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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首先提出了浮点变换完全去相关法，该方法能够在单历元动态确定整周模糊度。研究了基于载波相

位测量的完好性监测方法。利用最小二乘残差构造统计检验量，对整周模糊度进行检测。分析了定位误差保

护限与卫星构型、漏警概率的关系。实测数据表明，整周模糊度在单历元动态求解的成功率为１００％，增加１

颗卫星将使垂直定位误差保护限减少约０．２ｍ，统计检验量检测周跳的正确率为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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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接收机自主完好性监测（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ａｕ

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ＲＡＩＭ）算法主要

有距离比较法、奇偶矢量校验法和最小二乘残差

法３种。这３种方法在数学上是等效的
［１］。由于

不能实时可靠地确定整周模糊度，目前国内的

ＲＡＩＭ技术研究都采用伪距为基本观测量
［１３］。

为了增强导航系统的可用性，减少对观测卫星数

目的依赖，最近的 ＲＡＩＭ 研究引入外部测量信

息，如ＳＩＮＳ
［４］、气压高度表［５，６］等。基于伪距观测

量的导航和完好性监测，因其观测噪声较大、定位

精度不高，只能满足航路飞行和非精密进近应用。

基于载波相位观测量的实时导航技术，能够满足

精密进近着陆的精度要求，其关键就是整周模糊

度的实时可靠求解。在短基线（小于２０ｋｍ）条件

下，两测站的大气延迟相关性较强，观测量的双差

能消除大部分测量误差［７］。此时，波长的大小对

正确求解整周模糊度至关重要，波长越长，正确求

解越容易［８］。

本文首先提出了一种单历元在航确定整周模

糊度的浮点变换完全去相关法。该方法采用宽巷

组合载波相位双差、伪距双差观测量，求解浮点模

糊度，由于宽巷组合载波波长较长，因而减少了伪

距双差测量误差对浮点模糊度精度的影响；对浮

点模糊度方差协方差阵进行一次 Ｃｈｏｌｅｓｋｙ分

解，得到浮点转换矩阵，使浮点模糊度完全去相

关，从而减少模糊度整周搜索范围；以最小二乘残

差平方和最小为标准，确定单历元整周模糊度；用

多历元一致性检验方法，对不同历元得到的整周

模糊度解进行检验，提高了其可靠性。

针对定位结果完好性监测问题，本文提出了

基于载波相位双差残差平方和的 ＲＡＩＭ 算法。

检测门限由误警概率、可见卫星颗数确定。本文

还研究了由漏警概率、卫星几何分布构型和载波

测量均方差确定保护限的方法，由最小二乘残差

平方和检测、保护限检测综合构成完好性监测。

因为载波相位测量精度高，所以残差平方和检测

的门限可以设得很小，大大降低了完好性监测的

误警率和漏警率。

１　高精度定位模型

建立基站北天东坐标系，坐标原点为基站观

测天线几何中心狅；狓轴为过狅点的子午面与水平

面的交线，指向北方向；狔轴垂直于过狅点的水平

面指向上方；狅狓狔狕构成右手直角坐标系。

基站、动态站同时跟踪两颗ＧＰＳ卫星犽、犼，以

犼号卫星为参考星，测量载波犔１、犔２，采用双频宽

巷组合φΔ＝φ犔１－φ犔２形式，可得双频载波宽巷组

合线性化双差观测方程：

狔Δ ＝
１

λΔ
狉犼０２ －狉

犽０（ ）２ ｄ犡＋犖
犼犽
１２Δ＋ε

犼犽
１２Δ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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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狔Δ 为双频宽巷组合双差与方程零次项之

差；狉犽０２ 、狉犼
０
２ 为动态站到卫星犽、犼的单位矢量；ｄ犡

为动态站坐标修正量；犖犼犽１２Δ为宽巷组合整周模糊

度；λΔ 为宽巷组合波长；ε
犼犽
１２Δ为宽巷组合载波相位

测量噪声。

类似于载波相位双差线性化观测方程（１），伪

距双差观测方程的线性化形式为：

ρΔ ＝ 狉犼０２ －狉
犽０（ ）２ ｄ犡＋η

犼犽
１２ （２）

式中，ρΔ 为伪距双差观测值与零次项的差；η
犼犽
１２为

伪距双差观测噪声。

２　浮点变换完全去相关法

设在狋１ 时刻两测站同时观测狀颗卫星。取

仰角最大的卫星为参考星，得到 狀（ ）－１ 个载波、

伪距双差观测方程。用最小二乘法解联合方程

组，得 狋１ 时 刻 模 糊 度 浮 点 解 矢 量 犖犉 ＝

犖１犉　犖
２
犉　…　犖

（狀－１）［ ］犉
Ｔ 和 相 应 的 协 方 差 阵

Σ犉。Σ犉 对称正定，对Σ犉 作Ｃｈｏｌｅｓｋｙ分解，得到

浮点 下 三 角 矩 阵 犔，使 得 犔－１Σ犉 （犔
Ｔ）－１ ＝

犐（狀－１）×（狀－１）成立。对犖犉 作变换犖′犉＝犔
－１×犖犉。

设宽巷组合整周模糊度矢量真值为犖＝［犖１

　犖
２
　…　犖

（狀－１）］Ｔ，对其作变换：

犖′＝犔
－１
×犖 （３）

　　设各观测量是服从独立正态分布的随机变

量，则犖′犉服从以犖′为期望，以单位阵犐（狀－１）×（狀－１）

为方差阵的正态分布。因此，对于变换后的模糊

度各个分量，式（４）有９９．７％的概率成立：

－３≤犖′
犻
犉－犖′

犻
≤３ （４）

其中，犻＝１，…，（狀－１）。联立式（３）、（４），可得整

周模糊度的取值范围：

－３＋犾犻１（犖
１
犉 －犖

１）＋…＋犾犻 犻－（ ）１ （犖
犻－１
犉 －犖

犻－１）

犾犻犻

＋犖
犻
犉 ≤犖

犻
≤

３＋犾犻１（犖
１
犉 －犖

１）＋…＋犾犻 犻－（ ）１ （犖
犻－１
犉 －犖

犻－１）

犾犻犻

＋犖
犻
犉 （５）

　　在式（５）每个不等式所确定的实数范围内取整

数，这些整数组合构成了狋１时刻整周模糊搜索空

间。将一组模糊度整数组合代入 狀（ ）－１ 个式（１）

组成的宽巷组合载波相位双差观测方程组，利用最

小二乘法，求得狋１时刻的宽巷组合载波相位双差残

差平方和，使残差平方和达到最小的整数组合即是

狋１时刻的整周模糊度搜索解，记作犖

１ 。对犿个历

元的观测数据进行单历元整周模糊度搜索求解，得

到整周模糊度矢量序列犖
犻 ，犻＝１，２，…，犿。采用

ＯＶＴ检验方法，对此序列进行一致性检验。若连

续犿个历元的整周模糊度搜索解相同，则认为得

到了正确的整周模糊度；否则重新搜索。

３　完好性监测

３．１　最小二乘残差监测

利用上述方法得到载波相位整周模糊度后，

载波相位双差观测方程组可以写成矩阵形式：

犣＝犎ｄ犡＋ε （６）

式中，犣是 狀（ ）－１ 维的观测量与计算量、整周模

糊度的差矢量；犎是 狀（ ）－１ ×３的观测矩阵，由动

态站到卫星的方向余弦构成；ε为宽巷载波相位

双差观测噪声。式（６）的最小二乘解为：

ｄ^犡＝ 犎Ｔ（ ）犎 －１犎Ｔ犣＝犃犣 （７）

双差载波相位残差向量为：

狉＝犣－犎ｄ^犡＝ 犐－犎 犎Ｔ（ ）犎 －１犎［ ］Ｔ ε＝犛ε

（８）

其平方和为ＳＳＥ＝狉Ｔ狉＝ε
Ｔ犛ε，验后单位权中误差

为σ^＝ ＳＳＥ／（狀－４槡 ）。

σ^包含了双差载波相位观测误差信息，可以

用作最小二乘残差检测统计检验量。设载波相位

测量误差向量ε中的各分量服从相互独立的正态

分布，均值为０，方差为σ
２
Δ，依据统计分布理论，统

计量ＳＳＥ／σ
２
Δ服从自由度为（狀－４）的χ

２分布。在

无载波相位测量偏差时，系统应处于正常状态，如

果出现监测告警，则为误警。给定误警概率犘犉犃，

有下面的概率等式成立：

ＰｒＳＳＥ／σ
２
Δ ＜（ ）犜 ＝∫

犜

０
犳χ２ 狀－（ ）４ （）狓 ｄ狓＝

１－犘犉犃 （９）

其中，犳χ２ 狀（ ）－４ （）狓 为χ
２分布的密度函数。

通过式（９）确定了ＳＳＥ／σ
２
Δ的监测限值犜，则σ^

的监测门限为σ犜＝ σ
２
Δ犜／（狀－４槡 ）。导航解算时，

实时计算σ^，与σ犜比较，若σ^＞σ犜，则表示监测到测

量偏差，向用户发出告警。

３．２　误差保护限监测

ＲＡＩＭ技术要求有足够的观测卫星个数（狀≥

５）。即使所有的ＧＰＳ卫星都正常工作，仍然有很

多地区的卫星构型不够理想。较差的卫星构型可

能会产生较好的定位解，但此时的卫星构型不能

保证统计检验量σ^可靠地监测出测量偏差，导致

故障漏检。

在最小二乘残差监测前，首先要在完好性监

测漏警概率要求下，计算水平保护限 ＨＰＬ或垂

直保护限ＶＰＬ，以判断当时卫星构型是否满足故

２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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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监测的最大漏检需要。当存在载波相位测量偏

差时，检验量ＳＳＥ／σ
２
Δ服从非中心化的χ

２分布。给

定漏检概率犘犕犇，检验量应满足如下概率等式
［９］：

犘狉 ＳＳＥ／σ
２
Δ ＜（ ）犜 ＝∫

犜

０
犳χ２ 狀－４，（ ）λ （）狓 ｄ狓＝犘犕犇

式中，犳χ２ 狀－４，（ ）λ （）狓 为非中心化的χ
２分布密度函

数。由上式可求得非中心化参数λ。

假设第犻颗星载波相位存在偏差犫，忽略其余

观测噪声影响，非中心化参数可表达为：

λ＝犈（ＳＳＥ）／σ
２
Δ ＝Ｅ（狉

Ｔ狉）／σ
２
Δ ＝犛犻犻犫

２／σ
２
Δ

　　上式右边分子分母同乘以犃
２
１犻＋犃

２
３犻，犃１犻、犃３犻

分别表示式（７）犃矩阵中第１行第犻列和第３行

第犻列，则λ＝（犃
２
１犻＋犃

２
３犻）犛犻犻犫

２／σ
２
Δ（犃

２
１犻＋犃

２
３犻）。

令 ＨＰＬ犻 ＝ 犃２１犻＋犃
２
３（ ）槡 犻 犫，即 ＨＰＬ犻 ＝

（犃２１犻＋犃
２
３犻）／犛槡 犻犻σΔ槡λ，ＨＰＬ犻表示由偏差犫产生的

水平面定位误差估计。计算所有卫星的 ＨＰＬ犻，

其最大值对应于水平保护限值 ＨＰＬ＝ｍａｘ
犻

（ＨＰＬ犻）。同理，可以得到垂直保护限值 ＶＰＬ＝

ｍａｘ
犻
ＶＰＬ（ ）犻 ，其中ＶＰＬ犻＝ 犃２２犻／犛槡 犻犻σΔ槡λ，犃２犻表示

犃 矩阵中第２行第犻列。

由非中心χ
２分布密度函数图形可知，在给定

检测限值σ犜的条件下，若漏检概率犘犕犇越小，则槡λ

越大，也即ＶＰＬ越大。当垂直方向实际定位误差

大于ＶＰＬ时，χ
２检验将给出报警信号（^σ＞σ犜），漏

警概率小于事先设定的犘犕犇。

依据飞机着陆导航的需求，事先给定垂直告

警限值ＶＡＬ。在导航过程中实时计算 ＶＰＬ，若

ＶＰＬ＞ＶＡＬ，则给出报警，表示此时的精密差分

导航系统不可用。当 ＶＰＬ＞ＶＡＬ时，若垂直方

向实际定位误差大于 ＶＡＬ，则χ
２检验的漏警概

率可能大于事先设定的犘犕犇。

４　实验与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方法的有效性，于２００９年３月

１０日进行了静态、动态ＧＰＳ相对定位实验，基站

选在实验楼顶，动态站在距基站约６ｋｍ的运动

场，采用２台 Ｎｏｖａｔｅｌ公司生产的 ＧＰＳＤＬ４接

收机，采样率为１Ｈｚ。实验时，首先将动态站放

在三脚架上，静态测量２５ｍｉｎ，然后将动态站放

到汽车顶部，汽车沿运动场跑道跑两圈，再将动态

站放到三脚架上，测量约２ｍｉｎ。采集２０４０个历

元数据。

４．１　整周模糊度确定

用Ｎｏｖａｔｅｌ公司商用软件 ＧｒａｆＮａｖ７．６０进

行计算，得到静态条件下动态站坐标平均值为

［３５２３．２７３ｍ，－１８．９２９ｍ，４８６２．１９５ｍ］Ｔ（基准

站北天东坐标系），视为动态站静态坐标真值。

采用本文方法编写事后数据处理软件，剔除

仰角小于２０°的卫星，选取仰角最大的卫星作为

参考星，取宽巷组合载波相位双差观测误差均方

差为０．０３周、伪距双差观测误差均方差为０．５

ｍ，ＯＶＴ检验历元个数设为５。固定整周模糊度

后，对后续历元的所有观测数据进行定位计算，如

果有新卫星进入视野，则利用已有的整周模糊度，

求解新卫星的浮点模糊度，四舍五入取整得到整

周模糊度，利用新的整周模糊度矢量再次计算动

态站坐标。得到的动态站运动轨迹如图１所示。

图１　动态站运动轨迹图

Ｆｉｇ．１　ＴｒａｃｋｏｆＭｏｖｉｎｇＳｔａｔｉｏｎ

由图１可以看出，动态站轨迹曲线光滑、两圈

轨迹基本重合，这说明在实验过程中，载波相位观

测量没有发生周跳。起点、终点定位结果在约７

ｃｍ×７ｃｍ的正方形内抖动，小于双频宽巷组合波

长的０．２５倍。静态测量时段动态站的坐标均值

为［３５２３．２８２ｍ，－１８．９１６ｍ，４８６２．２１０ｍ］Ｔ，与

坐标真值比较，在东向只有０．０１５ｍ的差异，在

其余两个方向只有 ｍｍ量级的差异。综上所述，

可以认为本文得到的整周模糊度为真值。

ＯＶＴ检验历元个数设为１、３、５，在检验历元

个数为３和５时，采用静态模拟动态的数据处理

方式，将观测数据每１０个历元分成一组，对每一

组观测数据进行整周模糊度求解，以检验本文方

法在动态条件下求解整周模糊度的成功率。表１

列出了不同 ＯＶＴ检验历元个数条件下，整周模

糊度求解成功率。

表１　整周模糊度求解成功率

Ｔａｂ．１　Ｉｎｔｅｇｅｒ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ＳｕｃｃｅｓｓＲａｔｅ

ＯＶＴ检验个数 总组数 正确组数 成功率

１ ２０４０ ２０４０ １００％

３ ２０４ ２０４ １００％

５ ２０４ ２０４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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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１可以看出，利用本次实验采集到的数

据，ＯＶＴ一致性检验设为１、３、５个历元，整周模

糊度的成功率均为１００％，这说明本文方法在动

态条件下能得到正确的整周模糊度，且单历元也

能得到可靠的整周模糊度解。

４．２　完好性监测分析

在Ⅲ类精密进近着陆中，误警率取为１０
－７／

历元，漏警率取为１０－６／历元，垂直告警限值取

１．１ｍ
［１０］。

为了测试统计检验量对周跳的敏感程度，取

卫星屏蔽角为１３°，在正确固定整周模糊度后，对

宽巷组合载波相位双差人为添加周跳，从第５个

历元开始，间隔４９个历元，随机确定３颗观测卫

星，在［－３，＋３］范围内随机抽取３个非０整数作

为周跳量，全部实验数据人为添加了４１个周跳。

统计检验量σ^与检测门限σ犜随历元变化情况如图

２所示。

图２　有周跳时统计检测量与监测限值图

Ｆｉｇ．２　Ｔｅｓｔ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ａｎｄＴｅｓ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ｗｉｔｈＣｙｃｌｅＳｌｉｐｓ

由图２可以看出，统计检验量检测出了全部

４１组周跳，检出率为１００％，漏警概率和误警率均

为０。由此可见，最小二乘残差监测能够可靠地

检测周跳。这是因为载波相位测量精度高，检测

门限可以设得很小，载波相位存在周跳时，使得统

计检验量显著增大，远远大于检测门限，大大降低

了系统的漏警率。

为了分析不同观测卫星个数及卫星分布构型

对垂直保护限的影响，分别取卫星屏蔽角１３°、２０°，

得到垂直保护限随观测历元变化情况（见图３）。

增加１颗观测卫星时，槡λ变化约２．８４％ 。因

此，在给定载波相位双差测量均方差的情况下，某

一历元的ＶＰＬ主要由该历元的卫星构型确定。

由图３可看出，当卫星屏蔽角为２０°时，垂直

保护限值ＶＰＬ在第１１４０历元，超过了垂直告警

限值１．１ｍ。如果在观测卫星中存在１颗故障卫

星，其产生的实际定位误差大于１．１ｍ，则统计检

验量σ^不能正常报警的概率将大于事先给定的漏

图３　卫星屏蔽角为１３°、２０°时垂直

保护限随历元变化图

Ｆｉｇ．３　ＶＰＬａｎｄＥｐｏｃｈｓｗｉｔｈ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１３°ａｎｄ２０°

检概率，因此不能满足完好性监测的漏警概率要

求，导致最小二乘残差监测不可靠。当卫星屏蔽

角为１３°时，垂直保护限值小于事先设定的垂直

告警限值，统计检验量σ^能够满足完好性监测的

漏警概率要求。

由图３还可以看出，垂直保护限值在两种卫

星屏蔽角条件下，都有突然增大或减小的现象，这

是由观测卫星的增加或减少造成的。由此可以看

出，观测卫星数目的增加或减少，对垂直保护限值

的影响很大。为了提高导航系统的可用性，应增

加观测卫星数目。

在正确固定整周模糊度后，取卫星屏蔽角为

２０°，统计检验量σ^与监测限值σ犜 的关系如图４

所示。由图４可以看出，在整个静态、动态实验过

程中，^σ小于监测限值。由图３可知，在第１１４０

历元，垂直保护限值已经大于垂直告警限值１．１

ｍ，卫星几何分布不能满足完好性监测漏检概率

的要求。因此，在最小二乘残差监测之前，对卫星

构型进行漏检率判断是非常必要的。

图４　统计检测量与监测门限图

Ｆｉｇ．４　Ｔｅｓ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ｎｄ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

５　结　语

对于双频ＧＰＳ接收机，载波相位宽巷组合观

测量的波长较长，使模糊度浮点解不易受到伪距

４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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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噪声的干扰，提高了浮点模糊度的精度。利

用浮点变换完全去相关法固定整周模糊度，只需

要一次矩阵变换就能确定整周模糊度搜索空间，

提高了计算效率。在正确固定整周模糊度的基础

上，基于双差载波相位最小二乘残差的统计检验

量，能够可靠地进行周跳监测。利用垂直保护限

值ＶＰＬ确定当前卫星构型是否满足完好性监测

的漏警概率要求，保证了完好性监测的可靠性。

ＶＰＬ受观测卫星数目及卫星构型的影响较大；载

波相位测量精度高，残差平方和检测的门限可以

设得很小，大大降低了完好性监测的误警率和漏

警率。本文方法还有待于在实际的飞机精密进近

着陆应用中进一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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