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犐犌犛卫星钟差产品采样间隔对犘犘犘精度的影响

张小红１　郭　斐１　李星星１

（１　武汉大学测绘学院，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使用ＩＧＳ５ｍｉｎ、３０ｓ以及ＣＯＤＥ最新发布的５ｓ间隔的精密卫星钟差产品分别进行了静态和动态精

密单点定位（ＰＰＰ）试验。结果表明，使用三种不同采样间隔的精密卫星钟差对静态ＰＰＰ定位结果的影响很

小，均能满足ｍｍ至ｃｍ级的静态定位精度，采样率更高的精密卫星钟差改正对静态定位结果无显著改善；对

动态ＰＰＰ定位，三种采样间隔的精密卫星钟差均能满足ｃｍ至ｄｍ级的定位精度，使用３０ｓ间隔的精密卫星

钟差较使用５ｍｉｎ间隔的精密卫星钟差，其定位精度提高了３０％～５０％，而使用５ｓ间隔的精密卫星钟差同

使用３０ｓ间隔的精密卫星钟差获得的定位精度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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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密单点定位（ｐｒｅｃｉｓｅｐｏｉｎ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ＰＰＰ）

技术已在低轨卫星精密定轨、航空测量、海洋测绘

等诸多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１７］。目前，ＩＧＳ及

其数据分析中心发布的最终精密星历（ＳＰ３格式）

的采样间隔为１５ｍｉｎ，轨道精度优于５ｃｍ，采用多

项式拟合或拉格朗日等插值法内插出的任意时刻

的卫星坐标的内插精度可达ｍｍ级，远高于精密卫

星轨道本身的精度［８］。最终精密星历中同时也包

含了采样间隔为１５ｍｉｎ的精密卫星钟差数据，但

由于较长时间内卫星钟差的变化比较复杂，对其内

插加密，精度满足不了ＰＰＰ的要求。因此，ＩＧＳ及

其一些数据分析中心相继发布了间隔更密（如５

ｍｉｎ和３０ｓ）的精密卫星钟差数据产品。２００８年５

月，欧洲定轨中心（ＣＯＤＥ）又推出了５ｓ间隔的精

密卫星钟差产品［９］，这就为ＰＰＰ用户提供了多种

钟差产品的选择。

实际定位中，观测值的采样间隔一般为３０ｓ、

１０ｓ、１ｓ、０．１ｓ，有时甚至更密。将一定间隔的精

密卫星钟差改正进行内插加密，得到对应的所需

时刻的精密卫星钟差改正是ＰＰＰ计算中的一个

重要环节。文献［１０］表明，卫星钟的高频抖动频

率并不是太高，在３０ｓ时间间隔内，ＧＰＳ卫星钟

的变化比较平缓，对卫星钟差进行加密内插是可

行的。常用的精密卫星钟差内插方法有线性插值

法、二项式插值法、三次样条插值法、拉格朗日插值

法等，选用哪种插值方法效果更好主要取决于卫星

钟的钟差变化特性以及插值方法本身的特点。文

献［１１］详细比较分析了精密卫星钟差的内插方法

和内插效果，并得出钟差数据的间隔越短，插值的

精度越高；当卫星钟差变化较为平缓时，上述四种

插值方法得到的平均偏差都很小，精度较高，５ｍｉｎ

内插结果的精度可达０．１１～０．３８ｎｓ，３０ｓ内插结

果的精度可达０．１０～０．１５ｎｓ。笔者通过多次试

验也发现，在较短时间间隔内（如３０ｓ），上述几种

不同插值算法的内插精度相当，其中线性插值法

稍好。因此，本文在进行ＰＰＰ解算中，对于精密

卫星钟差的处理统一采用了线性插值法。

１　精密卫星钟差采样间隔对犘犘犘

定位精度的影响

　　下面分别利用静态、静态模拟动态与真实动

态试验来分析三种不同采样间隔（５ｍｉｎ、３０ｓ、

５ｓ）的精密卫星钟差对ＰＰＰ定位精度的影响。

１．１　单天静态解试验

以ＩＧＳ跟踪站 ＡＬＧＯ为例，随机下载该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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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４月２７日的３０ｓ采样率的观测数据文

件，然后从ＩＧＳ中心下载采样间隔分别为５ｍｉｎ

和３０ｓ的精密卫星钟差文件，同时从ＣＯＤＥ数据

分 析 中 心 （ｆｔｐ：／／ｆｔｐ．ｕｎｉｂｅ．ｃｈ／ａｉｕｂ／ＣＯＤＥ／

２００８／）下载采样间隔分别为３０ｓ和５ｓ的精密卫

星钟差文件。利用ＴｒｉＰ软件
［５］分别采用上述采

样间隔的精密卫星钟差产品对 ＡＬＧＯ站的观测

数据进行单天静态解算，解算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表明，使用上述四种不同的精密卫星钟

差产品获得的ＰＰＰ解在 犖、犈、犝 方向的互差仅

为２～３ｍｍ；从内符合精度（中误差）而言，使用

３０ｓ和５ｓ间隔的精密卫星钟差较使用５ｍｉｎ间

隔的精密卫星钟差的精度有较明显的改善，而由

使用３０ｓ或５ｓ间隔的精密卫星钟差得到的解之

间的差异甚小。此外，不同机构（ＩＧＳ和ＣＯＤＥ）

提供的３０ｓ间隔的精密卫星钟差对ＰＰＰ的解算

亦有影响，但其差异也很小，只有２～３ｍｍ。

进一步利用ＡＬＧＯ站采样率为１ｓ的观测数

据，同样使用上述三种不同间隔的精密卫星钟差

进行ＰＰＰ解算，解算结果见表１。可见，即使用上

述不同采样间隔的精密卫星钟差进行静态ＰＰＰ

解算，其定位结果基本一致；使用５ｍｉｎ间隔的卫

星钟差改正就足以满足静态ｍｍ至ｃｍ级的精密

单点定位要求，采样更密（如３０ｓ、５ｓ）的卫星钟

差对静态定位结果无显著改善。

比较表１中观测值采样间隔分别为３０ｓ和１ｓ

表１　单天静态整体解精度

Ｔａｂ．１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ｄａｙＳｔａｔｉｃＰＰＰ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ｂｙＵｓ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ＧＳ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ＣｌｏｃｋＳａｍｐｌｅＲａｔｅｓ

观测值

采样间隔

卫星钟差

采样间隔

ＡＬＧＯ站真值／解算值

犅／（°）

４５．９５５８００４２　

犔／（°）

－７８．０７１３６８８０ 　

犎／ｍ

２００．９１９４　

ｄ犖 ｄ犈 ｄ犝 中误差／ｍ

３０ｓ

５ｍｉｎ／ＩＧＳ ４５．９５５８００２４０ －７８．０７１３６８７７８ ２００．９３３１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７

３０ｓ／ＩＧＳ ４５．９５５８００２２５ －７８．０７１３６８７９３ ２００．９３６０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７

３０ｓ／ＣＯＤＥ ４５．９５５８００２５１ －７８．０７１３６８８５４ ２００．９３８４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７

５ｓ／ＣＯＤＥ ４５．９５５８００２５１ －７８．０７１３６８８５４ ２００．９３８５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７

１ｓ

５ｍｉｎ／ＩＧＳ ４５．９５５８００２３２ －７８．０７１３６８８０９ ２００．９３４８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６

３０ｓ／ＩＧＳ ４５．９５５８００２１９ －７８．０７１３６８８０９ ２００．９３５７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６

３０ｓ／ＣＯＤＥ ４５．９５５８００２４７ －７８．０７１３６８８５６ ２００．９３７７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６

５ｓ／ＣＯＤＥ ４５．９５５８００２４７ －７８．０７１３６８８５９ ２００．９３７５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５

的数据可得出，对于长时间的ＰＰＰ静态解，提高

观测数据的采样率并不能显著提高ＰＰＰ定位的

外符合精度，但内符合精度有一定改善。

１．２　静态模拟动态逐历元解试验

为了分析不同采样间隔的精密卫星钟差对动

态ＰＰＰ定位精度的影响，利用上述 ＡＬＧＯ站的

单天静态观测数据（采样间隔为１ｓ），分别采用不

同采样间隔的精密卫星钟差产品进行逐历元模拟

动态ＰＰＰ解算，并将其定位结果与 ＡＬＧＯ站的

已知坐标（视作真值）求差，计算出采用不同采样

间隔的精密卫星钟差对应的动态ＰＰＰ的定位误

差，如图１所示。

图１　使用不同采样间隔精密卫星钟差对动态ＰＰＰ定位的影响（静态模拟动态）

Ｆｉｇ．１　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ＥｒｒｏｒｏｆＰＰＰｂｙＵｓｉｎｇＩＧＳ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Ｃｌｏｃｋ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ａｍｐｌｅＲａｔｅｓ

　　图１表明，使用不同采样间隔的精密卫星钟

差进行ＰＰＰ解算，其犖、犈方向上的定位误差基

本上分布在±０．２ｍ；犝 方向的定位误差除图１

（ａ）外，其他三种情况犝 方向的定位误差也大多

分布在±０．２ｍ。高程方向在５×１０４ｓ附近都出

现了较大的跳变，其原因可能是因为该历元附近

的观测值质量较差引起的。从图中误差曲线波动

的剧烈程度来看，使用ＩＧＳ５ｍｉｎ间隔的精密卫

星钟差进行动态ＰＰＰ定位的误差曲线的波动最为

剧烈；使用ＣＯＤＥ５ｓ间隔的精密卫星钟差对应的

ＰＰＰ误差曲线的波动最小；而使用３０ｓ间隔的精

密卫星钟差对应的ＰＰＰ误差曲线则介于上述两者

之间。对于相同间隔的精密卫星钟差，无论是使用

ＩＧＳ３０ｓ的精密卫星钟差或是ＣＯＤＥ３０ｓ间隔的

３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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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卫星钟差，ＰＰＰ定位的结果均非常接近。

使用不同采样间隔的精密卫星钟差对动态

ＰＰＰ定位精度的影响进行定量分析，上述４种情

况的精度统计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采用不同采样间隔的精密卫星钟差获得的动态ＰＰＰ定位精度指标／ｍ

Ｔａｂ．２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ＰＰＰｂｙＵｓｉｎｇＩＧＳ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Ｃｌｏｃｋ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ａｍｐｌｅＲａｔｅｓ／ｍ

卫星钟差采样间隔 最小偏差 最大偏差 平均偏差 标准差 ＲＭＳ

５ｍｉｎ

（ＩＧＳ）

犖 －０．４５３ １．１９２ ０．０２２ ０．０７１ ０．０７４

犈 －０．３０９ １．０５２ ０．０１５ ０．０７４ ０．０７６

犝 －１．４４９ １．５０７ ０．０７４ ０．１６５ ０．１８１

３０ｓ

（ＩＧＳ／ＣＯＤＥ）

犖 －０．１５３／－０．１２４ ０．２２３／０．５８６ ０．０１５／０．０２１ ０．０５０／０．０４６ ０．０５２／０．０５１

犈 －０．０７２／－０．０８１ ０．２１６／０．５２６ ０．０１６／０．０１４ ０．０４８／０．０４８ ０．０５０／０．０５０

犝 －０．３２１／－０．６８２ ０．３１６／０．３６４ ０．０２８／０．０５８ ０．１１０／０．１１７ ０．１１３／０．１３０

５ｓ

（ＣＯＤＥ）

犖 －０．１２７ ０．４７２ ０．０２１ ０．０４５ ０．０５１

犈 －０．０８１ ０．４２１ ０．０１４ ０．０４８ ０．０５０

犝 －０．５０１ ０．３０５ ０．０５８ ０．１１６ ０．１２９

　　分析表２可知，在动态ＰＰＰ中，若使用５ｍｉｎ

间隔的精密卫星钟差，ＰＰＰ定位误差的波动较

大，水平方向的最大偏差可达１ｍ左右，平均偏

差约为２ｃｍ，标准差和ＲＭＳ均为７ｃｍ左右；高

程方向的最大偏差达到１．５ｍ，平均偏差约为７

ｃｍ，标准差和ＲＭＳ分别为０．１６５ｍ和０．１８１ｍ。

而使用３０ｓ或５ｓ采样间隔的精密卫星钟差进行

动态ＰＰＰ解算，其精度明显提高，误差的波动范

围（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偏差、标准差、ＲＭＳ均

显著减小，犖、犈、犝 方向的ＲＭＳ减小３０％以上。

比较３０ｓ和５ｓ间隔的精密卫星钟差动态ＰＰＰ

定位结果可以发现，二者的互差仅为几个 ｍｍ，且

精度相当，水平方向的平均偏差均为１～２ｃｍ，标

准差和ＲＭＳ为４～５ｃｍ；高程方向的平均偏差为

２～５ｃｍ，标准差和 ＲＭＳ为０．１１～０．１３ｍ。此

外，由ＩＧＳ和ＣＯＤＥ提供的同为３０ｓ间隔的精密

卫星钟差对应的动态ＰＰＰ定位精度，其整体上也

无明显差异，具有一致性。使用３０ｓ或５ｓ间隔

的精密卫星钟差较使用５ｍｉｎ间隔的卫星钟差改

正在定位精度上有明显的改善，而使用３０ｓ和５

ｓ间隔的卫星钟差产品对动态ＰＰＰ定位的结果无

显著影响，二者的定位精度相当。

１．３　动态试验

以某实测船载动态数据（１ｈ观测时段，数据

采样率为１ｓ）为例，分别使用ＩＧＳ５ｍｉｎ、ＩＧＳ３０

ｓ、ＣＯＤＥ３０ｓ、ＣＯＤＥ５ｓ间隔的精密卫星钟差进

行动态ＰＰＰ解算，并将其定位结果与 ＧＰＳｕｒｖｅｙ

双差解的结果进行比较。双差解的定位精度较

高，可将其视作真值，计算ＴｒｉＰ动态解与ＧＰＳｕｒ

ｖｅｙ双差解的互差即可认为是动态ＰＰＰ的误差，

其误差序列图如图２所示。

图２结 果 表 明 ，使 用ＩＧＳ５ｍｉｎ、ＩＧＳ３０ｓ、

图２　使用不同采样间隔精密卫星钟差对动态ＰＰＰ定位的影响（船载动态）

Ｆｉｇ．２　ＳｈｉｐｂｏｒｎｅＧＰＳ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ＥｒｒｏｒｂｙＵｓ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ａｍｐｌｅＲａｔｅｓｏｆ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Ｃｌｏｃｋ

ＣＯＤＥ５ｓ、ＣＯＤＥ３０ｓ间隔的精密卫星钟差均能

满足动态亚ｄｍ至ｄｍ级的定位精度；使用３０ｓ

或５ｓ间隔的精密卫星钟差较使用５ｍｉｎ间隔的

卫星钟差在定位精度上有明显的改善，尤其在

犖、犝 方向提高了近３０％～５０％；而使用ＣＯＤＥ

３０ｓ和ＣＯＤＥ５ｓ间隔的卫星钟差产品进行动态

ＰＰＰ定位，其结果间的差异很小。

同上述静态模拟动态试验一样，使用ＩＧＳ事

后３０ｓ与５ｍｉｎ间隔的卫星钟差产品进行动态

ＰＰＰ定位的结果存在较大的差异，两者的互差最

大可达到ｄｍ级，而使用ＣＯＤＥ５ｓ与３０ｓ采样

间隔的卫星钟差产品进行动态ＰＰＰ定位，其结果

间的差异很小，水平方向的差异只有几个 ｍｍ，高

程方向的差异为ｃｍ级水平。可见，使用不同间

隔的精密卫星钟差改正引起的对动态ＰＰＰ结果

的差异主要取决于卫星钟的内插精度，与载体的

４５１



　第３５卷第２期 张小红等：ＩＧＳ卫星钟差产品采样间隔对ＰＰＰ精度的影响

运动状态并无直接联系。

２　结　语

尽管卫星钟差的变化是一种高频抖动，但在

较短的时间间隔内（３０ｓ），卫星钟差的变化是比

较平缓的，使用线性差值法，其内插精度足够高，

能够满足ＰＰＰ的精度需要。建议在实际应用中，

对于静态ＰＰＰ，宜采用５ｍｉｎ或３０ｓ间隔的精密

卫星钟差；对于动态ＰＰＰ，宜采用３０ｓ或５ｓ间隔

的精密卫星钟差。在满足一定精度的前提下，采

样间隔也并非越密越好，有时甚至会降低算法的

效率。此外，使用不同机构提供的精密卫星钟差

产品获得的定位结果也会有所差异。当然，如果

使用５ｓ间隔的精密卫星钟差能够显著加快ＰＰＰ

的收敛速度，那么它的推出对ＰＰＰ而言也具有重

要的意义，这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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