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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采用正反向Ｋａｌｍａｎ滤波进行动态精密单点定位事后处理参数估计的方法，连续实施两次方

向相反的Ｋａｌｍａｎ滤波，第一次滤波结果作为第二次滤波的初始信息，第二次滤波结果作为最终结果。该方

法克服了传统Ｋａｌｍａｎ滤波方法在模糊度参数收敛之前定位精度不高的缺陷，同时还具有原理简单、易于实

现的优点。实测数据解算实验表明，该方法正确有效，可以获得理想的动态精密单点定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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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精密单点定位的主要数据处理模式是

事后处理，适用的参数估计方法有 Ｋａｌｍａｎ滤

波［１］、递归最小二乘法［２，３］和平方根信息滤波与平

滑算法［４］。Ｋａｌｍａｎ滤波是递推的参数估计方法，

原理简单，易于实现，但是模糊度参数收敛需要一

定的时间，收敛之前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的定位精度偏

低。而在实际应用中，人们希望能够在整个观测

时段内都得到高精度的定位结果，这使得Ｋａｌｍａｎ

滤波应用于动态精密单点定位受到限制。因此，

有的精密单点定位软件（如 Ｗａｙｐｏｉｎｔ）采用双向

滤波结果加权平均的方法［５，６］，有的软件（如ＧＰＳ

Ｐａｃｅ）采用后向平滑的方法
［７］。除此之外，鲜有文

献讨论这个问题。

针对传统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方法的不足，本文提

出了采用正反向Ｋａｌｍａｎ滤波进行动态精密单点

定位事后处理的方法，并采用实测数据进行解算

实验并进行与外符合精度的分析。

１　基于犓犪犾犿犪狀滤波的动态精密单

点定位参数估计

１．１　犓犪犾犿犪狀滤波参数估计

本文中所用的精密单点定位模型是非差无电

离层组合模型［７］。对于动态线性系统模型，如式

（１），Ｋａｌｍａｎ滤波参数估计过程由时间更新和观

测更新两个步骤实现［８］：

狓犽 ＝Φ犽－１狓犽－１＋狑犽－１，狑犽－１ ～犖（０，犙犽－１）

狕犽 ＝犎犽狓犽＋狏犽，狏犽 ～犖（０，犚犽）
（１）

时间更新：

珔狓犽 ＝Φ犽－１狓^犽－１

珚犘犽 ＝Φ犽－１^犘犽－１Φ
Ｔ
犽－１＋犙犽－１

（２）

观测更新：

犓犽 ＝珚犘犽犎
Ｔ
犽（犎犽珚犘犽犎

Ｔ
犽 ＋犚犽）

－１

狓^犽 ＝珔狓犽＋犓犽（狕犽－犎犽珔狓犽）

犘^犽 ＝ （犐－犓犽犎犽）珚犘犽（犐－犎
Ｔ
犽犓

Ｔ
犽）＋犓犽犚犽犓

Ｔ
犽

（３）

式中，狓和狕为状态和观测值向量；Φ 为状态转移

矩阵；犎为设计矩阵；狑和犙 为系统噪声向量及

其协方差矩阵；狏和犚 为观测噪声向量及其协方

差矩阵；^狓、^犘表示参数估值及其协方差矩阵；珔狓、

珚犘表示预报状态及其协方差矩阵；犓 为增益矩

阵；下标表示历元时刻。

由于ＧＰＳ观测量是接收机位置的非线性函

数，应该对观测方程进行线性化：

狕犽 ＝犳（狓０）＋犎犽Δ狓犽＋狏犽

Δ狓犽 ＝狓犽－狓０，犎犽 ＝
ｄ犳
ｄ狓 狓

０

（４）

式中，狓０ 为未知参数近似值。精密单点定位模型

中，未知参数包括接收机钟差、对流层天顶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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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机位置和模糊度［７］。参数估计时，模糊度参

数视为常量，其他参数采用随机模型进行约束。

对不同类型的参数设置合理的过程噪声［１］，就可

利用Ｋａｌｍａｎ滤波进行参数估计了。

１．２　模糊度参数变化的处理

在长时间的观测过程中，周跳的发生，卫星的

升起和落下都会使模糊度参数的个数发生变化。

对于狀维未知参数向量狓狀及其协方差阵

犘狀×狀，要消去第犽（犽≤狀）个参数可以通过式（５）来

实现：

狓′狀－１＝犕犽·狓狀，犘′＝犕犽·犘狀×狀·犕
Ｔ
犽 （５）

式中，犕犽为转换矩阵：

犕犽 ＝
犐犻×犻 ０犻×１ ０犻×犼

０犼×犻 ０犼×１ 犐犼×
［ ］

犼

（犻＝犽－１，犼＝狀－犽）

（６）

对于参数增加的情况，可由式（７）重新构造未知参

数向量及协方差阵：

狓′狀＋１＝ 狓狀，ξ［ ］０
Ｔ，犘′＝

犘狀×狀 ０

０ δ
［ ］２

０

（７）

式中，ξ０和δ
２
０为新增参数的初始值和方差。经过

上述方法处理之后，用狓′犘′作为初始信息就可以

启动新的Ｋａｌｍａｎ滤波了。这种变参数技术可以

使法方程的维数始终等于当前历元观测卫星个数

与其他参数个数之和，从而提高了计算的效率，节

省了内存空间。

２　正反向犓犪犾犿犪狀滤波参数估计方法

精密单点定位技术同时利用无电离层组合载

波相位和伪距观测量进行定位，只有在模糊度精

确确定之后，高精度的载波相位观测量才起作用，

这时候高精度的定位才能实现。Ｋａｌｍａｎ滤波是

递推的过程，模糊度参数要收敛到准确的值需要

一段时间，在此之前，起作用的是伪距观测量，所

以定位精度不高。试想，如果在滤波开始的时候

能获得准确的模糊度参数信息，自然滤波一开始

就可获得高精度的定位结果。本文提出了正反向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进行动态精密单点定位参数估计的

数据处理方法，滤波进行两次，两次滤波方向相

反。第一次滤波的结果作为第二次滤波的初始信

息，这样第二次滤波就有了“准确”的先验信息，滤

波一开始就可获得高精度的定位结果；第二次滤

波的结果就作为最终定位结果。这种方法有别于

文献［６］中的正反向滤波加权平均方法，可以看作

是一种迭代的正反向滤波。

给定初始信息狓０、犘０，用正反向 Ｋａｌｍａｎ滤

波进行动态精密单点定位参数估计过程可分为４

个步骤：① 正向滤波，从第一个观测历元开始直

到最后一个历元结束；② 保存步骤①最后一次观

测更新的参数估值及其协方差阵，作为第二次滤

波的初始信息；③ 反向滤波，由最后一个历元开

始向前直到第一个历元结束；④ 输出步骤③每个

历元的参数估值作为动态精密单点定位的最终结

果。

对于事后处理，步骤①和③可以互换顺序。

３　算例分析

为验证正反向Ｋａｌｍａｎ滤波进行动态精密单

点定位的效果，利用笔者自主研发的精密单点定

位软件［９］进行了静态模拟动态和飞行动态解算实

验。静态模拟动态实验采用ＩＧＳ观测站的数据，

把ＩＧＳ当周解算的坐标作为“真值”；飞行动态实

验以ＮｏｖＡｔｅｌ公司的 Ｗａｙｐｏｉｎｔ７．０软件载波相

位动态相对定位结果作为真值（其精度为ｃｍ

级）。将实验计算结果与“真值”比较并转换成犈、

犖、犝３个方向的误差，通过统计均方根误差ＲＭＳ

和最大误差（绝对值）ｍａｘ考察动态精密单点定

位的外符合精度。两个实验都采用ＩＧＳ最终精

密星历和３０ｓ采样的精密卫星钟差。

３．１　静态观测数据模拟动态解算实验

采用ＩＧＳ观测网Ａｌｇｏ站２００７年７月２９日

１ｄ的观测数据进行模拟动态解算实验，数据采

样间隔为３０ｓ。图１给出了正反向Ｋａｌｍａｎ滤波

单历元解算结果在犈、犖、犝３个方向的误差，可

以看出犈和犖 方向的误差都不超过５ｃｍ，犝 方

向的误差不超过１０ｃｍ。整个观测时段都获得了

高精度的定位结果。由于静态观测站通常可以获

得高精度的已知坐标，这种静态数据模拟动态定

位解算实验是检验动态精密单点定位精度的一种

很好的方法，当然实际的动态数据观测质量要比

静态数据差一些，其定位结果也要差一些。

３．２　机载犌犘犛数据解算实验

机载ＧＰＳ数据来自２００８年９月５日的某次

航空测量实验，数据记录从ＧＰＳ时间３：５７开始

到７：５９结束，历时约４ｈ，数据采样间隔为１ｓ。

飞机相对于地面基准站的平面轨迹如图２所示，

飞行过程中飞机距离基准站的距离不超过５２

ｋｍ，这样能够保证载波动态相对定位解算的精

度。利用正反向Ｋａｌｍａｎ滤波方法进行动态精密

单点定位解算，定位结果在犈、犖、犝３个方向的

误差如图３所示。可以看出犈和犖 方向的误差

０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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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正反向Ｋａｌｍａｎ滤波模拟动态ＰＰＰ

解算结果的误差

Ｆｉｇ．１　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ＰＰＰＲｅｓｕｌｔｓ

ＵｓｉｎｇａＦｏｒｗａｒｄＢａｃｋｗａｒｄＫａｌｍａｎＦｉｌｔｅｒ

基本上都小于５ｃｍ（＞９９％），犝 方向的误差在绝

大部分时间内不超过１０ｃｍ（＞９８％）。

图２　飞机飞行轨迹

Ｆｉｇ．２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ｓｏｆ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图３　正反向Ｋａｌｍａｎ滤波动态ＰＰＰ解算结果的误差

Ｆｉｇ．３　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ＰＰＰＲｅｓｕｌｔｓＵｓｉｎｇ

ａＦｏｒｗａｒｄＢａｃｋｗａｒｄＫａｌｍａｎＦｉｌｔｅｒ

３．３　外符合精度统计

对§３．２的实验数据采用传统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

进行定位解算，定位结果的误差如图４所示。下

方的曲线图为上方曲线图放大的效果，两个图的

横坐标是一致的。下图竖线标出了模糊度收敛的

大概位置，收敛时间大约为２０ｍｉｎ。很明显，模

糊度收敛之前，定位结果较差，特别是滤波刚刚开

始的时候，定位误差达到几ｍ。在实际测量中，由

于ＧＰＳ测量数据质量的差异，模糊度收敛时间会

达到０．５～１ｈ，甚至更长，这时，Ｋａｌｍａｎ滤波的

缺陷将更为突出。仔细比较图３和图４容易发

现，模糊度收敛之后（特别是０６：００：００之后）两种

方法解算结果的误差变化趋势非常相似，而在此

之前正反向滤波结果要比传统Ｋａｌｍａｎ滤波结果

好很多，这应当归功于第一次滤波得到了“准确”

的模糊度参数初始信息。

图４　传统Ｋａｌｍａｎ滤波动态ＰＰＰ解算结果的误差

Ｆｉｇ．４　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ＰＰＰＲｅｓｕｌｔｓＵｓｉｎｇ

ａ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ＫａｌｍａｎＦｉｌｔｅｒ

对§３．１和§３．２的实验结果进行 ＲＭＳ和

ｍａｘ统计，如表１所示。可以看出，基于正反向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的动态精密单点定位可以实现较高

精度的定位，３个方向的ＲＭＳ都小于５ｃｍ，ｍａｘ

也不超过２０ｃｍ。两个实验的结果与相关文献展

示出来的利用其他两种参数估计方法得到的结果

非常接近，这说明该方法有效。

表１　正反向犓犪犾犿犪狀滤波动态犘犘犘解算结果的

外符合精度／ｃｍ

Ｔａｂ．１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Ｆｉｔｔｉｎｇ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ｆ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ＰＰＰ

ＲｅｓｕｌｔｓＵｓｉｎｇａＦｏｒｗａｒｄＢａｃｋｗａｒｄＫａｌｍａｎＦｉｌｔｅｒ／ｃｍ

实验
ＲＭＳ Ｍａｘ

犈 犖 犝 犈 犖 犝

模拟动态 １．７ １．５ ２．７ ３．８ ４．６ ８．６

机载动态 ２．５ １．７ ３．７ ５．９ ７．５ １６．０

４　结　语

本文提出了采用正反向Ｋａｌｍａｎ滤波进行动

态精密单点定位参数估计的方法。该方法克服了

传统Ｋａｌｍａｎ滤波应用于事后处理在模糊度收敛

之前定位精度不高的问题。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

正确可行，从现有的文献来看，该方法与其他参数

估计方法的结果非常接近。同时，该方法具有原

理简单易于实现的特点。

正反向Ｋａｌｍａｎ滤波实施两次方向相反的滤

波，第一次滤波的目的虽然只是为第二次滤波提

供初始信息，却是整个参数估计过程的关键所在。

如果由于观测数据质量不好或观测时间过短等原

１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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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导致第一次滤波得到的初始信息较差，第二次

滤波的效果也将大大降低。事实上，这个时候，其

他参数估计方法也很难得到理想的定位结果。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本身不仅可以用于事后处理也

可用于实时定位，正反向Ｋａｌｍａｎ滤波也一样，用

于实时定位的时候，只需进行第一次滤波（正向），

对于静态精密单点定位也只需要进行第一次滤

波。另外，对于其他观测模型的精密单点定位技

术，该方法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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