糊度解算的效率和成功率。

除了上述的三个双频整周模糊度关系式外，

还有其他的约束条件可以利用，如基准网的基线

长度是已知的等，这些条件对网络ＲＴＫ的整周

模糊度的快速解算也很有帮助，但不像式（６）、式

１５３１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

（９）和式（１３）那么直接，需要根据具体情况结合使

用，往往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

２．２　误差处理

ＧＰＳ定位中涉及多种误差，其中一些误差是

高精度网络ＲＴＫ定位所必须考虑的，如接收机

和卫星钟差、电离层和对流层折射误差以及卫星

轨道误差等。对于网络ＲＴＫ来说，由于双差组

合方法具有消除或削弱大部分系统误差和模糊度

为整数等优点，所以多数网络ＲＴＫ算法都是基

于双差组合的。双差组合对系统误差的消除效果

受误差相关性的影响，当系统误差的测站／卫星间

的相关性越强，双差组合的消除效果越显著［７，８］。

因此，本文根据系统误差在不同测站／卫星间的相

关性大小将所有定位误差分为三类：① 在不同的

测站／卫星间具有完全相关性的系统误差，如卫星

钟差和接收机钟差，对于不同的测站／卫星，这些

误差的影响相同，可用双差组合很好地消除。

② 在不同的测站／卫星间具有一定相关性的系统

误差，如电离层折射、对流层折射和卫星轨道误差

等，这类误差的相关性与距离有关，距离越长，相

关性越弱，并且双差组合方法不能完全消除此类

误差的影响。③ 在不同的测站／卫星间不具有相

关性的系统误差，如周跳、多路径效应等，此类误

差各测站／卫星间不具有相关性，无法用双差消除

或削弱。这类误差是网络 ＲＴＫ 定位的主要误

差，也是网络ＲＴＫ算法考虑和处理的主要内容。

２．２．１　综合误差

在ＲＴＫ定位中，有些误差间的相关性较强，

难以快速地区分和估算。但在某些情况下，这些

误差的综合影响可较容易地估算或处理，并且也

没有必要去区分和分别估算。这时，可以将这些

具有同一特性、可用同一方法处理的误差作为一

个误差进行估算或处理，本文称为综合误差。如

前面提到的发散误差和非发散误差，甚至当基准

网的范围比较小时，可以将整个第二类误差作为

综合误差进行统一处理，此时若其中不含有第三

类误差（或已经单独处理），犔１和犔２双差组合后的

综合误差可简单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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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　综合误差内插法

在网络ＲＴＫ中，综合误差主要涉及上述的

第二类误差。由于这些误差在一定的范围内具有

较强的时间和空间相关性，所以可以用相同的方

法———综合误差内插法（ＣＢＩ）进行处理。与区域

ＤＧＰＳ方法类似，当估算出了基准站的综合误差，

就可以内插出用户站的综合误差。各种误差的内

插方法较多［９，１０］，其一般形式可表示为：

犿１
狆狇
犻狌 ＝狑１

狆狇
犻犼·犪１

狆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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狆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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犻犽·犪１狆狇犻犽·犿１狆狇犻犽 ＋…

（１６）

其中，犿狆狇１犻狌为用户站的双差综合误差；犿狆狇１犻犼、犿
狆狇
１犻犽等

为基准站的双差综合误差；狑狆狇１犻犼、狑
狆狇
１犻犽、犪狆狇１犻犼、犪

狆狇
１犻犽等分

别为相应的权和内插系数。需要注意的是，要根

据实际情况定义合适的综合误差，选用合适的内

插方法。

３　实　验

基于上述算法，笔者开发了网络 ＲＴＫ 软

件———ＮＲＴＫ，它可为用户提供ｃｍ 级的单历元

网络 ＲＴＫ 定位。为了验证本文算法和评估

ＮＴＲＫ的定位精度，进行了实测数据的采集。因

为ＮＲＴＫ采用的是单历元网络ＲＴＫ定位方法，

并且静态定位具有容易选择良好的观测环境、结

果可与已知值进行比较等优点，便于定位结果的

客观准确评估，因此本文采用静态定位的方法进

行ＲＴＫ定位结果的评估。具体的测站分布和站

间距离如图２所示。

图２　实验测站分布图

Ｆｉｇ．２　ＧＰＳ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ｅｓｔ

实验数据采样率为１ｓ，观测时间为６ｈ左

右。通过对该数据的处理，可得如图３所示的定

位结果，因为用户站的坐标事先已精确测定，所以

图中给出的是真误差。

图３　各分量的真误差

Ｆｉｇ．３　Ｔｒｕｅ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２５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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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清楚地反映定位误差的消除情况和对

定位结果的影响，在计算和结果的处理中没有使

用任何滤波算法。从图３可以看出，系统误差基

本被消除，结果中主要是随机噪声等非系统误差

的影响，通过对定位结果进行概率统计，可得在

北、东和天顶分量的单历元定位结果的ＲＭＳ值

分别为１．７ｃｍ、１．４ｃｍ和３．７ｃｍ。

４　结　语

与常规ＲＴＫ相比，网络ＲＴＫ具有明显的优

势，是未来ＲＴＫ技术发展的一个主要方向。本

文对网络ＲＴＫ的相关算法进行了讨论，并针对其

中整周模糊度的快速解算和用户的误差处理等关

键问题进行了探讨，对快速整周模糊度的解算与判

定和削弱用户定位误差、提高定位精度具有明显效

果。通过对６ｈ的实测数据的处理，基于本文算法

的网络ＲＴＫ可为１００ｋｍ左右ＣＯＲＳ网的用户提

供几个ｃｍ的单历元网络ＲＴＫ定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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