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６卷 第１期

２０１１年１月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３６Ｎｏ．１

Ｊａｎ．２０１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１０１８。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８６０（２０１１）０１００１００４ 文献标志码：Ａ

犃犿犫犻狕犪狆方法在大规模犌犘犛网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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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一种基于非差精密单点定位（ＰＰＰ）的ＧＰＳ网处理新算法———Ａｍｂｉｚａｐ，利用该算法处理了一

个由１５０个台站组成的ＧＰＳ同步观测网。处理结果表明，该算法的定位精度比ＰＰＰ解有所改进，处理效率比

多基线网解法有较大提高。该算法在大规模高精度ＧＰＳ网处理中具有巨大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Ａｍｂｉｚａｐ；ＰＰＰ；ＰＰＰ解；网解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８．４１

　　近年来，随着ＧＰＳ永久监测站数量的剧增，

如何快速、稳健、高精度地处理海量ＧＰＳ同步观

测数据日益成为国内外研究的重点问题。目前，

高精度ＧＰＳ同步数据处理大多采用多基线网解

法或单基线网解法。多基线网解法对所有的独立

基线进行同时解算，能顾及基线之间的误差相关

性，具有较高的定位精度。然而，多基线网解法存

在着严重的计算瓶颈问题，在常规计算条件下，用

其处理测站较多的ＧＰＳ同步监测网时需要人为

地将整网划分为多个子网分别加以处理，然后再

将各子网的处理结果加以整网平差以得到整体网

解。由于子网之间的公共点被平差了不止一次，

因而其整网平差结果并不是严密的整体网解，而

粗差站点的探测与剔除更是其棘手的问题（也即

稳健性较差）。单基线网解法逐条进行独立基线

解算，不存在计算瓶颈问题，当测站较多时，其网

解精度与多基线网解法相近，但其同样存在稳健

性较差的缺陷。精密单点定位技术（ＰＰＰ）彻底打

破了多基线网解法的计算瓶颈，使ＧＰＳ数据处理

能够逐点快速完成，稳健性也较好，但其模糊度参

数的解算需要借助低精度的伪距观测数据来实

现，因而ＰＰＰ的定位精度明显低于多基线网解法

和单基线网解法。考虑到网解法的优缺点与

ＰＰＰ法的优缺点具有一定的对偶性，Ｂｌｅｗｉｔｔ博士

提出了一种基于ＰＰＰ的 ＧＰＳ网解新算法———

Ａｍｂｉｚａｐ
［１，２］。该算法逐点进行ＰＰＰ定位、逐基

线进行独立基线解算，因而不存在计算瓶颈问题，

而定位精度比传统ＰＰＰ法有较大提高（能达到或

接近多基线网解法的水平）。

１　犃犿犫犻狕犪狆算法简介

１．１　精密单点定位及犘犘犘实数解的计算

近年来，ＰＰＰ领域已出现了传统ＰＰＰ模型、

Ｕｏｆｃ模型和无模糊度模型
［３，４］。考虑到 ＧＰＳ测

地监测网大多采用双频接收机且定位精度要求较

高，因而这里的ＰＰＰ宜采用传统ＰＰＰ模型。在

传统ＰＰＰ模型中，消电离层影响的相位组合观测

值中的组合模糊度参数是作为实数进行估计的，

为了易于表述，本文将其定位结果（即台站的三维

坐标分量及其方差协方差阵）称为ＰＰＰ实数解。

目前，ＧＩＰＳＹ、Ｂｅｒｎｅｓｅ、ＥＰＯＳ等软件均支持传统

ＰＰＰ模型。

１．２　独立基线网的构建及双差固定解的解算

对于ＧＰＳ同步观测网而言，其独立基线网的

构建可以采用图论中的欧几里德最小生成树

（ＥＭＳＴ）算法来实现。考虑到大规模 ＧＰＳ同步

观测网站点较多，为了加快ＥＭＳＴ的搜索效率，

可以用球面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剖分算法对ＧＰＳ网

进行 剖 分，然 后 从 剖 得 的 三 角 网 边 中 搜 寻

ＥＭＳＴ。考虑到某些三角网边可能形不成双差基

线或者双差模糊度的固定率较低，因而需要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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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ＭＳＴ独立边的优选准则修改为：① 用ＰＰＰ清

理后的数据能构建出该边的双差基线且能解出其

双差固定解；② 所有独立基线边的总长度最小。

因而，在搜索和构建ＥＭＳＴ（或森林）独立边的同

时也即得到了ＧＰＳ网中所有独立基线的双差固

定解，而双差模糊度分解算法则视软件的选用情

况，可 采 用 Ａｍｂｉｇｏｎ 法、ＱＩＦ 法、ＬＡＭＢＤＡ

法等。

１．３　基于犘犘犘实数解和双差固定解的整网平差

理论上，给定整网的参考基准，将§１．２解得

的各独立基线的双差固定解看作各个独立的子

网，利用基于坐标模式的网平差法［５］即可进行整

网平差。考虑到测地监测网测站较多、ＰＰＰ解的

精度相近、双差固定解的精度也相近等特点，Ｂｌｅ

ｗｉｔｔ认为，可以基于以下假设，用双差固定解对

ＰＰＰ解实数解进行精度修正，以得到整体网解。

１）假设整网平差前的ＰＰＰ实数解犡犻 的加

权平均珡犡 与整网平差后的测站坐标犡^犻的加权平

均^犡相等（给定整网的位置基准）。

２）若整网平差前的双差基线Δ犡′犻犼＝犡′犻－

犡′犼与整网平差后的坐标犡^犻 及犡^犼 所反算的基线

向量 Δ^犡犻犼＝^犡犻－^犡犼相等（给定方位基准和尺度

基准），整网平差模型可写为：

∑
狀

犻＝１

犆^犻^犡犻

∑
狀

犻＝１

犆^犻

＝
∑
狀

犻＝１

犆犻犡犻

∑
狀

犻＝１

犆犻

　，犡犻的全协方差阵为犆犻

（１）

犡^犻－犡^犼 ＝Δ犡′犻犼，（犻犼＝１，２，…，狀－１），

Δ犡′犻犼的全协方差阵为犆′犻犼 （２）

式中，犻犼代表由测站犻和测站犼构成的独立基

线，其双差固定解提供给犻、犼两站ＰＰＰ实数解的

精度改进信息为［１］：

犃犻犼 ＝ 犆′－１犻犼·（１－ε）·
犆－１犻 ０

０ 犆－１
烄

烆

烌

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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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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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犆′犻犼是基线犻犼的双差固定解的方差协

方差阵；犆犻 及犆犼 是犻、犼两站的ＰＰＰ实数解的方

差协方差阵；ε是一个为了避免双差固定解不能给

ＰＰＰ实数解提供精度改正信息而导致矩阵求逆失

稳的一个小的实数（一般可取ε＝０．０００１）。

上述模型可用最小二乘法求解，但测站较多

时（如狀＝２０００），最小二乘法仍需大量计算时间。

考虑到信息矩阵的极端分块性，Ｂｌｅｗｉｔｔ博士建议

采用滤波法进行求解。

１）根据ＧＰＳ同步观测网的最小生成树提取

各站点的ＰＰＰ实数解以及各独立基线的双差固

定解，进而生成站点列表文件和独立基线列表

文件；

２）任取一结点（测站）作为最小生成树的根

结点；

３）滤波：从叶结点开始，利用与各结点相连

的其上层独立基线的双差固定解提供的定位精度

改进信息对其上层结点的ＰＰＰ结果进行修正（分

叉处意味着信息合并）；根结点修正完之后，将其

修正后的结果作为最终定位结果；

４）平滑：从根结点（及其最终定位结果）开

始，利用与其下层结点相连的独立基线的双差固

定解提供的定位精度改进信息对其下层结点的

ＰＰＰ结果进行修正，各结点修正完的同时将其修

正结果作为其最终定位结果；

５）对各结点的ＰＰＰ实数解及其修正后的网

解进行坐标比对以及精度评定，程序结束。

如图１所示，内部标注有数字９的结点即是

该同步观测网的根结点；而其他非根结点均标注

有两个数字，其第一个数字反映了滤波的顺序，第

二个数字反映了平滑的顺序。此滤波／平滑算法，

最多对６×６的矩阵进行求逆，具有极高的计算效

率，不存在瓶颈问题。

图１　ＧＰＳ同步观测网的最小生成树及

其网平差（滤波／平滑）

Ｆｉｇ．１　Ｄｉａｇｒａｍ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ＭＳＴｏｆａＧＰＳ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ｄＩｔｓ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Ｆｉｌｔｅｒ／Ｓｍｏｏｔｈｅｒ）

２　算法实现

基于以上算法，笔者在ＲｅｄｈａｔＬｉｎｕｘ９．０下

编写了 ｂａｓｈ脚本程序 ｍｙｐｐｐ和 ｍｙｐｐｐ２ｎｅｔ

ｗｏｒｋ，用Ｆｏｒｔｒａｎ编写了 ＮｅｔＭｒｇ程序。ｍｙｐｐｐ

负责ＰＰＰ实数解的计算，其核心语句是：

ｘｔｇｉｐｓｙｐｒｅｃｉｓｅ＿ｐｏｉｎ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ｂｉａｓ＿ｆｒｅｅ．

ｓｔａｃｏｖＩＮＴＶ＝３００／

ＲＣＬＫ＝ＡＬＬＧＰＳ＞ｘｔｇｉｐｓｙ．ｌｏｇ

即用ｘｔｇｉｐｓｙ命令调用ＧＩＰＳＹＯＡＳＩＳＩＩ的相关

程序进行ＰＰＰ定位；ｍｙｐｐｐ２ｎｅｔｗｏｒｋ负责利用球

面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剖分程序（ｓｔｒｉｐａｃｋ
［６］）对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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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三角网剖分，进而利用 Ｋｒｕｓｋａｌ算法在生成

最小生成树的同时逐条构建并解算双差独立基线

（双差独立基线的构建及解算由 ＧＩＰＳＹＯＡＳＩＳ

ＩＩ的相关程序实现）；ＮｅｔＭｒｇ程序负责整网滤波

法平差及坐标比对。

３　大规模犌犘犛网数据处理实验

利用编写的算法程序，在ＳＯＮＹ笔记本（主

频１．６ＧＨｚ，内存５１２Ｍ，ＷｉｎｄｏｗｓＸＰ操作系

统）的虚拟机环境下（ＶＭｗａｒｅＷｏｒｋｓｔａｔｉｏｎ５．５，

ＲｅｄｈａｔＬｉｎｕｘ９．０，内存１９２Ｍ）处理了２００９０１

０１美国西南部ＰＢＯＧＰＳ网点和ＣＲＴＮＧＰＳ网

点共１５０个ＧＰＳ点（如图２所示）的单天同步观

测数据，共用时１１２ｍｉｎ（其中 ｍｙｐｐｐ用时８２

ｍｉｎ，ｍｙｐｐｐ２ｎｅｔｗｏｒｋ用时２５ｍｉｎ，三角网剖分用

时４３ｓ，ＮｅｔＭｒｇ用时４ｍｉｎ），平均每站用时４６

ｓ。Ａｍｂｉｚａｐ网解坐标与ＰＰＰ实数解坐标的差异

如图３所示（其标准差为：犖 向０．４ｍｍ，犈向１．

８ｍｍ，犝 向２．１ｍｍ）；Ａｍｂｉｚａｐ网解坐标与

ＳＯＰＡＣ提供的基于ＧＡＭＩＴ／ＧＬＯＢＫ的多基线

网解坐标（以下简称ＳＯＰＡＣ网解坐标）的差异

为：犖 向１．８ｍｍ，犈向１．７ｍｍ，犝 向８．３ｍｍ；

而ＰＰＰ实数解坐标与ＳＯＰＡＣ网解坐标的差异

为：犖 向１．９ｍｍ，犈向２．４ｍｍ，犝 向８．５ｍｍ。

可见，Ａｍｂｉｚａｐ网解坐标的精度比ＰＰＰ实数解的

精度确有改进，而犈向坐标及犝 向坐标的精度改

进效果尤为明显。

图２　测试用１５０个ＧＰＳ点的三角网剖分

及其最小生成树

Ｆｉｇ．２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ＳＴｏｆｔｈｅＴｅｓｔｉｎｇＧＰ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１５０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４　结　语

传统的多基线网解法和ＰＰＰ法在处理大规

图３　Ａｍｂｉｚａｐ解与ＰＰＰ实数解的坐标差异

Ｆｉｇ．３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Ａｍｂｉｚａｐ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

ＰＰＰ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模高精度 ＧＰＳ同步观测网时均具有一定缺陷。

Ａｍｂｉｚａｐ法基于ＰＰＰ定位和单基线解算，不存在

计算瓶颈问题，定位精度比ＰＰＰ实数解有所改进

（犈方向及犝 方向的定位精度改进尤为明显），稳

健性较高。本文编程实现了Ａｍｂｉｚａｐ算法，利用

一个１５０个站的ＧＰＳ网初步验证了程序的正确

性和有效性。然而，为了真正做到程序的通用和

实用，今后尚需加大实验网的规模，同时增加实时

监测之功能。总之，Ａｍｂｉｚａｐ方法在处理台站较

多的ＧＰＳ同步观测网（如我国即将建成的大科学

工程或９７３地震监测网、全国性ＣＯＲＳ网、区域

性ＣＯＲＳ网等）时具有巨大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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