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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基于ＧＰＳ双频原始观测数据的非组合精密单点定位（ＰＰＰ）算法进行精密授时，给出了其数学模

型与数据预处理策略。实验结果表明，非组合ＰＰＰ算法可以有效避免传统ＰＰＰ算法由于观测值组合过程中

观测噪声及多路径效应误差被放大而造成的对接收机钟差解算的不利影响，实现亚纳秒级（０．３ｎｓ）的钟差解

算精度；同等条件下，非组合ＰＰＰ算法授时精度优于传统ＰＰＰ算法，可以用于精密授时解算。

关键词：精密单点定位；ＧＰＳ授时；非组合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８．４２

　　与ＧＰＳ共视法相比，基于ＰＰＰ的ＧＰＳ单站

授时方法具有不要求同步观测、灵活便捷、高精度

等优势，是近年来发展较快的一种技术［１］。

以往，国内外学者利用ＰＰＰ进行 ＧＰＳ授时

主要基于传统ＰＰＰ算法
［２］。但是，传统ＰＰＰ算

法在消电离层组合过程中不但舍弃了部分观测信

息，而且将观测噪声放大了近３倍，不利于接收机

钟差的精确估计和滤波器的快速收敛［３］。为了弥

补传统ＰＰＰ算法在精密授时应用中存在的不足，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ＧＰＳ双频非差原始观测数

据的非组合ＰＰＰ精密授时算法
［３］。实验结果表

明，在同等条件下，新算法比传统算法授时精度更

高。在运动载体精密授时方面，新算法接收机钟

差解算结果比传统算法解算结果更准确、可靠，具

有较大的应用价值。

１　非组合ＰＰＰ算法

１．１　数学模型

ＧＰＳ双频伪距相位原始观测数据的观测方

程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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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犘犻犼，犽、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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犻
犼，犽分别表示测站犽 至

卫星犻第犼频率的顾及频间偏差改正的码伪距、

顾及 Ｗｉｎｄｕｐ效应改正的载波相位、对流层映射

函数、电离层延迟和包含初始相位偏差影响的载

波相位非整数模糊度；ρ
犻
犽、Δ狋犽、狕分别表示站犽至

卫星犻的几何距离、测站钟差和测站天顶对流层

延迟；ε狆 和εφ 表示相应的观测噪声；犮、λ犼 为光速

及第犼频率的波长。

根据式（１）所描述的观测模型进行钟差解算，

可以有效避免观测值组合过程中引起的观测噪声

及多路径效应误差被放大的不利影响，并可以同

时估计犔１ 频率上的电离层斜延迟，进而通过增加

合理的约束，减少滤波收敛时间，并提高滤波收敛

解的稳定性。

１．２　数据预处理

在读取 ＲＩＮＥＸ格式观测文件的过程中，将

码观测存在明显错误、双频观测数据类型不完整

和观测弧段历元个数小于２０的短弧段观测数据

直接剔除，并综合采用ＴｕｒｂｏＥｄｉｔ法
［４］和电离层

残差法对载波相位周跳和野值进行探测和剔除。

非差数据载波相位周跳的修复比探测更加困难，

某些周跳组合难以确定具体发生周跳的频率，而

且周跳修复结果受码伪距观测质量影响较大，修

复正确率不高。因此，本文在预处理过程中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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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只探测不修复的策略，只要任何一个频率上探

测到周跳，则认为两个频率均发生了周跳，并标记

一个新的观测弧段，在后续解算过程中增加新的

模糊度参数。

当处于地影中时，ＧＰＳ卫星由于无法确定太

阳位置而绕卫星指向地心的轴线无规律旋转，此

旋转产生的天线缠绕误差无法或难以用模型改

正，并最终被接收机钟差所吸收［５］。为了避免出

现这种情况，本文剔除处于地影中ＧＰＳ卫星的观

测数据，以提高接收机钟差解算精度。

１．３　误差改正

在非组合ＰＰＰ解算过程中，需对影响在ｃｍ

级及以上的系统误差进行改正，主要包括相对论

效应误差、地球自转效应误差、相位缠绕误差、广

义相对论引力延迟、接收机及卫星天线相位中心

偏差、对流层延迟干分量（Ｎｅｉｌｌ模型）、固体潮误

差改正、海潮误差改正和极潮误差改正等［６］。

ＩＧＳ发布的精密钟差产品是采用消电离层组

合码和相位观测值计算得到的，其中包含了相应

的卫星硬件延迟影响，在进行非差原始观测数据

处理时需顾及这种影响并将其修正［７］。本文采用

ＣＯＤＥ发布的ＤＣＢ文件对码观测方程中与卫星

和接收机频率有关的硬件延迟进行修正。

１．４　参数估计及随机模型

本文采用卡尔曼滤波／平滑方法进行参数估

计，滤波状态方程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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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犡（犻）和犡（犻＋１）分别表示相邻历元的状态

向量；Φ犻＋１，犻为对应的状态转移矩阵；ω 为服从正

态分布的过程噪声，其均值和协方差矩阵分别为

０和犙ω；Δ狋为相邻历元的时间间隔。式（３）的犘

矩阵表示位置参数的状态转移矩阵，在静态或动

态定位的条件下，其分别为单位阵或零矩阵；

式（３）中的其余矩阵分别对应于接收机钟差、天顶

对流层延迟、电离层延迟以及模糊度参数的状态

转移矩阵。各类状态参数的谱密度（矩阵）如

式（４）所示，其具体取值依实际情况而定。

采用消电离层组合伪距计算测站近似坐标及

协方差阵作为位置参数的滤波初始值，对流层参

数滤波初始值由 Ｎｅｉｌｌ模型计算得到，接收机钟

差、电离层参数及模糊度参数滤波初始值为零，对

应的初始方差分别为９．０×１０１０ ｍ、１５０ｍ、４．０×

１０１４ｍ。伪距和相位观测值权比为１／１００００，卫

星截止高度角为１０°，并采用与Ｂｅｒｎｅｓｅ软件相同

的高度角定权方案［７］。

对于有犿 颗可视卫星的观测历元，共有５＋

３犿个待估参数，可组成４犿 个观测方程。显然，

每个历元至少需要５颗可视卫星才能估计所有未

知参数。

２　实验与分析

２．１　实验数据及精度评估方法

本文利用２０１００３０６共１０个配有原子钟的

ＩＧＳ监测站的双频 ＧＰＳ观测数据及其对应的

ＩＧＳ卫星轨道和钟差产品进行实验。所选的ＩＧＳ

监测站覆盖了除南极洲以外的所有陆地，能较客

观地反映监测站位置对ＰＰＰ授时精度的影响。

ＰＰＰ精密授时的精度本质上由卫星钟的稳

定度和ＰＰＰ钟差解的精度及所体现的频率稳定

度共同决定，在卫星钟稳定度既定的情况下，ＰＰＰ

钟差解的情况就决定了ＰＰＰ精密授时的精度
［８］。

分别基于非组合ＰＰＰ算法和传统ＰＰＰ算法，采

用静态和静态仿动态两种处理模式，对上述１０个

ＩＧＳ监测站观测数据进行解算，并将上述两种不

同的ＰＰＰ钟差解与ＩＧＳ精密钟差产品中的对应

结果进行比较，进而评定不同方法的接收机钟差

解的外符合精度。

２．２　数据处理结果与分析

限于篇幅，仅给出了 ＴＷＴＦ站非组合ＰＰＰ

处理结果。图１为基于非组合ＰＰＰ算法接收机

位置估值与ＩＧＳ监测站参考坐标之间的差值，其

Ｕ、Ｅ、Ｎ 方向定位误差 ＲＭＳ分别为０．０１９ｍ、

０．００６ｍ和０．０１１ｍ。图２给出了非组合ＰＰＰ算

法原始观测数据解算残差，伪距和相位参数分别

约为５ｍ和２ｃｍ。图３给出了传统ＰＰＰ算法消

电离层伪距和相位解算残差。

ＴＷＴＦ站的非组合ＰＰＰ处理结果表明，本

９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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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给出并实现的非组合ＰＰＰ算法是正确的，并可

以实现ｃｍ级静态定位精度，且非组合ＰＰＰ解算

残差明显小于传统ＰＰＰ解算残差。

图１　ＴＷＴＦ站ＰＰＰ位置估值误差

Ｆｉｇ．１　ＰＰ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ＷＴＦ

图２　ＴＷＴＦ站非组合ＰＰＰ解算残差

Ｆｉｇ．２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ｏｆＵｎ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ＰＰＰ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ＷＴＦ

图３　ＴＷＴＦ站传统ＰＰＰ解算残差

Ｆｉｇ．３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ｏｆＣｌａｓｓｉｃＰＰＰ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ＷＴＦ

图４和图５分别给出了ＴＷＴＦ站静态和静

态仿动态两种处理模式下ＰＰＰ钟差解算结果，显

然，非组合ＰＰＰ算法接收机钟差解算精度优于传

统ＰＰＰ算法，尤其是静态仿动态处理模式下，非

组合ＰＰＰ算法钟差解平稳、可靠，与精密钟差文

件中对应的结果更加吻合。其他ＩＧＳ监测站接

收机钟差解算结果均类似。

为了进一步分析ＰＰＰ算法精密授时的外符

合精度，分别统计了ＰＰＰ钟差解与精密钟差文件

中对应结果差值绝对值的最小值、最大值、平均值

和均方差。静态和静态仿动态ＰＰＰ钟差解统计

图４　ＴＷＴＦ站ＰＰＰ钟差解（静态处理）

Ｆｉｇ．４　ＰＰＰＣｌｏｃｋ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ＷＴＦｏｎＳｔａｔｉｃＭｏｄｅ

图５　ＴＷＴＦ站ＰＰＰ钟差解（静态仿动态处理）

Ｆｉｇ．５　ＰＰＰＣｌｏｃｋ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ＷＴＦｏｎ

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Ｍｏｄｅ

结果分别列于表１和表２。

表１　静态犘犘犘钟差解与参考值之差统计信息／ｎｓ

Ｔａｂ．１　Ｓｕｍｍａｒｙ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ＰＰＰ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Ｃｌｏｃｋ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ＥｒｒｏｒｓｏｎＳｔａｔｉｃＭｏｄｅ／ｎｓ

非组合ＰＰＰ算法 传统ＰＰＰ算法

最小值最大值平均值均方差最小值最大值平均值均方差

ＡＭＣ２ ０．０１５０．３１６０．１６９０．１８２０．０４４０．３５４０．１９９０．２１１

ＢＲＵＳ ０．００００．２５７０．０９６０．１２１０．００００．２７９０．１０１０．１２８

ＣＥＤＵ ０．００００．７５５０．３２２０．３８５０．００００．７１８０．３１４０．３６８

ＩＲＫＭ ０．００００．３０００．１２００．１４００．００００．２６９０．０９６０．１１５

ＫＯＵＲ ０．００００．６９１０．２３８０．２７１０．００５０．７４１０．２７６０．３０６

ＭＡＳ１ ０．００００．７２４０．２１２０．２３００．００００．７４６０．２３３０．２５０

ＰＲＥ１ ０．００００．９１３０．３７６０．４１７０．００２０．９７７０．４１８０．４６１

ＰＲＥ２ ０．０８３１．６４６０．４３７０．４５９０．０９４１．７０００．４９１０．５１４

ＴＷＴＦ０．００００．３２８０．１５３０．１７２０．００２０．４２７０．２１１０．２２８

ＹＥＬＬ ０．０２９０．４５００．２２５０．２４４０．０６４０．４７８０．２５１０．２６８

均值 ０．０１３０．６３８０．２３５０．２６２０．０２１０．６６９０．２５９０．２８５

表２　静态仿动态犘犘犘钟差解与参考值之差统计信息／ｎｓ

Ｔａｂ．２　Ｓｕｍｍａｒｙ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ＰＰＰ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Ｃｌｏｃｋ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Ｅｒｒｏｒｓｏｎ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Ｍｏｄｅ／ｎｓ

非组合ＰＰＰ算法 传统ＰＰＰ算法

最小值最大值平均值均方差最小值最大值平均值均方差

ＡＭＣ２ ０．００００．４８３０．１６４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０．６３７０．２２４０．２５３

ＢＲＵＳ ０．００００．５０７０．１４５０．１８００．００００．５５２０．１７４０．２１７

ＣＥＤＵ ０．００００．９７７０．３６００．４１１０．００００．９０４０．３３２０．３８１

ＩＲＫＭ ０．００００．３７５０．１３８０．１６５０．００００．３８００．１４１０．１６８

ＫＯＵＲ ０．０００１．１２６０．２３００．３０９０．０００１．５４００．２９６０．４０９

ＭＡＳ１ ０．００００．７５１０．２２６０．２５３０．００００．９８７０．２７００．３１０

ＰＲＥ１ ０．０００１．０５００．４１３０．４６２０．０００１．３０３０．４８１０．５４７

ＰＲＥ２ ０．００１１．３９４０．４５２０．４８６０．００１１．３６２０．５３００．５７９

ＴＷＴＦ０．００１０．６６８０．２０００．２３３０．００００．８４２０．２６３０．３１３

ＹＥＬＬ ０．０００１６．３７４０．２７８０．６２４０．０００１６．１４５０．３２２０．６１４

均值 ０．０００２．３７１０．２６１０．３３１０．０００２．４６５０．３０３０．３７９

０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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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１、２可见，非组合ＰＰＰ算法和传统ＰＰＰ

算法均可实现亚ｎｓ级的时间传递精度，非组合

ＰＰＰ算法授时精度优于后者。

ＰＲＥ１和ＰＲＥ２站构成零基线，即ＰＲＥ１站

和ＰＲＥ２站对应同一台接收机的两个天线，一般

认为这种双天线接收机观测噪声较大，数据质量

不佳。两个站ＰＰＰ钟差解误差均值大约为所有

测站误差均值平均值的２倍。可见，接收机钟差

估计受观测噪声影响较大。

静态仿动态模式下，各监测站接收机钟差解

算结果比静态模式下处理结果明显偏大，ＹＥＬＬ

等个别监测站ＰＰＰ钟差误差最大值达到１６ｎｓ。

可能是因为静态仿动态处理模式下，监测站位置

参数被模型化为白噪声，不能像静态处理模式那

样用明确的运动学模型约束位置参数，部分未模

型化系统误差被接收机钟差吸收，最终导致了

ＰＰＰ钟差解的较大偏差和波动。

３　结　语

在同等条件下，非组合ＰＰＰ算法精密授时

结果优于传统ＰＰＰ算法，应用本文算法进行精

密授时是可行的。在静态仿动态处理模式下，

非组合ＰＰＰ算法接收机钟差解算结果比传统

ＰＰＰ算法接收机钟差解算结果更加精确、稳定、

可靠，在运动载体精密授时方面具有较大的应

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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