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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ＧＰＳ和ＧＬＯＮＡＳＳ观测方程中考虑硬件延迟偏差的基础上，推导了ＧＰＳ／ＧＬＯＮＡＳＳ双系统组合

精密单点定位的数学模型，并分析了硬件延迟偏差对估计的未知参数的影响。利用ＩＧＳ跟踪站的观测数据

和动态实验数据，对组合ＧＰＳ／ＧＬＯＮＡＳＳ精密单点定位模型进行了试算，并与ＧＰＳ单系统精密单点定位的

结果进行了比较。

关键词：ＧＰＳ；ＧＬＯＮＡＳＳ；精密单点定位；模型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８．４１

　　ＧＰＳ精密单点定位具有定位精度高、数据采

集方便、数据处理简单等优点，但ＧＰＳ作为一种

卫星定位技术，它的定位精度和可靠性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观测到的卫星数量。增加可见卫星数

量的一种解决方案就是与其他的全球导航卫星系

统进行组合。当前，已有多家机构提供 ＧＬＯ

ＮＡＳＳ卫星精密轨道和钟差产品，为ＧＰＳ／ＧＬＯ

ＮＡＳＳ组合精密单点定位的实现创造了条件。

笔者曾对组合ＧＰＳ／ＧＬＯＮＡＳＳ精密单点定

位模型进行了初步研究［１］，但模型中未考虑硬件

延迟偏差的影响。在高精度定位中，硬件延迟是

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２］。其他研究人员也对

ＧＰＳ／ＧＬＯＮＡＳＳ组合精密单点定位进行了相关

研究［３８］，但他们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分析定位结

果，并未对模型进行讨论。本文将在观测模型中

考虑硬件延迟偏差，结合 ＧＰＳ和 ＧＬＯＮＡＳＳ系

统间的差异，推导出严密的 ＧＰＳ／ＧＬＯＮＡＳＳ双

系统组合精密单点定位的函数模型，并利用静态

和动态观测数据分析定位结果。

１　犌犘犛／犌犔犗犖犃犛犛组合精密单点定

位模型

　　对于一颗ＧＬＯＮＡＳＳ卫星狉，犔１和犔２频率上

的测码伪距观测值和载波相位观测值可以通过下

面的等式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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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犘犻和Φ犻分别为犔犻（犻＝１，２）载波上的测码伪

距和载波相位观测值，以ｍ为单位；ρ为卫星至接

收机的几何距离；ｄ狋为接收机钟差；ｄ犜是卫星钟

差；犮是光速；犱ｏｒｂ是卫星轨道误差；犱ｔｒｏｐ为对流层

天顶延迟湿分量；犿 为映射函数；犱ｉｏｎ是电离层延

迟误差；犖犻是相位观测值的整周模糊度；λ犻为载波

的波长；犫犻是硬件延迟偏差；ε为各观测量对应的

多路径误差和观测噪声。

不同的 ＧＬＯＮＡＳＳ卫星使用不同的载波信

号频率，而这些不同频率的信号经不同的通道通

过接收机的高频部分，将导致不同的硬件延迟［２］。

尽管接收机制造商通过各种努力来避免或校正这

些延迟偏差，但由于硬件延迟不仅与载波信号的

频率有关，而且随接收机温度的变化而变化，从而

使得这些偏差并不能被完全校正，因此，在高精度

应用中必须考虑它们的影响。同样，在卫星端也

存在硬件延迟，由于它与接收机端的硬件延迟难

以分离开，将它们统称为硬件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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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硬件延迟偏差分为平均延迟偏差项和通道

间延迟偏差项［２］，表示为：

犫狉犻 ＝犫
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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狉
犻 （３）

式中，δ犫
狉
犻 为通道间延迟偏差。对于测码伪距观测

值，由于该偏差在数值上与码观测值噪声水平相

当或更低，因而在测码伪距观测方程中可以忽略

通道间延迟偏差。但对于载波相位观测值，由于

通道间延迟偏差在数值上要大于载波相位的噪声

水平，因而需顾及该偏差项［２］。将式（３）代入式

（１）、（２）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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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对于一颗ＧＰＳ卫星犵，测码伪距和载

波相位观测值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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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ＧＰＳ和ＧＬＯＮＡＳＳ精密卫星轨道和卫

星钟差数据后，忽略卫星轨道和钟误差。在两个

频率的观测数据间形成消电离层组合，则观测等

式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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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犘ＩＦ、ΦＩＦ分别为码和相位的消电离层组合观

测值；犳１、犳２为两个载波的频率；犖ＩＦ为消电离层组

合模糊度；犫ＩＦ，ａｖｇ是消电离层组合平均硬件延迟偏

差；δ犫ＩＦ／Φ是消电离层组合通道间硬件延迟偏差；ε

为组合观测量对应的观测噪声、多路径误差和其

他残留的误差。从上式可以看出，接收机钟差参

数和消电离层组合平均硬件延迟偏差无法分离，

在参数估计中，它们将作为单个参数进行估计。

载波相位观测方程中的通道间硬件延迟偏差项与

整周模糊度项同样无法分离开，它们也将作为一

个整体进行估计。硬件延迟偏差项一部分进入到

接收机钟差参数，一部分进入到模糊度参数，因

此，估计出的接收机钟差参数和模糊度参数不再

是真正意义上的接收机钟差和模糊度，它们还将

包含部分硬件延迟偏差。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细

小的误差未在等式中列出，如卫星和接收机天线

相位中心误差、相对论效应、天线相位缠绕、固体

潮、海潮、大气潮、塞格纳克效应，但在数据处理中

必须对它们进行改正。

在上面的模型中，需估计两个接收机钟差项，

一个是ＧＰＳ接收机钟差，一个是 ＧＬＯＮＡＳＳ接

收机钟差。在实际处理中，可以将两个接收机钟

差分别当作未知参数进行估计，或者将 ＧＬＯ

ＮＡＳＳ接收机钟差表达成 ＧＰＳ接收机钟差的

形式：

ｄ狋狉 ＝狋－狋ＧＬＯＮＡＳＳ＝狋－狋ＧＰＳ＋狋ＧＰＳ－狋ＧＬＯＮＡＳＳ＝

　　ｄ狋犵＋ｄ狋ｓｙｓ

（１２）

式中，狋是接收机钟时间；狋ＧＰＳ为 ＧＰＳ系统时间；

狋犌ＬＯＮＡＳＳ为 ＧＬＯＮＡＳＳ 系统时间；ｄ狋ｓｙｓ为 ＧＰＳ、

ＧＬＯＮＡＳＳ系统时间差。

将式（１２）代入式（１０）、（１１），便将ＧＬＯＮＡＳＳ

接收机钟差表达成了ＧＰＳ接收机钟差和系统时

间差和的形式：

犮ｄ狋′狉 ＝犮ｄ狋′犵＋犮ｄ狋′ｓｙｓ （１３）

从式（１３）可以看出，部分硬件延迟偏差将融入到

系统时间差参数中，在参数估计中，它们只能作为

单个未知数进行估计。待估未知参数将包括三维

位置坐标、ＧＰＳ接收机钟差项（犮ｄ狋′犵）、系统时间

差项（犮ｄ狋′ｓｙｓ）、天顶湿对流层延迟以及模糊度参数

项。参数估计采用卡尔曼滤波方法，接收机钟差、

系统时间差和天顶湿对流层延迟模拟为随机行走

过程，模糊度参数当作常数处理。静态定位中的

位置参数当作常数处理，而动态定位时模拟为随

机行走过程。

２　定位结果与分析

２．１　静态定位

为了测试ＧＰＳ／ＧＬＯＮＡＳＳ双系统组合精密

单点定位在静态模式下的定位效果，选择了ＩＧＳ

站ＳＣＨ２在２０１００８０２的观测数据进行了计算。

该站处于高纬度地区，能观测到相对较多的

ＧＬＯＮＡＳＳ卫星。测站装备了可以同时采集

ＧＰＳ和 ＧＬＯＮＡＳＳ观测数据的双系统接收机。

观测数据采样率为３０ｓ，截止高度角为１５°，所需

的精密星历和卫星钟差数据来自俄罗斯信息分析

中心。在卡尔曼滤波的处理中，ＧＰＳ和 ＧＬＯ

ＮＡＳＳＰ码伪距观测值的观测噪声分别设为０．３

ｍ和０．６ｍ，相位观测值的观测噪声均设为２

ｍｍ。用于计算天顶湿对流层延迟、接收机钟差、

５７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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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时间差、参数动态噪声的波谱密度值分别设

为１０－９ｍ２／ｓ，１０５ｍ２／ｓ和１０－７ｍ２／ｓ。定位结果

与ＩＧＳ分析中心ＣＯＤＥ提供的ＩＴＲＦ参考框架

坐标进行比较，并转换至测站坐标犈、犖、犝 三个

方向。

图１给出了组合精密单点定位在测站ＳＣＨ２

两个小时的计算结果。从该测站的计算结果来

看，双系统组合定位的位置误差在东方向和高程

方向能更快地收敛到一个稳定值。如果定义当３

个坐标分量位置误差均达到１０ｃｍ时滤波收敛，

那么双系统组合精密单点定位的收敛时间约为

１８ｍｉｎ，ＧＰＳ单系统精密单点定位的收敛时间约

为３５ｍｉｎ。结果表明，采用ＧＬＯＮＡＳＳ观测数据

后，定位收敛时间显著缩短。表１给出了位置误

差的ＲＭＳ统计结果，该结果是基于最后半个小

时的定位误差计算出来的，可以反映滤波收敛后

的定位精度。从表１中可以看出，增加 ＧＬＯ

ＮＡＳＳ后，定位精度在３个坐标分量上均有不同

程度的提高。表１还给出了数据处理期间卫星的

平均数量和ＰＤＯＰ值的情况。双系统相比单系

统，卫星数量显著增加，卫星几何分布状况有明显

改善。这也是双系统定位能加快位置滤波收敛和

提高定位精度的主要原因。

图１　ＧＰＳ／ＧＬＯＮＡＳＳ与ＧＰＳ静态精密单点

定位误差对比

Ｆｉｇ．１　ＧＰＳ／ＧＬＯＮＡＳＳｖｓ．ＧＰＳＳｔａｔｉｃＰＰＰＥｒｒｏｒｓ

表１　位置误差的犚犕犛统计以及平均卫星数和犘犇犗犘

Ｔａｂ．１　ＲＭ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ｓａｎｄＡｖｅｒａ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ａｎｄＰＤＯＰ

ｄ犈／ｍ ｄ犖／ｍ ｄ犝／ｍ
平均

卫星数

平均

ＰＤＯＰ

ＧＰＳ ０．０２２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０ ７．１ ２．５

ＧＰＳ／ＧＬＯ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８ １１．９ １．５

２．２　动态定位

为了测试双系统组合精密单点定位在动态模

式下的定位性能，开展了一个车载动态实验。实

验于２００９年５月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附近的

一个停车场进行，该停车场视野比较开阔。流动

站采 用 的 是 ＮｏｖＡｔｅｌＰｒｏＰａｋＶ３ 双 频 ＧＰＳ／

ＧＬＯＮＡＳＳ接收机，仪器设备的安装见图２。基

准站安置在工程学院楼顶，基准站与流动站的距

离小于２ｋｍ。整个动态实验时间约为４２ｍｉｎ，数

据采样率为１ｓ，截止高度角为５°。为了让位置滤

波能更快地收敛到一个稳定值，实验前半个小时

为初始化时间，采用静态观测。用以评价动态精

密单点定位精度的参考坐标通过差分定位软件包

ＧｒａｆＮａｖＴＭ进行解算。与静态处理模式不同的

是，动态定位中将位置参数模拟为随机行走过程，

其波谱密度值设为１０２ｍ２／ｓ。

图２　流动站仪器安装和运动轨迹

Ｆｉｇ．２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Ｓｅｔｕｐａｎｄ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ｏｆ

ＲｏｖｉｎｇＳｔａｔｉｏｎ

动态精密单点定位同样采用ＩＡＣ的 ＧＰＳ／

ＧＬＯＮＡＳＳ精密卫星轨道数据和５ｍｉｎ间隔的卫

星钟差数据，进行事后处理。图２（ｂ）即为其解算

的流动站位置轨迹图。图３给出了动态条件下精

密单点定位的位置误差，其结果是以差分解为参

考坐标获得的。在动态处理过程中，平均６．８个

ＧＰＳ卫星和４．３个ＧＬＯＮＡＳＳ卫星的数据参与

了解算。从图３中可以看出，在平面位置，双系统

组合精密单点定位的结果显得更加平稳，位置误

差更小。在高程方向，双系统和单系统的定位结

果均出现了波动，双系统的定位结果波动幅度略

微更小。

图３　ＧＰＳ／ＧＬＯＮＡＳＳ与ＧＰＳ动态精密单

点定位误差对比

Ｆｉｇ．３　ＧＰＳ／ＧＬＯＮＡＳＳｖｓ．ＧＰＳ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

ＰＰＰＥｒｒｏ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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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给出了从１８００到２５００历元精密单点

定位位置误差的ＲＭＳ统计结果。高程方向的位

置误差相对较大，这是因为滤波在高程方向收敛

相对较慢，这从图３也可以看出，高程方向的位置

滤波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收敛到一个稳定值。

表２　动态精密单点定位误差的犚犕犛统计／ｍ

Ｔａｂ．２　ＲＭ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ＰＰＰＥｒｒｏｒｓ／ｍ

ＧＰＳ ＧＰＳ／ＧＬＯＮＡＳＳ 改善率

ｄＥ ０．３９６ ０．１６１ ５９％

ｄＮ ０．１４０ ０．０５６ ６０％

ｄＵ ０．５５７ ０．３５７ ３６％

３　结　语

本文在模型中未能考虑整周模糊度的整数特

性，模糊度参数简单地当作浮点数进行估计。如

何恢复模糊度参数的整数特性，进而获得固定模

糊度的 ＧＰＳ／ＧＬＯＮＡＳＳ精密单点定位模型，是

下一步需要研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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