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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准确获取结构自振特性，通过分析多路径误差和结构振动的频率特征，采用小波包分解和频谱分

析相结合的方法，在不同尺度下进行特定成分的提取，再作频率特性分析。实验结果表明，小波包能够有效地

分离多路径误差，实现结构振动特征的提取，ＧＰＳ测定的结构自振频率与理论值吻合较好，并且具有很好的

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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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振周期（频率）是结构自身固有的极其重要

的基本动力特性，也是结构抗震设计计算中确定

地震影响系数的重要条件，因为在结构抗震设计

中，应使结构的自振周期远离地面运动主要周期，

以免发生类共振现象［１］。近年来，用ＧＰＳ技术应

用于大型工程结构动态特性研究是ＧＰＳ应用研

究的又一重要内容，并取得很好的效果［２５］。在这

类应用中，通常布设短基线进行差分来消除卫星

和接收机钟差，而卫星轨道误差、大气折射误差的

影响也可以忽略，但多路径误差则无法通过差分

消除。结构振动通常是 ｍｍ量级，而多路径误差

往往可达数个ｃｍ，要有效地显示结构振动的特

征，必须将多路径误差进行分离。本文主要研究

了多路径误差与结构振动的频率特征，并利用小

波包将多路径误差和结构振动进行分离。

１　多路径误差的特性分析

多路径误差的产生主要由接收机天线周围环

境（如反射物体的介质、距离等）及卫星与测站构

成的几何图形决定，而且会随时间发生改变，呈现

周期性的变化特征。多路径误差与反射物到天线

的距离有关，较远的反射体产生高频多路径，较近

的反射体则产生低频多路径，当反射距离为２０ｍ

时，多路径误差的典型频率为０．０１Ｈｚ，表现出明

显的低频特性。相位的多路径误差可表示为［６］：

Δφ＝ａｒｃｔａｎ（αｓｉｎφ／（１＋αｃｏｓφ）） （１）

式中，φ为反射信号的相位漂移；α为信号折射系

数，当α→１，φ→π时，Δφ→π／２，可引起犔１ 载波最

大４．８ｃｍ的误差，犔２ 载波最大６．１ｃｍ的误差。

通常情况下结构自振的振幅为几个 ｍｍ，比多路

径误差要低一个数量级，因此，必须将多路径误差

进行分离才能真实地反映结构振动的变化状态。

２　结构振动特征及多路径误差的分

离方法

２．１　小波包分解原理

小波包变换是小波变换的推广，小波包借助

于小波分解滤波器在各个尺度上、对每个子带均

进行再次降半划分，从而得到比二进离散小波变

换更精细的信号分解。

给定正交尺度函数φ（狋）和小波函数ψ（狋），其

两尺度方程为［７］：

φ（狓）＝槡２∑
犽

犺犽φ（２狓－犽）

ψ（狓）＝槡２∑
犽

犵犽φ（２狓－犽
烅

烄

烆 ）

（２）

为进一步推广两尺度方程，记狑０（狓）＝φ（狓），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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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狓）＝ψ（狓），并定义如下关系：

狑２狀（狓）＝槡２∑
犽

犺犽狑狀（２狓－犽）

狑２狀＋１（狓）＝槡２∑
犽

犵犽狑狀（２狓－犽
烅

烄

烆 ）

（３）

记犱２狀犼 和犱
２狀＋１
犼 为第犼尺度上小波包系数，则小波

包系数递推公式为：

犱２狀犼 ［犽］＝∑
犾∈犣

犺犾－２犽犱
狀
犼＋１［犾］

犱２狀＋１犼 ［犽］＝∑
犾∈犣

犵犾－２犽犱
狀
犼＋１［犾

烅

烄

烆 ］

（４）

由小波包系数进行重构公式为：

犱狀犼＋１［犽］＝∑
犾∈犣

犺犽－２犾犱
２狀
犼 ［犾］＋∑

犾∈犣

犵犽－２犾犱
２狀＋１
犼 ［犾］（５）

２．２　实现步骤

小波包分解可将信号按任意时间分辨率正交

分解到相应频段内，若用信号的采样频率犳狊表示

小波包分解各节点的频带，一个２２ 尺度的划分关

系如图１所示。

图１　小波包分解的频带划分

Ｆｉｇ．１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ＷａｖｅｌｅｔＰａｃｋｅｔ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从图１可知，原始信号犳（狋）经过低通滤波器

作用后得到信号近似部分，经高通滤波器作用后

得到信号的细节部分，构成２１ 尺度分解。再对近

似部分和细节部分别进行低通和高通滤波，得到

２２ 尺度上４个节点，各个节点均属不同的频带。

若对信号进行犾层小波包分解，可得到位于不同频

段的２犾个系列，每个系列的频带宽度为犳狊／２
犾＋１。

　　多路径误差和结构振动在不同尺度上呈现不

同的时频分布特征。多路径误差是一种低频信

号，利用小波包可以将多路径与结构振动的混杂

信号进行分解，其实质是让信号通过高低通组合

滤波器，从而把信号分解成高频和低频两部分，并

根据需要继续分解直到满足条件为止。根据多路

径和结构自振频率的先验知识确定各自所在的频

带，利用小波包重构公式对分解系列中感兴趣的

一个或几个频段序列进行重构，即可获得相应的

特定成分。对重构后的振动信号作频谱分析，可

获取结构振动的幅值及频率。

３　实验与结果分析

３．１　数据的采集与处理

数据来自对某一用于气象观测的大型钢结构

的监测，该结构高达２１３ｍ，监测点设置在该结构

的顶部，参考站设在离监测点３７０ｍ左右。就观

测条件而言，监测点旁边有护栏及悬臂，是多路径

误差产生的来源，而参考站周围的观测条件较好，

视野开阔无遮挡，十分有利于ＧＰＳ观测。数据采

集使用了两台双频接收机，连续进行了３ｄ的观

测，采样间隔为１ｓ，卫星截止高度角为１５°。观测

过程中接收机及天线位置均固定不变。

在数据处理时，取各天同一观测时间段的数

据，以便于分析多路径误差的重复特性，这里选用

各天相同时间段内约４５ｍｉｎ的观测数据。将参

考站作为固定基准，用整周模糊度动态解算法逐

历元解算出监测点在 ＷＧＳ８４下的三维坐标，将

三维坐标经过坐标转换和投影，得到监测点平面

坐标。图２为监测点在南北向和东西向零均值化

后的坐标序列。

图２　坐标序列

Ｆｉｇ．２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Ｓｅｒｉｅｓ

７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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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小波包分解与特定成分提取

由于监测点与参考站的的距离很短，通过双

差后卫星轨道误差、大气折射误差和钟差可以认

为均已消除，对监测点坐标的影响主要是多路径

误差，其次是由温度变化及风荷载产生的影响。

ＧＰＳ数据采样频率为１Ｈｚ，由Ｎｙｑｕｉｓｔ采样定理

可知，信号序列包含的最高频率成分为０．５Ｈｚ。

根据国家规范中钢结构自振周期的经验公式［８］，

计算得到该结构的自振频率为０．３６Ｈｚ。监测点

周围能够产生多路径误差的反射体到接收机的最

大水平距离不超过１０ｍ，根据前述分析可知多路

径误差的频率低于０．００５Ｈｚ。借助于小波包多

分辨分析的特性，可以对数据序列进行有目的的

分解和重构。Ｓｙｍｌｅｔｓ小波系是有限紧支撑正交

小波，其时域和频域的局部化能力强，研究表明

Ｓｙｍｌｅｔｓ小波适合于ＧＰＳ数据的处理
［９］，本实验

选择Ｓｙｍｌｅｔｓ小波作为母小波。将数据序列进行

６层小波包分解，第２尺度的第四节点上是高频

噪声，第２尺度的第三节点上为结构振动，第６尺

度的第一节点则为多路径误差，其余部分可认为

是温度变化及风荷载引起的。将上述频段的小波

包系数进行单子带重构，便实现了特定成分的提

取。图３由小波包分解后提取的南北向和东西向

的多路径误差序列。

图３　多路径误差序列

Ｆｉｇ．３　Ｍｕｌｔｉｐａｔｈ

　　比较连续３ｄ的变化曲线可以发现，多路径

误差的影响最大可达１ｃｍ，同时多路径误差变化

曲线之间存在极大的相似性，尤其是东西方向，其

相似性更为突出。为了定量地反映其相似性，计

算了相同方向上多路径序列的相关系数，其值越

接近１则相关性越强。表１列出了多路径误差的

最大相关系数及对应的相关延迟时间。

表１　多路径误差的相关延迟统计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ｏｆ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ｐａｔｈ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Ｄｅｌａｙ

相关日期 相关序列 最大相关值 相关延迟／ｓ

Ｄａｙ１～Ｄａｙ２
南北向 ０．８２５８ ２４３

东西向 ０．９４１１ ２４２

Ｄａｙ２～Ｄａｙ３
南北向 ０．７７９８ ２４１

东西向 ０．９１５３ ２４１

Ｄａｙ１～Ｄａｙ３
南北向 ０．７４４２ ４８０

东西向 ０．９２７８ ４８０

ＧＰＳ卫星运行的周期约为１１ｈ５８ｍｉｎ２ｓ，

在同一地点观测到相同的卫星分布，因此第二天

的多路径将比第一天提前２３６ｓ。从表１可以看

出，东西向的多路径误差相关系数非常高，均在

０．９以上，与图３（ｂ）的变化情况是相符的。相邻

两天的相关延迟时间与理论值２３６ｓ非常接近，

符合多路径误差的特点。图４为由小波包提取的

南北向和东西向的结构振动，可以发现结构振动

一般情况下只有几个ｍｍ，少数情况下能达到５～

６ｍｍ，南北向振动的最大幅度比东西向稍大。

３．３　结构振动的频谱分析

图４反映了结构振动在时间域内的变化特征，

要提取其自振频率，需要通过傅立叶变换将离散时

间序列转换为离散频谱。将获取的结构振动序列

分别进行傅立叶变换，相应的频谱特性见图５。

由图５可以发现，南北方向振动最大幅值对

应的频率范围均在０．２８Ｈｚ～０．３０Ｈｚ之间，东

西方向振动最大幅值对应的频率范围均在０．３０

Ｈｚ～０．３２５Ｈｚ之间，谱线均比较突出。各个频

谱图中最大幅值对应的频率列于表２，可以看出

各天的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定性，与经验公式计算

得到的０．３６Ｈｚ之间比较接近，可见ＧＰＳ能够比

较准确地测定结构自振频率。

８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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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结构振动序列

Ｆｉｇ．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ｉｅｓ

图５　结构振动的频谱

Ｆｉｇ．５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表２　ＧＰＳ测定的自振频率／Ｈｚ

Ｔａｂ．２　Ｎａｔｕｒａｌ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ｂｙＧＰＳ

日期 南北方向 东西方向

Ｄａｙ１ ０．２８５ ０．３０１

Ｄａｙ２ ０．２９５ ０．３１１

Ｄａｙ３ ０．２８３ ０．３２５

４　结　语

１）用于结构振动测量时，ＧＰＳ的采样频率应

该达到足够的密度。根据 Ｎｙｑｕｉｓｔ采样定理，保

证采样频率不小于信号最高频率的两倍。在本实

验中，结构振动理论值是０．３６Ｈｚ，ＧＰＳ的采样频

率为１Ｈｚ，是完全满足要求的，在实际应用中可

以采用更高采样频率的接收机。

２）多路径误差的量级可到数ｃｍ，远大于结

构振动的振幅，要准确提取结构振动必须分离多

路径误差。本文用小波包提取多天的多路径误差

满足多路径效应的特征，表明小波包能够准确地

分离多路径误差，这对进一步提高ＧＰＳ定位精度

是极具重要意义的。

３）微小的结构振动可以通过小波包良好的

时频局部化分析功能进行提取。多天的观测表

明，观测结果经过误差分离后，其频谱特性与理论

值能较好地吻合，表明ＧＰＳ测定结果具有很高的

准确度和稳定性，在结构振动监测中有很强的应

用优势。

致谢：荷兰Ｄｅｌｆｔ大学 Ｈａｎｓ教授提供了本文

的ＧＰＳ原始观测数据，在此深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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