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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分析观测值的时间相关性对ＧＰＳ基线解算结果及其精度评定的影响，分别利用两条基线的７ｄ

观测数据，顾及相关窗口中所有历元的时间相关性，以４５ｍｉｎ为一个时段将７ｄ观测数据分为２２４个时段，编

制了软件进行基线处理和分析。在忽略和顾及时间相关性两种情况下，采用不同采样率，对２２４个时段的基

线处理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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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确定了随机模型，才能解算线性（或线性

化）观测方程的参数估值及其精度，随机模型的合

理选取是获得正确平差结果的前提［１］。因此，高精

度ＧＰＳ定位必须采取合理的随机模型。Ｅｕｌｅｒ和

Ｇｏａｄ提出了卫星高度角定权模型，并取得了良好

的效果，然而观测数据间的相关信息依然被忽略。

Ｈｏｗｉｎｄ
［２］和ＥｌＲａｂｂａｎｙ

［３，４］考虑了时间相关性对

于基线精度的影响，证明了时间相关性对坐标结果

影响较小，但对于基线精度评定有明显影响。

由于多数ＧＰＳ解算软件不考虑观测值的时

间相关性，尽管对基线解算结果影响不大，但其验

后精度明显偏高。在使用商业软件进行ＧＰＳ网

解时会发现无论基线长短，根据基线验后精度按

误差传播定理解算出的ＧＰＳ网闭合差都要明显

小于实际闭合差，其原因主要在于忽略观测值时

间相关性造成基线验后精度虚高。

１　考虑时间相关性的随机模型

时间相关函数采用ＥｌＲａｂｂａｎｙ提出的时间

相关性指数模型，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犳（）τ ＝ｅ －
τ（ ）犜 （１）

　　若各个历元的观测精度都为σ
２
$Δ＝σ

２
０，考虑观

测值时间相关性后的相位双差观测值协因数阵如

下：

犇犔 ＝σ
２
０

犙$ΔΦ 犳１犙$ΔΦ … 犳狀－１犙$ΔΦ

犳１犙$ΔΦ 犙$ΔΦ 犳狀－２犙$ΔΦ

 

犳狀－１犙$ΔΦ犳狀－２犙$ΔΦ … 犙$Δ

烄

烆

烌

烎Φ

（２）

式中，犙$ΔΦ为双差观测值的协因数阵；σ
２
$Δ为双差观

测值的单位权中误差；犳１为前后两个历元间的时

间相关系数，近似认为犳（犼－犻）＝犳
犻－犻

１
。取犇犔＝σ

２
０·

犙犔，其协因素阵为：

犙犔 ＝

犙$ΔΦ 犳１犙$ΔΦ … 犳
狀－１
１ 犙$ΔΦ

犳１犙$ΔΦ 犙$ΔΦ 犳
狀－２
１ 犙$ΔΦ

 

犳
狀－１

１
犙$ΔΦ 犳

狀－２

１
犙$ΔΦ … 犙$Δ

烄

烆

烌

烎Φ

（３）

观测值的误差方程为：

狏＝犅^狓－犾 （４）

其最小二乘解为：

狓^＝ 犅Ｔ犙
－１
犔（ ）犅 －１犅Ｔ犙

－１
犔犾 （５）

相应的单位权中误差为：

σ０ ＝
狏Ｔ犙

－１
犔狏

狀－槡 ３
（６）

２　基线精度比例回归分析

２．１　忽略时间相关性的基线验后精度和实际精度

获得忽略时间相关性情况下可靠的基线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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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度必须建立在大量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故采用

观测时间为７ｄ的基线，以４５ｍｉｎ作为一个时段

解算一次，总计解算２２４次。验后精度具体计算

方法如下。

１）计算各时段的观测值的中误差以及坐标

分量协因数阵，基线在犡、犢、犣方向的精度如下：

σ狓犻 ＝σ０犻 犙狓犻狓槡 犻
，σ狔犻 ＝σ０犻 犙狔犻狔槡 犻

，

σ狕犻 ＝σ０犻 犙狕犻狕槡 犻
（７）

式中，犻为观测时段数。然后对各时段的精度取

平均作为基线的验后精度：

σ珔狓 ＝∑
狀

犻＝１

σ狓犻／狀，σ珔狔 ＝∑
狀

犻＝１

σ狔犻／狀，σ珔狕 ＝∑
狀

犻＝１

σ狕犻／狀

（８）

式中，σ珔狓、σ珔狔、σ珔狕为基线验后精度。

２）根据忽略时间相关性的基线解算结果，可

计算基线内符合精度作为基线实际精度的估值，

其公式如下：

σ
０
狓 ＝

∑
狀

犻＝１

狓犻－珚（ ）狓 ２

狀－槡 １
，σ

０
狔 ＝

∑
狀

犻＝１

狔犻－珔（ ）狔
２

狀－槡 １
，

σ
０
狕 ＝

∑
狀

犻＝１

狕犻－珔（ ）狕 ２

狀－槡 １
（９）

式中，狓犻、狔犻、狕犻 为 第犻 次 解 算 的 坐 标 值；

珚狓＝∑
狀

犻＝１

狓犻；珔狔＝∑
狀

犻＝１

狔犻；珔狕＝∑
狀

犻＝１

狕犻。

２．２　基线精度比例回归分析

通过大量数据统计分析，在忽略事件相关性

的情况下，基线验后精度与实际精度存在一定的

比例关系，且随着采样率变化，这个比例也随之变

化，基线验后精度与实际精度比例系数如下：

κ狓 ＝
σ
０
狓

σ珔狓
，κ狔 ＝

σ
０
狔

σ珔狔
，κ狕 ＝

σ
０
狕

σ珔狕
（１０）

式中，κ狓、κ狔、κ狕 为犡、犢、犣方向基线精度比例系

数。采用一个简单的指数函数模型对该比例系数

进行回归［５］，建立比例与采样间隔的指数模型：

κ犻 ＝αｅβ
τ犻 （１１）

式中，α和β为待估参数；τ犻 为采样间隔；κ犻 为采

样间隔取τ犻 时基线精度比例系数。由于该回归

模型是非线性的，故通过变量代换法化为线性回

归模型，两边取对数得：

ｌｎκ犻 ＝ｌｎα＋βτ犻 （１２）

作变量代换 ：

η犻 ＝ｌｎκ犻，η０ ＝ｌｎα （１３）

得： η犻 ＝η０＋βτ犻 （１４）

则相应的误差方程为：

狏＝犓^θ－η （１５）

式中，犓＝ ［
１ １ … １

τ１ τ２ … τ狀
］Ｔ，^θ＝

＾
η０［^ ］
β

，η＝

η１ η２ … η［ ］狀
Ｔ。

基于最小二乘准则的回归参数估值为：

θ^＝ 犓Ｔ（ ）犓 －１犓Ｔη （１６）

３　算例分析

本文使用美国ＣＯＲＳ系统中的两条基线进

行分析。

基线１：阿肯色州ｋｅｎ５和ｋｅｎ６两站７ｄ数

据，实际采样间隔为１０ｓ，基线长度约３０ｍ。

基线２：加州ｇｖｌｔ和ｓｃｇｐ两站７ｄ数据，实际

采样间隔为１ｓ，基线长度约１７ｋｍ。

以４５ｍｉｎ为一个时段将７ｄ观测数据分为

２２４个时段，取不同采样间隔进行如下分析计算。

１）忽略时间相关性的影响进行基线解算，按

照式（８）和式（９）计算２２４时段的基线在不同采样

间隔下的验后精度并取均值；

２）顾及时间相关性，根据式（１）指数时间相

关函数在相关时间取２６３ｓ时，按式（２）确定双差

观测值的时间相关权阵，进行基线解算，按照式

（８）和式（９）计算２２４时段的基线在不同采样间隔

下的验后精度并取均值；

３）根据２２４时段解算的基线，按照式（１０）计

算基线的实际精度；

４）求出基线１与基线２采用不同采样间隔的

实际精度与忽略时间相关性验后精度比例系数。

３．１　犈犾犚犪犫犫犪狀狔的时间相关函数算例

图１、图２中“ｎｏｔｃ”表示忽略时间相关性的

验后精度，“ｔｃ”表示顾及时间相关性验后精度，而

“ａｃｔｕａｌ”表示实际精度。从图１中可以看出，对于

３０ｍ的超短基线，采样间隔１０ｓ忽略时间相关性

时基线验后精度明显高于实际精度，随着采样间

隔增大，基线验后精度逐渐接近实际基线精度；如

果采用ＥｌＲａｂｂａｎｙ的时间相关函数评定的验后

精度反而低于其实际精度，说明ＥｌＲａｂｂａｎｙ相关

模型比３０ｍ基线的实际时间相关性还要大。在

图２中，对于１７ｋｍ的基线，忽略时间相关性时

基线验后精度在采样间隔１０ｓ时同样明显高于

实际精度，并随着采样间隔增大而逐渐接近实际

精度；然而采用ＥｌＲａｂｂａｎｙ的时间相关函数评定

的验后精度虽然有所降低，但仍然高于实际精度，

这说明对于１７ｋｍ的基线，ＥｌＲａｂｂａｎｙ相关模型

仍不足以反映其实际时间相关性。这是因为双差

８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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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值的时间相关性主要是由残余大气延迟误

差、多路径误差等空间与时间相关误差引起

的［６８］。当基线很短时，双差模型可以消除绝大部

分残余大气延迟误差，因此，观测值时间相关性就

较小；而随着基线长度的增长，双差观测值的剩余

大气延迟误差也相应增大，忽略时间相关性的影

响也相应变大。由此可见，ＥｌＲａｂｂａｎｙ的时间相

关函数中相关时间窗口犜应该与基线长度有关，

采用相同常数无法合理地反映观测值的实际时间

相关性，导致该模型评定的基线验后精度依然无

法准确描述基线的实际精度。

图１　时间相关性对于基线１精度的影响

Ｆｉｇ．１　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ｎ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Ｂａｓｌｉｎｅ１

图２　时间相关性对于基线２精度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ｎ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Ｂａｓｌｉｎｅ２

３．２　基线精度比例因子算例

从表１中可以看出，当采样频率为１０ｓ时，

基线实际精度与验后精度之比，称为精度比例因

子，在犡、犢 方向大于４，犣方向大于３；随着采样

间隔的增大，犡、犢、犣方向上的精度比例因子也相

应逐渐减小；当采样间隔达到３００ｓ时该精度比

例因子已经接近于１。表２也呈现相同的趋势，

精度比例因子随着采样间隔的变大而减小，但当

采样间隔达到９００ｓ时精度比例因子才接近于１。

这说明时间相关性对于基线精度评定有较为明显

的影响，当采样间隔较小时，历元间观测值时间相

关性很大，此时忽略时间相关性必然会引起基线

精度的虚高。而随着采样间隔的增大，历元间观

测值的时间相关性逐渐降低，直至基线实际精度

与验后精度之比理论上为１∶１。此外，随着基线

长度的增加，时间相关窗口也会增大，当基线长度

为３０ｍ，观测值时间相关性影响在３００ｓ后基本

消失；而基线长度达到１７ｋｍ时，观测值时间相

关性的影响９００ｓ之后才消失。

表１　不同采样间隔下基线１验后精度、

实际精度及精度比例因子／ｍｍ

Ｔａｂ．１　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Ａｃｔｕａｌ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ａｎｄＲａｔｉｏ

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ｍ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采样间隔／ｓ σ狓 σ狔 σ狕 σ０狓 σ０狔 σ０狕 κ狓 κ狔 κ狕

１０ ０．２５０．２２０．５２１．１２０．９１１．６３４．４８４．１６３．１３

２０ ０．３４０．３００．７０１．１３０．９４１．６２３．３２３．１３２．３１

３０ ０．３８０．３２０．７５１．０８０．８６１．４９２．８４２．６９１．９９

４０ ０．４２０．３５０．８４１．０５０．９５１．４７２．５０２．７１１．７５

６０ ０．５１０．４３１．００１．０７０．９７１．４４２．０９２．２５１．４４

９０ ０．６７０．５８１．３６１．１６１．１０１．７８１．７３１．８９１．３０

１２０ ０．８００．６２１．５０１．１５１．１２１．８８１．４３１．５１１．２５

１８０ ０．８３０．７４１．５４１．１７１．０９１．８２１．４０１．４７１．１８

２４０ ０．８７０．７６１．７４１．２０１．１８１．７８１．３７１．５５１．０２

３００ １．０００．８６２．０１１．１８１．２０２．０２１．１８１．３９１．００

　　根据表１数据，对基线１精度比例因子进行

指数模型的回归分析，其结果如下：

κ狓＝３．０９７·ｅ
－０．００３８４τ，κ狔 ＝３．０２１５·

ｅ－０．００３２０τ，κ狕＝２．１６４·ｅ
－０．００３１７τ。

　　根据表２数据，对基线２精度比例因子进行

指数模型的回归分析，其结果如下：

κ狓＝３．６４０２·ｅ
－０．００１７τ，κ狔 ＝４．６７７７·

ｅ－０．００１９τ，κ狕＝４．８２５３·ｅ
－０．００１８τ。

　　与３０ｍ超短基线相比，１７ｋｍ基线精度比例

系数回归系数＾β的估值较小，这是由于基线长度

增加使得相关窗口变长。随基线长度增加，双差

模型不能完全消除大气延迟等公共误差，使得１７

ｋｍ基线精度始终低于３０ｍ超短基线，因此，其

精度比例因子回归系数α^的估值较大。

表２　不同采样间隔下基线２验后精度、实际精

度及精度比例因子／ｍｍ

Ｔａｂ．２　Ｔｈｅ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Ａｃｔｕａｌ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ａｎｄ

Ｒａｔｉｏ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ｍ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采样间

隔／ｓ
σ狓 σ狔 σ狕 σ０狓 σ０狔 σ０狕 κ狓 κ狔 κ狕

１０ ０．９５２．０７１．５７ ６．０ １７．０１２．８６．３８８．２３８．１４

３０ １．３５２．９３２．２３ ６．１ １６．９１２．７４．５０５．８０５．７１

６０ １．６９３．７０２．７５ ５．９ １６．７１２．５３．４７４．５０４．５３

９０ １．９０４．２１３．１４ ５．９ １７．１１２．６３．１３４．０７４．００

１２０ ２．５３５．５８４．０１ ５．９ １６．５１２．９２．３２２．９４３．２３

２００ ３．５９７．９２５．７４ ６．０ １６．８１２．９１．６７２．１２２．２５

３００ ４．５１９．８７７．０９ ６．６ １５．５１３．２１．４６１．５７１．８６

６００ ６．１９１３．８９．９５ ６．４ １５．８１３．３１．０３１．１４１．３８

９００ ６．１８１３．４１０．３９７．０ １７．３１３．２１．１３１．２８１．２７

９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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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基线１精度比例因子回归分析曲线

Ｆｉｇ．３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ｕｒｖｅｏｆ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Ｒａｔｉｏｏｆ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１

图４　基线２精度比例因子回归分析曲线

Ｆｉｇ．４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ｕｒｖｅｏｆ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Ｒａｔｉｏｏｆ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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