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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了多频多系统卫星导航定位的关键技术，比较了ＴＣＡＲ、ＣＩＡ、ＬＡＭＢＤＡ３种多频观测值整周模

糊度的单历元解算方法，给出了ＧＰＳ／ＧＡＬＩＬＥＯ多频组合定位模型，仿真ＧＰＳ／ＧＡＬＩＬＥＯ多频观测数据验证

了所用方法的正确性。仿真数据处理结果表明，ＧＰＳ／ＧＡＬＩＬＥＯ组合定位能提高基线解算精度，其基线定位

误差在２ｃｍ范围内。

关键词：ＧＰＳ／ＧＡＬＩＬＥＯ组合；多频线性组合；单历元整周模糊度解算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８．４１

　　随着美国ＧＰＳ现代化的临近，欧盟ＧＡＬＩＬＥＯ

系统的建立，俄罗斯ＧＬＯＮＡＳＳ系统的恢复，中国

ＣＯＭＰＡＳＳ的实现，多频多系统组合导航定位必将

成为卫星导航的研究热点［１５］。多卫星系统组合导

航定位，可以成倍增加可视卫星数，提高定位精度

与可靠性，多个频率可以增加观测值的个数，获得

更多的长波、低噪声、弱电离层的组合观测值，为整

周模糊度解算提供有利条件，减少整周模糊度搜索

时间，提高解算成功率，从而有望增加单站或网络

ＲＴＫ的作业距离
［６１２］。Ｆｏｒｓｓｅｌｌ提出ＴＣＡＲ方法

用于解算ＧＡＬＩＬＥＯ三频整周模糊度
［１］，Ｊｕｎｇ提

出了类似于ＴＣＡＲ的ＣＩＡ方法解算ＧＰＳ三频整

周模糊度［４］，此后，Ｆｅｎｇ等人讨论了长基线情况

下三频整周模糊度解算的ＴＣＡＲ／ＣＩＡ方法
［６，９］；

国内研究ＧＰＳ／ＧＡＬＩＬＥＯ多频整周模糊度的解

算方法尚处于起步阶段［５］。本文基于仿真的多频

观测值，研究了基于多频观测值的线性组合。整

周模糊度固定方法及其成功率，以及ＧＰＳ／ＧＡＬＩ

ＬＥＯ组合定位的模型及其定位结果。

１　数据模拟

由于目前美国ＧＰＳ现代化可用三频信号尚

未播发，欧洲的ＧＡＬＩＬＥＯ系统只有两颗在轨卫

星，模拟仿真导航系统卫星星座及其观测值成为

研究 ＧＰＳ／ＧＡＬＩＬＥＯ 组合定位的关键环节。

ＧＰＳ／ＧＡＬＩＬＥＯ 导航系统模拟仿真可以测试

ＧＰＳ／ＧＡＬＩＬＥＯ导航定位软件的正确性，评价各

种ＧＰＳ／ＧＡＬＩＬＥＯ导航定位定轨算法精度与可

靠性。表１给出了 ＧＰＳ／ＧＡＬＩＬＥＯ卫星星座及

其３类误差的仿真方法，以及仿真误差与实际观

测误差差值的范围。

２　基于多频载波相位观测值解算整

周模糊度

　　多频观测值可以通过不同的线性组合形成多

种宽波长、弱电离层的组合观测值，从而为模糊度

解算提供了新的方法，如利用组合观测值波长之

间的层叠关系采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方法直接解算整周

模糊度的 ＴＣＡＲ／ＣＩＡ方法
［１５］，以及改进的ＩＴ

ＣＡＲ、ＧＴＣＡＲ方法
［４］。在短基线情况下，可以实

现单历元解算整周模糊度；在长基线情况下，由于

电离层、对流层影响放大，原有的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ｆｒｅｅ

ＴＣＡＲ／ＣＩＡ方法解算模糊度成功率下降。由于

无卫星几何图形约束，不能完全求解出所有整周

模糊度［８］，因此Ｆｅｎｇ
［９］提出了长基线情况考虑电

离层影响的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ｂａｓｅｄＴＣＡＲ，先分别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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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观测值模拟及其精度

Ｔａｂ．１　Ｄａｔａ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误差／偏差 模拟方法 精度

精密星历轨道
ＧＰＳ采用ＩＧＳ精密星历

ＧＡＬＩＬＥＯ采用ＥＳＡ公布轨道参数
ＧＰＳ＜５ｃｍ

精密星历钟差
ＧＰＳ采用ＩＧＳ精密钟差

ＧＡＬＩＬＥＯ采用随机游走模型模拟
ＧＰＳ＜０．１ｎｓ（０．３ｍ）

电离层影响 ＩＧＳ电离层文件（ＩＯＮＥＸ） ２８ＴＥＣＵ（０．３～１．３ｍ，犔１）

对流层影响
ＩＧＳ对流层文件

或ＥＧＮＯＳ模型
４ｍｍ（ＺＰＤ）

多路径 模拟反射环境及其引起的多路径 伪距：０．５～１ｍ

相位中心
ＩＧＳ天线文件

（包含卫星和接收机的相位中心改正）
＜０．１ｎｓ（０．３ｍ）

接收机钟差
ＩＧＳ钟差文件

或随机游走模型
＜０．１ｎｓ（０．３ｍ）

接收机噪声
载波相位：０．００３ｍ

伪距：０．３ｍ
伪距：０．２５～０．５ｍ

ＩＦＢ（ＤＣＢ）
ＩＧＳ电离层文件

（文件中包含卫星与接收机硬件延迟）
卫星：３ｍｍ（ｒｍｓ），接收机：１４ｍｍ

地球固体潮 地球固体潮模型模拟 周期部分：～３０ｃｍ，半径、水平～５ｃｍ

海洋潮 海洋潮模型模拟 垂直方向小于５ｃｍ，水平方向小于２ｃｍ

地球旋转参数 ＩＧＳ产品 小于３ｃｍ

两个宽巷组合观测值，利用固定的两个宽巷观测

值反求电离层影响，经过多历元平滑电离层后，采

用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ｂａｓｅｄＬＡＭＢＤＡ 方法可解算得整

周模糊度。

３　犌犘犛／犌犃犔犐犔犈犗多频组合动态定

位模型

　　ＧＰＳ坐标参考框架为 ＷＧＳ８４，时间基准

ＧＰＳＴ，Ｇａｌｉｌｅｏ坐标参考框架为国际地球自转服

务中心提供的国际地心参考框架ＩＴＲＳ，时间系

统为ＧＳＴ。在进行ＧＰＳ／ＧＡＬＩＬＥＯ系统组合时

必须考虑坐标系统和时间系统的统一，坐标系统

的统一可以由两个坐标系统的转换参数实现，时

间系统补偿值可以设置为未知参数，也可以利用

ＧＡＬＩＬＥＯ广播星历中公布的时间系统补偿

值［１１］。ＧＰＳ／ＧＡＬＩＬＥＯ组合模式有松组合与紧

组合两种模式［１２］，ＧＰＳ／ＧＡＬＩＬＥＯ松组合模式分

别求各自的双差整周模糊度。紧组合有以下两种

模式：① 利用两个共有频率（犔１／犈１ 及犔５／犈５犪）

形成差分观测值解算整周模糊度，只有一个参考

卫星；② 建立ＧＰＳ／ＧＡＬＩＬＥＯ各自参考卫星，形

成各自的多频双差观测值，且两个参考星之间也

形成两个共有频率的双差观测值。第二类紧组合

是松组合与第一类紧组合的综合模型，即考虑了

ＧＰＳ／ＧＡＬＩＬＥＯ频率之间的相关性，又充分利用

多频观测值，理论上来说第二类紧组合模糊度解

算具有最大成功率。

４　仿真试验

为了比较各种模糊度求解方法在 ＧＰＳ／

ＧＡＬＩＬＥＯ组合定位中的效率和可靠性，利用模

拟仿真的不同基线长度的ＧＰＳ／ＧＡＬＩＬＥＯ观测

数据，通过笔者编制的ＧＰＳ／ＧＡＬＩＬＥＯ多频组合

动态差分定位软件，对仿真数据进行处理。图１

～图３分别是模拟基线长度为１０ｋｍ、４０ｋｍ、８０

ｋｍ的所有观测卫星的双差电离层残差，历元间

隔为３０ｓ，伪距观测噪声为０．３ｍ，载波相位观测

噪声为０．００３ｍ。图４为１０ｋｍ基线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ｆｒｅｅＬＡＭＢＤＡ、ＴＣＡＲ、ＣＩＡ方法单历元解算整

周模糊度的结果。由图４可以看出，对于ＧＰＳ短

基线动态定位，ＬＡＭＢＤＡ与ＣＩＡ方法单历元解

算所有卫星整周模糊度成功率都可以达到９５％

以上的成功率，对于ＧＡＬＩＬＥＯ短基线动态定位，

采用犈１、犈５犪、犈５犫３个频率解算整周模糊度成功

率最低，ＬＡＭＢＤＡ方法其成功率为７０％，ＴＣＡＲ

方法其成功率不到５０％；使用犈１、犈５犪、犈６ 或犈１、

犈５犫、犈６３个频率，ＬＡＭＢＤＡ方法解算成功率达

到９９．９％，ＴＣＡＲ方法解算成功率约为９６％。对

于４个频率，其模糊度解算成功率进一步提高。

对于ＧＰＳ／ＧＡＬＩＬＥＯ组合动态定位，由于观测卫

星个数增加，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ｆｒｅｅ方法同时解算所有双

差模糊度的成功率必然下降。对于ＬＡＭＢＤＡ方

法，使用 ＧＰＳ犔１、犔２、犔５ 频率和 ＧＡＬＩＬＥＯ犈１、

犈５犪、犈５犫频率组合其成功率不到７０％；使用ＧＰＳ

２２８



　第３５卷第７期 于兴旺等：ＧＰＳ／ＧＡＬＩＬＥＯ多频组合差分定位研究

犔１、犔２、犔５ 频率，ＧＡＬＩＬＥＯ犈１、犈５犪、犈６ 频率，其

成功率不到９６％。使用ＴＣＡＲ／ＣＩＡ解算整周模

糊度，其成功率进一步降低。因此，对于 ＧＰＳ／

ＧＡＬＩＬＥＯ组合定位解算所有卫星所有频率的整

周模糊度应该采用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Ｂａｓｅｄ方法。由于

ＴＣＡＲ／ＣＩＡ方法对于长基线情况单历元定位，其

成功率很低，因此图５仅给出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Ｂａｓｅｄ

Ｌａｍｂｄａ方法不同基线长度下单历元固定整周模

糊度的成功率。由图５可以看出，采用 Ｇｅｏｍｅ

ｔｒｙＢａｓｅｄＬａｍｂｄａ方法，在短基线情况下对于

ＧＰＳ、ＧＡＬＩＬＥＯ、ＧＰＳ／ＧＡＬＩＬＥＯ定位模糊度成

功率都可以达到１００％；对于中长基线（３０ｋｍ），

ＧＰＳ、ＧＡＬＩＬＥＯ单历元解算整周模糊度的成功

率很低，还不到３０％；ＧＰＳ／ＧＡＬＩＬＥＯ组合定位

的成功率为７０％左右；对于长基线（８０ｋｍ）单历

元解算整周模糊度，其成功率进一步降低。数据

处理中，每个历元采用最小二乘方法，采用 Ｇｅ

ｏｍｅｔｒｙＢａｓｅｄＬＡＭＢＤＡ方法固定整周模糊度，

分别进行ＧＰＳ、ＧＡＬＩＬＥＯ、ＧＰＳ／ＧＡＬＩＬＥＯ组合

定位，解算短基线模拟数据，ＧＰＳ 动态解平均

ＲＭＳ为６．４７３ｍｍ，ＧＡＬＩＬＥＯ平均ＲＭＳ为６．９９

ｍｍ，ＧＰＳ／ＧＡＬＩＬＥＯ平均 ＲＭＳ为４．３３２ｍｍ。

短基线解算结果与模拟基线差值如图６所示。由

图６可以看出，ＧＰＳ与ＧＡＬＩＬＥＯ双差定位基线

误差小于５ｃｍ，ＧＰＳ／ＧＡＬＩＬＥＯ组合定位可提高

定位的精度，其基线定位误差在２ｃｍ范围内。

图１　模拟短基线双差电离层

Ｆｉｇ．１　ＤＤＬ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ｅｏｆＳｈｏｒｔ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图２　模拟中基线双差电离层

Ｆｉｇ．２　ＤＤＬ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ｅｏｆＭｉｄｄｌｅ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图３　模拟长基线双差电离层

Ｆｉｇ．３　ＤＤＬ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ｅｏｆＬｏｎｇ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图４　短基线ＧＦＬＡＭＢＤＡ与ＴＣＡＲ／ＣＩＡ比较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ＬＡＭＢＤＡｗｉｔｈ

ＴＣＡＲ／ＣＩＡｉｎＳｈｏｒｔ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ｓ

图５　不同长度基线ＬＡＭＢＤＡ固定模糊度的成功率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ＳｕｃｃｅｓｓＲａｔｅｓｏｆＬＡＭＢＤＡ

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ｓ

　　　
图６　ＧＰＳ／ＧＡＬＩＬＥＯ双差定位误差

Ｆｉｇ．６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ＧＰＳ／ＧＡＬＩＬＥＯ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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