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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于ＧＰＳ卫星钟差估计参数的设计矩阵系数与测站坐标无关，一般认为测站的几何分布对钟差估计

不存在影响。然而，在高精度卫星钟差估计过程中，需同时估计对流层等参数，对流层参数的设计矩阵与测

站相关，因此测站的几何分布对估计精度存在不可忽视的影响。基于ＰＡＮＤＡ软件，分析了测站间距从５０

ｋｍ～１０００ｋｍ的测站分布对ＧＰＳ卫星钟差估计的影响。结果表明，当站间距小于２００ｋｍ，对流层参数与卫

星钟差参数相关性强，最大可以引起０．８ｎｓ的钟差估计精度；当站间距达到５００ｋｍ以上，卫星钟差与对流层

参数相关性显著减小，参数之间可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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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密单点定位
［１］（ｐｒｅｃｉｓｅｐｏｉｎ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ＰＰＰ）可以实现全球任何地点高精度定位依赖于

高精度的导航卫星轨道和钟差产品。高精度事后

精密单点定位通常采用国际ＧＮＳＳ服务组织（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ＮＳＳ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ＧＳ）提供的精密产

品，可达到ｃｍ级的静态定位精度
［２］。对于实时

ＰＰＰ技术，目前广播星历以及ＩＧＳ提供的ＩＧＵ

星历虽然可以满足实时要求，然而在精度上无法

满足，其中卫星钟差是重要的制约因素。因此，目

前在实时精密定位服务系统中，高精度卫星钟差

实时估计是前提，卫星钟差的估计精度是确保实

时精密定位精度的关键。

一般认为，卫星钟差是标量，无方向性，在采用

观测数据进行钟差估计时可以忽略几何分布影响。

此观点是基于钟差估计中仅采用伪距观测值，并且

不考虑对流层残余误差影响，由此可以认为钟差不

受几何分布影响［３］。然而，对于高精度钟差估计，

需要采用载波相位观测值并且对流层湿分量等误

差进行参数估计，而此类参数与测站位置是相关

的，而卫星钟差参数与对流层参数间存在相关性。

因此，测站分布会影响卫星钟差估计。

本文将采用ＩＧＳ跟踪站和广东ＣＯＲＳ（ｃｏｎ

ｔｉｎｕ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ｔａｔｉｏｎ）站观测数据，利

用ＰＡＮＤＡ软件（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ａｎｄ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ｅ）分析各种测站分布（不同站间距）与卫星

钟差估计精度之间的相互关系。

１　精密卫星钟差估计

在精密卫星钟差估计中，一般采用无电离层

影响的非差相位和伪距观测值，其观测值误差方

程为：

狏犼犽，Φ ＝Δ狋犽－Δ狋
犼＋ρ

犼
犽／犮＋犕（θ犼犽）δρ犽，ｔｒｏｐ／犮＋

λ·犖犼犽／犮－λΦ犼犽／犮＋ε犼犽，狆 （１）

狏犼犽，狆 ＝Δ狋犽－Δ狋
犼＋ρ

犼
犽／犮＋犕（θ犼犽）δρ犽，ｔｒｏｐ／犮－

犘犼犽／犮＋ε犼犽，狆 （２）

式中，犽为测站号；犼为卫星号；犮为光速；Δ狋犽 为接

收机钟差；Δ狋犼 为卫星钟差；δρ犽，ｔｒｏｐ为对流层延迟

参数；犕（θ犼犽）为投影函数；ε犼犽，狆、ε
犼
犽，狆为未模型化的误

差影响；犘犼犽、Φ犼犽 分别为伪距与相位无电离层组合

观测值；λ为无电离层组合观测值波长；ρ
犼
犽 为信号

发射时刻卫星位置与信号接收时刻接收机位置之

间的几何距离［４］。由于ＧＰＳ的观测值是测站与

卫星之间的相对时间延迟，因此本文所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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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ＰＳ卫星钟差均指相对钟差
［４］。

实际上，在钟差估计中，模糊度参数确定主要

取决于伪距观测值［５］，也有采用载波观测值历元

间差分消去模糊度参数，简化钟差估计［６］。除去

模糊度参数，对流层参数是影响精密钟差估计的

主要因素，从观测方程中可以看出对流层参数设

计矩阵系数犕（θ犼犽）是与卫星高度角和方位角有关

的映射函数，当同步观测的测站相距过近时，不同

测站对同一卫星的对流层映射函数近似相等，使

得卫星钟差与对流层参数强相关，解不稳定。

２　站间距对卫星钟差与对流层参数

的相关性影响分析

　　试验采用ＩＧＳ跟踪站和广东ＣＯＲＳ站数据，

分析了从５０ｋｍ～１０００ｋｍ不同站间距的５种典

型测站分布，包括１０００ｋｍ、５００ｋｍ、２００ｋｍ、１００

ｋｍ、５０ｋｍ，如彩色插页Ⅱ图１、图２所示，每类测

站分布均采用４个测站，彩色插页Ⅱ图１为广东

ＣＯＲＳ站数据，蓝色站点为５０ｋｍ测站分布，绿色

为１００ｋｍ测站分布，红色为２００ｋｍ测站分布；

彩色插页Ⅱ图２为欧洲区域ＩＧＳ站，蓝色为５００

ｋｍ测站分布，红色为１０００ｋｍ测站分布。

彩色插页Ⅱ图３给出了５种不同测站分布条

件下，卫星钟差、接收机钟差与对流层参数的相关

系数。由于各种分布的测站数都为４，并且同步

观测到９颗卫星，图中给出的横坐标与纵坐标的

参数排列顺序为：１～９为可视卫星钟差参数，１０

～１２为各测站接收机钟差参数（４个测站中有一

个站作为参考站），１３～１６为各测站对流层参数。

从彩色插页Ⅱ图３可以看出，卫星钟差与对

流层参数的相关性随测站距离的增加而降低，当

测站距离在２００ｋｍ以内时，两者相关性较强，法

方程病态。测站距离扩大为５００ｋｍ 到１０００

ｋｍ，可以显著降低卫星钟差与对流层参数的相关

性，有利于法方程的求解。

３　基于不同分布测站估计卫星钟差

精度分析

　　为了分析不同测站间距的网型对卫星钟差估

计的影响，本文采用§２给出的５种不同分布测

站网以及全球均匀分布的６８个测站（平均测站距

离为２５００ｋｍ）２０１０年０７６天的观测数据，彩色

插页Ⅱ图４基于武汉大学自主研发的ＰＡＮＤＡ软

件［７］，对ＧＰＳ卫星钟差进行估计与分析，采样间

隔３０ｓ，固定ＩＧＳ事后精密轨道与基准站坐标，

数据处理策略参考文献［２］。估计的卫星钟差结

果与ＩＧＳ事后精密钟差采用去除钟差基准影响

的二次差法［５］进行了比较。

图１给出了全球站分布情况下卫星钟差的统

计精度。从图１可以看出，测站全球均匀分布时，

ＰＡＮＤＡ软件估计的所有卫星钟差计算结果与

ＩＧＳ精密钟差二次差的 ＲＭＳ值均在０．１ｎｓ

以内。

图１　全球均匀分布测站估计的卫星钟差与ＩＧＳ

事后钟差比较结

Ｆｉｇ．１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ｆＧＰＳＣｌｏｃｋＯｆｆｓｅｔＲｅｓｕｌｔｓ

ＢａｓｅｄｏｎＧｌｏｂａｌｌｙ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ＩＧＳＦｉｎ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图２给出了不同站间距分布情况下估算的卫

星钟差结果，对各卫星的钟差分析采用可视弧段

卫星钟差与ＩＧＳ事后钟差进行比对统计。从图２

可以看出，卫星钟差计算精度受测站间距离影响

显著，尤其在测站相距５０ｋｍ时，２０号卫星钟差

精度最差达到０．８ｎｓ。随着测站间距离的增加，

钟差估算精度将逐步提高。当测站距离增加到

５０ｋｍ、１０００ｋｍ时，钟差解算精度已与全球均匀

分布测站解算精度相当，优于０．１ｎｓ。

图２　不同分布的测站估计的卫星钟差与ＩＧＳ

事后钟差比较结果

Ｆｉｇ．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ｆＧＰＳＣｌｏｃｋＯｆｆｓｅｔＲｅｓｕｌｔｓ

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Ｓｔ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ｆｒｏｍＩＧＳＦｉｎ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除了对估计的卫星钟差参数进行比对外，对

同时估计的对流层参数进行分析，其中ＺＴＤ参数

解算采用ＰＷＣ（分段线性）处理策略，７２００ｓ处

理间隔。图３给出了不同网型估计的各测站

ＺＴＤ参数解算比对结果，５００ｋｍ、１０００ｋｍ网型

８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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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的测站为ＩＧＳ跟踪站，将解算的ＺＴＤ值与

ＩＧＳ发布的ＺＴＤ产品比较，５０～２００ｋｍ采用的

广东ＣＯＲＳ站，解算结果与基于ＰＡＮＤＡ软件采

用ＩＧＳ事后产品解算的ＺＴＤ值进行比较，分别

统计差值的ＲＭＳ。

图３　不同网型测站ＺＴＤ解算结果比较

Ｆｉｇ．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ｆＺＴ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ａｓｅｄ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Ｓｔ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从图３可以看出，测站ＺＴＤ参数的解算精度

整体上随测站距离的增加而降低，当间距为５０ｋｍ

时，ＺＴＤ参数精度明显差，当间距５００～１０００ｋｍ

时ＺＴＤ参数精度已经达到１ｃｍ，这与钟差解算精

度的变化趋势相同。其中，１０００ｋｍ网型的ＪＯＺＥ

站，ＺＴＤ参数精度较差，原因还需进一步探究。

由前面的分析可知，当测站相距较近时，卫星

钟差与对流层参数相关性较强，尤其是间距在５０

ｋｍ时，影响卫星钟差与对流层参数解算精度，当

站间距达到５００～１０００ｋｍ，从网型结构上已经

不会影响到卫星钟差与对流层参数的去相关与

解算。

４　不同分布测站估计的卫星钟差对

定位精度影响分析

　　算例一　小区域５０ｋｍ、１００ｋｍ、２００ｋｍ３

种网型估计钟差对定位的影响分析。

３种网型计算的钟差分别用于区域内与区域

外用户动态精密单点定位。由于３种网型数据均

采用广东ＣＯＲＳ，因此，区域内测试站采用广东

ＣＯＲＳ网的 ＭＥＺＨ站，区域外测试站采用相距大

约８００ｋｍ左右的武汉站 ＷＵＨＮ。除了上述３

种钟差产品外，本算例同时比较了采用ＩＧＳ事后

精密轨道与钟差产品获得的动态精密单点定位结

果。

图４给出了 ＭＥＺＨ站采用不同钟差产品获

得的动态定位结果与单天静态解的比较结果。可

以看出，虽然如上节分析，小区域网获得的钟差精

度不理想，但定位结果除采用５０ｋｍ网钟差估计

的东方向外，采用区域网估计钟差获得的定位精

度要优于ＩＧＳ事后精密钟差获得的定位精度。

分析原因，导致小区域钟差估计精度不理想的主

要原因是区域对流层不容易与卫星钟差分离。而

同一区域内对流层延迟影响具有很强的相关性，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钟差精度虽然不理想，但不会

降低定位精度。同时由于区域网估计钟差与用户

精密定位采用同一套软件，其自洽性要好于采用

ＩＧＳ事后精密星历，因此具有较高的定位精度。

图４　基于不同钟差产品的小区域内用户

动态ＰＰＰ定位精度

Ｆｉｇ．４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ＰＰＰｉｎＬｏｃａｌＡｒｅａ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ＫｉｎｄｓｏｆＣｌｏｃｋＰｒｏｄｕｃｔ

图５给出了区域外 ＷＵＨＮ站动态ＰＰＰ解

算结果与ＰＰＰ单天静态解比较的统计结果。从

图中可以看出，小区域网解算钟差用于区域外用

户定位，精度明显低于ＩＧＳ事后精密钟差用于定

位，尤其在高程方向，采用５０ｋｍ区域网计算的

卫星钟差获得定位精度在１４ｃｍ 左右，而采用

ＩＧＳ事后星历可以实现３ｃｍ左右精度。考虑到

ＷＵＨＮ站与广东区域ＣＯＲＳ网之间的间距可能

引起钟差可用卫星降低的问题，彩色插页Ⅱ图５

分析了采用不同网型计算钟差与采用ＩＧＳ事后

精密星历用于 ＷＵＨＮ站动态定位时的可用卫星

数，从图中可以看出可用卫星基本一致，说明区域

网估计钟差引起的定位精度降低没有受到可用观

图５　基于不同钟差产品的小区域外用户

动态ＰＰＰ定位精度

Ｆｉｇ．５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ＰＰＰＯｕｔｓｉｄｅｏｆＬｏｃａｌＡｒｅａ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ＫｉｎｄｓｏｆＣｌｏｃｋＰｒｏｄｕｃｔ

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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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卫星数降低的影响。分析精度降低的原因，主

要是小区域网解算的卫星钟差与对流层参数强相

关，本身钟差精度不高，另外不同区域，对流层变

化较大，ＷＵＨＮ对流层延迟误差与区域网对流

层延迟空间相关性差，因此定位过程中不能消去

对流层误差引起的钟差误差的影响，由此引起定

位精度显著降低。

算例二　５００ｋｍ、１０００ｋｍ两种大区域网型

估计的钟差对定位的影响分析。

采用上节大区域网计算得到的卫星钟差，对

区域外距离大约８００ｋｍ的ＢＯＲ１站的动态精密

单点定位结果进行分析。选择采用网外８００ｋｍ

左右的测试站，考虑到测试站与区域网间的对流

层延迟空间相关性差，其定位结果更好反映了卫

星钟差的影响。本算例同时比较采用ＩＧＳ事后

精密星历解算的动态精密单点定位结果。

图６给出了ＢＯＲ１站分别采用上述３种钟差

产品动态ＰＰＰ计算得到的结果与事后单天解比

较的统计结果。从图中可以看出，大区域网计算

图６　基于不同钟差产品的大区域外用

户动态ＰＰＰ定位精度

Ｆｉｇ．６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ＰＰＰＯｕｔｓｉｄｅｏｆＷｉｄｅＡｒｅａ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ＫｉｎｄｓｏｆＣｌｏｃｋＰｒｏｄｕｃｔ

钟差用于用户定位时，与ＩＧＳ精密钟差定位精度

相当，而采用１０００ｋｍ网计算的钟差进行定位精

度低０．５ｃｍ左右，原因是部分历元钟差可用卫星

数少１至２颗（彩色插页Ⅱ图６）。从此算例可以

分析，当站间距达到５００ｋｍ～１０００ｋｍ时，卫星

钟差与对流层参数已可区分，对流层参数对钟差

参数的估计精度没有影响，与ＩＧＳ事后精密星历

提供的定位精度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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