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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ＴｕｒｂｏＥｄｉｔ方法的局限性，提出了一种改进方法。该方法联合差分无电离层观测值（ＤＬＣ）、电

离层观测值（ＬＧ）和 ＭｏｕｌｂｏｒｎｅＷｕｅｂｂｅｎａ宽波模糊度观测值（ＭＷ）综合探测和确认周跳。对多个ＩＧＳ站的

处理结果表明，改进方法能够有效地剔除观测噪声造成的虚假周跳，从而增强了数据的连续性和参数估计程

序的计算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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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ＧＰＳ卫星定位和定轨的数据处理中，必须

对观测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周跳进行探测、定位、修

正，对不能修正的周跳要引入新的模糊度参数，以

保证后续工作中使用到的是“干净”的观测值。上

述过程称为数据的预处理，它直接影响其后的参

数估计的质量和计算效率。如果预处理的效率不

高，未发现的周跳要在参数估计中通过反复迭代

发现；虚假的周跳不仅降低解的精度和强度，同时

也增加未知参数的个数，从而增加计算负担。在

非差模式下，误差不能利用差分的方法消除，只能

利用模型或和位置参数一起估计的方法消除其影

响，因此非差模式的周跳探测修复比差分定位模

式的更困难［１］。目前用于非差ＧＰＳ数据周跳探

测已提出较多方法［２５］，如高次差法、多项式拟合

法、电离层组合法、ＴｕｒｂｏＥｄｉｔ方法、小波变换法

等，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Ｂｌｅｗｉｔｔ提出的Ｔｕｒ

ｂｏＥｄｉｔ方法。ＴｕｒｂｏＥｄｉｔ方法使用的两个组合观

测值都用了双频伪距观测值，Ｐ码伪距观测值的

标称精度是±０．３ｍ，ＡＳ受政策的影响，民用

ＧＰＳ双频接收机需要用特殊技术获取Ｐ码伪距，

即便是采用效果最好的Ｚ跟踪技术
［６］，其获取的

Ｐ码伪距精度也低于其标称精度。此外，当卫星

高度角比较低时，Ｐ码伪距观测值极易受多路径

的影响，观测噪声较大且有野值出现。ＴｕｒｂｏＥｄｉｔ

方法使用的两个观测值受到伪距观测精度的影

响，会造成周跳的错误识别。尽管可以考虑将高

度角较低的观测值删除，但在ＧＰＳ气象中它们是

非常重要的观测信息，所以并不是理想的解决办

法。因此有必要对ＴｕｒｂｏＥｄｉｔ方法进行改进，对

周跳进行准确更加探测和定位。

１　犜狌狉犫狅犈犱犻狋方法的周跳检测量

不考虑多路径误差及观测噪声，基本观测方

程可表示为：

犔１ ＝ρ＋犮·ｄ犜－犮·ｄ狋＋犱ｔｒｏｐ－犱ｉｏｎ·

犳
２
２／犳

２
１－犳（ ）２２ ＋λ１犖１

犔２ ＝ρ＋犮·ｄ犜－犮·ｄ狋＋犱ｔｒｏｐ－犱ｉｏｎ·

犳
２
１／犳

２
１－犳（ ）２２ ＋λ２犖２

犘１ ＝ρ＋犮·ｄ犜－犮·ｄ狋＋犱ｔｒｏｐ＋犱ｉｏｎ·

犳
２
２／犳

２
１－犳（ ）２２

犘２ ＝ρ＋犮·犱Ｔ－犮·ｄ狋＋犱ｔｒｏｐ＋犱ｉｏｎ·

犳
２
１／犳

２
１－犳（ ）２２ （１）

式中，犔１ 和犔２ 表示以距离为单位的载波观测值；

犘１ 和犘２ 为伪距观测值；ρ为卫星到接收机的几

何距离；ｄ狋为卫星钟差；ｄ犜为接收机钟差；犱ｔｒｏ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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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流层延迟误差；犱ｉｏｎ为电离层影响；犖１ 和犖２ 为

两个载波上的非差模糊度，犳和λ对应载波的频

率和波长。

ＴｕｒｂｏＥｄｉｔ方法使用了两种组合观测值，即

ＭＷ（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Ｗüｂｂｅｎａ）组合和ＬＧ组合：

犖狑 ＝φ１－φ２－
犳１－犳２

犳１＋犳２

犘１

λ１
＋
犘２

λ（ ）
２

（２）

犔＝λ１φ１－λ２φ２＋犘１－犘２ （３）

　　ＭＷ 组合消除了几何距离、电离层影响，仅

包含模糊度和观测噪声的影响，在没有周跳发生

的情况下表现为有上下波动的近似常量。ＬＧ组

合消除了几何距离，仅包含模糊度和电离层延迟

的残余影响，正常情况下也是一个平缓的时间序

列。

２　改进方法的基本原理

改进方法增加了一种新的周跳检测量———卫

星间的无电离层差分观测值（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ｉｎｇＬＣ，

ＤＬＣ）。同时，直接用电离层观测值ＬＧ的拟合残

差来检测周跳。最后，综合 ＭＷ组合、ＬＧ组合和

ＤＬＣ检测量的探测结果，实现周跳的确认。

２．１　犇犔犆观测值及其特点

无电离层组合ＬＣ可表示为：

φ犔犆 ＝ 犳
２
１犔１－犳

２
２犔（ ）２ ／犳

２
１－犳（ ）２２ （４）

进一步展开可得：

φ犔犆 ＝ρ－犮·ｄ狋＋犮·ｄ犜＋犱ｔｒｏｐ

＋犮· 犳１犖１－犳２犖（ ）２ ／犳
２
１－犳（ ）２２ （５）

式（５）最大的优点是不受电离层延迟的影响，并且

不依赖于犘 码伪距观测值；不足的是卫星钟差、

对流层延迟误差和接收机钟差难以分离。

ＳＡ政策取消后，卫星钟频不再有快速的抖

动，卫星钟的稳定度进一步提高，卫星钟差的变化

非常平缓，接近于线性变化，其短时间内的变化可

用低阶多项式进行拟合。与卫星钟差相比，对流

层延迟误差的变化更加平缓，一般认为２ｈ内是

一个常数，其变化率相对于ＬＣ观测值的变化率

而言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接收机钟差可通过在卫

星间求差来消除，在同一历元卫星犻、犼的ＬＣ观测

方程为：

φ
犼
犔犆 ＝ρ

犼－犮·ｄ狋犼＋犮·ｄ犜＋犱犼ｔｒｏｐ＋

犮· 犳１犖犼１－犳２犖犼（ ）２ ／犳
２
１－犳（ ）２２

φ
犻
犔犆 ＝ρ

犻
－犮·ｄ狋

犻
＋犮·ｄ犜＋犱

犻
ｔｒｏｐ＋

犮· 犳１犖
犻
１－犳２犖

犻（ ）２ ／犳
２
１－犳（ ）２２ （６）

将卫星犻、犼的观测方程求差，所得差分ＬＣ观测值

（ＤＬＣ）为：

Δφ
犻犼
犔犆 ＝Δρ

犻犼－犮· ｄ狋犼－ｄｔ（ ）犻 ＋

Δ犱
犻犼
ｔｒｏｐ＋犮· 犳１Δ犖

犻犼
１ －犳２Δ犖

犻犼（ ）２ ／犳
２
１－犳（ ）２２

（７）

可见ＤＬＣ仅受卫星钟差和对流层延迟的影响。

由于卫星在空间的运行轨迹是一条平滑的曲线，

卫星至接收机的距离观测值的变化也是平缓而有

规律的，这种变化可以用３～４阶的多项式进行拟

合［７］，经过差分后的卫星钟差和对流层延迟误差

的变化更加平缓，故ＤＬＣ是一个非常平滑的时间

序列，可用低阶多项式拟合其变化，是理想的周跳

检测量。

２．２　犔犌观测值及其特点

式（３）的电离层组合消除电离层的影响，但同

时又引入了Ｐ码的观测噪声。考虑直接使用载

波观测值的电离层组合ＬＧ来检测周跳。

ＬＧ组合观测值按照下式计算：

φ犔犌 ＝犔１－犔２ ＝ λ１犖１－λ２犖（ ）２ ＋犱ｉｏｎ （８）

ＬＧ组合仅包含电离层和非差模糊度的影响。

采用ＩＧＳ跟踪站 ＡＬＢＨ 站２００８年 ＤＯＹ１

的观测数据，采样间隔为３０ｓ。以ＰＲＮ１３的一个

完整观测弧段为例，经测试，该弧段没有周跳。图

１显示了ＰＲＮ１３的ＬＧ观测值及高度角的变化。

从图１可看出，受电离层变化的影响，ＬＧ组合的

波动范围达１６周，但其变化曲线总体上是比较平

滑的。当高度角较低时ＬＧ的变化比较快，反之

则变化慢；但是在短时间内是相当稳定的。以１０

ｍｉｎ为一个弧段对ＬＧ组合进行低阶多项式（≤２

阶）拟合，拟合的残差见图２。比较图１与图２可

以发现，多项式拟合效果与卫星高度角也是密切

相关的。卫星高度角较高时，ＬＧ组合变化很慢，

多项式拟合残差较小；卫星高度角较低时，ＬＧ组

合变化较快，多项式拟合的残差较大，但绝大多数

残差在０．２周以内，拟合残差可以满足１周跳周

的检测。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中所用到的ＬＧ组

合单位为周，这是相对于波长λ犐 的，其中λ犐＝λ２

－λ１，约为５．４ｃｍ。

２．３　数据处理流程及周跳处理策略

首先用ＴｕｒｂｏＥｄｉｔ方法中的 ＭＷ 组合标定

可能的周跳。然后，滑动窗口拟合方法进行ＬＧ

检测。对３０ｓ采样间隔的观测数据，采用的滑动

窗口长度为１０ｍｉｎ，每次向前移动８ｍｉｎ，保证所

有的数据都被检测到。

在每个窗口的处理中，分别对各个卫星的

ＬＧ组合进行多项式拟合，根据拟合残差和设定

的电离层变化限值标定可能的周跳。接下来进行

ＤＬＣ检测。将ＬＧ拟合中ＲＭＳ最小且观测数据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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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长的卫星作为该弧段内的参考星。由上述的分

析可知，ＬＧ组合拟合的ＲＭＳ与高度角是密切相

关的，即高度角越大 ＲＭＳ越小，高度角越低则

ＲＭＳ越大，因此用这种方法得到的参考星的高度

角是较高的，发生周跳的可能性很小。然后，在其

他卫星与参考卫星之间形成ＤＬＣ观测量，用测站

坐标和广播星历计算出卫星到接收机间的几何距

离，从而得出ＤＬＣ的残差。必须注意的是，在一

个窗口的计算中必须使用同一个广播星历记录，

否则会由于广播星历记录的不一致导致ＤＬＣ残

差的不连续。将ＤＬＣ残差用多项式拟合，根据拟

合残差和给定的ＤＬＣ限值标记所有可能的周跳。

将 ＭＷ组合和ＬＧ检测的结果与ＤＬＣ检测

结果进行综合判断，若某一历元ＤＬＣ检测结果正

常，ＭＷ组合和ＬＧ中只要有一个检测结果正常，

则该历元观测值为正常。若 ＭＷ 组合和ＬＧ检

测结果正常，ＤＬＣ检测结果非显著异常（两倍的

限值），则该历元观测值为正常；否则该历元观测

值有周跳发生。

基于上述原理，编写了相关的预处理软件。

考虑非差模式下周跳的修复非常困难，软件中未

考虑周跳的修复，而是增加新的模糊度参数。对

每颗卫星处理过程中，在探测出周跳发生的历元

将观测弧段断开，根据周跳出现的数量和位置，每

颗卫星的观测值被划分为若干弧段，每个独立弧

段中的观测值都是“干净”的，并对应一个唯一的

模糊度参数。软件处理结果中给出了“干净”弧段

的数目以及每个“干净”弧段的开始历元和结束历

元，这样有利于后续的非差数据处理和非差模糊

度解算。

３　实例分析

３．１　单站处理实例

以ＩＧＳ站ＡＵＣＫ２００８年ＤＯＹ１处理结果为

例。图３显示了两种方案的处理结果，图注释中

方案犃表示用常规ＴｕｒｂｏＥｄｉｔ方法处理，方案犅

表示用本文改进的ＴｕｒｂｏＥｄｉｔ方法处理。

　　　

图１　ＬＧ组合及高度角序列

Ｆｉｇ．１　ＬＧ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ｉｅｓ
　　　　　

图２　ＬＧ拟合的残差

Ｆｉｇ．２　Ｆｉｔ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

ｏｆＬＧ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图３　不同方法所得各颗

卫星的模糊度参数数目比较

Ｆｉｇ．３　Ｒｅｓｕｌｔ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

　　在图３中，有１０颗卫星用不同方案得到结果

一致，其余２１颗卫星则出现方案犃 所得模糊度

参数数量大于方案犅。以ＰＲＮ２６卫星为例进一

步分析，表１列举了不同方案的处理结果。

表１　不同方法所得犘犚犖２６卫星模糊度参数数目比较

Ｔａｂ．１　Ｒｅｓｕｌｔ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ｆｏｒＰＲＮ２６

处理方法 弧段编号 开始历元 结束历元
模糊度

参数个数

１ ８４３ ９０７

２ ９２０ １１０５

方案犃 ３ １１１０ １１９８ ５

４ １７６９ １８４５

５ １８４７ ２４１５

方案犅
１ ８４３ １１９８

２
２ １７６８ ２４２４

　　由表１可以看出，方案犅中的第一个弧段在

方案犃 中被划分成３个弧段，即方案犃判定历元

８４３到１１８６之间有周跳发生。图４（ａ）显示了

ＰＲＮ２６在该时间内 ＭＷ 组合及高度角的变化曲

线，该时间段内卫星高度角在４～２１°之间变化，

由于卫星高度角很低，观测噪声较大，导致 ＭＷ

组合的波动较大，其范围可达４周。

对照弧段断开的历元与图４中 ＭＷ 组合的

变化曲线不难发现，弧段断开历元的 ＭＷ 组合偏

离平均值较大，故判断有周跳发生。用方案犅处

理时，将ＬＧ和ＤＬＣ以１０ｍｉｎ为一个弧段进行

多项式拟合，图４（ｂ）和４（ｃ）分别显示了ＬＧ和

ＤＬＣ的拟合残差，各个拟合段内拟合残差均未超

出３倍ＲＭＳ的范围。由于ＬＧ和ＤＬＣ检测无周

跳，因此综合判断该弧段内无周跳发生，对应一个

模糊度参数。由ＰＲＮ２６处理结果可以看出，在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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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角较低的情况下，Ｐ码伪距的精度较差，致使

ＭＷ组合波动较大。方案犃中只有两个检测量，

只要 ＭＷ组合检测出异常，则认为有周跳发生，

容易将噪声影响误判为周跳，致使处理结果中增

加了虚假的模糊度参数。方案犅 中增加了一个

ＤＬＣ检测量，不受高度角变化的影响，具有更高

的分辨率，可以更加准确地识别周跳。根据拟合

的ＲＭＳ值水平，完全可以探测出１周的周跳。

图４　周跳检测量变化曲线

Ｆｉｇ．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ｏｆＣｙｃｌｅＳｌｉｐＴｅｓｔ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３．２　多站处理实例

用ＩＧＳ的２８个跟踪站２００８年 ＤＯＹ１到

ＤＯＹ５连续５ｄ的观测数据，分别用两种方案处

理了各个站的数据。图５（ａ）～５（ｅ）显示了各天

内各个站用不同方法处理所得模糊度参数的比

较，图５（ｆ）显示了各天内两种方法得到模糊度参

数总数的比较。

从图５（ａ）～５（ｅ）可以看出，方案犅所得模糊

度参数数量总是小于或等于方案犃 所得模糊度

参数的数量。在少数情况下，两种方案所得结果

相同，这一比例只有１８％，即在８２％的情况下方

案犃所得模糊度参数的数量总是大于方案犅 所

得模糊度参数数量，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方案犃

在处理观测噪声较大的观测弧段时，将噪声误判

为周跳，出现探测出“伪周跳”的情况，原本无周跳

的弧段被划分成多个子弧段，新增加的弧段出现

了的虚假模糊度参数，使得模糊度参数数量增加，

这一结果与§３．１中的分析非常吻合。

从图５（ｆ）可以看出，经方案犅 处理后，消除

了观测噪声造成的“伪周跳”，使得模糊度参数数

量减少约７％～１０％。这一改进不仅在于周跳的

准确识别，更能减少虚假未知参数，对于提高后续

数据处理的解算精度及工作效率是有极具重要意

义的。

图５　各天内模糊度参数数目比较

Ｆｉｇ．５　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ａｙ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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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语

１）ＴｕｒｂｏＥｄｉｔ方法必须依赖于Ｐ码观测值；

改进方法在无Ｐ码观测值或者Ｐ码观测值精度

很差的情况下，用ＤＬＣ和ＬＧ观测值分段拟合仍

能进行数据的预处理。

２）卫星高度角是影响ＴｕｒｂｏＥｄｉｔ方法周跳

探测性能的重要因素。卫星高度角较低的情况

下，观测值受观测噪声和多路径的影响亦较大，一

旦有一个检测量受到较大噪声的影响，往往将噪

声误判为周跳。

３）改进方法使用了３个检测量进行周跳探

测和确认，使探测结果更为可靠。ＤＬＣ观测值不

受高度角的影响，变化平缓，使用多项式拟合的方

法就可以识别周跳，数据处理简单，能更加准确地

识别周跳，为后续数据的高效处理奠定了基础。

４）改进方法的不足在于每个历元要计算卫

星位置及站星距离，增加了计算量，但增加的计算

量相对于其周跳探测能力的增强是可以接受的。

致谢：感谢德国ＧＦＺ的葛茂荣博士的指导与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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