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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ＧＰＳ精密单点定位中观测值随机模型中没有考虑卫星钟差插值误差，提出了一种顾及卫星钟差

插值误差的观测值随机模型。实验结果表明，对于精密单点定位中使用的卫星钟差节点时间间隔较大的产品

（如５ｍｉｎ），考虑钟差插值误差的观测值随机模型能够显著地削弱卫星钟差插值引起的误差，而对于使用卫

星钟差节点时间间隔较小的产品（如３０ｓ），效果就不明显，符合ＧＰＳ卫星钟差插值误差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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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９７年Ｚｕｍｂｅｒｇｅ提出了一种新的ＧＰＳ数

据处理模型———精密单点定位技术（ｐｒｅｃｉｓｅｐｏｉ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１］。该技术由于定位时只需一个

ＧＰＳ接收机、定位不受测站与基准站之间的距离

限制、定位精度可以与相对定位媲美等诸多优点，

而受到广泛关注［２６］。然而，ＧＰＳ精密单点定位

技术在定位计算中，需要利用高精度ＧＰＳ卫星轨

道和卫星钟差产品，这种卫星轨道和钟差产品一

般都以一定时间间隔数据节点的形式给出。实际

应用中，ＧＰＳ接收机采集数据的采样间隔一般与

外部给出的卫星轨道和钟差产品的时间间隔不一

致，这就不可避免地需要进行卫星轨道和钟差的

插值处理。ＧＰＳ精密单点定位由于采用非差载

波相位和伪距观测值进行计算，卫星的轨道和钟

差误差不能像ＧＰＳ相对定位那样能够完全或者

大部分消去，而是全部残留在非差观测值中。因

此，任何卫星轨道和钟差的插值误差都会对精密

单点定位结果产生影响。

ＧＰＳ卫星轨道是一个大尺度的平滑曲线，卫

星轨道插值误差相对于卫星轨道本身的误差而

言，一般可以忽略不计。但ＧＰＳ卫星钟差即使在

ＳＡ取消以后，在短时间内的变化仍然比较大，因

此，在卫星钟差数据采样间隔较大的时候，对这样

的钟差数据进行插值，则会带来较大的插值误差。

Ｚｕｍｂｅｒｇｅ等研究了ＳＡ政策的取消对ＧＰＳ卫星

钟差的影响及其对不同卫星钟差采样间隔进行内

插导致的钟差插值误差，得出了对于３００ｓ间隔

的钟差节点数据进行内插，导致的插值误差大约

为３．５ｃｍ，而对于３０ｓ间隔的钟差数据，插值误

差大约为４ｍｍ
［７］。但３０ｓ间隔的卫星钟差产品

发布的时间上存在延迟，大约两个星期。而ＩＧＳ

发布的快速轨道和钟差产品的采样间隔为５ｍｉｎ。

因此，对于ｃｍ级ＰＰＰ定位，５ｍｉｎ（３００ｓ）间隔的

钟差数据的插值误差是不可忽视的。

目前，减弱ＧＰＳ卫星钟差插值误差的方法大

致可以有以下几种：① 选取插值精度好的钟差插

值方法，尽量削弱钟差插值误差对ＰＰＰ定位的影

响［８１０］；② 采用用户可以得到的符合定位精度要求

的最高采样率ＧＰＳ钟差产品；③ 用户利用全球或

者区域ＧＰＳ跟踪网观测数据，进行高采样率卫星

钟差产品的估计，然后采用估计得到的高采样率钟

差产品进行ＰＰＰ定位计算；④ 定位时仅选取卫星

钟差数据节点对应时刻的ＧＰＳ数据进行精密单点

定位计算，这样就可避免进行卫星钟差插值［１１］。

上述各种处理或者减弱ＧＰＳ卫星钟差插值

误差方法的共同特点是直接对卫星钟差进行插

值，本文尝试在不能获得足够采样间隔的卫星钟

差产品情况下，从观测值随机模型中引入卫星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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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插值误差来改善此种情况下的ＰＰＰ定位结果，

并通过实验验证了方法的可行性。

１　犌犘犛精密单点定位的数学模型

ＧＰＳ精密单点定位目前一般是采用单台双

频ＧＰＳ接收机，利用外部提供的精密星历和卫星

钟差，基于非差载波相位和伪距进行高精度定位。

观测值中的电离层延迟误差通过双频信号组成消

电离层组合消除，对流层延迟误差和接收机钟差

则通过引入未知参数进行估计。其观测方程为：

犾犘 ＝ρ＋犮（ｄ狋－ｄ犜
犻）＋犕·ｚｐｄ＋ε犘 （１）

犾Φ ＝ρ＋犮（ｄ狋－ｄ犜
犻）＋犕·ｚｐｄ＋犖

犻
＋εΦ犣　

（２）

　　以犾犘和犾Φ为观测值，以 ＧＰＳ接收机测站坐

标、接收机钟差、天顶对流层延迟和各卫星消电离

层模糊度为未知参数犡，在其未知参数近似值犡０

处对式（１）和式（２）进行线性化，得到误差方程的

矩阵形式：

犞＝犃δ犡 －犔，　犘

犡＝ ［狓 狔 狕 ｄ狋 ｚｐｄ 犖犻（犻＝１～狀ｓａｔ）］
烍
烌

烎
Ｔ
（３）

　　由于ＰＰＰ定位的时候，观测值的采样率一般

高于外部提供的ＧＰＳ精密星历和钟差的采样率，

尤其是动态ＰＰＰ的采样率一般为数秒至零点几

秒，因此，需要对卫星星历和钟差产品进行内插，

以提供对应定位时刻的卫星轨道和钟差值。

ＧＰＳ精密单点定位时，可以采用序贯最小二

乘估计或者Ｋａｌｍａｎ滤波进行参数的估计。本文

采用序贯最小二乘估计进行计算，具体算法参照

文献［２］。具体计算中，还涉及观测权的确定。目

前ＧＰＳ观测值定权策略有很多种，由于采用卫星

高度角定权比较简单且效果较好，因此，采用高度

角定权的随机模型在ＧＰＳ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如ＢＥＲＮＥＳＥＧＰＳ软件中对观测值的定权就是

采用此策略［１１］。一种常用的高度角定权模型为：

δ
２（犲）＝δ

２
０／ｓｉｎ

２（犲） （４）

式中，δ
２
０为天顶方向的非差消电离层相位观测值

的方差；δ
２（犲）为在高度角犲处的相位观测值的方

差。对于伪距观测值，合理地选择一个消电离层

伪距观测值在天顶方向的方差后，与式（４）类似进

行任意高度角上观测值的方差映射。在得到观测

值的方差阵后，就可以得到观测值的权阵。

２　一种顾及卫星钟差插值误差的观

测值随机模型

　　为了便于进行比较，本文将由式（４）建立的

ＰＰＰ观测值随机模型称为常规随机模型。常规

随机模型主要是考虑了大气对观测值的影响，其

成立的条件是：ＧＰＳ观测的其他误差的残余误差

相对于大气引起的观测误差都被削弱到了可以忽

略的程度。而在ＰＰＰ精密定位中，由于采用非差

观测值进行处理，无法像常规的ＧＰＳ相对定位模

式那样，通过对接收机之间和卫星之间的观测值进

行差分来消除各项误差的影响，特别是ＧＰＳ卫星

轨道和卫星钟差的误差在ＧＰＳ的双差观测中可以

完全或者大部分消除，但在精密单点定位中，将不

可避免地影响定位结果。如果卫星星历和钟差的

残余误差过大，那么根据卫星高度角构建的随机

模型就肯定不能很好地反映这两项插值误差。

基于以上考虑，对式（４）进行如下改进：

δ
２（犲）＝

δ
２
０

ｓｉｎ２犲
，狋犻≈狋０

δ
２
０

ｓｉｎ２犲
＋δ

２
犐，

烅

烄

烆
其他情况

（５）

式中，狋犻≈狋０表示插值计算时刻足够接近钟差产品

的时间节点。在实际运用中，可以以ＧＰＳ观测值

的钟面时刻与卫星钟差产品的时间节点来判断，

当观测值钟面时刻与钟差产品的时间节点一致的

时候，认为此时插值误差近似值为０；而在其他观

测时刻，则认为存在插值误差δ犐。

３　算例及分析

本实验采用的数据为２００７０５０１香港 ＧＰＳ

基准网中的 ＨＫＦＮ站采集的ＧＰＳ观测数据，该

站接收机的类型为ＬＥＩＣＡＧＲＸ１２００ＰＲＯ，天线

类型为ＬＥＩＡＴ５０４ＬＥＩＳ，数据采样间隔为５ｓ。

由于是采用静态测站模拟动态解算，需要首先确

定ＨＫＦＮ站在ＩＴＲＦ２００５坐标系下的精确坐标。

我们采用ＧＡＭＩＴ／ＧＬＯＢＫ（Ｖ１０．３）
［１２１３］软件将

香港基准站与其周边的ＩＧＳ跟踪站进行网络解，

将香港站纳入ＩＴＲＦ２００５框架下，获得了 ＨＫＦＮ

站在ＩＴＲＦ２００５坐标系下的精确坐标，将其作为

评价模拟动态ＰＰＰ定位精度的真值。该实验用

到的ＩＧＳ精密轨道、钟差和地球自转参数文件如

下：卫星轨道ｉｇｓ１４２５２．ｓｐ３；卫星钟差ｉｇｓ１４２５２．

ｃｌｋ（３００ｓ间隔），ｉｇｓ１４２５２．ｃｌｋ＿３０ｓ（３０ｓ间隔）；

地球自转参数ｉｇｓ１４２５７．ｅｒｐ。

笔者在底层开发的ＰＰＰ软件解算参数的设

置如下：非差消电离层组合相位观测值天顶方向

的中误差：１ｃｍ；非差消电离层组合伪距观测值天

顶方向的中误差：１ｍ；３０ｓ间隔钟差的插值误

６６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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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４ｍｍ；３００ｓ间隔钟差的插值误差：３．５ｃｍ；

天顶对流层延迟随机游走过程噪音：５ｍｍ／槡犺；对

流层映射函数：ＧＭＦ
［１４］；卫星截止高度角：１０°。

３．１　静态测试

为了比较的完整性，同时进行了静态ＰＰＰ定

位计算，发现卫星钟差插值误差对静态ＰＰＰ定位

影响较小，只要观测时间足够长，能够使定位收

敛，则得到的定位结果精度就没有显著差异。这

说明ＧＰＳ卫星钟差插值误差对于静态ＰＰＰ定位

的影响较小。而且，静态ＰＰＰ应用中，如果时间

足够长，完全可以只选卫星钟差对应时刻的观测

数据进行计算。由于不是本文研究重点，在此没

有列出详细的定位结果。

３．２　模拟动态测试

根据所采用的卫星钟差产品时间间隔、参与

计算的观测值采样间隔和所采用的观测值随机模

型的设置不同，一共进行了以下５个测试，具体情

况如表１所示。

测试１由于其观测数据的采样间隔与所采用

表１　５个测试的情况介绍

Ｔａｂ．１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ｆｏｒ５Ｔｅｓｔｓ

测试
卫星钟差采

样间隔／ｓ

观测数据采

样间隔／ｓ
随机模型

测试１ ３０ ３０

测试２ ３００ ３０ 常规随机模型

测试３ ３００ ３０ 改进随机模型

测试４ ３０ ５ 常规随机模型

测试５ ３０ ５ 改进随机模型

的卫星钟差采样间隔均为３０ｓ，因此，根据式（４）

或式（５）建立的随机模型是等价的，所以这里没有

列出其对应的随机模型。由式（５）可以得出，测试

１定位计算中不存在卫星钟差插值误差的影响。

由表１可知，５个测试中只有测试１不含卫星钟

差插值误差的影响。表２给出了测试１～测试５

的模拟动态ＰＰＰ定位的统计结果。统计的对象

是ＨＫＦＮ站的各历元北分量、东分量和高程分量

与 ＧＡＭＩＴ／ＧＬＯＢＫ 软件得到的 ＨＫＦＮ 站在

ＩＴＲＦ２００５坐标系下的坐标各分量“真值”之差

序列。

表２　５个测试的统计结果

Ｔａｂ．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ｆｏｒ５Ｔｅｓｔｓ

测试
北分量／ｍ 东分量／ｍ 高程分量／ｍ

均值 标准差 中误差 均值 标准差 中误差 均值 标准差 中误差

测试１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１８２ ０．０１８２ －０．０１５０ ０．０２３１ ０．０２７６ ０．０１１９ ０．０５５８ ０．０５７０

测试２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４２０ ０．０４２０ －０．０１４９ ０．０５５２ ０．０５７２ －０．０３５９ ０．１０５９ ０．１１１８

测试３ ０．００４５ ０．０３３４ ０．０３３７ －０．０１１６ ０．０３３８ ０．０３５７ －０．０１７８ ０．０７６８ ０．０７８８

测试４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１９３ ０．０１９４ －０．０１６９ ０．０２４４ ０．０２９５ －０．０１６７ ０．０６７２ ０．０６９３

测试５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１９３ ０．０１９４ －０．０１６８ ０．０２４３ ０．０２９５ －０．０１６９ ０．０６７１ ０．０６９２

３．３　讨　论

１）测试１中由于不存在卫星钟差插值误差，

其定位精度最高。而测试２与测试３由于采用了

３００ｓ间隔的卫星钟差，定位计算中存在可观的钟

差插值误差，所以这两个测试的定位精度比测试

１都低。这说明卫星钟差插值误差的存在会降低

ＰＰＰ定位的精度。

２）如果以测试１为参考，计算测试２和测试

３各分量中误差相对于测试１的各分量中误差比

值，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测试２、测试３相对于测试１的中误差比值

Ｔａｂ．３　ＴｈｅＲＭＳＲａｔｉｏ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Ｔｅｓｔ２，

Ｔｅｓｔ３ｗｉｔｈＴｅｓｔ１

北分量 东分量 高程分量

测试２ ２．３０８ ２．０７２ １．９６１

测试３ １．８５２ １．２９３ １．３８２

　　由表３可知，测试３由于采用了顾及钟差插

值误差的随机模型，ＰＰＰ动态定位的各个分量的

精度损失都比没有考虑钟差插值误差的测试２少

许多 。其 中，北 分 量 的 精 度 损 失 减 少 大 约

４５．６％，东分量精度损失减少７７．９％，高程分量

的精度损失减少５７．９％。由于测试２与测试３

数据处理过程中仅仅只是选取的观测值随机模型

不同，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测试３定位精

度比测试２高是因为测试３选用的随机模型能够

显著减少卫星钟差的插值误差对定位的影响。

３）比较测试４和测试５定位结果可以得出，

采用常规随机模型和改进随机模型对于ＰＰＰ定

位的结果影响很小，两者的定位精度可以认为是

相同的。很显然，这是由于测试４和测试５中采

用的卫星钟差的采样间隔为３０ｓ，卫星钟差的插

值误差本身就不显著，所以采用顾及卫星钟差插

值误差的改进随机模型已经没有多少空间提高定

位结果的精度。

４）表２中各测试的３个坐标分量的均值出

现负值偏多的现象，初步分析可能的原因有：

① 参与实验比对的 ＨＫＦＮ站坐标值与真值之间

存在１～２ｃｍ的偏差；② 本文的各测试是对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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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站的ＧＰＳ数据进行不同采样间隔和不同随机

模型的定位实验，ＰＰＰ软件在此情况下定位导致

各结果存在系统性偏差。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研

究并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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