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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粗差对ＧＰＳ动态相对定位的影响，给出了相应的影响函数和抗差估计方法。建议采用粗差探

测与抗差估计相结合的方法来处理ＧＰＳ动态定位中的粗差问题。抗差估计中的等价权分别采用了ＩＧＧ３方

案和双因子等价权函数，对两种方案的效果进行比较和分析，并利用实测数据对所提方法的实际效果进行了

检验。结果表明，基于粗差探测和抗差估计相结合的粗差处理方法可有效控制和抵御粗差的影响；分别采用

ＩＧＧ３方案和双因子等价权函数的定位结果差异较小。

关键词：抗差估计；ＧＰＳ动态定位；粗差探测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８．４１

　　ＧＰＳ 载波相位观测值的精度一般优于

１ｍｍ，因此，它被视作精密定位中的基本观测量。

实际观测中，ＧＰＳ载波相位观测值中不可避免地

存在观测异常或粗差，若不对这些粗差进行剔除

或控制，势必将会造成参数估值的扭曲［１］。针对

粗差的控制，目前常用的方法有以下两种：① 粗

差探测，它通过构造检验统计量来对粗差进行判

断和剔除，如均值漂移模型、多维粗差探测、拟准

检定法、粗差探测的贝叶斯方法等；② 抗差估计，

它通过等价权来对粗差观测值进行控制，以消除

或减弱异常误差的影响，如ＩＧＧ３方案、双因子等

价权以及等价方差协方差函数等
［２６］。过于宽松

的判别标准，会导致粗差不能被完全剔除。过于

严格的判别标准，则可能导致有些历元的观测值

太少，影响解的可靠性。抗差估计方法是与参数

解算同步进行的，计算中需迭代计算等价权，因此

对于海量观测数据处理会大大增加计算负担。若

能将上述两种方法有效地结合，即在数据预处理

阶段利用粗差探测方法来剔除大的粗差，在参数

估计阶段利用抗差估计来控制小粗差的影响，则

既能有效抵御粗差的影响又能保证软件的解算

速度。

１　粗差对犌犘犛动态相对定位的影响

利用ＧＰＳ载波相位观测值进行精密动态相

对定位的双差观测方程可写为［７］：

λ$Δφ＝ $Δρ－λ$Δ犖－$Δδｉｏｎ＋$Δδｔｒｏｐ＋$Δδ狆

（１）

式（１）线性化后，其误差方程可表示为：

犔－犃犡 ＝犞，犘 （２）

式（２）的最小二乘解为：

犡＝ （犃
Ｔ犘犃）－１犃Ｔ犘犔 （３）

　　可以从误差影响函数来考察最小二乘解对粗

差的敏感情况。式（３）对应的观测误差影响函数

可表示为［８］：

犐犉（犔犼，^犡犔犛，Δ犼）＝ （犃
Ｔ犘犃）－１∑

狀

犻＝１

犪犻犼狆犻犼Δ犼 （４）

　　当观测值中含有异常值时，最小二乘解会直

接受到影响，其影响程度取决于卫星的空间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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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和该观测值的权。当观测误差Δ犼越大，卫星

空间几何结构越差，该观测值的权越大，其影响程

度也就越大。

为了更加直观地分析粗差对ＧＰＳ动态相对

定位的影响，我们选取香港地区的两个ＧＰＳ基准

站进行了静态数据的动态解实验，站名分别为

ＨＫＳＴ和 ＨＫＬＴ。基准站 ＨＫＳＴ作为固定站，

ＨＫＬＴ被视为动态站进行相对动态定位（即单历

元解算）。数据时间为２０１００１２Ｔ００：００：００～

０１：２３：１５，数据采样率为５ｓ，共１０００个历元。

经检验，该段数据为不含粗差的干净数据，就此进

行了以下３组实验：实验一，随机地选取第５００个

历元ＰＲＮ７号卫星的犔１ 观测值人为地增加０．５

周，以分析较小粗差对ＧＰＳ动态相对定位的影响

情况；实验二，将实验一的人为误差增加到２０周，

以分析较大粗差的影响情况；实验三，直接利用干

净的原始数据进行解算。由于 ＨＫＬＴ站本身为

静态站，因此，我们采用ＩＧＳ中心对该站的解作

为参考值，检验上述三组实验的解算结果。数据

处理软件采用德国地学研究中心的 ＨＡＬＯ＿ＧＰＳ

精密动态定位软件［９］，其中参数解算模式为可变

参数的序贯平差，实验结果见图１。

图１　实验１、２、３中犖、犈、犝３个方向的动态定位结果比较

Ｆｉｇ．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１，２，３ｏｎ犖，犈，犝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当观测值中仅含１个０．５周的小粗差时，异

常观测值对该历元的定位结果影响较大，而对其

他历元的定位结果影响较小；当观测值中含１个

２０周的大粗差时，异常观测值不仅对该历元的定

位结果影响较大，而且使得与之相关的模糊度参

数估计产生偏差，这一偏差导致了所有包含这些

模糊度历元的定位结果产生了一个系统偏差。实

际上小粗差和大粗差都会对模糊度参数的估计产

生影响，只是影响的大小不同。由于小粗差的影

响非常小，从图上很难看出系统性偏差；而大粗差

的影响相对较大，因此从图上可以直观地看出这

一系统性偏差。ＧＰＳ数据处理中，未知参数主要

包括位置参数和模糊度参数两部分。其中模糊度

参数是一个公共参数，对于一颗没有发生周跳的

卫星而言，它是一个常数。本文采用可变参数的

序贯平差，即先解出公共参数，然后回代求出每个

历元的位置参数。在人为地对观测值加入一个大

的粗差并将其视为正常观测值对待，必将导致估

计出的模糊度与真实模糊度存在一定程度的偏

差。回代时，这一偏差会影响含该模糊度的所有

历元的位置参数。由于算例中的动态站实际上是

一个静态站，因此，产生的影响表现为一个系统性

偏差；如果该测站是运动的，则产生的偏差将跟载

体的运动轨迹相关。

２　犌犘犛动态相对定位中的粗差控制

方法

　　为了抵御异常观测值的影响，我们采用了粗

差探测与抗差估计相结合的办法来对其进行控

制。即在数据预处理阶段，采用中位数法和较为

宽松的粗差判别标准来剔除大的粗差；在参数解

算阶段采用抗差估计来消除或减弱小粗差的影

响。其基本原理和方法如下。

首先利用犔１ 和犔２ 上的双差相位观测值和双

差伪距观测值分别形成犔犐 组合观测值（$Δ犔４）和

ＭＷ 组合观测值（$Δ犔６），计算表达式如下
［１０］：

$Δ犔４ ＝ $Δφ１－
λ２

λ１
$Δφ２ （５）

$Δ犔６ ＝ $Δφ１－$Δφ２－

犳１－犳２

犳１＋犳２
·（

$Δ犘１

λ１
＋

$Δ犘２

λ２
） （６）

由于
$Δ犔４ 和$Δ犔６ 同时满足如下关系

［１１］：

$Δ犔４＋
κ
犮λ１
（１

犳
２
１

－
１

犳
２
２

）＝ $Δ犖１－
λ２

λ１
$Δ犖２ （７）

$Δ犔６ ＝ $Δ犖１－$Δ犖２ （８）

因此，当同一颗卫星没有发生周跳时，式（５）、

式（６）的右边都应为一个常数。式（７）的左边主要

受电离层残差κ的影响，该影响因前面的系数被

减少６５％；而式（８）的左边主要受双差伪距观测

７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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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噪音影响。大量实验表明，
$Δ犔４和$Δ犔６ 一

般围绕一个常数上下波动，其标准差分别在０．０１

～０．０２周和０．１～０．２周左右
［９］。对

$Δ犔４和$

Δ犔６ 历元间求差可得到两组服从正态分布的待检

观测值序列
$Δ犔４和$Δ犔６。分别对这两组观测值

序列进行检验，只要其中一组在某一历元被检验

出存在粗差，则该历元被判定存在粗差。检验时

采用中位数法来避免过大的异常观测值对检验所

产生的破坏性影响，其判别标准如下［１３］：

犛＝犽
犕

０．６７４５
（９）

式中，犽为常量，通常取３，但为适当放宽检验标

准，经大量实验后取值为５。利用上述方法，即可

在数据预处理阶段完成对大粗差的判别与剔除工

作。该方法的实际效果将在后面的算例中给出。

对于剩余的小粗差我们在参数解算阶段采用

抗差估计来消除或减弱其影响。目前常用的抗差

估计方法有ＩＧＧ３方案、双因子等价权以及等价

方差协方差函数等。本文主要对ＩＧＧ３方案和

双因子等价权函数进行了比较和分析。其中

ＩＧＧ３方案的计算表达式如下
［２］：

珚犘＝γ犘 （１０）

γ＝

１，珔狏≤犽０

犽０

珔狏

犽１－ 珔狏

犽１－犽（ ）
０

２

，犽０ ＜珔狏≤犽１

０，珔狏＞犽

烅

烄

烆 １

（１１）

式中，珚犘为等价权，犘为观测值的原始权，γ为自适

应降权因子或收缩因子，珔狏为标准化残差；犽０ 取值

范围一般为１．０～１．５，犽１ 为２．５～３．０。

双因子等价权的计算式表达式如下［３］：

犘犻犼 ＝γ犻犼犘犻犼 （１２）

γ犻犼 ＝ γ犻犻γ槡 犼犼 （１３）

γ犻犻 ＝

１，狏犻 ≤犮

犮
狏犻
，狏犻 ＞

烅

烄

烆
犮

（１４）

式中，犮常量，一般取１．０～１．５；犻、犼表示矩阵的

行列号；γ犼犼与γ犻犻类似。

双因子等价权函数与ＩＧＧ３方案的主要区别

在于考虑了观测值之间的相关性，并保持了原权

矩阵的对称性不变，因此，它在处理相关性较强的

观测数据时其抗差效果会更好。

３　算例及分析

　　为了检验上述方法的有效性并比较ＩＧＧ３方

案和双因子等价权模型在ＧＰＳ动态相对定位中

的实际抗差效果，笔者进行如下两组实验：一是静

态数据的动态处理实验，二是真实的飞行动态定

位实验。第一组实验同样采用了香港地区的

ＨＫＳＴ和 ＨＫＬＴ两个ＧＰＳ基准站的观测数据，

只是观测时间更长从２０１００１２Ｔ００：００：００～２２：

０１：２０，共１６０００历元。笔者共设计了如下３个

实验方案：方案１，不对数据作任何粗差探测和抗

差估计处理，直接求解，分析观测数据中既含大粗

差又含小粗差时对ＧＰＳ动态相对定位结果的影

响情况；方案２，仅对数据作粗差探测而不作抗差

估计，分析当剔除大粗差后小粗差对动态定位结

果的影响；方案３，使用粗差探测与抗差估计相结

合的办法来抵御粗差的影响，用以检验所提方法

的实际效果。实验中粗差探测采用中位数法，抗

差估计采用ＩＧＧ３方案，数据处理软件采用 ＨＡ

ＬＯ＿ＧＰＳ精密动态定位软件，ＩＧＳ的天解作为参

考值。由于东西、南北和高程方向的图形结果十

分相似，这里仅给出高程方向的图形，但三者的精

度统计情况均被列出，如图２和表１。

图２　比较方案１、２、３在高程方向上的动态定位结果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Ｓｃｈｅｍｅ１，２，３ｏｎＨｅｉｇｈｔ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由图２可知，方案２采用中位数法后，定位结

果已不存在明显跳点，说明大粗差被有效剔除；方

案３增加抗差估计后，定位精度得到了进一步改

善，说明小粗差得以有效控制。同时从表１的统

计结果可知，方案３中的最大误差也达到了７ｃｍ。

究其原因，主要是一些历元本身的卫星空间几何

结构较差，ＰＤＯＰ值较大，导致误差放大。

为进一步检验上述方法对真实的ＧＰＳ动态

数据的处理效果，我们采用德国国家测绘局、德国

地学研究中心和德国地学环境研究所２００８年联

合执行的航空重力测量项目的飞行数据进行了检

验［１３］。数据的起止时间为２００８１０１３Ｔ１３：１０：２４

～１７：５８：０４，采样率为１ｓ，共１７２６１个历元。飞

机型号为ＢｅｅｃｈＱｕｅｅｎＡｉｒ８８，飞机的头尾部分别

架设了ＮｏｖａｔｅｌＯＥＭ４和ＴｏｐｃｏｎＮＥＴＧ３两台

ＧＰＳ接收机，两台接收机在地面量测的精确距离

８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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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５．３４３ｍ，如图３。

表１　方案１、２、３的定位精度统计／ｃｍ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ｃｈｅｍｅ１，２，３

Ｓｃｈｅｍｅ１ Ｓｃｈｅｍｅ２ Ｓｃｈｅｍｅ３

犖 犈 犝 犖 犈 犝 犖 犈 犝

Ａｖｅ ２．７３ ３．５１ －４．４５ ０．３３ ０．４１ ０．４７ ０．１９ ０．２５ ０．２６

Ｓｔｄ ２．１１ ２．３６ ３．３１ １．３７ １．５５ ２．２２ １．０８ １．２１ １．７３

Ｍａｘ ７７．３４ ８１．１４ ８６．６０ ８．２６ ９．３２ １１．０１ ５．２２ ５．７８ ７．３４

Ｍｉｎ －４９．９２ －５０．０９ －５６．１３ －３．５４ －４．１９ －５．１４ －３．７３ －４．２２ －５．０１

图３　ＧＰＳ接收机在飞机上的位置

Ｆｉｇ．３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ｕｎｔｅｄＳｅｎｓｏｒｓｏｎｔｈｅ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由于飞行动态定位中很难找到一个绝对的

“真值”，因此，采用内部检验与外部比较相结合的

办法来对实验结果进行检验。首先我们采用相对

动态定位模式分别求解两台ＧＰＳ接收机在整个

飞行过程中的位置，然后计算出它们每个历元的

空间几何距离，再与地面量测的精确距离进行比

较，以检验其内符合精度。解算过程中，抗差方法

为本文所提的粗差探测与抗差估计相结合的办

法，其中抗差估计采用ＩＧＧ３方案。中位数法中

的系数犽取５，ＩＧＧ３方案的犽０＝１．０，犽１＝５．０，实

验结果如图４。

图４　实验解得的两台ＧＰＳ接收机的空间几何距离

Ｆｉｇ．４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ｗｏＧＰＳＡｎｔｅｎｎａｓ

由图４可知，解算得到的平均值与真实值相

差４ｍｍ，标准差为１３ｍｍ。但曲线两端的波动

相对较大，主要是因为飞机在起飞和降落时速度

变化较快，机身震动较大，因此解算结果的内符合

精度相对较低。

为进一步检验结果的可靠性，使用商用软件

Ｔｒｉｍｂｌｅ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ＯｆｆｉｃｅＴＭ （ＴＧＯ）以及科研软

件ＧＡＭＩＴ的解算结果进行了比较，图５显示了

它们在高程方向上定位结果的差异。

图５　高程方向上的定位结果比较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ｎＨｅｉｇｈｔ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由图５可知，采用本文的抗差方法得到的动

态定位结果与ＧＡＭＩＴ和ＴＧＯ软件的解算结果

比较，标准差小于３ｃｍ，但几个软件间均存在几

个ｃｍ的系统差，其原因可能是使用的误差改正

模型不一样。

为比较ＩＧＧ３方案和双因子等价权函数在

ＧＰＳ动态相对定位中的抗差效果，笔者换用双因

子等价权函数对该数据重新进行了计算，其中犮＝

１．０。结果显示，两者的定位结果差异非常小，仅

为亚ｍｍ级。但该算例为ＧＰＳ单基线动态相对

定位，因此观测值间的相关性并不强。若采用多

参考站进行网解，观测值的相关性会增强，因此，

建议在ＧＰＳ动态相对定位中采用双因子等价权

方案来控制粗差的影响。此外为了比较只使用抗

差估计和使用粗差探测与抗差估计相结合的方法

对软件运算速度的影响，我们分别采用这两种方

法进行了大量的试算，发现使用粗差探测与抗差

估计相结合方法的运算速度要明显快于只使用抗

差估计。并且当观测数据质量较差，含粗差的个数

较多时，只使用抗差估计会使软件迭代计算的次数

明显增加，有时甚至造成死循环，导致解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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