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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阐述了４种传统虚拟参考站（ｖｉｒｔｕａｌ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ＶＲＳ）随机模型建模方法及ＶＥＮＵＳ随机模型

建模方法的作业原理，从验后单位权方差、模糊度精度因子 ＡＤＯＰ、Ｆｒａｔｉｏ、滤波残差等多个角度综合分析了

各方法作业水平的有效性及优劣程度。研究表明，传统的标准随机模型建模方法、信噪比建模方法及高度角

建模方法在ＶＲＳ中的应用有效性最弱，传统的自适应随机模型方法和ＶＥＮＵＳ建模方法在不同层面体现出

各自的优势，有互相借鉴的科研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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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常规ＶＲＳ处理模式中，随机模型一般

仍使用经典的等权模型，即简单地假设ＧＰＳ各非

差观测值间方差相同且彼此时间、空间统计特性

独立，但实际上，ＶＲＳ基准站间的距离通常可达

５０～１００ｋｍ，站间误差难以通过双差有效消除，

残余误差对ＧＰＳ观测信息和待估信息的统计性

质将产生极大影响。此外，国际上常用的ＶＲＳ动

态随机模型建模方法还包括高度角相关模型、信

噪比相关模型以及自适应估计随机模型。另外，

笔者在开发ＶＲＳ数据处理系统时，提出了一种新

的随机模型建模方法（简称为ＶＥＮＵＳ方法）。本

文将分别对这５种方法进行综合比较和分析，以

寻找最为理想的ＶＲＳ随机模型建模方案。

１　犞犚犛动态随机模型建模方法综述

ＶＲＳ系统的基准站间数据处理模块主要包

括两大作业步骤［１，２］：首先，对相位伪距宽巷组合

进行逐历元滤波，鉴于该组合波长较长，使用移动

平均滤波即可对其模糊度进行固定；然后，将上述

模糊度作为已知值代入电离层无关组合犔犮，构建

犔犮观测值与犔１ 模糊度之间的线性观测方程。由

于犔犮组合波长较短（仅有０．００６２９ｍ），必须通过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对犔犮观测方程中的各类待估参数进

行合理约束和估计。本文将只针对犔犮 滤波方程

中的随机模型建模问题进行讨论，待比较的随机

模型如下所示。

１）标准随机模型（Ｓｔａｎｄａｒｄ模型），即简单地

假定各通道及通道间非差观测数据互不相关，同

时假定同类型观测数据具有相同的方差［３６］。

２）高度角相关模型（Ｅｌｅｖ模型）。该模型的

建模思想源于对流层映射函数模型，即类似对流

层的建模方法，认为ＧＰＳ观测量在不同的高度角

具有不同的精度特性。模型中，非差观测值的方

差特性可表示为［３，４］：

σ
２

狊
狉
（犻）＝犪

２
＋犫

２／犳
２ ｅｌｅｖ狉狊（犻（ ））

式中，犪、犫为常数项，通常根据观测残差的统计信

息综合计算得来；犳（ｅｌｅｖ
狉
狊（犻））为测站狊在历元犻

观测到的卫星狉的高度角ｅｌｅｖ的函数，本文将选

择较通用的ｓｉｎ模型进行分析，其他类似模型之

间的比较分析可参见文献［３，４］。

３）λ信噪比模型（ＳＮＲ模型）。目前，市场上

的接收机一般并不提供信噪比ＳＮＲ信息，普遍提

供的为载波功率谱相对于噪声功率谱的比率，即

犆／犖０信息
［５，６］，使用该值计算标准差的公式

为［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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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
犅
犮／狀槡 ０

λ
２π

式中，犅 为载波相位跟踪环噪声带宽；犮／狀０为犆／

犖０的指数形式，即犮／狀０＝１０
犆／犖（ ）

０
／１０；λ为载波相

位的波长。

４）λ随机模型的自适应估计方法（Ａｄａｐｔ模

型）。在该方法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是所谓的“量

测残差”，定义为［６，７］：

狏犽 ＝狔犽－犃犽^狓犽狘犽

式中，犽为观测历元；狔犽为观测向量；犃犽为设计矩

阵；狓犽－１为状态向量。

根据短时间内ＧＰＳ卫星的几何构型变化不

大的特点，可以认为在一定的时间段内（假设为犿

个历元），其方差统计性质不变，则根据误差传播

定律并联合上式，任一时刻观向量狔犽的方差特性

犚犽可表示为
［７］：

犚犽 ＝
１

犿∑
犿－１

犻＝０

狏狕犽－犻狏
Ｔ
狕犽－犻
＋犃犽犘犽犃

Ｔ
犽

　　５）ＶＥＮＵＳ随机模型。该模型系笔者在开

发ＶＲＳ数据处理系统时提出的新的随机建模方

法，其也为自适应估计，但思路与 Ａｄａｐｔ模型不

同。ＶＥＮＵＳ模型的建模原理为：对于犔犮 观测方

程，其待估参数包括犔１ 模糊度及两个测站上的天

顶对流层湿延迟［１，２］，因此，犔犮 观测值的残差也将

主要由这两种参数的估计误差引起。首先选择一

个滤波窗口，一方面根据之前滤波窗口内统计出

的犔１ 模糊度浮点解估计误差（如式（１）右侧第一

项），另一方面根据多天的实验数据提取出一个可

以客观反映对流层湿延迟估计误差的模型，之后

将实时数据代入该模型进行误差计算。将这两类

误差代入犔犮观测方程，根据误差传播定律可计算

出犔犮观测值的观测方差。另外，将所有计算出的

方差的最小值的１／２作为各观测值间的协方差。

简而言之，ＶＥＮＵＳ中的随机模型算法可表示为：

犚犽 ＝
１

犿 ∑
犽－１

犻＝犽－１－犿

（^犖１（犻＋１）－犖^１（犻））
２
＋犳（ｅｌｅｖ）

（１）

式中，犿表示滤波窗口；^犖１表示滤波窗口中犔１ 模

糊度浮点解；犳（ｅｌｅｖ）表示对流层湿延迟的估计误

差模型，模型值与卫星高度角相关。

２　实验与分析

为比较上述随机模型建模效果的优劣，本文

将使用四川ＧＰＳ连续运行参考站网络的数据进

行分析。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目前并非所有的接

收机都输出ＳＮＲ信息，因此，首先将比较除ＳＮＲ

模型外的其他几种模型的作业效果，并称之为实

验１；然后，针对ＳＮＲ模型，单独截取了可以输出

ＳＮＲ信息的两个测站的数据进行简单分析，称为

实验２。

２．１　实验１

该实验将比较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Ｅｌｅｖ、Ａｄａｐｔ、ＶＥ

ＮＵＳ４种随机模型。截取四川 ＶＲＳ网络中成

都、郫县两站２００６年第１７０ｄ的某１０００个历元

进行处理，剔除粗差和周跳后，首先使用该１０００

个历元的数据固定宽巷模糊度，之后假定宽巷模

糊度为已知，重新对该数据进行犔犮 滤波。定义

Ａｄａｐｔ模型的滤波窗口为１０个历元，由于在最开

始的１０个历元中，Ａｄａｐｔ模型无法获得观测残

差，因此首先使用Ｓｔａｎｄａｒｄ模型进行替代。为比

较各随机模型的作业能力，选择使用了下述参数

进行对比分析。

１）验后单位权方差。根据平差原理，当函数

模型不变时，使用不同随机模型计算出的验后单

位权方差越趋近于１，说明随机模型所构建的观

测信息的统计特性越完善。图１为分别使用４种

随机模型的验后单位权方差计算成果。

可见，使用ＶＥＮＵＳ、Ａｄａｐｔ两种自适应模型

计算出的验后单位权方差明显趋于１，尤其是Ａ

ｄａｐｔ模型，除了前１０个历元外（此时使用Ｓｔａｎｄ

ａｒｄ模型），一旦模糊度得以固定，之后计算的验

后单位权方差将一直在１附近微弱变动，与之相

反，根据经验模型计算出的验后单位权方差则与

１相差较多。另外，在实验中发现，不同的滤波窗

口对Ａｄａｐｔ模型的估计效果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图２是分别使用５、１０、２０、３０个采样窗口计算出

的结果。可见，为达到最理想的处理效果，采样窗

口应根据具体实验环境进行确定。

图１　验后单位权

方差比较

Ｆｉｇ．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ｏｆ

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图２　采样率

对Ａｄａｐｔ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ｏｎＡｄａｐｔ

２）ＡＤＯＰ。模糊度精度因子ＡＤＯＰ
［６，７］的计

１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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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公式为：

ＡＤＯＰ＝ｄｅｔ｛犙狀｝
１／狀

式中，犙狀 表示狀×狀维模糊度方差协方差阵；ｄｅｔ

表示矩阵的行列式。

模糊度方差协方差阵中的元素越小，即精度

越高，对应的ＡＤＯＰ值越小，而且，根据文献［８］，

ＡＤＯＰ越小，对应模糊度的取整成功率越大。图

３比较了４种随机模型计算出的ＡＤＯＰ信息。

图３　ＡＤＯＰ比较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ｏｆＡＤＯＰ

３）滤波残差。显然，随机模型和函数模型越

准确，滤波残差将越小，分布也将越类似白噪声特

性。与ＡＤＯＰ的计算类似，计算滤波残差时，不

进行模糊度的固定，而是逐历元独立计算模糊度

浮点解对应的残差信息，这样，每个历元均不对模

糊度进行任何约束，使得残差信息可以更好地反

映模型的准确性。计算结果见图４（ＰＲＮ２６２１），

其他卫星对处理结果类似。可见，Ｓｔａｎｄａｒｄ模型

与Ｅｌｅｖ模型的残差性质类似，ＶＥＮＵＳ模型较

Ｅｌｅｖ模型的残差性质更加白噪声化，而Ａｄａｐｔ模

型较之其他模型计算出的残差信息具有最为明显

的白噪声特性，即不仅均值在０处抖动，而且历元

间抖动较小。

４）Ｆｒａｔｉｏ。Ｆｒａｉｔｏ是判断模糊度是否可固

定的重要标准［７］。本文使用ＬＡＭＢＤＡ方法进行

模糊度搜索，但搜索出的模糊度不作为当前历元

图４　残差比较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ｏｆ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

的滤波成果，即不代入下一历元。由于每个历元

的模糊度解算水平基本不受上一历元计算结果的

影响，因此，可更加真实地反映随机模型的单个历

元独立作业能力。图５中实线部分代表效果相对

较好（统计方法得出）的方法，可以发现，ＶＥＮＵＳ

模型相对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Ｅｌｅｖ模型而言在大部分区

域显示出更好的作业效果。值得注意的是，ＶＥ

ＮＵＳ模型相对于 Ａｄａｐｔ模型也有较明显的作业

优势。为了对该现象作进一步比较，本文还进行

了另一个实验，与之前实验方法不同，这次在正确

固定模糊度后（定义Ｆｒａｔｉｏ为２．３），对天顶对流

层湿延迟进行了重新估计，并将该值作为本次历

元的滤波值代入下一历元。根据该方法计算出的

两种模型Ｆｒａｔｉｏ值见图６。可见，这两种方法的

作业能力依然各有优势。因此，可以认为，如果两

种模型的思想可以有效结合在一起进行数据处

理，应该可以取得更加令人满意的效果。

图５　Ｆｒａｔｉｏ比较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ｏｆＦｒａｔｉｏ

２．２　实验２

为了比较ＳＮＲ模型的作业效果，选择了四川

ＶＲＳ网络中可输出ＳＮＲ信息的雅安、邛崃两个

测站的数据，简单比较了所有５种模型计算出的

犔犮标准差信息（见图７），可以发现，ＳＮＲ模型的

走势与Ｅｌｅｖ模型基本类似，基本可以判定其建模

能力也与Ｅｌｅｖ类似。有关其他相关实验，由于篇

幅限制，本文不再赘述。

２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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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ＶＥＮＵＳ／Ａｄａｐｔ

的Ｆｒａｔｉｏ比较

Ｆｉｇ．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Ｆｒａｔｉｏ

ｏｎＶＥＮＵＳ／Ａｄａｐｔ

　

图７　５种模型的先

验标准差比较

Ｆｉｇ．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ｏｆＡｐｒｉｏｒ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３　结　语

ＶＥＮＵＳ、Ａｄａｐｔ模型相对于其他模型而言作

业效果更加明显，可以作为ＶＲＳ数据处理中实时

随机模型建模的首选。ＶＥＮＵＳ模型虽然在验后

单位权方差、滤波残差等性质上稍逊于Ａｄａｐｔ模

型，但在最为重要的一项，即Ｆｒａｔｉｏ值的计算水

平上，却优于 Ａｄａｐｔ模型。因此，可以认为这两

种自适应模型均是比较理想的随机模型建模方

法，且有互相借鉴的科研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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