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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多路径效应是ＧＰＳ高精度实时动态变形监测中的主要误差源，通过经验模态分解方法对三维坐标序

列进行多尺度分解和重构，提取作为趋势项的多路径模型；并利用多路径效应的周日强相关性特点，对第二天

动态坐标进行多路径效应去除，得到削弱多路径效应后的坐标序列。研究结果表明，多路径效应削弱后的坐

标序列稳定性明显增强，坐标的精度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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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ＧＰＳ可以进行高精度的实时动态监测，

并直接测定监测点的三维坐标值，已经成为一种

非常有效的高精度动态变形监测技术［１，２］；但受

到轨道误差、电离层延迟、对流层延迟、相位中心

偏移以及多路径效应等误差的影响，其测量精度

通常只能达到ｃｍ级
［３］，要用于ｍｍ级甚至亚ｍｍ

级的高精度变形监测，必须对误差项进行严密的

数据处理。针对一般高精度变形监测基线较短

（小于３ｋｍ）特点，通过载波相位双差技术，可以

消除或基本消除多路径效应等与基线长度无关的

误差项。所以，在短基线的动态变形监测中，得到

的动态三维坐标序列的误差可认为主要由多路径

效应和随机噪声造成。

由于多路径效应具有一定的频率规律和较强

的周日重复性，故采用一定的数学方法提取多路

径效应模型，并利用周日重复性特点，对相邻周日

数据进行动态处理，便可实现对动态数据的多路

径效应削弱。ＦＩＲ滤波、小波滤波以及移动平均

等方法用于多路径效应模型的提取［４６］，取得了较

好的效果，但ＦＩＲ滤波受到傅里叶变换的影响，

无法同时进行时频分析，而小波滤波受到小波基

选取等问题的制约［７］。本文充分利用经验模态分

解能反映数据本身的特征，在时域从高频到低频

进行多尺度分解，对多路径效应和随机噪声进行

分离，提取多路径效应模型，并对第二天的观测数

据进行动态改正，提高动态定位的精度。

１　多路径效应

多路径效应是由直接到达接收机的信号和周

围物体反射的信号干涉引起。若只有一个多路径

存在，码和导航电文不计，干涉信号可表示为［６］：

犛＝α０犃ｓｉｎ（ω狋＋Δ０） （１）

当相位偏移Δ０＝
π
４
时，最大可以产生λ

４
（约５ｃｍ）

的多路径误差。

如图１所示，可得相位偏移Δ０
［５］和多路径的

典型频率犳（
ｄθ
ｄ狋
＝０．０７ｍｒａｄ／ｓ，θ＝４５°）：

Δ０ ＝
犇
ｓｉｎθ

（１－ｃｏｓ２θ） （２）

犳＝
ｄ（Δ０）

ｄ狋 ｄθ
ｄ狋＝０．０７ｍｒａｄ

／ｓ，θ＝４５°
＝０．５２１×１０

－３犇

（３）

　　随着反射物体距离的增加，多路径效应的频

率增大。多路径效应在远距离反射时表现为高

频，在近距离反射时表现为低频；当犇＝５０ｍ时，

多路径的典型频率为２．６×１０－２ Ｈｚ，周期为３８

ｓ。多路径效应影响主要由近距离反射引起
［６］，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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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ＧＰＳ多路径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Ｍｕｏｔｉｐａｔｈ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ｏｆＧＰＳＳｉｇｎａｌ

当犇＝５０ｍ时信号功率衰减１００ｄＢ，所以对５０

ｍ以外的反射物体的多路径效应可以不考虑。

由于多路径效应和接收机周围环境以及卫星

特定时间位置有关，而 ＧＰＳ卫星的运行周期为

１２个恒星时，则连续两天到达同一位置会提前

２３６ｓ，所以对于同一观测站，周围环境较稳定的

相邻两天的观测值，其多路径效应会有较强的相

关性，其相关系数为［４］：

ρ狓狔（犾）＝
狉狓狔（犾）

狉狓狓（０）狉狔狔（０槡 ）
（４）

式中，狉狓狔（犾）为狓序列和延迟犾历元的狔序列的协

方差：

狉狓狔（犾）＝
１

狀∑
狀

犻＝１

狓（狀）狔犾（狀） （５）

式中，狉狓狓（０）、狉狔狔（０）分别为狓序列和狔 序列的方

差。理论上，当相关系数最大时，对应的时间延迟

犾应为－２３６ｓ。

２　经验模态分解

经验模态分解（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ＥＭＤ）
［８］是一种新的时频分析工具，该方法

属一种自适应的局部时频分析方法，它根据信号

自身的特性将信号分解成有限个经验模量函数，

特别适合非平稳信号的分析［８１０］。

ＥＭＤ分解将信号分解为满足以下条件的模

态函数［１１］（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ｍｏｄ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ＭＦ）：① 零

点数目与极值点数目相同或至多相差１；② 函数

关于局部平均对称，最终将信号表示成若干ＩＭＦ

与单调残差函数的和，一维信号狓（狋）的分解可表

示为：

狓（狋）＝∑
狀

犻＝１

ｉｍｆ犻（狋）＋狉狀（狋） （６）

　　定义ＥＭＤ求取ｉｍｆ的算子与求取残差算子

分别为犉ｉｍｆ（ ）· 与犉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 ，这两个算子定义

了类似高频滤波与低频滤波的过程。原始第０层

尺度信号狓０（狋）采用原始信号狓（狋）表示，第犻尺度

到第犻＋１尺度的分解式可表示为：

ｉｍｆ犻＋１（狋）＝犉ｉｍｆ 犿犻（狋（ ）） （７）

犿犻＋１（狋）＝犉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犿犻（狋（ ）） （８）

其重构式为：

犿犻（狋）＝犉
－１
ｉｍｆ（ｉｍｆ犻＋１（狋））＋犉

－１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犿犻＋１（狋））　 （９）

　　使用ＥＭＤ进行信号趋势项提取时，定义如

下按尺度标准化模量的累积均值［１２］：

犺^犿 ＝ｍｅａｎ（∑
犿

犻＝１

（ｉｍｆ犻（狋）－ｍｅａｎ（ｉｍｆ犻（狋））／

ｓｔｄ（ｉｍｆ犻（狋）））），犿≤狀 （１０）

从信号中提取的趋势项为：

狓^（狋）＝∑
狀

犻＝犿

ｉｍｆ犻（狋）＋狉狀（狋） （１１）

３　试验数据分析

３．１　数据采集及分析

数据采集地点设在中国矿业大学某５层楼

顶，接收机架设在基线长为４３ｍ的两混凝土强

制对中桩上，采用两台 ＡｓｈｔｅｃｈＸＩＩ双频接收机

在２００９０２２８和０３０１相邻两天相同时间段进行

了静态观测，采样间隔为２ｓ，卫星截止高度角为

１０°，两天的天气为阴天，温度、风力变化较小，接

收机１周围无遮挡物，接收机２东方向８ｍ和北

方向５ｍ有明显的遮挡物。以接收机１为固定

站，接收机为２为移动站，进行单历元解算，得到

三维动态坐标犖、犈、犎 方向的序列，分别如图２

所示。为了更清晰地观察坐标序列的趋势，分别

以４０个历元进行移动平均，得到坐标序列的趋势

线［６］（图中白色曲线）。

由高层建筑物基本振动周期在［０．０５～０．１］

犖 之间变化
［５］（犖 为楼层），可以得到接收机的基

本振动频率为２～４Ｈｚ，远高于５０ｍ（２．６×１０
－２

Ｈｚ）以内多路径效应的典型频率，对多路径的分

离不会产生影响；两对中桩位于同一楼层，高差产

生的大气层延迟可以忽略；两接收机型号相同，且

指向相同，接收机相位中心偏差可以忽略［１３］；同

时，由于基线很短，通过差分技术，卫星和接收机

钟差可以完全消除，卫星轨道误差、电离层和对流

层延迟等误差极大地削弱，其残差可以忽略；坐标

序列误差主要由多路径误差和随机噪声组成。

由图２可看出，相邻两天坐标序列的趋势基

本一致，且第二天的趋势线较前一天提前数 ｍｉｎ，

计算同方向坐标序列的相关系数，极值均大于

０．７，说明相邻两天的坐标序列有较强的相关性。

３．２　多路径模型提取

由于图２的坐标序列的误差主要为多路径效

２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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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相邻两天Ｎ方向坐标序列

Ｆｉｇ．２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ｅｒｉｅｓｆｏｒＴｗｏ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ｖｅＤａｙ

应和随机噪声，多路径效应主要表现为低频，而随

机噪声表现为高频，因此，利用经验模态分解可以

较好地分离出多路径效应的模型，并利用提取的

多路径模型对相邻两天坐标进行动态改正，提高

坐标序列的稳定性。

限于篇幅，本文以Ｅ方向为例，对相邻两天

时间序列进行经验模态分解，分解尺度均为９，如

图３所示，可以得到９个模量与１个趋势项，标准

化模量的累计均值与尺度的关系由图４给出，可

以看出从尺度７开始出现偏离零值。由式（１１）确

定犿为７提取多路径模型，提取的多路径模型如

图５。为了讨论多路径效应的相关性，采用式（４）

～（５）计算图６中多路径模型的相关系数，结果如

图６所示。当延迟为－１１４历元（－２２８ｓ）时，相

关系数为最大值０．８８，这与理论值－１１８历元（

－２３６ｓ）基本保持一致。

　　为了剔除动态变形数据中多路径效应影响，

进一步提高坐标精度，利用第一天坐标序列得到

的多路径模型，对第二天坐标序列按照延迟理论

值－１１８历元（－２６３ｓ）进行剔除，得到剔除理论

相关系数最大多路径后的坐标序列，如图７所示

与图２对比不难看出，坐标序列稳定性明显提高，

多路径误差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削弱。图８给出

图３　ＥＭＤ多尺度分解

Ｆｉｇ．３　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ＥＭＤ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图４　标准化模量的累计均值与尺度的关系图

Ｆｉｇ．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ｃａｌｅａｎｄｔｈｅＭｅａｎ

ｏｆ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Ｍｏｄｅｓ（ＭＳＡＭ）

图５　连续两天Ｅ方向多路径模型

Ｆｉｇ．５　Ｍｕｌｔｉｐａｔｈ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ｗｏ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ｖｅＤａｙ（Ｅａｓｔ）

了剔除第二天自身多路径模型后的坐标序列，其

坐标序列表现出显著的随机性，可认为其误差为

随机噪声。

通过比较多路径效应去除前后的标准差

（表１）可以看出，利用第一天多路径模型对第二

天坐标序列进行理论相关系数最大的多路径效应

去除后的标准差有明显的减小，在一定程度上说

明了方法的可行性。同时，Ｅ方向去除相关多路

径模型后，精度提高显著，而Ｎ方向和 Ｈ方向的

提高较小，特别是Ｎ方向，效果甚微。通过图２可

３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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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连续两天Ｅ方向多路径模型的相关系数

Ｆｉｇ．６　Ｃｒｏｓ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ｐａｔｈＭｏｄｅｌ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ｗｏ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ｖｅＤａｙ（Ｅａｓｔ）

图７　剔除理论相关系数最大多路径效应后的坐标序列

Ｆｉｇ．７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ｅｒｉｅｓＡｆｔｅｒＭｕｌｔｉｐａｔｈＥｆｆｅｃｔｓ

ＨａｖｉｎｇｔｈｅＬａｒｇｅｓｔ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Ｃｒｏｓ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ｄ

图８　剔除自身多路径效应后的坐标序列

Ｆｉｇ．８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ｅｒｉｅｓＡｆｔｅｒＭｕｌｔｉｐａｔｈ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

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Ｄａｙ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ｄ

表１　多路径去除前后标准差对比表

Ｔａｂ．１　Ｓｔｄ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ｅｒｉｅ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ｆｔｅｒ

ＭｕｌｔｉｐａｔｈＥｆｆｅｃｔｓ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ｄ

第二天坐标序列
Ｎ方向

／ｍｍ

Ｅ方向

／ｍｍ

Ｈ方向

／ｍｍ

原始数据 ３．７２ ４．３４ ９．３７

剔除理论相关系数最大多路径模型 ３．５０ ２．８５ ７．４６

剔除实际相关系数最大多路径模型 ３．３３ ２．５６ ６．５３

剔除自身多路径模型 ２．７８ ２．１６ ５．５５

剔除理论相关系数最大多路径

模型（去除３１号卫星）
３．３８ ２．６８ ６．２１

知，这主要是由于Ｎ方向多路径效应影响相对较

小；而在 Ｈ 方向（以第二天坐标序列说明），在

２５００～３２００历元间出现较大偏移，特别是３１００

～３２００历元间受到突变型误差的影响，造成利

用理论相关系数最大多路径模型去除多路径的效

果不明显。分析这一时段的卫星预报图（以移动

站为例，固定站图形相似），如图９所示，ＰＤＯＰ值

在２５００～３２００历元间有增加但不明显，说明突

变误差主要不是卫星几何关系引起。通过可见卫

星图（图１０）可知，在２４００～３３００历元之间，有

多颗卫星出现和消失，当存在物体遮挡时将会引

起衍射效应，且衍射效应表现为突变性，特别是在

３１００～３３００历元，高度角较低的３１号卫星消失

的方位存在较高建筑物，易引起衍射效应。由于

３１号卫星出现的时间较短（２５ｍｉｎ），在保证

ＰＤＯＰ变化较小的前提下，可以剔除３１号卫星，

生成新的坐标序列，并利用第一天的多路径模型

按照理论延迟值－１１８历元（－２３６ｓ）对第二天坐

标序列进行剔除，得到的剔除多路径效应后的坐

标序列如图１１。由于３１号卫星的剔除，由衍射

影响在３１００～３３００历元产生的突变误差削弱，

坐标序列的稳定性与图１１比较有了提高，其标准

差如表１所示，相比较于剔除３１号卫星前，３个

方向的标准差值均不同程度减小，说明消除３１号

卫星引起的衍射影响后的观测序列精度有了一定

提高。

图９　第二天移动站ＰＤＯＰ值

Ｆｉｇ．９　ＰＤＯＰ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ｔｈｅＲｏｖｅｒＳｔａｔｉｏｎ

图１０　第二天移动站可见卫星图

Ｆｉｇ．１０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ＲｏｖｅｒＳｔａｔｉｏｎ

４　结　语

　　１）多路径效应是ＧＰＳ高精度动态变形监测

中重要的误差源，本文充分利用其频率特征和周

日较强相关特性，基于经验模态分解（ＥＭＤ）对其

进行建模，并用来对第二天观测值进行多路径剔

除。剔除后的坐标精度明显提高，特别是在Ｅ方

４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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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剔除理论相关系数最大多路径效应后的

坐标序列（去除３１号卫星后）

Ｆｉｇ．１１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ｅｒｉｅｓＡｆｔｅｒＭｕｌｔｉｐａｔｈＥｆｆｅｃｔｓＨａｖｉｎｇ

ｔｈｅＬａｒｇｅｓｔ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Ｃｒｏｓ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ｄ

向的精度改善显著。

２）对于结构振动振幅较大，且不具有重复性

特征的监测物，以及基准站和流动站高差较大引

起双差大气层延迟误差增大等条件下，多路径建

模和其在相关观测值中的动态剔除问题，还有待

于进一步研究。

３）由于卫星的出现和消失，不可避免地出现

衍射现象，可以剔除易出现衍射效应的数据段，也

可以通过利用ＳＩＧＭＡΔ随机模型或针对衍射效

应的频率特征，通过滤波方法建模消除。

４）尽量选择多路径效应较小且周日重复性

较好的地点设置测站，并建议使用带有抑径板或

抑径圈的天线以及抗多路径的接收机，尽量减小

多路径效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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