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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主成分分析法（ＰＣＡ）对高频 ＧＰＳ时间序列进行空间滤波，并结合 ＫａｒｈｕｎｅｎＬｏｅｖｅ展开法

（ＫＬＥ）对其结果进行判定，可有效地提取共模误差，提高单历元定位精度。通过对四川ＧＰＳ连续观测网的计

算分析表明，ＰＣＡ方法可较好地减弱区域共模误差，并能准确地反映共模误差的空间分布，且精度优于传统

的堆栈法，这对高频ＧＰＳ技术的应用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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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随着接收机技术和存储能力的提高，高

频（１Ｈｚ）和超高频（２０～５０Ｈｚ）ＧＰＳ定位技术得到

了进一步的发展，它可应用于地震学、火山学、气象

学和地震工程学等多种领域，国内外学者对它的处

理方法和应用前景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１４］。

影响高频ＧＰＳ定位精度的主要误差源有：卫

星空间分布和卫星数量、卫星和接收机钟差、大气

延迟和多路径效应等［５６］，其中一部分是重复性误

差源，通常利用改进的恒星日滤波方法［７］（ｍｏｄｉ

ｆｉｅｄｓｉｄｅｒｅａｌｆｉｌｔｅｒ，ＭＳＦ）来消除其影响。在

ＭＳＦ后，会有一些有色噪声误差残留。在连续观

测参考站中的这些未模型化的系统误差，同时影

响所有的站点，而且对区域ＧＰＳ网站点坐标时间

序列分析时发现，在不同站点之间存在某种时空

相关的误差，称为共模误差（ｃｏｍｍｏｎｍｏｄｅｌｅｒ

ｒｏｒ，ＣＭＥ）
［８９］。目前，在高频ＧＰＳ结果处理时国

内外学者大都使用“堆栈（Ｓｔａｃｋｉｎｇ）滤波”方法来

提取区域ＧＰＳ站点的共模误差
［８，１０］。此方法计

算简单，而且针对空间分布均匀且较小的ＧＰＳ网

效果明显［１１１２］。尽管Ｓｔａｃｋｉｎｇ空间滤波方法被

广泛地应用，但是它不能有效地说明共模误差的

物理源和空间分布。此外，Ｓｔａｃｋｉｎｇ滤波的应用

前提是假设共模误差在区域内是均匀分布的，但

实际上站点残差时间序列包含有不同模式的误

差，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应用［１３］。

本文将利用主成分分析法（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ｏ

ｎ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ＣＡ）来对区域高频 ＧＰＳ定位结

果进行空间滤波，并利用 ＫａｒｈｕｎｅｎＬｏｅｖｅＥｘ

ｐａｎｓｉｏｎ（ＫＬＥ）对其结果进行判定，以便更准确地

提取共模误差。

１　犘犆犃／犓犔犈空间滤波方法

１．１　堆栈滤波

目前，对高频ＧＰＳ结果进行空间滤波时，国

内外学者大都使用Ｓｔａｃｋｉｎｇ空间滤波方法来提

取区域ＧＰＳ站点的共模误差。该方法通过堆栈

各站去趋势和去均值后的残差值来消除共模误

差，其计算公式为［１４］：

ε（狋犻）＝
∑
犛

犽＝１

（狏犽（狋犻）／σ
２
犻，犽）

∑
犛

犽＝１

（１／σ
２
犻，犽）

（１）

　　Ｓｔａｃｋｉｎｇ滤波过程相当于一个三维的Ｈｅｌｍｅｒｔ

变换，滤波后的时间序列均方根会明显减小，从而

提高了解算精度［８，１５］。从式（１）中可以看出，此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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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只是将同一历元上不同站点的残差进行加权平

均作为共模误差，它对小区域来讲是有效的，但是

对与中大尺度范围（一般大于１００ｋｍ×１００ｋｍ）的

ＧＰＳ观测网，由于其假定的空间一致性将被打破，

误差的共性将随距离的增大而逐渐减弱。

由于Ｓｔａｃｋｉｎｇ滤波假设共模误差在区域内

是均匀分布的，而实际上站点残差时间序列包含

有不同模式的误差，在空间域上可以分为观测网

共性误差、局域共性误差和单站误差，不能显示共

模误差的空间分布，这也影响了其应用范围。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文在高频ＧＰＳ数据处

理过程中引入了主成分分析法与ＫＬＥ展开法相

结合的空间滤波方法。

１．２　主成分分析法和犓犔犈展开法

主成分分析也称主分量分析，旨在利用降维

的思想，把多指标转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１３］。

设一个有狀站点，观测了犿 历元的 ＧＰＳ区

域网，其坐标分量残差时间序列矩阵为犡（狋犻，狓犼），

犻＝１，２，…，犿，犼＝１，２，…，狀，则有：

犡（狋犻，狓犼）＝∑
狀

犽＝１

犪犽（狋犻）狏犽（狓犼） （２）

　　变换可得：

犪犽（狋犻）＝∑
狀

犼＝１

犡（狋犻，狓犼）狏犽（狓犼） （３）

式中，犪犽（狋）为第犽个主成分；狏犽（狓）为对应主成分

的响应特征矩阵，它们分别表示时间特征和空间

响应。如果将特征值降序排列，则前３～５个主成

分之和就包含了对残差时间序列方差的大部分贡

献值，故将此称为共模误差。

如果将协方差矩阵犅标准化，则得到相关矩

阵犆，即犮犻犼＝犫犻犼／（σ犻σ犼），其中σ定义为：

σ犼 ＝ 犫槡犼犼 ＝
１

犿－１∑
犿

犽＝１

［犡（狋犽，狓犼）］槡
２ （４）

同样地，相关系数矩阵可以分解为：

犆＝犠Λ犆犠
Ｔ （５）

将残差矩阵犡（狋犻，狓犼）扩展生成：

犡（狋犻，狓犼）＝∑
狀

犽＝１

犪犽（狋犻）狑犽（狓犼） （６）

犪犽（狋犻）＝∑
狀

犼＝１

犡（狋犻，狓犼）狑犽（狓犼） （７）

　　 这个 过 程 就 称 为 ＫａｒｈｕｎｅｎＬｏｅｖｅ 展 开

（ＫＬＥ）
［１６］。

ＰＣＡ和ＫＬＥ的唯一区别就是用来计算正交

向量的矩阵不同。前者使用的是协方差矩阵，而

后者使用的是标准化后的相关系数矩阵。由于

ＰＣＡ方法能得到精度较高的主成分值和空间响

应，但如果本地噪声较大的话，则无法准确地分辨

出ＣＭＥ；而ＫＬＥ方法正好弥补了这个缺点，它可

以抑制本地噪声的影响，并提取出ＣＭＥ，它的缺

点是得不到准确的空间响应。

本文首先利用ＰＣＡ方法得到各站主成分值，

比较各站的第一主成分的空间响应是否远大于其

他主成分且具有较好的空间一致性，然后与ＫＬＥ

方法得到的主成分进行比较，判定各站点是否具

有较大噪声以及较强的本地效应。如果两者所得

结果相差较大，则说明站点具有较强的本地噪声，

在计算区域ＣＭＥ时，应将此站剔除，避免得到不

真实的结果。如果两者具有较好的对应，则说明

得到的ＣＭＥ是可信的，可直接用ＰＣＡ方法来进

行ＣＭＥ的计算。

２　高频犌犘犛数据处理

２．１　高频犌犘犛数据及解算

本文以“四川ＧＰＳ连续参考站网络”为试验

网，由１３个连续观测基准站组成（图１），均可获

得连续的高频ＧＰＳ数据。本文处理的ＧＰＳ数据

采样率为１Ｈｚ，时间为２００８年第８１天，由于数

据量较大，故只选取其中的１ｈ（３６００个历元）的

数据 作 为 实 验 样 本。实 验 数 据 处 理 利 用

ＧＡＭＩＴ／ＧＬＯＢＫ软件中的ＴＲＡＣＫ运动学分析

模块（１．２１版）
［１７］，卫星星历采用ＩＧＳ精密星历。

计算时，选取同为“中国地壳运动观测网络”核心

站的泸州（ＬＵＺＨ）站作为参考站，该站点位稳定

且观测精度较高［１８］。

图１　四川ＧＰＳ连续观测网站点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ＧＰ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

对高频ＧＰＳ数据进行处理，首先由ＴＲＡＣＫ

解算得到各站相对于参考站的坐标三分量（犖，

犈，犝）时间序列
［１９］，然后进行差值补齐。当数据

存在小于两个历元的空缺时，可利用拉格朗日法

进行补齐；当空缺大于两个历元时，需要用迭代法

进行插值。第一次迭代将相邻的平均值作为初始

６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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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通过式（５）使用前３个主成分来求解缺失数

据，一般经过２～３次迭代便可补全数据。

在获得的时间序列中含有一部分重复性误

差，如卫星空间分布、多路径效应等，为了消除这

部分误差，通常采用改进的恒星日滤波方法

（ＭＳＦ）
［７］对结果进行修正，这个方法主要依据了

卫星和接收机之间组成的几何图形的日重复性。

２．２　空间滤波分析

对得到的残差时间序列进行主成分法空间滤

波分析，分别用ＰＣＡ和ＫＬＥ方法计算出前３个主

成分的空间响应（ＰＣ１，ＰＣ２，ＰＣ３），结果如图２。图

２中，ＰＣＡ方法得到的第一主成分对坐标三分量的

贡献率分别为７５．２％、８１．２％和９２．０％，第二主成

分的贡献率为１４．４％、１７．０％和６．０％，而第三主

成分的贡献率仅为１０．４％、１．８％和２．０％。ＫＬＥ

得到的第一主成分贡献率分别为７６．１％、８４．３％和

９３．４％，略高于ＰＣＡ结果。由于两种方法得到的

第一主成分贡献率远高于其他主成分，而且其空间

一致性较好，因此，可以将ＰＣＡ法得到的第一主成

分作为本区域网的共模误差来计算。

图２　ＰＣＡ和ＫＬＥ法得出的前３个主成分空间响应

Ｆｉｇ．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Ｔｈｒｅｅ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ＰＣＡ

２．３　结果分析

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仅以ＱＬＡＩ站为例，显示

高频ＧＰＳ站点坐标三分量时间序列滤波前后的

结果，如图３所示。

图３　ＱＬＡＩ站滤波前后时间序列对比图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

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ｉｎＱＬＡＩ

从图３中可以看出，Ｔｒａｃｋ软件获得的高频

ＧＰＳ时间序列（即初始结果）中含有ｃｍ 级的波

动，即系统误差，经过改进的恒星日滤波后，可以

发现长周期波动得到了消除。然后再对此结果分

别进行Ｓｔａｃｋｉｎｇ和ＰＣＡ空间滤波，结果显示两

者所得结果较一致，时间序列变化均趋于平稳。

从图４可发现，初始的坐标时间序列经过

ＭＳＦ后，精度有了明显的提高，各站坐标三分量

精度平均提高了４１．２％、４２．３％和３０．３％，对所

得时间序列再进行空间滤波后，其精度又得到了

进一步提升，在此基础上又分别提高了２１．１％

（２３．１％）、１７．２％（１９．２％）和２４．４％（２６．２％），

括号中为ＰＣＡ结果，ＰＣＡ滤波后所得到的１２个

ＧＰＳ基准站坐标三分量时间序列平均中误差为：

３．９ｍｍ，３．８ｍｍ和１０．１ｍｍ，整体上略高于Ｓｔａｃ

ｋｉｎｇ方法。虽然在大多数站两种方法所得的结

果精度基本一致，但在 ＱＬＡＩ（犖犛向和犈犠 向）

和ＰＩＸＩ站（犝 方向），ＰＣＡ方法结果精度较明显

地高于Ｓｔａｃｋｉｎｇ方法。分析认为，其主要原因是

Ｓｔａｃｋｉｎｇ方法认为ＣＭＥ是均匀分布的，忽略了

各站的局部效应，而ＰＣＡ方法则考虑到了站点局

部效应的多样性，所以使用ＰＣＡ方法的空间滤波

过程更加符合实际情况。

７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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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滤波前后中误差比较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ＲｏｏｔＭｅａｎＥｒｒｏｒ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

为了发现在高频ＧＰＳ数据处理过程中，各种

滤波方法所消除的误差信息，本文使用 Ｗｅｌｃｈ

法［２０］对上述时间序列进行频谱分析，结果见图５。

图５　坐标时间序列的功率谱

Ｆｉｇ．５　Ｐｏｗ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

从图５可得出，ＭＳＦ和空间滤波主要消除大

于１０ｓ周期的误差，但是各分量不尽相同。比较

ＭＳＦ和空间滤波的功率谱可以发现，ＭＳＦ滤除

了１００～１０００ｓ周期范围的误差，而且效果非常

明显。而ＰＣＡ方法或者Ｓｔａｃｋｉｎｇ方法主要滤除

了１０～１００ｓ周期范围的误差，其水平方向滤波

效果较好，高程方向不明显，其主要原因可能是影

响ＧＰＳ垂向定位的干扰因素过多所致。

３　结　语

１）主成分分析法（ＰＣＡ）可有效地从高频

ＧＰＳ时间序列中提取共模误差，结合 ＫＬＥ方法

进行验证，可使其结果更可靠。

２）与通常所用的Ｓｔａｃｋｉｎｇ滤波方法相比，虽

然ＰＣＡ方法所得结果精度相近或略高，但ＰＣＡ

方法最主要的优势是能够得到共模误差的空间分

布情况，考虑到了站点多样化的局部效应，而不是

认为ＣＭＥ在区域内是均匀分布的，这更符合实

际的误差分布情况。

３）谱分析结果显示，ＭＳＦ主要消除的是１００

～１０００ｓ周期内的误差，而空间滤波消除了１０～

１００ｓ周期内的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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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ｏｍａｓＨｅｒｒｉｎｇ教授和ＢｏｂＫｉｎｇ教授在数据处

理方面给予的支持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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