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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犛犈犐犇模型的单频犘犘犘双频解算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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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利用区域内的双频观测值建立区域ＳＥＩＤ模型，利用单频观测值反演得到双频观测值，进而组

成双频无电离层组合观测值，实现了单频ＰＰＰ双频解算。算例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新方法大大缩短了定位

收敛时间，显著地提高了单频ＰＰＰ的定位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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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单频的精密单点定位技术（ｐｒｅｃｉｓｅｐｏｉ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ＰＰＰ）以其作业成本低、定位精度高、

操作方便等优点，具有广泛应用前景［１］。国内外

众多高校和研究机构对单频ＰＰＰ技术开展了广

泛、深入的研究工作，实现了静态ｃｍ、动态ｃｍ～

ｄｍ的定位精度
［２７］。但是，单频用户电离层延迟

误差难以有效处理［８１０］，其定位收敛时间较长、精

度不稳定等问题仍是制约单频ＰＰＰ技术推广的

重要因素。Ｒｏｃｋｅｎ和Ｊａｎｓｓｅｎ等提出了利用单

频用户附近的双频接收机观测残差来改善单频用

户电离层延迟的思想［１１１２］；Ｄｅｎｇ提出利用双频用

户的原始观测值建立卫星历元差分电离层模型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ｅｐｏｃ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ｄｅｌａｙｍｏｄｅｌ，ＳＥＩＤ），并且成功应用于对流层延迟

研究中［１３］。但是，关于利用历元差分电离层模型

提高单频精密单点定位的研究工作并不多见。

１　卫星历元差分电离层模型犛犈犐犇

ＳＥＩＤ模型是一种卫星历元差分电离层模型，

对于某一历元犼的ＧＰＳ双频观测值数据，可以组

成电离层观测方程［１４］：

犔４（犼）＝λ１犖１－λ２犖２－（犇１（犼）－犇２（犼）） （１）

犘４（犼）＝ （犇１（犼）－犇２（犼）） （２）

由于存在模糊度问题，可以采用历元求差得到电

离层延迟的历元变化量δ犔４（犼－１，犼）。在单层模

型［１５］中，电离层延迟的空间变化量通常用穿刺点

的位置来表达，本文中采用平面线性函数表示：

δ犔４（犼－１，犼）＝α０＋α１φ＋α２θ （３）

犘４（犼）＝β０＋β１φ＋β２θ （４）

式中，θ、φ分别为基准站穿刺点的纬度、经度；α犻、

β犻为求解的模型系数。

对于历元犼，当测区内有３个或３个以上的

双频基准站时，可对每颗卫星构建一个平面模型，

利用最小二乘准则求解平面模型系数。当测区内

的双频测站多于３个且分布距离较远时，因解算

的电离层延迟与卫星高度角有关，距离较远的测

站解算的模型系数会有较大偏差，此时可根据虚

拟参考站［１６］原理建立一个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锁，单

频用户选择离自己最近的三个双频测站作为建模

的基准站。对于每一个三角形，可按式（３）、式（４）

建立平面模型解算相应的模型系数值：

α２ ＝

（δ犔４，２－δ犔４，１）（φ１－φ０）－（δ犔４，１－δ犔４，０）（φ２－φ１）
（θ２－θ１）（φ１－φ０）－（θ１－θ０）（φ２－φ１）

（５）

α１ ＝
δ犔４，１－δ犔４，０－α２θ１＋α２θ０

φ１－φ０
（６）

α０ ＝δ犔４，０－α１φ０－α２θ０ （７）

同理，也可以得到β犻值。需要说明的是，式（５）～

式（７）中没有多余观测，当基准站观测值含有粗差

或周跳时，会导致模型系数求解错误。因此，需对

观测值进行数据预处理，标记粗差和周跳信息，对

于出现周跳的历元，模糊度重新初始化处理，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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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区域内基准站较多且距离分布较近时，建议将

所有基准站数据一起建模，可以抵抗粗差。

２　基于犛犈犐犇模型的单频数据反演

双频数据

　　利用求解的模型系数，根据穿刺点的位置，可

计算出单频测站上的载波电离层延迟变化量和伪

距的电离层延迟量：

δ珟犔４（犼－１，犼）＝α０＋α１φ狊＋α２θ狊 （８）

珟犘４（犼）＝β０＋β１φ狊＋β２θ狊 （９）

若接收机进行连续观测，则犼历元载波的电离层

延迟累计变化量可以表示为：

珟犔４（犼０，犼）＝ ∑
犼

犽＝犼０＋１

δ珟犔４（犽－１，犽） （１０）

　　利用单频测站的犔１ 观测值和电离层相位延

迟累计变化量珟犔４（犼０，犼），采用无几何影响组合公式，

可以反演出珟犔２ 观测值：

珟犔２（犼）＝犔１（犼）－珟犔４（犼０，犼） （１１）

同理，利用伪距观测值犘１ 和电离层码延迟值珟犘４

（）犼 反演珟犘２ 观测值为：

珟犘２（犼）＝犘１（犼）－珟犘４（犼） （１２）

　　需说明的是，单频犔１ 载波观测值反演得到的

珟犔犔２ 观测值，相比真实的珟犔２ 值，相差电离层延迟

初始值珟犔４（犼０）和组合模糊度。珟犔４（犼０）是个常数，

可以被合并到犖２ 模糊度中，不影响ＰＰＰ的定位

结果，但此时的犖２ 不再具有整周特性。

３　单频犘犘犘双频解算模型

反演得到的珟犔２ 观测值，其受电离层延迟影响

实质仍是犳２ 频率上的电离层延迟量，只是少了初

始历元电离层延迟量，而这个初始电离层延迟量

可被犳２ 频率的模糊度参数所吸收，因此仍可将

珟犔２ 与犔１ 组成无电离层组合观测值
［１７］，利用双频

ＰＰＰ定位模型来解算。其组合公式如下：

犘ＩＦ ＝
犳
２
１·犘１－犳

２
２·珟犘２

犳
２
１－犳

２
２

＝

ρ＋犮ｄ狋＋犱ｔｒｏｐ＋ε（犘ＩＦ） （１３）

犔ＩＦ ＝
犳
２
１·犔１－犳

２
２·珟犔２

犳
２
１－犳

２
２

＝

ρ＋犮ｄ狋＋犱ｔｒｏｐ＋
犮犳１犖１－犮犳２犖２

犳
２
１－犳

２
２

＋ε（ΦＩＦ）

（１４）

　　解算时，位置参数在静态情况下可以作为常

未知数处理；在未发生周跳或修复周跳的情况下，

整周未知数当作常数处理，在发生周跳的情况下，

整周未知数当作一个新的常数参数进行处理；由

于接收机钟较不稳定，存在明显的随机抖动，因

此，将接收机钟差参数当作白噪声处理；而对流层

影响变化较为平缓，先利用Ｓａａｓｔａｍｏｎｅｎ或其他

模型进行改正，再利用随机游走的方法［４］估计其

残余影响。

４　数据处理流程

本文讨论的基于ＳＥＩＤ模型实现单频数据反

演双频数据进行ＰＰＰ解算的数据处理简要流程

如下：首先，选取离单频测站距离较近的３个双频

基准站，进行数据预处理，并按式（１）～式（７）建立

历元差分区域电离层模型；再利用式（８）～式（１０）

计算单频测站每个历元每颗卫星的载波电离层延

迟累计变化量和伪距电离层延迟量；最后，利用式

（１１）～式（１２）反演得到珟犔２ 和珟犘２ 观测值，进而利

用双频无电离层组合模型进行ＰＰＰ定位解算。

具体流程如图１所示。

图１　数据处理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Ｄａｔａ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

５　算例分析

实验数据取自江苏省ＧＰＳ地面沉降监测网

络的７个监测站观测数据，数据采样间隔３０ｓ，观

测仪器为双频 ＡＳＨＴＥＣＨ 型ＧＰＳ接收机，点位

分布情况如图２所示。

选择图２居中的点犛为单频监测站，距离点

犛较近的３个点（犚１、犚２、犚３）为近距离双频基准

站，平均边长为５３ｋｍ；距离点犛 较远的３个

点（犚４、犚５、犚６）为远距离双频基准站，平均边长为

１２３ｋｍ。观测数据采用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日采集数

据，天气状况良好。采用以下３种方案进行单频

ＰＰＰ求解。

方案１　对监测站犛直接进行犘１／犔１ 单频

ＰＰＰ解算，电离层采用半合模型和格网模型改正；

方案２　利用近距离双频基准站（犚１、犚２、犚３）

８８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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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ＳＥＩＤ模型，用单频数据反演双频数据，利用

双频无电离层组合进行ＰＰＰ解算；

方案３　利用远距离双频基准站（犚４、犚５、犚６）

建立ＳＥＩＤ模型，用单频数据反演双频数据，利用

双频无电离层组合进行ＰＰＰ解算。

求解中，选用ＩＧＳ精密星历和精密钟差文

件，数据处理软件采用自编的精密单点定位程序

Ｐ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需要说明的是，在精度统计和分析

中，以双频数据网解的定位结果为真值，其定位精

度优于５ｍｍ。

３种方案得到的３个方向定位残差序列如

图３所示，收敛后的定位精度统计如图４所示。

图２　测站分布图

Ｆｉｇ．２　Ｐｏｉｎ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

　　　　　　　　　　　

图３　定位残差

Ｆｉｇ．３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图４　定位精度统计

Ｆｉｇ．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从图３可以看出，基于ＳＥＩＤ模型单频数据

反演双频数据后的ＰＰＰ定位收敛速度明显优于

常规的单频ＰＰＰ解，且定位结果与双频ＰＰＰ结

果没有明显系统偏差，这说明新方案采用反演的

珟犔２ 观测值较好地削弱了单频用户电离层延迟误

差影响。

　　从定位精度统计图４中可以看出，采用本文

提出的电离层处理方法，单频ＰＰＰ的精度得到了

显著提高，接近于双频ＰＰＰ定位精度。另外，从

方案２、方案３定位结果来看，当双频基准站与单

频监测站的距离较远时，由于建立ＳＥＩＤ模型时

卫星高度角相差较大，电离层相差较大，模型存在

偏差，使得反演的珟犔２ 观测值存在系统偏差，定位

精度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定位精度仍优于常规

的单频ＰＰＰ方法。

本文方案定位精度的提高和收敛时间的缩短

主要取决于有效地改善了单频用户的电离层延迟

误差影响，而电离层延迟改正的精度可以用反演

的珟犔２ 观测值与真实犔２ 观测值的差值表示。方案

２中２号卫星和６号卫星珟犔２ 观测值与真实犔２ 观

测值的差值如图５所示。

图５　相位差值序列

Ｆｉｇ．５　Ｐｈａｓ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从图５可以看出，基于ＳＥＩＤ模型反演的珟犔２

值与真实观测的犔２ 值相差较小，２号卫星和６号

卫星的相位不符值ＲＭＳ分别为６．２ｍｍ和５．７

ｍｍ；考虑到相位观测值本身的标称精度，认为反

演得到的珟犔２ 值与真实观测的犔２值近似等价。在

卫星刚出现或即将离开时，由于卫星高度角较小，

观测数据质量较低，两者差值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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