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犌犖犛犛粗差检测的“快照”法与
“滤波”法的比较研究

吴　云１

（１　武汉大学测绘学院，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利用实测大样本ＧＰＳ／ＧＬＯＮＡＳＳ观测数据分析基于“快照”和“滤波”的粗差检测和识别方法的性能。

动态和静态数据检测结果表明，从误警率、漏检率、正确识别粗差率、计算时间、结果的可用性和精度上看，“滤

波”检测法的检测和识别性能都优于“快照”检测法；尤其是当多个粗差存在时，“滤波”检测法能更好地区分粗

差观测，较好地保证了ＧＮＳＳ导航的连续性。

关键词：“快照”法；“滤波”法；粗差检测和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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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ＮＳＳ观测值的粗差检测和识别，尤其是多

个粗差观测的检测和识别，是目前ＧＮＳＳ接收机

完备性监测的热点。近年来，国内外学者提出了

许多粗差检测和识别方法，其实质都是基于两类

检测方法：利用当前观测值一致性的检验［１］（即

“快照”法）和利用历史信息与当前观测值一致性

的检验（即“滤波”法）。目前，还少有文献对这两

种方法用实测 ＧＮＳＳ数据就多个粗差的检测和

识别性能进行分析比较。本文对用“快照”法中的

最小二乘残差法和Ｋａｌｍａｎ滤波新息检测法进行

单个和多个（两个和三个）粗差的数据检测；此外，

还计算了Ｋａｌｍａｎ滤波新息检测法的假设检验统

计量的相关系数，从理论上说明了滤波新息检测

法在粗差识别性能上优于“快照”法。

１　粗差检测的“快照”法和“滤波”法

１．１　最小二乘残差法

ＧＮＳＳ伪距线性观测方程为：

ρ犻 ＝ρ犻
０
＋犈犻× ［^狓　^狔　^狕］

Ｔ
＋犮×狋狉＋ε犻（１）

式中，ρ犻是系统误差改正后第犻颗卫星的伪距观测

值；ρ
０
犻为卫星与接收机间的近似距离；犈犻为从测站

近似位置至卫星犻方向上的方向余弦向量；狋狉是接

收机时钟相对于系统时间的偏差；观测误差ε犻包

含了随机误差、多路径和系统误差改正后的残余

误差。

各观测值的最小二乘残差为：

犞＝犅^狓－犔 （２）

可以得到：

犞＝－（犇犞犇
－１）ε （３）

其中，

犇犞 ＝犇－犅（犅
Ｔ犇－１犅）－１犅Ｔ （４）

式中，犅是当前历元所有可见卫星的方向余弦向

量构成的矩阵；犇是观测值误差方差阵，本文假设

观测值之间相互独立，所以犇是对角阵；犔＝ρ－

ρ
０。

当观测值间相互独立时，观测值犔犻的标准化

残差为［２］：

狑犻＝
狏犻

σ狏犻
（５）

式中，σ狏犻是矩阵犇犞中对角线上的元素。在不存在

粗差的情况下，狑犻服从标准正态分布，因此，给定

误警概率α。

犘（狑犻 ≤犖（１－α）／２（０，１）／犎０）＝１－α （６）

犖（１－α）／２（０，１）为在给定的误警概率α下的临界

值。若

狘狑犻狘≤犖（１－α）／２（０，１） （７）

则接受原假设，即观测值犔犻不含有粗差；反之，若

｜狑犻｜＞犖（１－α）／２，则放弃原假设，并推测犔犻可能存

在粗差，将犔犻剔除，然后重新进行最小二乘平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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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次估计参数和残差，进行下一轮的搜索，直到

没有观测值的标准化残差超出临界值。

通过式（５）可以看出，随机模型是否准确直接

影响到检测的结果，随机模型确定不当会增加检

测结果的误警率和漏检率。在本文的数据计算

中，采用文献［３］中的方法来确定观测值方差；当

存在多个粗差时，多个粗差通过矩阵犇犞犇
－１对各

观测值的残差相互影响，即各观测值的标准化残

差具有相关性，这将给粗差的识别带来困难。若

观测值相互独立，观测值犔犻与观测值犔犼的标准化

残差间的相关系数为［４］：

ρ狑犻狑犼 ＝
σ狏犻犼
σ狏犻σ狏犼

（８）

　　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在０～１之间，相关系数愈

大，统计量之间的相互影响愈大，即可区分性越

差。当相关系数ρ狑犻狑犼＝１时，表明粗差若发生在

犔犼或犔犻时，不可能确定粗差究竟发生在哪一个观

测值上，即不可区分。相关系数与观测误差和卫

星的几何条件有关。为了更好地识别，即区分粗

差发生在哪一颗卫星，本文的最小二乘残差法采

用“向前向后”的搜索方法，具体步骤见文献［５］。

１．２　犓犪犾犿犪狀滤波新息检测法

离散线性化的Ｋａｌｍａｎ滤波状态方程和观测

方程为：

犡犽 ＝Φ犽，犽－１犡犽－１＋犠犽－１ （９）

犔犽 ＝犎犽犡犽＋ε犽 （１０）

　　在得到犽－１历元的滤波估计后可以预测犽

历元的状态向量：

犡^犽，犽－１ ＝Φ犽，犽－１^犡犽－１

在犽历元的测量更新前可以得到预测观测值：

犔^犽，犽－１ ＝犎犽^犡犽，犽－１ （１１）

预测值犔^犽，犽－１，与实测观测值犔犽之间的差异称为

预测残差：

犞犽，犽－１ ＝犔犽－犔^犽，犽－１ （１２）

犞犽，犽－１称为预测残差或者新息。当观测值没有偏

差时，由最优估计理论可知，滤波估计是无偏估

计［６］，滤波器的新息也是无偏的，即原假设为

犞犽，犽－１～犖（０，犇犞犽，犽－１）。当犽历元的观测值犔犻有

粗差犫犻，那么其新息为：

犞犽，犽－１（犫犻）＝犞犽，犽－１（犻）－犫犻（犽） （１３）

因此备选假设为：

犞犽，犽－１（犫）～犖（－犲
犻
犽犫犻（犽），犇犞犽，犽－１） （１４）

其中，犲犻犽＝［０　…　０　１　０　…　０］
Ｔ。在滤波

的测量更新前就可以用新息构成假设检验统计

量［７］：

犜犻
１／２
＝
犲犻犽犇

－１
犞犽，犽－１
犞犽，犽－１

犲犻犽犇
－１
犞犽，犽－１
犲槡 犻

（１５）

其中，

犇犞犽，犽－１ ＝犇犽＋犎犽犇^狓犽，犽－１犎
Ｔ （１６）

犇犽是犽历元的观测值方差阵；犇^狓犽，犽－１是犽－１历元

的滤波估计方差阵。给定误警概率α，若

犜１
／２
犻 ≤犖（１－α）／２（０，１） （１７）

则认为观测值犔犻无粗差，否则认为有粗差，并将

其剔除，重新构成假设检验统计量，进行式（１７）的

检验，直到剩余的新息都接受原假设。从式（１３）

看，当观测值犔犻有粗差犫犻时，粗差的大小直接反

映在其对应的新息上，所以滤波新息检测法不需

要采用“向前向后”的搜索方法。对粗差的检测

和识别在滤波的测量更新前完成，不需要重复估

计状态参数，当剩余的观测值都接受原假设后再

对状态参数进行滤波估计。由式（１５）计算的各观

测值的检验统计量间仍然是相关的，其相关系数

为［５］：

ρ犜１／２犻 犜
１／２
犼
＝

犲犻Ｔ犽犇
－１
犞犽，犽－１

犲犼犽

犲犻Ｔ犽犇
－１
犞犽，犽－１

犲犻槡 犽· 犲犼Ｔ犽犇
－１
犞犽，犽－１

犲犼槡 犽

（１８）

２　犌犖犛犛多粗差检测与识别实例

笔者自编软件，分别用最小二乘残差的“向

前向后”搜索法（方法１）和滤波新息检测法（方

法２）对实测的ＧＰＳ／ＧＬＯＮＡＳＳ静态和动态观测

值进行粗差检测，从漏检率、误警率、正确识别粗

差率、定位结果的可用性、定位结果的精度和程序

计算时间等方面比较分析了两种检测方法的性

能。定位结果的可用性是指经过粗差的检测和剔

除后，接受原假设的观测值数仍然大于需要估计

的参数的个数，即可以得到可靠的定位结果的历

元数与所有历元数的比值。定位结果的精度只统

计可用结果的精度。

２．１　静态观测数据检测

静态 ＧＰＳ／ＧＬＯＮＡＳＳ观测数据取自２００８

１００６全天２４ｈＩＧＳＵＮＢＪ站的伪距观测值。

ＵＮＢＪ站的接收机装有带扼流圈的ｃｈｏｋｅｒｉｎｇ天

线，采样间隔为３０ｓ，卫星截止高度角为１０°。观

测值是进行卫星钟差改正、对流层延迟改正和相

对论效应改正后的消除电离层延迟的伪距组合，

采用ＩＧＳ产品超快速精密星历计算轨道。

首先给出无模拟粗差的原观测值的单点定位

结果，以便进行粗差检测性能分析。图１是这一

０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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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在这个测站上的可见卫星数的变化情况。图２

是全天２８８０个历元单点定位的平面误差。单点

定位的平面和高程方向外符合精度分别为１．２８

ｍ和１．７８ｍ。

图１　可见卫

星数

Ｆｉｇ．１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ＶｉｓｉｂｌｅＳＶ

　 　　

图２　ＧＰＳ／ＧＬＯ．单点定

位平面误差

Ｆｉｇ．２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ＥｒｒｏｒｆｏｒＧＰＳ／ＧＬＯ．

对这组消除电离层延迟的双频伪距组合观测

值每隔２个历元随机地加上２５～８０ｍ的粗差，全

天有９６０个历元的观测值上有粗差。用方法１和

方法２进行检测和识别，检测时的误警概率α都

为５％。表１～３分别给出了对单一粗差、双粗差

和三粗差的检测和识别结果。从表１可以看出，

两种方法对单一粗差的检测和识别都有较好的表

现，其中方法２的检测和识别性能略好于方法１。

跟踪程序发现，绝大多数的历元中，最小二乘残差

能一次识别单一粗差，不需要多次搜索。但在对

多个粗差进行检测时，由于粗差通过犇犞犇
－１矩阵

对残差向量的相互影响，尽管采用了“向前向后”

搜索法，对粗差的正确识别率只有６４．３４％；当观

测值中有３个粗差时，方法１已经无法正确判断

哪一颗星的观测发生了错误，由于连续错误地剔

除好的观测值，导致无法进行定位计算，对３个粗

差的正确识别粗差率只有１２．３％。方法２对多个

粗差的检测结果明显好于方法 １，误警只有

０．０５％，跟踪程序发现这个误警是由于接收机钟

的跳秒引起的；对双粗差和三个粗差的正确识别

率分别为８９．５７％和６３．９２％，其定位结果的可用

性和精度都明显好于方法１。由于方法２能够较

快地识别错误观测发生在哪一颗星上，所以相对

方法１减少了搜索次数，而且识别剔除粗差观测

在滤波的测量更新前完成，不需要重复滤波估计，

所以计算用时少于方法１。

表１　犌犘犛／犌犔犗犖犃犛犛系统单一粗差的检测识别结果

Ｔａｂ．１　ＦＤＩ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ＦａｕｌｔｓＵｎｄｅｒＧＰＳ／ＧＬＯＮＡＳＳ

方法

性能参数

可用性／％ 漏检率／％ 误警率／％
正确识别粗

差率／％
σ^犎／ｍ σ^犝／ｍ 用时／ｓ

方法１（α＝５％ ） ９８．０２ ２．３ ５ ８８．５４ １．６１ ２．５２ ８７

方法２（α＝５％） １００ ０ ０．０５ １００ １．４７ １．９４ ８５

表２　犌犘犛／犌犔犗犖犃犛犛系统双粗差的检测识别结果

Ｔａｂ．２　ＦＤＩ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ＤｏｕｂｌｅＦａｕｌｔｓＵｎｄｅｒＧＰＳ／ＧＬＯＮＡＳＳ

方法

性能参数

可用性／％ 漏检率／％ 误警率／％
正确识别粗

差率／％
σ^犎／ｍ σ^犝／ｍ 用时／ｓ

方法１（α＝５％ ） ８９．０６ ０ ５ ６４．３４ ２．２６ ３．５６ ９２

方法２（α＝５％ ） ９９．４８ ０ ０．０５ ８９．５７ ２．２９ ３．３４ ８６

表３　犌犘犛／犌犔犗犖犃犛犛系统三粗差的检测识别结果

Ｔａｂ．３　ＦＤＩ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ｒｉｐｌｅＦａｕｌｔｓＵｎｄｅｒＧＰＳ／ＧＬＯＮＡＳＳ

方法

性能参数

可用性／％ 漏检率／％ 误警率／％
正确识别粗

差率／％
σ^犎／ｍ σ^犝／ｍ 用时／ｓ

方法１（α＝５％ ） ６８．７ ０ ３．４５ １２．３ １３．５４ １７．９４ １１４

方法２（α＝５％ ） ９４．８６ ０ ０．０５ ６３．９２ ８．９７ １０．２４ ８９

２．２　动态观测数据检测

ＧＰＳ／ＧＬＯＮＡＳＳ动态观测数据２００９０３０８

采集于武汉。接收机为ＴｏｐｃｏｎＨｉｐｅｒ，卫星的截

止高度角为１０°，采样间隔为１ｓ，观测值为消除电

离层延迟的伪距组合，系统误差改正与静态数据

相同。在这个时段里，ＧＰＳ／ＧＬＯＮＡＳＳ的可见卫

星数为１１～１６颗。

图３是方法１和方法２的假设检验统计量在

从ＧＰＳ时０７：２４：０４～０７：２９：０３的３００个历元最

大相关系数。从图３中可以看出，两种方法的最

大相关系数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但方法２的检

验统计量间的最大相关系数明显小于方法１的相

关系数，这表明在同样的观测误差和几何条件下，

方法２对粗差识别的可区分性要好于方法１。

１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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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和图５分别给出了方法１和方法２进行

粗差检测和识别（剔除）后的定位结果。图４中的

“×”是由没有经过粗差检测和剔除的观测值得

到的接收机运动轨迹。从其运动轨迹可以看出，

在接收机的起始位置和中间部分，轨迹有“跳跃”，

这是由错误观测值造成的。用最小二乘残差检测

法及向前向后搜索来识别粗差，将粗差剔除后得

到的可用定位结果用“·”表示。为了对比分析检

测识别的效果，图４中给出了由精密单点定位软

件Ｔｒｉｐ仅用ＧＰＳ相位观测值计算的结果，如图

中“”所示。从图４中可以看到，经过粗差检测和

识别后的结果与Ｔｒｉｐ结果吻合得较好，但是粗差

检测识别后的结果不连续，这是因为在粗差识别

中连续错误剔除观测值从而导致卫星数不足以给

出定位结果，被标定为不可靠结果，即定位结果不

可用，而不可用的结果没有在图中表示。在３００

个历元中可靠的定位结果占７２％，即可用性为

７２％。图４中粗差识别后的最小二乘估计与

Ｔｒｉｐ结果有约１ｍ的偏差，这主要是由伪距观测

值和相位观测值的差异引起的。用同样的观测值

不加粗差检测和识别的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结果如图５

中的“×”所示，与最小二乘估计的结果一样，错误

观测使定位在起始时刻和中间部分有“跳跃”。图

中的“·”是新息序列检测和识别后的结果，“”是

Ｔｒｉｐ的精密单点定位结果。从图５看，新息序列

检测和识别的结果连续且与Ｔｒｉｐ的计算结果吻

合得较好。对粗差检测识别过程进行跟踪发现，

被剔除的观测值均为ＧＬＯＮＡＳＳ观测值，部分历

元连续剔除了卫星Ｒ２４，少部分历元连续剔除卫

星Ｒ２４和卫星Ｒ２３。与图４一样，新息序列检测

法检测识别后的结果与Ｔｒｉｐ结果的偏差主要是

由伪距观测值和相位观测值的差异引起的。最

后，新息序列检测后定位结果的可用性为１００％。

图３　假设检验量间的最大相关系数

Ｆｉｇ．３　Ｍａｘｉｍｕｍ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图４　最小二乘残差检测结果

Ｆｉｇ．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Ｓｎａｐｓｈｏｔ

　　　　
图５　滤波新息检测结果

Ｆｉｇ．５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

３　结　语

本文用ＧＰＳ／ＧＬＯＮＡＳＳ实测数据来比较分

析两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最小二乘残差法和滤

波新息检测法。动态数据和静态数据结果表明，

滤波新息检测法无论从误警率、漏检率、正确识别

粗差率、计算时间、结果的可用性和精度上都优于

最小二乘残差法；当多个粗差存在时，滤波新息检

测能较好地识别错误观测发生在哪一颗星上，从

而减少了搜索次数，避免错误地剔除好的观测值，

较好地保证了ＧＮＳＳ导航的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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