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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差导航卫星实时／事后精密钟差估计

李星星１　徐　运１　王　磊１

（１　武汉大学测绘学院，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研究了导航卫星精密钟差的估计算法，实现了基于非差载波相位观测值的实时和事后精密卫星钟差

的解算，并与ＩＧＳ分析中心提供的精密钟差产品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采用自编软件解算的事后精密卫星

钟差与ＩＧＳ最终精密钟差产品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其互差仅为０．０５ｎｓ左右；实时估计结果与ＣＯＤＥ提供的

事后钟差产品符合较好，二者差异为０．１ｎｓ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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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８．４１

　　精密卫星钟差是进行精密单点定位（ＰＰＰ）的

重要基础，其精度及稳定性直接影响到ＰＰＰ的最

终结果。目前，国际ＧＮＳＳ的服务组织（ＩＧＳ）及其

分析中心可提供采样间隔分别为１５ｍｉｎ、５ｍｉｎ、３０

ｓ和５ｓ的４种精密卫星钟差产品，且精度逐年提

高，其中５ｍｉｎ、３０ｓ和５ｓ间隔的钟差产品的标称

精度已优于０．１ｎｓ
［１］。国内相关机构也开展了精

密卫星钟差估计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

果［２５］。上述研究主要是从事后估计的角度进行

分析的，本文着重探讨并实现了基于非差载波相

位观测值的实时／事后精密卫星钟差估计算法。

利用全球若干ＩＧＳ跟踪站的观测数据，分别采用

实时或事后的方式估计精密卫星钟差，分析了自

编软件估计结果同ＩＧＳ分析中心 ＣＯＤＥ、ＪＰＬ、

ＭＩＴ发布的精密钟差产品的一致性。

１　精密卫星钟差估计算法

１．１　观测模型

实时或事后精密卫星钟差估计算法模型基本

一致，精密卫星钟差估计一般采用非差消电离层

组合观测值，其相位和伪距观测值的误差方程可

表示为：

狏犼犽，Φ（犻）＝Δ狋犽（犻）－Δ狋
犼（犻）＋ρ

犼
犽（犻）／犆＋δρ

犼
犽，ｔｒｏｐ／

犆＋λ·犖犼犽／犆＋ε犼犽，Φ（犻）－λ·Φ
犼
犽（犻）／犆 （１）

狏犼犽，狆（犻）＝Δ狋犽（犻）－Δ狋
犼（犻）＋ρ

犼
犽（犻）／犆＋

δρ
犼
犽，ｔｒｏｐ／犆＋ε

犼
犽，狆（犻）－犘

犼
犽（犻）／犆 （２）

式中，犽为测站号；犼为卫星号；犻为相应的观测历

元；犆为真空中光速；Δ狋犽（犻）为接收机钟差；Δ狋犼（犻）

为卫 星 钟 差；δρ
犼
犽，ｔｒｏｐ（犻）为 对 流 层 延 迟 影 响；

ε犼犽，狆（犻）、ε
犼
犽，Φ（犻）为多路径、观测噪声等未模型化的

误差影响；犘犼犽（犻）、Φ犼犽（犻）为相应卫星、测站和历元

的消除了电离层影响的组合观测值；而狏犼犽，狆、狏
犼
犽，Φ

为其观测误差；λ为相应的波长；ρ
犼
犽为信号发射时

刻的卫星位置到信号接收时刻接收机位置之间的

几何距离。

如果以式（１）、（２）为观测方程求解卫星钟差

参数，法方程是奇异的。为了能够求解钟差参数，

必须引入一个基准钟，求解其他接收机钟和卫星

钟相对于该基准钟的钟差。相关文献已经证明，

只要保证基准钟的钟差精度优于１０－６ｓ，相对钟

差和绝对钟差对用户定位结果是等价的，即相对

钟差的系统性偏差在用户定位模型中可完全被用

户接收机钟差吸收，不影响用户的定位结果［４］。

１．２　钟差估计算法

根据误差方程，可对事后（或准实时）数据采

用递归最小二乘，和对实时数据采用卡尔曼滤波

的方法进行卫星钟差估计。本文用于估钟的地面

观测数据选自全球４０个ＩＧＳ跟踪站，数据采样

间隔为１ｓ，卫星截止高度角设置为５°。具体的观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０年６月

测值先验信息、各项误差改正方法及参数处理策

略见表１。

表１　精密卫星钟差估计策略

Ｔａｂ．１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ｏ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Ｐｒｅｃｉｓｅ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ＣｌｏｃｋＢｉａｓ

参数 处理方法

观测量 犔犆、犘犆 组合观测值

观测值
先验约束 犘１为１．０ｍ，犔１为０．０１周

截止角 ５°

观测值加权 狆＝１，犲＞３０°，狆＝２ｓｉｎ犲，犲≤３０°

相位缠绕 模型改正

相位中心变化 ＩＧＳ＿０５模型（考虑ＰＣＶ改正）

潮汐改正 模型改正（固体潮、海洋潮汐）

误差改正 卫星相位中心 绝对相位中心

相对论改正 模型改正

参考钟 固定其中一个接收机钟

卫星轨道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ＩＧＳ／ＩＧＲ／ＩＧＵ）

测站坐标 固定已知值（ＰＰＰ）

对流层 Ｓａａｓｔａｍｏｉｎｅ模型＋分段常数

参数估计 卫星钟差 估计（白噪声）

接收机钟差 估计（白噪声）

模糊度 估计

　　根据上述钟差估计策略，本文实现了实时／事

后精密卫星钟差估计算法，具体流程如图１所示。

图１　钟差估计算法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ＣｌｏｃｋＥｒｒｏ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２　精密卫星钟差估计结果与分析

２．１　数据准备与分析策略

本文选择估钟站网（见图２）中一个地面跟踪

站ＮＩＣＯ站的接收机钟作为基准钟，利用全球４０

个ＩＧＳ跟踪站网的观测数据进行实时和事后精

密卫星钟差估计。观测数据的采样间隔为３０ｓ，

卫星截止高度角设置为５°。

本文比较了自编软件解算的钟差同ＩＧＳ分析

中心ＣＯＤＥ、ＪＰＬ、ＭＩＴ发布的钟差产品的一致性。

由于自编软件与ＩＧＳ分析中心所选基准钟

图２　参与精密钟差估计的ＩＧＳ站点分布图

Ｆｉｇ．２　ＩＧＳ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ＭａｐＵｓｅｄｔｏ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ＣｌｏｃｋＥｒｒｏｒｉｎ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不同，导致了钟差改正值之间存在一定的系统性

偏差，但是这种系统性偏差在定位中被模糊度和

接收机钟差吸收，不影响最终定位结果。因此，在

分析精密卫星钟差估钟的精度与ＩＧＳ事后精密

钟差的符合程度时，可统一二者的基准钟，消除其

系统偏差影响。本文以２号卫星作为参考星（在

此时间段内１号卫星由于故障停止服务），分别计

算实时和事后估计的钟差同ＩＧＳ事后钟差产品

中其他卫星对参考星的相对钟差，并按式（３）计算

实时精密卫星钟差的ＲＭＳ值：

ＲＭＳ＝
∑
狀

犻＝１

（Δ犻－珚Δ）（Δ犻－珚Δ）

槡 狀
（３）

式中，Δ犻为第犻个历元两套卫星钟差之差；珚Δ为其

均值；狀为历元数。

２．２　事后精密卫星钟差估计与分析

以２００８年年积日为１８４，ＰＲＮ为９、１９号为

例，将ＣＯＤＥ、ＪＰＬ、ＭＩＴ以及笔者自编软件估计

的事后卫星钟差同ＩＧＳ事后最终精密钟差产品

进行比较，得到各自互差的单天的时间序列变化，

如图３所示，４幅分图的上、下曲线分别表示ＰＲＮ

９和ＰＲＮ１９卫星。其中，横轴代表历元，纵轴代

表互差值，单位为ｎｓ。由于ＪＰＬ未发布３０ｓ采样

间隔的钟差，故将所有钟差稀释为５ｍｉｎ进行对

比。其他卫星也有类似的结果。

由图３中 ＰＲＮ９卫星的结果可以看出，

ＣＯＤＥ、ＪＰＬ的估钟结果同ＩＧＳ最终精密钟差在

多处存在较大互差，表现为互差的抖动厉害。

ＰＲＮ１９卫星的互差变化比较平缓，且存在较明

显的周期性，尤其是ＪＰＬ的结果。但整体上，ＩＧＳ

的几个分析中心（ＣＯＤＥ、ＪＰＬ、ＭＩＴ）计算的精密

卫星钟差与ＩＧＳ最终精密卫星钟差间的差值主

要在正负０．２ｎｓ内波动；自编软件估计的精密卫

星钟差较其他分析中心的产品具有小幅波动，但

２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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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ＣＯＤＥ、ＪＰＬ、ＭＩＴ及自编软件估计的精密钟差同

ＩＧＳ最终精密钟差的互差周日时间序列

Ｆｉｇ．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ＩＧＳＦｉｎａｌＰｒｅｃｉｓｅＥｐｈｅｍｅｒｉｓ

ａｎｄＣＯＤＥ，ＪＰＬ，ＭＩＴａｎｄＯｕｒ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总体更稳定，无明显周期项和系统偏差，跳变也较

少。可见自编软件钟差估计的算法是正确的，且

精度可靠。

为定量分析自编软件及各分析中心估计的钟

差所处精度水平，本文对每颗卫星的钟差按式（３）

计算其偏差的ＲＭＳ值。限于篇幅，这里按ＰＲＮ

号等间距抽选出了ＰＲＮ为３、７、１１、１５、１９、２３、

２７、３１共８颗卫星在不同分析中心提供的精密钟

差产品中与ＩＧＳ最终精密钟差产品作差的ＲＭＳ

统计，结果如图４所示

图４　各精密卫星钟差产品与ＩＧＳ

最终精密钟差作差ＲＭＳ比较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ｅｃｉｓｅＣｌｏｃｋ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ａｎｄＩＧＳＦｉｎａｌＰｒｅｃｉｓｅＣｌｏｃｋＥｒｒｏｒ

图４显示，包括自编软件在内，各分析中心估

计的钟差与ＩＧＳ最终精密卫星钟差改正符合较好，

大多数卫星的互差ＲＭＳ值一般优于０．０５ｎｓ，自编

软件与ＩＧＳ各分析中心精度基本相当。其他时间

及卫星统计结果与此类似。这说明自编软件已基

本达到与ＩＧＳ几个分析中心相近的估钟水平。

２．３　实时精密卫星钟差估计与分析

在分析自编软件实时估钟的精度时，仅以

ＣＯＤＥ提供的事后精密卫星钟差作为参考值，进

行分析和评价。

ＣＯＤＥ的精密卫星钟差估计采用的观测数据

是全球分布的，因此，笔者也采用了全球若干均匀

分布的观测站的实时数据流进行实时精密钟差估

计。图５、６给出了两组实时估钟的实验结果，其

中，图５是利用２００８年年积日为１８４全球４０个

ＩＧＳ跟踪站的实时估钟结果（简称为方案１）与

ＣＯＤＥ事后钟差互差的 ＲＭＳ；图６是利用２００９

年年积日为６７、全球４０个ＩＧＳ跟踪站的实时估

钟结果（简称为方案２）与ＣＯＤＥ事后精密卫星钟

差互差的ＲＭＳ。

图５　方案１实时钟差与ＣＯＤＥ钟差互差的ＲＭＳ

Ｆｉｇ．５　ＲＭ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ＣｌｏｃｋａｎｄＰｏｓｔ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ＣｌｏｃｋＥｒｒｏｒ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ｂｙＣＯＤＥｉｎ２００８

图６　方案２实时钟差与ＣＯＤＥ钟差互差的ＲＭＳ

Ｆｉｇ．６　ＲＭ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ＣｌｏｃｋａｎｄＰｏｓｔ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ＣｌｏｃｋＥｒｒｏｒ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ｂｙＣＯＤＥｉｎ２００９

　　图５和图６表明，利用全球４０个ＩＧＳ跟踪站

实时估计得到的卫星钟差与ＣＯＤＥ事后精密卫

星钟差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大部分卫星钟的估计

误差优于０．１ｎｓ，最大偏差不超过０．２ｎｓ。少数

卫星钟差较大，这可能与卫星自身特性有关，比如

发射年限、卫星型号及卫星钟类型等因素。但总

体而言，在系统服务器端利用全球一定数量均匀

分布的跟踪站的观测数据估计出的实时卫星钟差

与ＣＯＤＥ事后精密钟差具有较高的外符合精度，

二者互差约为０．１ｎｓ。相关研究表明，当选择用

于估钟的跟踪站达到４０个左右时，再增加跟踪站

３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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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目对精密卫星钟差的估计不会有明显的精度

改善。但是，如何优化参考站选择将是影响精密

卫星钟差估计的关键因素，也是今后需要进一步

研究的问题。

３　结　语

本文探讨并实现了实时／事后精密卫星钟差

估计算法，采用自编软件进行了实时和事后估钟，

并分别与ＩＧＳ几个分析中心的精密卫星钟差产

品进行比较，结果发现，ＩＧＳ各分析中心提供的精

密卫星钟差产品符合较好，彼此的互差优于０．２

ｎｓ，采用自编软件获得了同等精度的精密卫星钟

差改正值。采用４０个ＩＧＳ连续跟踪站的实时数

据流进行实时估钟，其结果与ＣＯＤＥ事后的钟差

产品具有较好的一致性，二者互差为０．１ｎｓ左

右。此外，如何优化参考站选择将是影响精密卫

星钟差估计的关键因素，也是今后需要进一步研

究的问题。

致谢：感谢ＩＧＳ分析中心为本文提供了丰富

的实验数据及相关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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