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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总结了目前高精度ＧＮＳＳ数据处理技术的发展趋势，结合ＰＡＮＤＡ软件的特点和数据处理能力，提出

了围绕ＰＡＮＤＡ软件建立基于 Ｗｅｂ的ＧＮＳＳ数据精密分析与服务系统的体系模型。设计了该系统的构架，

定义了服务产品，并提出数据处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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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越来越多的地基连续运行基准站网络的

建立，大规模数据的联合高精度处理技术成为

ＧＮＳＳ数 据 处 理 的 重 要 发 展 方 向
［１３］。随 着

ＧＮＳＳ数据误差模型的精化，利用该数据的观测

结果不仅能监测到地壳１０ａ尺度的缓慢运动，而

且可以监测到１ｓ分辨率的突然变化，精度均可

达到ｍｍ量级
［４］。ＧＮＳＳ数据处理模式从事后拓

展到实时后，已成功应用于地震、海啸、滑坡和火

山监测［５］。国际上最权威、应用也最广泛的

ＧＮＳＳ高精度数据及产品服务来自于国际ＧＮＳＳ

服务组织（ＩＧＳ），该组织提供的产品被公认为是

种类最齐全、精度最高的［６］。目前，ＩＧＳ不提供在

线自动数据处理与分析服务。美国Ｓｏｐａｃ网站和

加拿大联邦资源局的ＣＳＲＳＰＰＰ网站等服务平

台可提供ＧＮＳＳ数据的高精度自动处理服务，但

不提供实时差分信息服务。

综合分析目前基于 Ｗｅｂ的ＧＮＳＳ数据的精

密分析与服务，本文认为，目前的服务可归结为以

下三种模式：成果服务、广义差分信息服务和自动

数据处理服务，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服务系统同

时具备这三种模式的服务能力。随着新卫星导航

系统的建立，现有的资源难以满足多类用户高精

度应用的需求，本文围绕ＰＡＮＤＡ软件设计了综

合服务平台［７１１］，同时开展了上述三种模式的服

务。按照这三种模式针对性地给出了该服务系统

的构架设计、产品定义和数据策略。

１　服务系统构架设计

１．１　服务模式

１）成果服务模式。是指获取ＧＮＳＳ及相关

模型数据后，通过精密数据处理与分析形成相应

的产品序列，类似ＩＧＳ提供的产品服务。该模式

提供的信息来源于服务系统既定的基准站网，用

户不能根据需要增减基准站的数量。

２）广义差分信息服务模式。针对实时精密导

航和定位用户，服务系统在实时采集ＧＮＳＳ基准站

数据的同时，对数据进行精密处理，形成可用于精

密定位的差分改正信息以及完好性信息。用户通

过网络获取服务信息后，结合实测数据可进行实时

精密定位和导航。对比利用卫星播发差分信息的

服务系统，如美国的 ＷＡＡＳ系统和欧洲的ＥＧＮＯＳ

系统，基于 Ｗｅｂ的ＧＮＳＳ服务系统播发的信息量

大幅提高，包含更加丰富和更高精度的差分信息。

３）自动数据处理服务模式。针对高精度大

地测量用户，用户通过网络将ＧＮＳＳ数据按一定

的格式上载到服务系统的服务器，服务系统根据

数据及相关的参数设置配置相应的软件及辅助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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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解算得到高精度的定位结果后发送到用户端。

服务系统利用大量基准站数据进行联合解算，该

模式可为大地测量用户提供高精度结果。精密服

务结果采用精密单点定位和网解相对精密定位两

种处理策略，同时可以根据用户对精度的要求，分

事后、快速和准实时的静态和动态精密定位服务。

１．２　服务系统构架设计

１．２．１　硬件平台

ＧＮＳＳ数据精密分析与服务系统硬件平台主

要由数据服务器、高性能计算工作站（如ＩＢＭ

Ｃｌｕｓｔｅｒ）及通信设备三部分组成（见图１）。数据

服务器负责数据的传输、存储、管理和初步的预处

理；计算工作站负责从数据服务器获取数据，进行

数据处理与分析，并将结果发布到数据服务器。

图１　服务系统硬件平台结构图

Ｆｉｇ．１　Ｈａｒｄｗａ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Ｓｅｒｖ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１．２．２　软件平台

ＧＮＳＳ数据精密分析与服务系统软件平台由

Ｗｅｂ通信及服务软件、数据管理软件、数据预处

理软件、数据处理配置软件、ＧＮＳＳ数据处理软件

和产品综合软件等组成。基于 Ｗｅｂ的通信及服

务软件负责获取ＩＧＳ基准站网、区域基准站网

（如陆态网络工程、各省市级ＣＯＲＳ网等），提取

用户的数据处理配置信息以及为用户提供实时和

事后产品及数据流服务；数据管理软件负责收集、

存储、管理和分发数据；数据处理配置软件负责根

据用户的配置信息组织数据和配置参数，调用

ＧＮＳＳ数据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ＧＮＳＳ数据

精密分析软件是服务平台的核心，由事后数据处

理软件和实时数据处理软件两部分组成，负责根

据配置文件精密分析ＧＮＳＳ数据，提供实时信息

和事后单弧段解文件；产品综合软件负责综合单

弧段解文件，形成用于发布的最终产品序列。软

件平台结构图如图２所示。

２　产品定义及数据处理策略

２．１　成果服务模式

成果服务的产品与ＩＧＳ提供的产品基本一

图２　服务系统软件平台结构图

Ｆｉｇ．２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Ｓｅｒｖ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致，包括事后精密产品、快速产品、超快速产品等。

２．１．１　事后精密产品

包括事后精密轨道和钟差、地球自转参数

（ＥＲＰ）、全球及区域的基准站坐标序列、电离层和

对流层延迟模型参数，以及有关的低轨卫星轨道、

重力场模型等。

精密产品的更新为１周，延迟为１３ｄ。精密产

品的获取分为两个步骤：①对数据进行处理，形成单

弧段法方程；②对单弧段法方程进行组合，生成最终

的精密周解。数据流程分别如图３和图４所示。

图３　建立单弧段法方程的数据处理流程

Ｆｉｇ．３　Ｄａｔａ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Ｎｏｒｍ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ｉｎｇｌｅＡｒｃ

２．１．２　快速产品

包括ＧＮＳＳ卫星的快速轨道、钟差以及电离

层和对流层延迟模型参数、ＥＲＰ参数等。

快速产品的更新周期为１ｄ，首先采用单天的

数据形成法方程，然后采用３个单天的法方程进

行叠加，形成３ｄ解，提供的快速产品为最后２４ｈ

０６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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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法方程合并的数据处理流程

Ｆｉｇ．４　Ｄａｔａ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ＣｏｍｂｉｎｅＮｏｒｍ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的结果。其中，单弧段法方程的建立与图３一致，

法方程合并的示意图如图５所示。

图５　快速产品法方程组合示意图

Ｆｉｇ．５　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ｏｆＣｏｍｂｉｎｅＮｏｒｍ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Ｒａｐｉ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２．１．３　超快速产品

包括ＧＮＳＳ卫星的超快速轨道、钟差以及电

离层和对流层延迟模型参数、ＥＲＰ参数等，同时，

针对特定区域的实时基准站，还有测站实时的位

置序列，用于监测和分析地壳的突发运动，如地震

引起的地壳运动等。超快速轨道产品、钟差、电离

层和对流层、测站序列位置的更新周期分别为６

ｈ、１ｓ、２ｈ、１ｓ。首先利用全球基准站数据获取超

快速的卫星轨道及ＥＲＰ参数，然后以超快速轨道

为基准，计算其他的实时参数。超快速轨道计算

采用递推式的法方程组合方法，６ｈ的单弧段法

方程的构建与图３一致，法方程的合并示意图如

图６所示。

图６　超快速轨道产品法方程组合示意图

Ｆｉｇ．６　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ｏｆＣｏｍｂｉｎｅＮｏｒｍ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ＵｌｔｒａＲａｐｉ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２．２　广义差分信息服务模式

广义差分信息服务产品分为两类，一类针对

广域用户；另一类针对重点区域用户。广域的差

分信息包括实时的卫星轨道和钟差、大区域电离

层延迟模型参数及完好性信息，用户采用精密单

点定位模式；重点区域的差分信息包含卫星轨道、

钟差、虚拟差分观测值及综合改正模型参数等，用

户则可采用网络ＲＴＫ的定位模式。

广义差分信息为实时数据流，采用 Ｎｔｒｉｐ协

议进行传输，差分信息的生成流程如图７所示。

图７　差分信息生成流程图

Ｆｉｇ．７　Ｄａｔａ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２．３　自动数据处理服务的数据处理策略

自动数据处理是一种在线计算服务，服务系

统根据用户上载的 ＧＮＳＳ数据及策略描述配置

辅助数据和软件，为用户提供精密定位及大气模

型参数等结果。服务系统可根据用户数据特征自

动搜寻附近的参考基准站，并根据参考站的基线

长度自动确定数据处理策略。自动数据处理服务

通用处理策略的流程图如图８所示。

图８　自动数据处理流程图

Ｆｉｇ．８　Ｄａｔａ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当自动数据处理的用户达到较大的数量，而

且基准站的密度较高时，可以首先利用基准站数

据生成网解信息，然后采用基于网解信息固定非

差模糊度的方式实施用户数据逐测站的精密定

位，从而大幅度提高在线数据服务的速度［１２］。

３　结　语

本文围绕ＰＡＮＤＡ软件建立了基于 Ｗｅｂ的

ＧＮＳＳ数据精密分析与服务系统的构想。该系统

１６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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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成果服务、广义差分信息服务和在线自动处

理等三种模式的服务能力。设计了系统的软硬件

平台，定义了服务产品，且给出了相应的数据处理

策略，为建立基于 Ｗｅｂ的精密分析与服务平台奠

定了基础，有利于促进新建导航系统（如ＣＯＭ

ＰＡＳＳ系统）在精密定位和相关科学研究领域中

的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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