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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差虚拟观测值的网络犚犜犓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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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网络ＲＴＫ是利用多基准站观测值实现流动站附近的误差建模，其中包括对流层、电离层延迟和卫星

轨道等误差。讨论了利用 ＶＲＳ技术实现网络ＲＴＫ中的几个关键技术，包括将多基准站插值所得的双差大

气延迟添加到非差模式的ＶＲＳ观测值中，利用ＩＧＳ的超快速星历中的预报部分改正广播星历误差和利用恒

星日滤波改正ＶＲＳ的伪距多路径效应。２４ｈ的测试数据证实，该算法应用在５０ｋｍ间隔的基线网中，所生成

虚拟观测站与流动站单历元解算成功率达到８１．１％，而ＲＴＫ定位结果显示其连续解算成功率达到９７．６％，

其定位结果在北、东和高方向中误差分别达到１．１ｃｍ、１．１ｃｍ和３．０ｃ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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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克服 ＲＴＫ 的局限性，Ｗａｎｎｉｎｇｅｒ于

１９９５年提出使用多个ＣＯＲＳ基站模型化网内的

电离层延迟，实现ＣＯＲＳ站网内流动站ｃｍ级定

位精度［１］，并于１９９７年进一步提出虚拟参考站

（ＶＲＳ）技术
［２］。目前，多数网络ＲＴＫ的研究文

献主要关注于ＣＯＲＳ站之间的整周模糊度解算

和误差插值算法［３７］，而本文主要关注 ＶＲＳ虚拟

参考站非差观测值的生成算法，分析所生成的虚

拟观测站的物理特性，最后用实测数据验证所介

绍的虚拟观测值生成算法的正确性。

１　基于犞犚犛的网络犚犜犓系统结构

基于 Ｗａｎｎｉｎｇｅｒ对 ＶＲＳ技术的网络 ＲＴＫ

的定义和描述 ［２］，系统结构如图１所示。其中最

上层框图内为ＣＯＲＳ站网部分，由分布在区域范

围内各种类型的ＧＮＳＳ接收机组成，其原始观测

数据通过ＮｔｒｉｐＳｅｒｖｅｒ上传到控制中心。中间框

图内为服务器解算部分，控制中心的服务器接收

到ＣＯＲＳ网站观测值数据后，通过基线解算、网

络插值建模等操作得到大气延迟误差的网络插值

改正参数。虚拟观测值生成模块负责接收流动站

发送来的初始位置信息，然后根据流动站的初始

位置为用户提供虚拟观测值。流动站接收机通过

内置的ＮｔｒｉｐＣｌｉｅｎｔ首先发送伪距单点定位的结

果给服务器，然后接收由 ＮｔｒｉｐＣａｓｔｅｒ发送回来

的虚拟观测站信息，通过ＲＴＫ模块得到ｃｍ级的

ＲＴＫ定位结果。

图１中网络通讯模块最主要的有ＣＯＲＳ站

端用于上传观测值数据“ＮｔｒｉｐＳｅｒｖｅｒ”，服务器端

用于播发观测值列表和观测数据的“ＮｔｒｉｐＣａｓｔ

ｅｒ”，流动站用于接收网络数据的“ＮｔｒｉｐＣｌｉｅｎｔ”

（或者“ＮｔｒｉｐＲａｔｉｏ”），这些模块均可从德国制图

与大地测量中心（ＢＫＧ）官方网站获取
［８］。

２　犞犚犛非差观测值生成模型

如图１所示，ＶＲＳ虚拟观测值基于主参考站

（ｍａｓｔｅｒｓｔａｔｉｏｎ）和插值改正参数生成
［２］，其算

法可表达如下：

φ
犽
ＶＲＳ，犻 ＝φ

犽
ＭＳＴ，犻＋Δ犖

犽
ＶＲＳＭＳＴ＋（Δ犌

犽
ＶＲＳＭＳＴ－

　　　Δ犐
犽
ＶＲＳＭＳＴ，犻＋Δ犜

犽
ＶＲＳＭＳＴ＋Δ犗

犽
ＶＲＳＭＳＴ）／λ犻

（１）

犘犽ＶＲＳ，犻 ＝犘
犽
ＭＳＴ，犻＋Δ犌

犽
ＶＲＳＭＳＴ＋Δ犐

犽
ＶＲＳＭＳＴ，犻＋

Δ犜
犽
ＶＲＳＭＳＴ＋Δ犗

犽
ＶＲＳＭＳＴ （２）

式中，φ、犘分别为相位和伪距观测值；Δ为站间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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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ＶＲＳ模式网络ＲＴＫ系统结构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ＶＲＳＢａｓｅ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ＲＴＫＳｙｓｔｅｍ

差标识；ＶＲＳ、ＭＳＴ分别为虚拟参考站和主参考

站标识；犽为卫星标识；犻、λ犻分别为频率和相应频

率的波长相应的标识；犖 为整周模糊度项；犌为站

星间的几何相关项；犐、犜分别为电离层和对流层

延迟项。为了解决基准站解算程序与流动站

ＲＴＫ程序之间使用的卫星星历差异问题，本文引

入ＩＧＳ超快速星历预报部分相对于广播星历的

改正项犗。一般而言，生成虚拟参考站相位观测

值没有必要人为改变相位观测值的整周模糊度，

即设置Δ犖
犽
ＶＲＳＲｅｆ＝０。

３　单差改正项生成

由式（１）、式（２）可见，ＶＲＳ观测值的生成是

在主参考站观测值的基础上添加相应的站间单差

改正项，包括单差的几何相关项、单差电离层改正

项、单差对流层改正项和单差轨道改正项，最终生

成非差模式的虚拟观测值。以下逐一对各单差改

正项Δ犌、Δ犐、Δ犜和Δ犗的生成算法进行分析，为

了尽可能降低虚拟参考站伪距观测值的多路径效

应，使用恒星日滤波降低虚拟参考站的伪距观测

值多路径效应，以保证流动站与虚拟参考站ＲＴＫ

解算时的快速整周模糊度解算。

３．１　几何相关项改正Δ犌

接收机在狋时刻接收到的卫星信号实际是由

卫星在（狋－τ）时刻发出，信号传播时间τ相对处

于不同位置的主参考站和虚拟参考站是不同的，

因此，在计算几何相关项改正时，需将信号传播时

间考虑到卫星位置计算和地球自转改正过程中。

在计算几何相关改正项Δ犌时，将信号传播

时间考虑到卫星位置计算和地球自转改正过程显

得十分重要。卫星在信号发射时刻（狋－τ）的地固

系坐标和信号接收时刻狋的地固系坐标的关系

为：

犡（狋）

犢（狋）

犣（狋

熿

燀

燄

燅）

＝

ｃｏｓ（ωτ） ｓｉｎ（ωτ） ０

－ｓｉｎ（ωτ） ｃｏｓ（ωτ） ０

熿

燀

燄

燅０ ０ １

犡（狋－τ）

犢（狋－τ）

犣（狋－τ

熿

燀

燄

燅）

（３）

　　在虚拟观测值的生成过程中，几何相关项的

改正需要考虑信号传播过程中卫星位置和地球自

转效应的不同，该过程不是简单的线性方程求解，

需要迭代计算才可求得准确的Δ犌。

３．２　电离层延迟改正Δ犐

ＣＯＲＳ站之间的基线固定双差整周模糊度

后，通过几何无关组合得到双差电离层延迟，然而

式（１）、式（２）中的电离层延迟改正项是站间单差

模式，对于有犿颗共视卫星的基线，只有犿－１个

双差电离层，需要人为添加一基准才可得到犿 颗

卫星的站间单差电离层延迟。很多文献直接以双

差延迟改正取代单差延迟改正［５，７］，其基准为：

Δ犐
Ｒｅｆ
ＶＲＳＭＳＴ，犻 ＝０ （４）

　　为了使基准条件更为准确可靠，本文采用欧

洲定轨中心发布的预报ＴＥＣ格网为基准
［９］，即添

加如下基准条件：

∑
狀

狊＝０

Δ犐
狊
ＶＲＳＭＳＴ，犻 ＝∑

狀

狊＝０

Δ犐
～
狊
ＶＲＳＭＳＴ，犻 （５）

式中，Δ犐
～
狊
ＶＲＳＭＳＴ，犻为预报ＴＥＣ所求卫星站间单差

在信号频率犻上的电离层延迟，这样在基准条件

尽可能准确的同时，也保证了流动站 ＲＴＫ计算

中，重新构造双差方程后，定位精度不受影响。

３．３　对流层延迟改正Δ犜

ＣＯＲＳ站之间的双差对流层延迟可以通过双

差无电离层组合求得（这里认为ＩＧＳ预报星历误

差可以忽略），虽然各卫星的对流层延迟可以用映

射函数和测站天顶距（ｔｒｏｐ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ｚｅｎｉｔｈｄｅｌａｙ，

ＴＺＤ）延迟求得，但对于１００ｋｍ左右间距的局域

ＣＯＲＳ网络，各测站对应的天顶距映射函数非常

相似，法方程存在严重的病态性，实时求得的天顶

距延迟往往存在较大的误差，还无法用插值的天

顶距延迟去改正ＶＲＳ对流程延迟。因此，与电离

层延迟一样，对流层也存在双差延迟向站间单差

的转换过程的基准问题。

本文将双差对流层延迟分解为主参考站的天

顶距延迟和其他参考站相对于主参考站的相对对

流层天顶距延迟（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ｔｒｏｐ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ｚｅｎｉｔｈｄｅ

７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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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ｙ，ＲＴＺＤ），其模型如下：

Δ犜
犽犾
犿狀 ＝ＲＴＺＤ犿狀· ＭＦ（犲犾狀）－ＭＦ（犲

犽
狀（ ））－

ＴＺＤ犿·ＭＦ（·）犽犾犿狀 （６）

其中，

ＭＦ（·）犽犾犿狀 ＝ ＭＦ（犲
犾
犿）－ＭＦ（犲

犾
狀）－

ＭＦ（犲犽犿）－ＭＦ（犲
犽
狀（ ）） （７）

式中，ＭＦ（）为对流层天顶距延迟映射函数；犲犽狀 为

卫星犽相对于测站狀的高度角。在求解整周模糊

度时，对主参考站的天顶距延迟加以经验模型作

为约束条件，这样可克服法方程病态问题，因此可

以得到相对精确的ＲＴＺＤ。参考站狀相对于主参

考站 ＭＳＴ的单差对流层延迟可计算如下：

Δ犜
Ｒｅｆ
狀，ＭＳＴ ＝ＴＺＤ狀·ＭＦ犲

Ｒｅｆ（ ）狀 －

ＴＺＤＭＳＴ·ＭＦ犲
Ｒｅｆ（ ）ＭＳＴ （８）

采用Ｎｅｉｌｌ映射函数
［１０］和线性插值模型［３］为对流

层双差向站间单差转换提供基准条件：

Δ犜
Ｒｅｆ
ＶＲＳＭＳＴ ＝∑

狀

犻＝０

α犻Δ犜
Ｒｅｆ
犻，ＭＳＴ （９）

式中，Δ犜
Ｒｅｆ
犻，ＭＳＴ为参考卫星Ｒｅｆ在辅助参考站犻与

主参考站 ＭＳＴ之间的相对对流层延迟；α犻 为线

性插值函数的参数。

３．４　轨道误差改正Δ犗

在网络ＲＴＫ系统实现过程中的ＣＯＲＳ基线

解算过程中，往往使用的是ＩＧＳ发布超快速星

历，而目前的流动站接收机而言，其内嵌程序无法

接收和识别ＩＧＳ所发布的星历文件，流动站接收

机端无法消除广播星历相对于预报星历的偏差。

为了消除这部分误差，需要在ＶＲＳ的虚拟观测值

上人为地添加相应的偏差。这样，在流动站ＲＴＫ

程序进行双差解算时，即可改正广播星历相对于

ＩＧＳ预报星历的偏差，其改正方法如下：

Δ犗
犽
ＶＲＳＭＳＴ ＝ ‖Δρ

犽
ＶＲＳＭＳＴ‖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

‖Δρ
犽
ＶＲＳＭＳＴ‖ＩＧＵ （１０）

３．５　伪距多路径延迟改正

由式（１）、式（２）可以看出，虚拟参考站 ＶＲＳ

的观测值是建立在主参考站 ＭＳＴ的观测值基础

上的，根据误差传播定律，其观测值的误差特性与

主参考站是一致的。就伪距多路径延迟而言，对

于静态ＣＯＲＳ站，其观测值环境保持不变，所以

考虑卫星轨道每个恒星日（约８６１６４ｓ）的重复

性，可以将其对应的伪距多路径相关性考虑到误

差改正中。

ＶＲＳ伪距观测值的生成过程中，利用恒星日

滤波，改正ＶＲＳ伪距观测值的多路径效应，即

犘犽ＶＲＳ，犻（狋）＝犘
犽
ＶＲＳ，犻（狋）－犕

犽
犘ＭＳＴ，犻（狋－８６１６４）

（１１）

式中，犘犽ＶＲＳ，犻（狋）为ＶＲＳ站在频率犻上相对于卫星

犽的伪距观测值；犕犽犘ＭＳＴ，犻为主参考站 ＭＳＴ在频率

犻上相对卫星犽的观测值的多路径延迟效应。

４　虚拟参考站的物理特性

由式（１）、式（２）可见，ＶＲＳ观测值的生成是

基于主参考站观测值的，所以虚拟参考站和主参

考站接收机在很多方面的物理特征存在很强的相

关性。

１）接收机与接收机天线类型。虚拟观测站

的观测值都是基于主参考站观测值的，主参考站

的信号捕获原理等各种特征都没有改变，因此，虚

拟参考站的接收机型号和软件版本号应与主参考

站一致。同样，就接收机天线类型而言，虚拟参考

站的天线相位中心偏差和天线相位中心变化也与

主参考站一致。因此，处理相应的 ＲＴＣＭ 信息

时，对虚拟参考站相关信息的设置应与主参考站

一致。

２）接收机钟差。由于虚拟观测值的接收机

钟差源自于主参考站的观测值，因此，理论上虚拟

观测站接收机的钟差应与主参考站的接收机钟差

一致。但从单差电离层和对流层延迟的生成可以

看出，由于引入的基准存在一定的偏差，这部分偏

差最终会吸收到虚拟观测站的接收机钟差上，虚

拟参考站的接收机钟差相对于主参考站的接收机

钟差会有一定的偏差。无论是电离层延迟还是对

流层延迟，在短时间的变化量都较小，虚拟参考站

接收机钟差的稳定性仍较好，因此，一般情况下不

会影响ＲＴＫ定位结果。

３）伪距观测值多路径噪声。虚拟参考站的

伪距观测值在§３．５中通过恒星日的滤波，改善

了伪距观测值的精度。因此，虚拟站的伪距观测

值相对于主参考站的观测值的精度有一定的

提高。

４）相位观测值的整周模糊度。式（１）中的第

二项一般默认为零，但在实际生成算法中，可以设

定为任意整数值。当某些接收机的初始相位整周

计数很大，解算的相位观测值的整周模糊度很大，

有时也可以对整周模糊度进行一定的调整。

５　算法实现

本文用Ｃ＋＋语言实现了上述系统的各核心

模块，暂时使用文件读写来模拟实时的通讯功能。

以测站间距约５０ｋｍ的ＣＯＲＳ站三角网２４ｈ５ｓ

８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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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率的观测数据为例，其位置分布如图２所示，

主参考站距两个副参考站的距离分别为４９．９ｋｍ

和４４．８ｋｍ。另在三角网内选择另一ＣＯＲＳ站作

为模拟的流动站（ＲＯＶ），其距离３个参考站分别

为２０．７ｋｍ、３４．７ｋｍ和３１．３ｋｍ。

图２　ＣＯＲＳ站分布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ＲＳＮｅｔｗｏｒｋ

１）在实现了主参考站 ＭＳＴ与两副参考站

Ｒｅｆ１和Ｒｅｆ２之间的整周模糊度解算后，分别使

用几何无关组合和无电离层组合得到主参考站与

两个辅助参考站之间的双差电离层和对流层延

迟，分别如图３～图６所示。

图３　ＭＳＴＲｅｆ１之间双差电离层延迟

Ｆｉｇ．３　ＤＤ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Ｄｅｌａｙ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ＳＴａｎｄＲｅｆ１

图４　ＭＳＴＲｅｆ２之间双差电离层延迟

Ｆｉｇ．４　ＤＤ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Ｄｅｌａｙ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ＳＴａｎｄＲｅｆ２

图５　ＭＳＴＲｅｆ１之间双差对流层延迟

Ｆｉｇ．５　ＤＤＴｒｏｐ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Ｄｅｌａｙ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ＳＴａｎｄＲｅｆ２

２）按照单差改正项生成算法，依次生成各项

改正项，并将各改正项添加至经过伪距多路径恒

图６　ＭＳＴＲｅｆ２之间双差对流层延迟

Ｆｉｇ．６　ＤＤＴｒｏｐ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Ｄｅｌａｙ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ＳＴａｎｄＲｅｆ２

星日滤波的主参考站 ＭＳＴ的原始观测值上，最

终在ＲＯＶ站的初始坐标上生成 ＶＲＳ虚拟观测

值，其数据处理流程如图７所示。

图７　ＶＲＳ虚拟观测值数据处理流程图

Ｆｉｇ．７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ＦｌｏｗｓｆｏｒＶＲＳ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图８　模拟流动站ＲＴＫ定位结果

Ｆｉｇ．８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ＲＴＫ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

３）以ＶＲＳ站为参考站，与流动站ＲＯＶ的原

始观测值进行 ＲＴＫ 解算。在本文的测试数据

中，除去１５０个历元的ＣＯＲＳ网初始化时间和４

个历元数据丢失，共有１７１２６个有效历元。

使用ＲＴＫ单历元解算模式得到１３８８０个成

功解算历元，单历元解算成功率约为８１．１％，采

用ＲＴＫ连续解算得到１６７２１组固定解，其成功

率达到９７．６％，其定位结果如图８所示，其固定

解北东高方向的中误差分别为１．１ｃｍ、１．１ｃｍ和

３．０ｃｍ。

由图８可见，流动站 ＲＯＶ 与虚拟参考站

９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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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ＲＳ的模拟ＲＴＫ定位结果在大多数时段中能达

到常规ＲＴＫ的定位精度，在１０～１３ｈ之间部分

历元无法固定整周模糊度，其正好对应图３、图４

中电离层相对活跃时段，在后续研究中还将对电

离层活跃时段的插值算法进行进一步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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