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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多频数据组合原理，推导了组合观测值电离层比例因子与噪声比例因子的关系，分析了Ｃｏｍｐａｓｓ

码和相位的多种可能组合，从中选取３种线性无关的优化组合作为周跳检验量。所选检验量保持了周跳的整

数特性，便于准确估计与修复周跳。利用ＣｏｍｐａｓｓＭ１实测数据进行的实验表明，基于优化组合可以探测出

１周以上的所有周跳，在缺失历元较少和无电离层异常时可以准确估计与修复基本频率的周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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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波相位周跳探测是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ＧＮＳＳ）数据质量控制的重要内容
［１］，包括检验量

选取和探测估计两个步骤。检验量直接影响周跳

探测的分辨率，选取合适的检验量可以显著降低探

测与估计方法的复杂度，提高周跳探测可靠性。

我国新一代Ｃｏｍｐａｓｓ
［２］、欧洲Ｇａｌｉｌｅｏ和美国

现代化后的ＧＰＳ等ＧＮＳＳ系统，均播发多频（大

于等于３个频率）码和载波相位数据。与双频相

比，多频数据能够形成更多的组合，为寻找波长更

长、噪声更小且保持周跳整数特性的优良组合作

为周跳检验量提供了更大的可选范围［３，４］。

范建军［５］分析了三频非差数据周跳探测的特

点，推荐了３种组合作为周跳检验量，但其中有两

种是基于多频相位的无几何组合，周跳不保持整

数特性。刘旭春［６］、熊伟［７］以（０，１，－１）、（－３，１，

３）、（－１，８，－７）３种组合探测ＧＰＳ三频双差数

据的周跳，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１　基于三频数据组合的周跳探测

设有三频码和载波相位观测值，分别对应频

率犳１、犳２、犳３，且定义犳１＞犳２＞犳３。根据多频数据

组合原理［４，８］，得码和相位的无几何组合为：

犘（犾，犿，狀）－犔（犻，犼，犽）＝λ（犻，犼，犽）［
０
犚－

０
犛＋犖（犻，犼，犽）］（犻，犼，犽）

＋（β（犾，犿，狀）＋β（犻，犼，犽））
犓１

犳
２
１

＋ε犘（犾，犿，狀）＋ε犔（犻，犼，犽） （１）

式中，犻、犼、犽、犾、犿、狀为组合系数；λ（犻，犼，犽）、犖（犻，犼，犽）分

别为组合观测值的波长和组合模糊度；β为电离

层比例因子。

除观测噪声外，式（１）右端只包含相位模糊度

和电离层项，将该式历元间作差，可得组合观测值

的周跳（以下称组合周跳）：

Δ犖（犻，犼，犽）＝
１

λ（犻，犼，犽）
（犘（犾，犿，狀）（狋２）－犘（犾，犿，狀）（狋１）－

犔（犻，犼，犽）（狋２）＋犔（犻，犼，犽）（狋１）－（β（犾，犿，狀）＋β（犻，犼，犽））Δ犐１）

（２）

式中，Δ犐１为犔１ 频率电离层延迟历元间差。电离

层延迟历元间变化较小，选择合适的组合系数使

（β（犾，犿，狀）＋β犣（犻，犼，犽））不太大，则式（２）中的电离层项

可以视为噪声。

组合周跳的估计精度为：

σΔ犖（犻，犼，犽）＝
１

λ（犻，犼，犽）

（β（犾，犿，狀）＋β（犻，犼，犽））
２
σ
２
Δ犐１＋２σ

２
犘（犾，犿，狀）＋２σ

２
犔（犻，犼，犽槡 ）

（３）

　　以上推导基于非差观测值展开，对双差观测

值同样可以组成码和相位的无几何组合进行周跳

探测，相关公式与式（１）～式（３）类似。需要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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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组合系数一样的情况下，双差观测值历元间

电离层延迟的变化更小，因此周跳探测的精度更

高。

要探测估计全部３个频率的周跳，需要３种

线性无关的码和相位组合作为检验量。采用适当

的方法估计出组合周跳后，利用式（４）解算３个基

本频率上的周跳：

犻１ 犼１ 犽１

犻２ 犼２ 犽２

犻３ 犼３ 犽

烄

烆

烌

烎３

Δ狀１

Δ狀２

Δ狀

烄

烆

烌

烎３

＝

Δ犖１

Δ犖２

Δ犖

烄

烆

烌

烎３

（４）

式中，Δ狀１、Δ狀２、Δ狀３分别为基本频率犔１、犔２、犔３ 上

某一历元处的周跳；Δ犖１、Δ犖２、Δ犖３为３种检验

量上同一历元的组合周跳。相位组合系数均为整

数，故组合周跳也是整数。

对周跳探测而言，波长尽可能长、电离层影响

和噪声尽可能小的无几何组合是最优的。此外，

为了保证估计的基本频率周跳为整数，式（４）中系

数阵的行列式必须为１
［９］。我们的任务便是根据

式（４），选取满足以上约束条件的３种优化组合。

根据组合系数的不同，码和相位的无几何组

合有无穷多种。首先设定比较宽松的波长、噪声

和电离层延迟比例指标，采用穷举法，搜索有效的

相位组合，缩小目标范围；其次，借助电离层与噪

声的比例关系及数值计算，为有效相位寻找合适

的码组合，依次选出３种优化组合。下面具体讨

论Ｃｏｍｐａｓｓ三频优化组合的选取过程。

２　犆狅犿狆犪狊狊三频数据优化组合

２．１　有效的相位组合

为了缩减搜索范围，我们首先以组合波长大

于１ｍ，噪声与波长之比小于１／２，且电离层比例

因子小于３００为条件，在区间［－１０００，１０００］上

对各种可能的相位组合进行了初选。满足这样条

件的有效组合（系数呈倍数关系的多个组合中保

留其中一个）共４１个，限于篇幅，此处不一一列

出。由式（３）易知，不满足此条件的组合，其组合

周跳的估计精度更差。

２．２　电离层比例因子与噪声比例因子的关系

电离层延迟是 ＧＮＳＳ观测值中一项棘手误

差，无电离层影响的码和相位无几何组合是首选

的周跳探测检验量。对初选所得的有效相位组

合，可以寻找具有相同电离层比例因子的码组合，

抵消其电离层影响。但是，因为基本频率上码观

测值的噪声较大，如果所选的码组合观测值也有

较大噪声，则不宜作为检验量。因此，有必要推导

组合观测值电离层比例因子与噪声比例因子的关

系，指导码组合的选择。

由定义公式及不等式性质可推知，若电离层

比例因子的绝对值大于等于任意正实数犪，则有

噪声比例因子满足：

μ
２
＞
犪２

３
犳
４
３

犳
４
１

（５）

　　根据Ｃｏｍｐａｓｓ的频率设置
［２］，由式（５）可以

得到μ
２
＞犪

２／８．３９。在选择与相位组合有相同大

小电离层比例因子（符号相反）的码组合时，根据

式（５），可以推算出码组合噪声比例因子的范围，

如果该比例因子过大，则排除这样的码组合。

２．３　无电离层影响的无几何组合

电离层折射引起的距离误差在几 ｍ到几十

ｍ范围内，最高１５０ｍ
［１０］。所以当电离层比例因

子小于１０－５即可视为无电离层影响。取σ犘
１
，根

据式（５）并结合数值计算，对ξ２．１所列出的有效

相位组合，寻找相应的码组合，使｜β（犾，犿，狀）＋β（犻，犼，犽）｜

小于１０－５，并要求式（１）表示的无几何组合的综

合噪声小于１／２周。

表１　码和相位无几何组合的综合噪声

Ｔａｂ．１　ＴｏｔａｌＮｏｉｓｅｏｆ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ｆｒｅｅＣｏｄｅＰｈａｓ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组合系数波长／ｍ

犾 犿 狀 犻 犼 犽
波长／ｍ

噪声比例因子

（相位）

噪声比例因子

（码）

综合噪声／周

（σΦ１
＝０．０１ｍ，

σ犘
１
＝０．６ｍ）

０ １ １ ０ １ －１ ４．８８４２ ２８．５２８７ ０．７０７３ ０．１０４７

８１４ ２７９ ５７ １ －２ １ １．２９６７ １３．９０２２ ０．７８００ ０．３７６５

１ １ ０ １ －１ ０ １．０２４７ ６．８７５１ ０．７１０９ ０．４２１６

８６７ １３６ －１５９ １ －３ ２ １．７６５４ ２８．０８５９ １．０３２８ ０．３８５４

６０６ －１９ －２６７ １ －４ ３ ２．７６４６ ５９．２６２９ １．６６７３ ０．４２０６

７３１ －１５２ －５２３ １ －５ ４ ６．３７０７ １７２．６１３５ ４．１５８６ ０．４７６２

　　对同一相位组合，满足以上条件的码组合通

常不止一种。我们首先选取其中噪声最小一组，

然后再从该组中取 β（犾，犿，狀）＋β（犻，犼，犽） 最小的一种

码组合。表１中列出了满足上述条件的有效组

合，并且给出了其综合噪声。

观察表１中的各种相位组合，组合系数之和

均为０，故最多只有两种线性无关组合可以作为

周跳探测检验量。其中组合犘（０，１，１）－犔（０，１，－１）的

８５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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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长高达４．８８ｍ，即使码的噪声为２ｍ，该组合

的综合噪声仍小于０．３周，具有最好的特性，是最

佳选择。其次是组合 犘（８１４，２７９，５７）－犔（１，－２，１）和

犘（８６７，１３６，－１５９）－犔（１，－３，２）。这两种组合具有相近的

特性，后者在码的噪声较大时表现更好。考虑到

码观测值受多路径的影响，噪声一般比较大，且

犘（８６７，１３６，－１５９）－犔（１，－３，２）的电离层影响比例因子仅

为１０－８量级，所以选取该组合为第二种检验量。

称 组 合 犘（０，１，１） － 犔（０，１，－１） 为 超 宽 巷 组 合，

犘（８６７，１３６，－１５９）－犔（１，－３，２）为宽巷组合。

２．４　第３种线性无关的组合

综上所述，第３种线性无关的组合只能从系

数之和不等于０的有效相位组合中选取形成。但

基于这些相位组合所形成的无电离层无几何组

合，因综合噪声过大（组合码的噪声引起）不适合

用于周跳探测，故只能形成有电离层影响的无几

何组合，不妨写为犘（１，１，０）－犔（犻，犼，犽）。

一般情况下，对高采样率数据，如１Ｈｚ，非差

观测值与长基线双差观测值历元间电离层延迟的

变化为ｃｍ级，短基线双差观测值则更小。因此可

以根据历元间电离层的变化来探测与估计周跳。

在所有候选组合中，犘（１，１，０）－犔（４，－３，－２）的综

合噪声和历元间电离层延迟变化较小，选择该组

合作为第三种周跳检验量，称其为有电离层组合。

３　算例分析与讨论

选取昆明站（ＣＫＵＮ）年积日１４０／２００８，采样

间隔为１ｓ的Ｃｏｍｐａｓｓ犕１ 观测值作为实验数据，

以本文所介绍的方法进行周跳探测。

经探测，在历元６３０２８和历元６９４８９分别有

组合周跳发生，其数值大小列于表２中。图１～

图３为修复了周跳后的检验量序列，从中可以看

出，超宽巷组合的精度最高，标准差仅为０．１０３９

周；宽巷组合稍差，标准差为０．６８４０周。有电离

层组合的一次差分的标准差为０．０２５６周。

图１　超宽巷组合时间

序列（减去均值）

Ｆｉｇ．１　ＥＷＬ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图２　宽巷组合时间

序列（减去均值）

Ｆｉｇ．２　ＷＬ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图３　有电离层组合的

历元间一次差分

Ｆｉｇ．３　Ｔｉｍ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Ｉｏ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表２　由３种周跳检验量探测出的周跳

Ｔａｂ．２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ＣｙｃｌｅＳｌｉｐ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Ｔｈｒｅｅ

ＴｅｓｔＱｕａｎｔｉｔｉｅｓ

周跳检验量 周跳一 周跳二

犘（０，１，１）－犔（０，１，－１） ０ －２１７１．０３

犘（８６７，１３６，－１５９）－犔（１，－３，２） ３２８１７．８６ ６５１２．８０

犘（１，１，０）－犔（４，－３，－２） １３１２７１．４５ ６５１２．９８８

　　本实验的第２个周跳，虽然周跳发生前后时

刻缺失一个历元，但各检验量估计的组合周跳均

趋近于整数。将探测出的组合周跳通过舍入法取

整并代入式（４），解算可得仅犔２ 上发生了－２１７１

周的周跳。另外，两个基本频率上没有周跳发生。

第一个周跳发生前后时刻缺失６个历元，有

电离层组合上的周跳为１３１２７１．４５，该值向下或

者向上取整解算的基本频率周跳有所不同。借助

于载波相位的无几何组合犔２－犔３ 进行筛选判

断，可知该时刻仅犔１ 上发生了３２８１８周的周跳。

文中算例采用的是实测数据，检测出来的周

跳数值比较大，但是本文所提出的检验量同样具

有优良的小周跳探测能力。从图１可知，超宽巷

组合上发生的１周以上的组合周跳，无论采用哪

种探测方法均可容易地探测出；对１ｓ采样的高

频数据，宽巷组合历元间差分大部分在－０．１周

～０．１周之间，有电离层组合更小（图３），因此采

用历元间作差的方法可以探测出１周以上的组合

周跳。而根据所选检验量的组合系数可知，任一

基本频率发生１周的周跳（即使３个频率同时发

生），至少有一种检验量的组合周跳大于等于１

周。所以，只要观测数据采样率较高，本文所选检

验量可以探测出基本频率１周以上的小周跳。

此外，对于大的周跳，虽然基本频率相位高次

差法也可以较好探测出，但如果接收机或卫星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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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钟跳，则该方法可能会将其误认为周跳。而

本文所提出的检验量都是无几何组合，不会受到

钟跳的影响。

本文所选的检验量是码和相位形成的组合，

如果码的多路径和噪声比较大，则会影响探测和

估计效果，采样间隔较大时尤其如此。第三种检

验量是包含电离层延迟的组合，在电离层发生剧

烈不规则变化时，可能会降低探测效果。

实测数据周跳发生前后时刻有时会存在数据

缺失，这种情况对本文第３种检验量有较大影响。

如分析文中算例第一个周跳时所述，此时可结合

其他方法进行辅助估计。若缺失历元数过多，则

不进行周跳估计和修复，引入新的模糊度参数。

致谢：感谢中国卫星导航工程中心和中国科

学院国家授时中心提供ＣｏｍｐａｓｓＭ１实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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