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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适用于实时ＧＰＳ精密单点定位的周跳探测与修复的新算法。该算法步骤为：① 利用 Ｍ

Ｗ组合和电离层残差组合初步确定没有发生周跳和可能发生周跳的卫星；②利用当前历元与前一（或几个）

历元的犔１、犔２ 和犔狑 观测值和第一步得出的没有发生周跳的卫星信息，采用基于历元间差分观测值的周跳处

理模型对可能发生周跳的卫星进行周跳探测；③ 对第二步中周跳处理失败的卫星进行进一步的精化处理，以

尽可能修复周跳。实验表明，新算法在实时ＧＰＳ精密单点定位中可以准确地探测并修复周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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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９７年，Ｚｕｍｂｅｒｇｅ提出精密单点定位技术

（ＰＰＰ）
［１］。该技术一经提出，便获得了广泛关

注［２４］。在实时精密卫星轨道和钟差产品支持下，

可以实现ＰＰＰ定位实时数据处理，称为实时ＰＰＰ

技术。实时ＰＰＰ技术与事后ＰＰＰ技术相比有更

大的难度，需要对非差载波相位观测值进行周跳

的实时探测与修复。国内外众多学者对非差相位

的周跳探测与修复进行了研究［５９］。但上述各周

跳探测与修复方法均不是针对实时ＰＰＰ定位设

计的，且仅利用观测值信息，没有利用实时ＰＰＰ

定位中所需的高精度ＧＰＳ卫星轨道和高采样率

的卫星钟差信息。尽管目前已有实时ＰＰＰ定位

商业系统［１０］，但算法并不公开。本文提出了一种

适合于实时ＰＰＰ定位的周跳探测与修复的新算

法，并且通过算例验证了算法的效果。

１　实时犘犘犘定位的周跳探测与修

复新算法

　　双频ＧＰＳ接收机有犔１、犔２ 相位观测值（以周

为单位，则为φ１、φ２）和犘１、犘２ 伪距观测值（若无

犘１ 码，则采用犆１ 代替），而周跳处理中一般需用

到一些组合观测值，如宽巷观测值犔犠、ＭＷ组合

观测值和电离层残差组合观测值犔犐。

１．１　基于 犕犠 组合和电离层残差组合进行卫

星周跳情况分组

实时ＰＰＰ定位一般具有两个特点：① 观测

值采样间隔一般较小，如１０ｓ、５ｓ、１ｓ甚至小于１

ｓ，因此，相邻历元间的电离层延迟、对流层延迟等

误差变化很小，可以充分利用该特性进行周跳的

探测与修复；② 一般采用双频ＧＰＳ接收机，因此

可以利用相邻历元间的 ＭＷ 组合给出的宽巷模

糊度犖犠 的变化Δ犖犠 确定宽巷相位是否发生周

跳。

Ｈａｎ
［１１］采用历元间电离层残差变化值的绝

对值 Δ犔犐 是否满足式（１）来判断当前历元相对

定位中单历元双差模糊度求解成功与否，如果满

足，则说明求解的模糊度正确，否则求解有误。

Δ犔犐 ＜５．０ｃｍ （１）

　　Ｈａｎ根据特点①，ΔＩｏｎ在模糊度求解正确的

情况下数值很小，如果当前历元模糊度求解错误，

则在 Δ犔犐 中引入一个跳跃｜λ１Δ犖１ －λ２Δ犖２｜

（Δ犖１ 和Δ犖２ 分别为当前历元求解的犔１ 与犔２

模糊度值与其真值之间的整数偏差）。如果模糊

度求解正确，则Δ犔犐 满足式（１）；但Δ犔犐 满足式

（１）也不能确定求解的模糊度正确。Ｈａｎ给出了

２０周内满足式（１）的犔１ 与犔２ 模糊度偏差组合，

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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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满足 Δ犔犐 ＜５．０ｃｍ的Δ犖１ 和Δ犖２ 组合

Ｔａｂ．１　Δ犖１ａｎｄΔ犖２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Δ犔犐｜＜５．０ｃｍ）

Δ犖１／周 Δ犖２／周 Δ犖犠／周 λ１Δ犖１－λ２Δ犖２／ｃｍ

±４ ±３ ±１ ±２．８５

±５ ±４ ±１ ２．５４

±９ ±７ ±２ ±０．３１

±１３ ±１０ ±３ ±３．１７

±１４ ±１１ ±３ ２．２３

±１８ ±１４ ±４ ±０．６３

±１９ ±１５ ±４ ４．７６

　　本文借鉴Ｈａｎ的思想，将其引入非差相位观

测值周跳探测，并将 Ｈａｎ文中的Δ犖１ 和Δ犖２ 分

别表示为当前历元犔１ 和犔２ 相位观测值的周跳。

仔细分析表１中Δ犖１ 和Δ犖２ 的周跳组合，在满

足式（１）条件时，各组合对应的宽巷周跳Δ犖犠＝

Δ犖１－Δ犖２ 均发生至少１周的跳变。如果能够

判断表１中各周跳组合对应的宽巷是否发生周

跳，则结合式（１）即可以处理表１中对式（１）不敏

感的组合。因此，要以式（１）准确判断当前历元是

否发生周跳，还需利用宽巷周跳Δ犖犠 信息进行

辅助判断。本文利用实时ＰＰＰ定位的特点②，引

入Δ犖犠 进行周跳探测。

φ１ 和φ２ 观测值的中误差为０．０１周，犘１ 和

犘２ 码观测值的中误差为０．５ｍ（对多种类型接收

机观测数据进行大量实验，取０．５ｍ最优，故没有

采用高精度犘码对应的０．３ｍ），则根据误差传播

定律，有犖犠 的中误差为δ犖犠 ＝０．４１周。顾及动态

ＰＰＰ定位采样间隔较小，假设前后历元犖犠 的中误

差相同，取３倍中误差为Δ犖犠 的限值，则有：

Δ犖犠 ＜３δΔ犖犠 ＝１．７５周 （２）

本文以式（２）判定宽巷观测值是否发生周跳。如

果满足，则认为宽巷没有发生周跳，否则认为发生

周跳。综上所述，本文以式（１）、式（２）两个条件同

时满足，认为该卫星观测值没有发生周跳；只要有

一个条件不满足，则认为可能发生周跳。

但是在实际数据处理中，由于存在诸如表１

中４、３和５、４两个周跳组合对应的宽巷周跳只有

１周的情况，笔者发现遗漏这两个周跳组合的可

能性较大。针对此情况，参照表１，笔者对周跳判

断的条件进行了完善（如果犘 码的伪距精度为

０．２５ｍ，则导出宽巷发生周跳的限值为０．８８周，

在此取更保守的值０．８周）：

２．０ｃｍ＜ Δ犔犐 ＜５．０ｃｍ

０．８周 ＜ Δ犖犠 ＜１．７５
｛ 周

（３）

如式（３）成立，则初步认为该卫星可能发生诸如

４、３和５、４两组周跳，需进行周跳处理；如果没有

发生周跳，则只增加了周跳虚警。

利用式（１）、式（２）和式（３）对当前历元各卫星

进行初步的周跳分析，可将当前历元观测到的卫

星分为两组：对于满足式（１）、式（２）且不满足式

（３）的卫星，认为是没有发生周跳的卫星；而不满

足式（１）、式（２）或者满足式（３）的卫星，则认为是

可能发生周跳的卫星。如果所有卫星均被认为是

没有发生周跳的卫星，则该历元周跳处理完成，不

需进行后续处理，否则需进行后续处理。

１．２　基于历元间差分观测值的周跳处理（第一次

周跳处理）

根据§１．１得到的没有发生周跳的卫星和可

能发生周跳的卫星信息，本文采用历元间差分观

测值进行可能发生周跳卫星的周跳探测与修复。

２００３年，Ｂｏｃｋ
［１２］提出利用历元间差分观测值估

计历元间的接收机坐标差，数学模型简述如下。

假设犻与犻－１历元间共有狀个共同观测卫

星，对应的犔犿 相位观测值（犿＝１，２，…）向量分别

为Φ犻 和Φ犻－１，历元间的差分观测值向量为ΔΦ犻

＝Φ犻－Φ犻－１，犞犻为ΔΦ犻的残差向量；犻与犻－１历

元未知参数改正数向量分别为ｄ狓犻和ｄ狓犻－１（包括

ＧＰＳ接收机的３个坐标分量和１个钟差参数），

令ｄΔ狓犻＝ｄ狓犻－ｄ狓犻－１。设犃犻为犻历元绝对定位的

设计矩阵，ω犻为误差方程的常数项阵，则Ｂｏｃｋ提

出的利用历元间差分观测值估计历元间坐标差的

函数模型如下：

犞犻 ＝犃犻·ｄΔ狓犻－ω犻 （４）

Ｂｏｃｋ在此认为历元间没有发生周跳，或者周跳已

成功修复，因此函数模型和随机模型中均没有考

虑历元间可能发生周跳Δ犖 的影响。因此要利用

式（４）进行周跳探测，必须在随机模型中考虑周跳

Δ犖 的影响。本文采用以下模型进行考虑：对于

一个高度角为ｅｌｅｖ犼的卫星犼，其权狆犼为：

狆犼 ＝
０（卫星犼可能发生周跳）

ｓｉｎ２（ｅｌｅｖ犼）（卫星犼没有发生周跳
｛ ）

（５）

根据§１．１给出的没有发生周跳和可能发生周跳

的卫星信息，对每一卫星利用式（５）组成与误差方

程式（４）对应的观测值权阵犘犻，然后对式（４）进行

最小二乘平差，得到观测值残差犞犻，再对可能发

生周跳的卫星观测值残差（转换成以周为单位）进

行分析，如果该残差值足够接近一个整数，则认为

该卫星相位观测值发生周跳且能够成功修复，周

跳大小为残差的四舍五入取整值（其中包括周跳

值为０的情况），否则认为周跳处理失败，需要进

一步分析。

图１为某一频率观测值情况的周跳处理。图

１中，ｅｐｓ为一经验值，笔者取为０．２周。而实时

５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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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ＰＰ一般需同时进行犔１ 和犔２ 观测值的周跳处

理。笔者发现，同时考虑组合观测值和犔犠 观测

值，可以提高周跳探测与修复的成功率。在同时

考虑犔１、犔２ 和犔犠 观测值时，理论上周跳处理结

果（成功或失败）将出现如表２所示的８种情况。

表２　周跳处理情况表

Ｔａｂ．２　ＣｙｃｌｅＳｌｉｐ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情况编号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周跳处

理情况

犔１ 成功 成功 成功 失败 失败 成功 失败 失败

犔２ 成功 成功 失败 成功 失败 失败 成功 失败

犔狑 成功 失败 成功 成功 成功 失败 失败 失败

图１　残差分析图

Ｆｉｇ．１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犔１、犔２ 和犔犠 三个观测值中只要有两个观测

值周跳处理成功，即可完成该卫星观测值的周跳

处理，即表２中①～④４种情况属于周跳处理成

功，而其他４种情况则认为处理失败。笔者经过

大量实验发现，表２中周跳处理成功情况下①、③

和④较多，②没有出现。③和④两组情况证实利

用犔犠 观测值可以提高周跳探测与修复的成功

率，故本文采取基于残差分析的周跳处理方法，同

时对犔１、犔２ 和犔犠 三个观测值进行残差分析，如

图２所示。

１．３　周跳精化处理（第二次周跳处理）

在§１．２周跳处理中，周跳处理成功的卫星

称之为第一次处理成功的卫星，而失败的卫星称

之为第一次处理失败的卫星。只有当§１．２中有

周跳处理失败的卫星时，才需进行周跳精化处理。

本文精化处理采取以下两个方法进行。

１）利用§１．２周跳处理成功的卫星辅助周

跳处理。如果有第一次处理失败的卫星，且也有

第一次处理成功的卫星，则再次进行基于历元间

差分观测值的最小二乘平差，将第一次处理成功

的卫星观测值的权恢复正常（参考式（５）），参与第

图２　基于历元间差分观测值的周跳处理

Ｆｉｇ．２　ＣｙｃｌｅＳｌｉｐ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Ｅｐｏｃ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ｄ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一次处理失败的卫星的周跳处理，如果此时所有

的第一次处理失败的卫星均能周跳处理成功（称

之为第二次处理成功的卫星），则周跳处理终止，

如果仍有失败的卫星（称为第二次处理失败的卫

星），则需引入周跳组合搜索方法。如果§１．２有

第一次处理失败的卫星，且无第一次处理成功的

卫星，则直接引入周跳组合搜索方法进行处理。

２）引入周跳备选组合搜索方法。对于需要

进行此步周跳修复的卫星，将其周跳探测失败的

频率对应的观测值的周跳估计值（即平差得到的

观测值残差值）取整，获得该周跳值的初值，然后

在该初值前后各１周构建周跳值搜索空间，最后

通过平差得到的观测值残差平方和的次最小值

犞Ｔ犘犞狊与最小值犞
Ｔ犘犞犿 的比值 Ｒａｔｉｏ是否超过

某一阈值犚０（本文选取最优阈值为犚０＝１．５）来

确定正确的周跳组合，如果 Ｒａｔｉｏ≥犚０，则认为

犞Ｔ犘犞犿 对应的周跳组合是正确的周跳值，该卫星

周跳修复成功，否则认为该卫星周跳处理失败。

Ｒａｔｉｏ＝犞
Ｔ犘犞狊／犞

Ｔ犘犞犿 （６）

１．４　周跳的修复和周跳失败的处理

经过上述３个步骤的周跳处理，对于处理成

功的卫星，将得到的周跳值统一转换为犔１ 和犔２

频率周跳值（如需进行转换）Δ犖１ 和Δ犖２。根据

实时ＰＰＰ定位的特点，本文以周跳值修正当前历

元消电离层组合中模糊度的参数值。一个不可避

免的情况是周跳修复失败，对此，本文采取直接在

此历元对周跳修复失败的卫星进行模糊度参数重

置，即引入一个新的模糊度参数。

１．５　卫星跟踪中断情况的处理

上述周跳处理算法只涉及犻与犻－１两个相

邻历元的观测值，而实际ＰＰＰ定位中会出现卫星

６１３１



　第３６卷第１１期 易重海等：实时精密单点定位中周跳探测与修复的算法研究

信号中断一个或者数个历元的情况，因此必须在

算法中考虑。本文的处理方法是：设置一个进行

周跳修复的最大时间间隔Δ犜，如果卫星信号中

断时间间隔超过Δ犜，则不进行周跳的处理，而直

接将其模糊度重置；如果没有超过Δ犜，则按照上

述３个步骤进行周跳处理，以尽可能修复周跳。

故Δ犜既不能设置得太小，也不能太大，具体Δ犜

的设置可以根据观测值采样间隔、载体动态情况

等因素设定。笔者设置的Δ犜 值如下：对于采样

间隔不大于１０ｓ的情况，取Δ犜＝６０ｓ；而对于采

样间隔大于１０ｓ的情况，则取Δ犜＝９０ｓ。

２　实验及结果分析

为验证本文提出的方法进行ＰＰＰ定位周跳

处理的效果，笔者从底层开发了一个基于双频

ＧＰＳ观测值的ＰＰＰ软件，该软件采用文献［１３］所

描述的算法，周跳探测与修复采用本文提出的方

法进行，能够得出ｃｍ 级的动态 ＰＰＰ 定位结

果［１４］。由于不能获得实时ＧＰＳ卫星轨道和钟差

产品，本文算例全部采用ＩＧＳ发布的事后精密卫

星轨道和钟差产品（卫星钟差为３０ｓ间隔）模拟

实时ＰＰＰ的定位计算。周跳修复的最大时间间

隔Δ犜设置为６０ｓ。

２．１　实验１：船载动态犌犘犛实验

实验数据为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４日在青岛海域的

船载动态ＧＰＳ数据，ＧＰＳ接收机和天线类型分别

为ＬＥＩＣＡＳＲ５３０和 ＡＴ５０２Ｐｏｌｅ，能够采集犆１、

犔１、犘２和犔２ 共４种观测值，观测数据采样间隔为

１０ｓ，观测时间区间为０６：５３：００～０８：０３：４０（ＧＰＳ

时，下同），共计４２５个历元。笔者采用本文给出

的算法进行周跳的探测与修复，发现整个观测时

段内只有Ｐｒｎ２１号卫星在第６０历元发生周跳，周

跳处理情况如表３所示，Ｐｒｎ２１号卫星周跳处理

前后的电离层残差变化序列犱Ｉｏｎ和宽巷模糊度变

化序列犱犖犠 如图３所示。从图３可以清楚地看到

Ｐｒｎ２１号卫星发生周跳，其余没有发生周跳的卫

星的犱Ｉｏｎ和犱犖犠 序列图与Ｐｒｎ２１号卫星周跳修复

后的序列图类似，在此没有给出。

表３　实验１周跳处理结果

Ｔａｂ．３　ＣｙｃｌｅＳｌｉｐＲｅｓｕｌｔｆｏｒＴｅｓｔ１

卫星

号

周跳

历元

中断历

元数

第一次周跳处理 第二次周跳处理

犔１周跳估值

／周

犔２周跳估值

／周

犔犠 周跳估值

／周
周跳探测结果 Ｒａｔｉｏ

犔１、犔２周跳

值／周

周跳处理

成功与否

２１ ６０ ６ ３２．２４８ ５４．０４８ －２１．７５４ 犔２成功 ３．６８１ ３２，５４ 成功

图３　Ｐｒｎ２１号卫星周跳处理前后的犱Ｉｏｎ和犱犖
犠
序列图

Ｆｉｇ．３　犱Ｉｏｎａｎｄ犱犖
犠
ｆｏｒＰｒｎ２１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

ＣｙｃｌｅＳｌｉｐ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

　　ＰＰＰ定位软件计算得到的定位结果与Ｔｒｉｍ

ｂｌｅ相对定位软件ＴＴＣ给出的相对定位结果（双

差固定解）的坐标差值如图４所示，定位精度统计

如表４所示。

图４和表４表明，本文提出的基于式（１）、

式（２）和式（３）的周跳探测条件是合理的，没有遗

漏周跳，并且能够精确修复周跳，可获得ｃｍ 级

ＰＰＰ的定位结果。

图４　ＰＰＰ解与ＴＴＣ相对定位结果差值

Ｆｉｇ．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ＰＰａｎｄＴＴＣ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鉴于实验１数据中仅发生一个周跳，笔者对

Ｐｒｎ１０号卫星人为地增加了一些难以探测的周跳

值进行模拟周跳探测实验。模拟周跳值如表５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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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犘犘犘解与犜犜犆相对定位结果统计／ｍ

Ｔａｂ．４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ＰＰａｎｄＴＴＣ

Ｎｏｒｔｈ Ｅａｓｔ Ｈｅｉｇｈｔ

整体偏差 ０．０１２９ －０．００７２ ０．００６２

中误差 ０．０１２８ ０．０１１５ ０．０１８１

标准差 ０．０１８２ ０．０１３６ ０．０１９１

表５　加入的待检测的周跳

Ｔａｂ．５　ＡｄｄｅｄＣｙｃｌｅＳｌｉｐｔｏｂｅ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历元位置 １０３ １９３ ２８３ ３７３

周跳值 １，１ ４，３ ５，４ ９，７

　　对表５中人为引入的周跳进行探测，在第一

次周跳处理中均能成功修复周跳，不需要进行第

二次周跳处理，表明新算法可以探测出并修复较

难处理的周跳组合。

２．２　实验２

本次实验选取香港地区ＧＰＳ连续运行跟踪

网络ＳａｔＲｅｆ中的ＨＫＦＮ站在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７日

２４ｈ 的观测 数 据 模 拟 动 态 定 位 周 跳 测 试。

ＨＫＦＮ站观测值的采样间隔为５ｓ，共计１７２８０

个历元，ＧＰＳ接收机和天线类型分别为ＬＥＩＣＡ

ＧＲＸ１２００ＰＲＯ和ＬＥＩＡＴ５０４ＬＥＩＳ，采集犆１、犔１、

犘２和 犔２ 共４种观测值。笔者采用 ＧＡＭＩＴ／

ＧＬＯＢＫ（Ｖ１０．３）
［１５，１６］软件将香港参考站与其周

边的ＩＧＳ跟踪站进行网络解，获得 ＨＫＦＮ站在

ＩＴＲＦ２００５坐标系中的精确坐标，将其作为评价

模拟动态ＰＰＰ定位精度的真值。实验２周跳处

理情况如下：① 累计发生周跳６２个，其中第一次

周跳处理成功修复６０个，第二次周跳处理修复２

个（均为第一次周跳处理中对犔犠 周跳能够成功

修复，第二次周跳处理中对犔１ 周跳值进行搜索，

Ｒａｔｉｏ值分别为３．８６３和４．７９４）；② 累计周跳虚

警１４个，其中由式（１）、式（２）中 Δ犖犠 超限造成

的虚警个数为１１个，由｜Δ犔犐｜超限造成的虚警个

数为１个；由式（３）造成的虚警个数为２个。这些

虚警经过本文方法的第一次周跳处理，均被成功

判断为没有发生周跳；③ 模糊度重置个数为０；

④ 卫星信号中断跟踪最长的时间间隔为３０ｓ（６

个历元），以５～１０ｓ居多；⑤９７８０历元成功修复

Ｐｒｎ１７和Ｐｒｎ２６两个卫星同时发生的周跳；９７８２

历元成功修复Ｐｒｎ１５、Ｐｒｎ２６和Ｐｒｎ３０三个卫星

同时发生的周跳；⑥ 成功修复Ｐｒｎ３在４５３５和

４５３６历元发生的连续周跳，Ｐｒｎ３０ 在１０３１４、

１０３１５、１０３１７、１０３１９和１０３２０历元发生的连续

周跳（１０３１６和１０３１８历元无观测值）和Ｐｒｎ３１

在２９２０、２９２１历元发生的连续周跳。

图５为 ＰＰＰ定位坐标值相对于 ＧＡＭＩＴ／

ＧＬＯＢＫ软件给出的 ＨＫＦＮ站坐标值的差值序

列图（３０ｓ间隔的定位结果），表６为定位结果精

度统计。

图５　ＰＰＰ定位误差

Ｆｉｇ．５　ＰＰ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

表６　犘犘犘结果统计值／ｍ

Ｔａｂ．６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ｆｏｒＰＰ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ｍ

ＨＫＦＮ Ｎｏｒｔｈ Ｅａｓｔ Ｈｅｉｇｈ

整体偏差 ０．００３２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１２０

中误差 ０．０１２３ ０．０１５９ ０．０４０３

标准差 ０．０１２７ ０．０１５９ ０．０４２１

　　由图５和表６可知，新算法能够处理连续周

跳、同一历元多个卫星发生周跳等周跳处理中较

为棘手的情况，能够准确地对周跳进行修复，获得

ｃｍ级的ＰＰＰ动态定位结果，因此该方法适合于

实时ＰＰＰ定位的周跳处理。

３　结　语

本文提出的算法利用高精度ＧＰＳ卫星轨道

和高精度高采样率卫星钟差信息，仅利用当前历

元与前一（或者几个）历元的观测值进行周跳探测

与修复，因此特别适合高精度实时ＰＰＰ定位中周

跳的处理。另外，新算法不需要高精度犘码观测

值，能够处理众多类型ＧＰＳ接收机的数据，应用

范围较广。下一步需要采用实时卫星轨道、钟差

产品和动态观测数据对该算法进行广泛的测试和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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