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５卷 第９期

２０１０年９月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３５Ｎｏ．９

Ｓｅｐｔ．２０１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０７０８。

项目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４０７７４００１，４０６７２１７３）；国家８６３计划资助项目（２００７ＡＡ１２Ｚ３３１）；中国科学院精密导航定位

与定时技术重点实验室开放研究基金资助项目（２００９ＰＮＴＴ０２）。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８６０（２０１０）０９１０２９０５ 文献标志码：Ａ

利用固定模糊度的动态精密单点定位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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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首先，采用序贯最小二乘法计算无电离层组合观测值的模糊度；然后，固定宽巷组合模糊度；再固定窄

巷组合模糊度；最后，得到无电离层组合观测值的模糊度最终解。谱密度的取值影响状态参数预测值的协方

差矩阵元素的大小，因此，采用自适应滤波进行处理。利用机载ＧＰＳ数据进行验证，结果表明，与其他方案相

比，利用固定模糊度的自适应滤波加快了收敛速度，提高了动态精密单点定位的解算精度；无论谱密度取何

值，自适应滤波都能够得到较稳定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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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精密单点定位中，模糊度参数的确定是数

据处理的一个重要环节。国内外专家对精密单点

定位的模糊度处理方法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

了丰硕的成果［１４］。在动态定位中，通常采用卡尔

曼滤波方法处理数据。若先验谱密度不精确，将

会造成模型误差的协方差矩阵不可靠，进而影响

预测值协方差矩阵，最终导致滤波解精度降低。

为了控制动力学模型异常和观测异常影响，杨元

喜等提出了抗差自适应滤波［５７］。本文首先固定

单差载波相位无电离层组合观测值的模糊度，提

高滤波的收敛速度，也提高初始阶段滤波的定位

精度；在此基础上，考虑谱密度取值对预测值协方

差矩阵的影响，采用自适应因子控制动力学模型

误差，以获得较高精度的滤波解。

１　单差无电离层组合观测值模糊度

固定方法

　　单差无电离层组合模糊度固定方法利用整个

弧段的载波相位观测数据固定模糊度，提高了无

电离层观测值模糊度的估计精度，减少了状态参

数的个数，缩短了滤波的收敛时间。

１．１　序贯最小二乘估计无电离层组合观测值的

模糊度

在精密单点定位中，一般都将模糊度作为状

态参数逐历元进行估计，如此将导致滤波需要较

长的收敛时间。整体最小二乘方法采用整个弧段

的观测数据估计模糊度的浮点解，该方法充分利

用观测数据以提高模糊度的解算精度。杨元喜提

出采用参数约化法将位置参数逐历元从法方程中

消去，然后将约化法方程叠加，使得所有观测的模

糊度信息均能在模糊度参数中发挥作用［５］。

若从第狋１历元到第狋２历元共有犿组数据犔１，

…，犔犿，可解得犡和犢 的序贯最小二乘解为
［５］：

犡^犻 ＝犖
（犻）
－１

犡 （犝
（犻）
犡 －犖

（犻）
犡犢犢^），（犻＝１，２，…，犿）

（１）

犢^＝珦犖
－１
犢
珟犝犢 （２）

式（１）、（２）的具体推导可以参考文献［５］。

１．２　宽巷组合观测值模糊度的固定

载波相位宽巷组合模糊度具有整数特性，但

由于受单差未校准相位延迟等因素影响，载波相

位宽巷组合观测值的模糊度表现为浮点数。因

此，要固定载波相位宽巷组合观测值的模糊度，关

键就是精确地估计单差未校准相位延迟或者宽巷

模糊度的小数部分。

由载波相位观测值和伪距观测值得到宽巷组

合观测值为［４］：

犔犻狑犽 ＝
犳１

犳１－犳２
犔犻１犽－

犳２

犳１－犳２
犔犻２犽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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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犻狑犽 ＝
犳１

犳１＋犳２
犘犻１犽－

犳２

犳１＋犳２
犘犻２犽 （４）

犫犻狑犽 ＝
犔犻狑犽－犘

犻
狑犽

λ狑
（５）

式中，λ狑为宽巷组合观测值的波长；狑犽为宽巷组

合；犻表示卫星号；犳１、犳２表示载波相位的频率；犽

表示接收机编号。

载波相位宽巷组合的模糊度浮点解及其均方

差为：

犫^犻狑犽 ＝＜犫
犻
狑犽 ＞，σ^犫犻狑犽 ＝

＜ （犫
犻
狑犽 －^犫

犻
狑犽）

２
＞

犖犻槡 犽

（６）

式中，犖犻犽为观测个数；＜·＞表示求平均值。

载波相位单差宽巷组合模糊度的浮点解及其

均方差为：

犫^狑
犻，犼
犽 ＝犫^狑

犻
犽 －^犫狑

犼
犽，σ^犫狑

犻，犼
犽
＝ σ

２
犫^狑
犻
犽
＋σ

２
犫^狑槡 犼
犽
（７）

其中，犼表示卫星号。

载波相位宽巷组合模糊度小数部分的计算公

式及对应的方差为：

δ^
犻，犼
狑 ＝ 〈ｆｒａｃ（^犫

犻，犼
狑 犽）〉

σ
２
δ^
犻，犼
狑
＝ 〈
［ｆｒａｃ（^犫犻

，犼
狑犽）－δ^

犻，犼
狑 ］

２

犖犻
，犼

〉 （８）

　 载波相位宽巷组合模糊度的整数解及均方差为：

珘狀犻
，犼
狑犽 ＝犫^

犻，犼
狑犽 －δ^

犻，犼
狑 ，σ珘狀犻，犼狑犽 ＝ σ

２
犫^
犻，犼
狑犽
＋σ

２
δ^
犻，犼槡 狑

（９）

　　模糊度求解采用取整法，其模糊度解算成功

率为［４，８，９］：

犘０ ＝１－∑［ｅｒｆｃ（
犻－狘犫－狀狘

槡２σ
）－

ｅｒｆｃ（
犻＋狘犫－狀狘

槡２σ
）］ （１０）

式中，ｅｒｆｃ（狓）＝
２

槡π∫
∞

狓
ｅ－狋

２

ｄ狋。

１．３　窄巷组合观测值模糊度的固定

由已固定的载波相位宽巷组合模糊度与单差

无电离层组合模糊度可以得到窄巷组合模糊度的

浮点解及均方差为［４］：

犫^犻
，犼
狀犽 ＝

犳１＋犳２

犳１
犫^犻
，犼
犮犽 －

犳１

犳１－犳２
狀^犻
，犼
狑犽

σ^犫犻，犼狀犽 ＝
犳１＋犳２

犳１
σ^犫犻，犼犮犽 （１１）

式中，

犫^犻
，犼
狀犽 ＝狀

犻，犼
狀犽 ＋Δ

犻，犼
狀 ＋

犳２

犳１－犳２
（狀犻

，犼
狑犽 －^狀

犻，犼
狑犽 ＋Δ

犻，犼
狑 ）

（１２）

式中，^犫犻
，犼
犮犽 表示单差无电离层组合模糊度的估计

值；狀犻
，犼
狀犽、狀

犻，犼
狑犽分别为单差载波相位窄巷组合与宽巷

组合模糊度的整数部分；Δ
犻，犼
狀 、Δ

犻，犼
狑 分别为单差载

波相位窄巷组合与宽巷组合模糊度的小数部分。

载波相位窄巷组合模糊度固定方法与宽巷组

合模糊度固定方法相同。若载波相位的单差宽巷

组合模糊度和窄巷组合模糊度已固定，载波相位

的单差无电离层组合模糊度为：

狀^犻
，犼
犮犽 ＝

犳１

犳１＋犳２
狀^犻
，犼
狀犽 ＋

犳１犳２

犳
２
１－犳

２
２

狀^犻
，犼
狑犽 （１３）

２　基于自适应卡尔曼滤波的动态精

密单点定位

　　在动态精密单点定位中，若固定载波相位的

模糊度，将减少状态参数的维数，提高收敛速度；

另外，观测值在卫星之间求差也可以消除接收机

钟差影响。动态ＧＰＳ数据处理一般采用卡尔曼

滤波，若卡尔曼滤波的动力学模型采用常加速模

型，则状态参数为沿３个坐标轴方向的位置、速

度、加速度和对流层湿延迟，即参数个数为１０。

２．１　模型误差的协方差矩阵对滤波解的影响

第狋历元卡尔曼滤波状态参数预测值及对应

协方差矩阵为：

珚犡狋 ＝Φ狋，狋－１^犡狋－１ （１４）

Σ珚犡狋 ＝Φ狋，狋－１Σ^犡狋－１Φ
Ｔ
狋，狋－１＋Σ犠狋 （１５）

式中，^犡狋 ＝ ［犡犞犡 犪犡 犢 犞犢 犪犢 犣犞犣 犪犣

Ｔｒｏｐ］
Ｔ；Φ狋，狋－１为状态转移矩阵；Σ犠狋为模型误差

的协方差矩阵。

对于预测值的协方差矩阵Σ珚犡狋，其主要影响

因素为Σ^犡狋－１、Σ犠狋，本文主要讨论Σ犠狋的变化量对

Σ珚犡狋的影响。若动力学模型采用常加速模型，则犡

向量的模型误差的协方差矩阵Σ犠犡
狋

为［５，１０］：

Σ犠犡
狋
＝狇

犜５／２０ 犜４／８ 犜３／６

犜４／８ 犜３／３ 犜２／２

犜３／６ 犜２／２

熿

燀

燄

燅犜

（１６）

式中，犜为采样间隔；狇为谱密度。

同理，可以得到犢 和犣 轴的模型误差的协方

差矩阵Σ犠犢
狋

、Σ犠犣
狋

。另外，对流层的模型误差的谱

密度一般取１０－８～１０
－１２ ｍ２／ｓ２，即Σ犠狋＝ｄｉａｇ

（Σ犠犡
狋

，Σ犠犢
狋

，Σ犠犣
狋

，Σ犠
Ｔｒｏｐ
）。若谱密度取值偏差较

大，将造成模型误差的协方差矩阵误差较大，进而

影响预测值的协方差矩阵Σ珚犡狋的可靠性。

在动态数据处理过程中，虽然可以计算模型

误差的协方差矩阵变化量对滤波解的影响，但是

该方法比较复杂，计算量较大，而自适应滤波通过

自适应因子调整预测值的协方差矩阵，有效地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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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动力学模型异常对滤波解的影响。

２．２　基于分类因子自适应滤波的动态精密单点

定位

基于固定模糊度的动态精密单点定位中，状

态参数包括位置、速度、加速度、对流层湿延迟等，

因此，本文采用分类因子调整预测值的协方差矩

阵，其中自适应因子采用基于状态不符值构造统

计量［５］：

Δ珟犡狋 ＝
珟犡狋－珚犡狋

ｔｒ（Σ珚犡狋槡 ）
（１７）

采用两段函数法计算自适应因子［５］：

α狋犻 ＝

１，Δ珟犡狋 ≤犮

犮

Δ珟犡狋
，Δ珟犡狋 ＞

烅

烄

烆
犮

（１８）

ｃ为常数，可在１．０～２．５之间取值。

自适应滤波解为［５］：

犡^狋 ＝珚犡狋＋珚犓狋（犔狋－犃狋珚犡狋） （１９）

式中，珚犓狋的表达式为：

珚犓狋 ＝Σ珚犡狋犃
Ｔ
狋（犃狋Σ珚犡狋犃

Ｔ
狋 ＋Σ狋）

－１ （２０）

式中，珚Σ珚犡狋为
珚犡狋的等价协方差矩阵

［７，１０］：

珚Σ珚犡狋 ＝ （
珔α
１
２
狋Σ

－１
珚犡狋
珔α

１
２
狋 ）

－１ （２１）

珔α狋为对角阵，其元素α狋犻为状态分量自适应因子。

另外，对于对流层湿延迟参数对应的自适应因子

取值为１．０。

３　算例分析

本算例数据采集于２００５０５１２，其中使用两

台ＧＰＳ接收机，一台固定于参考站，一台安置于

飞机上。飞机由某点出发，飞行４个多小时，最后

返回出发点。算例采用 ＧｒａｆＮａｖ计算的载波相

位双差定位结果作为“真值”，将各种方案的定位

结果与“真值”作差进行比较分析。

３．１　基于固定模糊度方案的收敛效果比较和分析

采用３种方案进行比较：① 模糊度作为状态

参数的正向卡尔曼滤波；② 模糊度作为状态参数

的正反向卡尔曼滤波，并将反向滤波结果作为最

终结果；③ 模糊度固定的卡尔曼滤波。

误差统计结果如表１所示，误差曲线绘于

图１～３。

图１　 方案１坐标分量误差

Ｆｉｇ．１　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ｏｆＳｃｈｅｍｅ１

　　　　　
图２　方案２坐标分量误差

Ｆｉｇ．２　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ｏｆＳｃｈｅｍｅ２

　　　　　
图３　方案３坐标分量误差

Ｆｉｇ．３　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ｏｆＳｃｈｅｍｅ３

表１　各方案误差统计结果

Ｔａｂ．１　Ｅｒｒｏｒ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方案
ＲＭＳ／ｍ

犡 犢 犣

１ ０．６６９４ ０．２２９７ ０．２６７３

２ ０．１０１２ ０．０４６８ ０．１１３８

３ ０．０８９１ ０．０８５０ ０．０７３６

　　由以上计算结果可以看出：① 方案１将模糊

度作为状态估计参数进行标准卡尔曼滤波解算，

该方案收敛速度较慢，且计算精度较低，这是因为

模糊度的先验信息不精确，因此需要较长观测弧

段数据提高模糊度的精度。② 方案３与方案１

相比，滤波收敛速度有所提高，计算精度也有一定

程度的提高，其原因是该方案首先采用全弧段观

测数据固定模糊度，提高了模糊度的计算精度，从

而缩短了收敛时间，提高了滤波解算精度。③ 方

案３与方案２相比，其计算精度略有提高。这可

能是由于方案３采用全弧段观测数据估计所有卫

星的模糊度，并将其固定，减少了状态参数的维

数。

３．２　谱密度对滤波精度的影响

谱密度的大小决定了模型误差协方差矩阵的

量级，进而影响预测值的协方差矩阵的大小。对

流层的谱密度取值一般较小，算例仅考虑犡、犢、犣

速度谱密度造成模型误差的协方差矩阵变化量对

滤波解的影响。因此，为了分析谱密度的取值对

定位精度的影响，谱密度取不同的数值进行比较。

算例采用两种方案比较不同量级的谱密度对定位

精度的影响：① 卡尔曼滤波；② 自适应卡尔曼滤

波。

１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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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文章篇幅，表２仅统计了６个不同量级

谱密度对滤波结果的影响；图４、５分别描绘了卡

尔曼滤波、自适应卡尔曼滤波方案中谱密度在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ｍ
２／ｓ２范围内８个不同量级所对

应的犡、犢、犣轴的ＲＭＳ。

表２　两种方案在不同谱密度情况下的误差统计结果

Ｔａｂ．２　Ｅｒｒｏｒ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ｆＴｗｏＳｃｈｅｍｅｓ

速度谱

密度／

（ｍ２／ｓ２）

卡尔曼滤波 自适应卡尔曼滤波

ＲＭＳ犡 ＲＭＳ犢 ＲＭＳ犣 ＲＭＳ犡 ＲＭＳ犢 ＲＭＳ犣

１ ０．０８９１ ０．０８５０ ０．０７３５ ０．０８９１ ０．０８５０ ０．０７３５

１０－１ ０．０８９１ ０．０８５０ ０．０７３５ ０．０８９１ ０．０８５０ ０．０７３５

１０－２ ０．０８９１ ０．０８５０ ０．０７３６ ０．０８９１ ０．０８５０ ０．０７３５

１０－３ ０．０８９３ ０．０８５０ ０．０７４１ ０．０８９１ ０．０８５０ ０．０７３５

１０－４ ０．０９１６ ０．０８５２ ０．０８０９ ０．０８９１ ０．０８５０ ０．０７３５

１０－５ ０．１０９７ ０．０８７２ ０．１２１４ ０．０８９１ ０．０８５０ ０．０７３５

　　由计算结果可以看出：① 由图４和表２可以

看出，对于标准卡尔曼滤波，谱密度取值越小，滤

波的解算精度就越低，这说明在动态精密单点定

位中，动力学模型虽然对滤波解贡献较大，但其估

计精度与观测模型得到的定位精度相比偏低，从

而影响了定位精度。随着谱密度取值由小变大，

动态精密单点定位的精度逐渐提高，其精度变化

幅度达到几个ｃｍ；当谱密度达到１０－１ ｍ２／ｓ２后，

即使再增大谱密度，定位精度也不再变化。这是

因为增大谱密度取值，相当于扩大预报值的协方

差矩阵，进而改变了动力学模型与观测模型之间

的比例，最终导致动力学模型对滤波解的贡献降

低。但是，当动力学模型与观测模型之间的比例

达到某界限，增大谱密度也不能提高精度，理想状

态下，谱密度取值为无穷大时，相当于只有观测模

型对滤波解有贡献。② 由图５及表２可以看出，

谱密度的变化对自适应卡尔曼滤波的定位结果影

响不大。因为自适应卡尔曼滤波通过自适应因子

图４　不同谱密度所对应卡尔曼滤波的ＲＭＳ

Ｆｉｇ．４　ＲＭＳｏｆＫａｌｍａｎ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ｗｉｔｈＳｅｖｅｒａｌ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Ｄｅｎｓｉｔｉｅｓ

图５　不同谱密度所对应自适应卡尔曼滤波的ＲＭＳ

Ｆｉｇ．５　ＲＭＳｏｆ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Ｋａｌｍａｎ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ｗｉｔｈＳｅｖｅｒａｌ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Ｄｅｎｓｉｔｉｅｓ

调节Σ珚犡狋，使得Σ珚犡狋与Σ狋之间的比例更加合理，从

而有效控制谱密度变化对滤波解的影响。自适应

卡尔曼滤波与卡尔曼滤波相比，谱密度取不同的

数值，卡尔曼滤波的定位精度有一定变化，而自适

应卡尔曼滤波定位精度几乎不变，这进一步说明

了自适应卡尔曼滤波具有较好的稳定性。

４　结　语

在精密单点定位中，一般将模糊度作为状态

参数进行估计，由于模糊度的初始值及对应方差

精度不高，通常需要若干历元进行收敛。固定模

糊度方法首先固定单差宽巷组合模糊度和窄巷组

合模糊度，然后固定单差无电离层组合的模糊度，

该方法缩短了收敛时间，提高了收敛速度，并提高

了初始阶段的定位精度。虽然固定单差无电离层

组合模糊度减小了状态参数维数，消除了接收机

钟差的影响，但是若谱密度取值不可靠，将会影响

动力学模型对滤波解的贡献。自适应滤波通过自

适应因子调整预测值协方差矩阵的大小，使动力

学模型与观测模型之间的比例更加合理，最终使

运动载体的滤波解更接近于真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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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仁院士等赴维也纳参加ＩＳＰＲＳ百年庆典大会

２０１０年７月２日至４日，国际摄影测量与遥感学会（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

ｍｅｔｒｙ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ＩＳＰＲＳ）成立１００周年（１９１０～２０１０）庆典大会在奥地利维也纳科技大学

召开。大会总结了ＩＳＰＲＳ成立１００年来的历史，并首次选举了１２个ＩＳＰＲＳＦｅｌｌｏｗ，武汉大学李德

仁院士当选。

ＩＳＰＲＳ是摄影测量与遥感界的国际性学术团体，是一个以推动国际摄影测量与遥感的发展、应

用、合作为宗旨的非政府组织，代表了国际摄影测量与遥感及空间信息科学的发展方向，是国际测

绘界规模最大，也是最具影响力的国际组织，其现有国家级机构和专业区域性协会超过１００个，覆

盖了世界全部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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