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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端宽巷载波相位小数偏差估计
方法研究与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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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估计星间单差宽巷载波相位ＦＣＢ的新方法———区间均化法。利用２０１０年全球约１２０个

ＩＧＳ测站的数据，估计出所有星间单差宽巷载波相位的ＦＣＢ，详细比较分析了星间单差宽巷ＦＣＢ的估计精

度。结果表明，使用区间均化法获得的卫星宽巷载波相位的ＦＣＢ与法国ＣＮＥＳ中心发布的ＦＣＢ产品具有很

好的一致性，较差均小于０．１周，９４％小于０．０５周。不同测站数量和测站分布估计相同卫星组星间单差宽巷

载波相位的ＦＣＢ结果具有较好的一致性，但测站数越多，ＦＣＢ估值的可靠性越高。绝大部分星间单差宽巷载

波相位的ＦＣＢ在１ａ内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其时间序列的标准差小于０．０１周。卫星工作状态的变化会使

ＦＣＢ重新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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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精密单点定位技术（ｐｒｅｃｉｓｅｐｏｉｎｔ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ｉｎｇ，ＰＰＰ）的发展，人们对ＰＰＰ的研究从过去

的估计实数模糊度的ＰＰＰ浮点解转向固定整数

模糊度的ＰＰＰ固定解。ＰＰＰ模糊度整数解的方

法主要包括分离星间单差相位小数偏差［１，２，３］或

非差相位小数偏差［４］的（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ｃｙｃｌｅｂｉａｓ，

ＦＣＢ）方法和基于非差模型的整数卫星钟差（ｉｎｔｅ

ｇｅｒ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ｃｌｏｃｋ，ＩＲＣ）方法
［５］。这两种方法都

必须先估计卫星端稳定可靠的宽巷ＦＣＢ产品，才

能实现后续的ＰＰＰ模糊度固定。尽管现有的文

献已经表明利用一定数量的地面跟踪站数据可以

估计出卫星端的宽巷小数偏差，但是，我们对卫星

端的ＦＣＢ系列特性的认知水平还相当有限。其

中有３个问题我们还不清楚：①ＦＣＢ能以何种精

度估计；②ＦＣＢ的估计精度受哪些因素影响；③

ＦＣＢ是否稳定。为了弄清楚这些问题，本文提出

了一种新的估计星间单差宽巷ＦＣＢ的方法———

区间均化法。使用该方法处理了２０１０年全年全

球约１２０个（其中欧洲板块６０个）ＩＧＳ测站的数

据，估计得到卫星端星间单差ＦＣＢ系列。以法国

ＣＮＥＳ分析中心使用序贯最小二乘法计算的宽巷

ＦＣＢ产品作为参考值，分析了新方法估计ＦＣＢ的

精度。同时，通过设计不同的参考站数量、分布范

围，分析讨论测站数量和分布对ＦＣＢ估计的影

响，最后利用估计得到的１ａ的星间单差宽巷

ＦＣＢ时间序列分析其时间稳定性。

１　宽巷载波相位犉犆犅

在ＧＰＳ定位中，宽巷模糊度通常采用 ＭＷ

（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Ｗüｂｂｅｎａ）组合来获得，考虑接收机

端与卫星端的ＦＣＢ，由 ＭＷ 组合计算出的宽巷模

糊度可以表示为［５］：

珦犖狑 ＝珡犖狑＋犳犻－犳
犽 （１）

式中，珦犖狑 为 ＭＷ 组合计算得到的实数宽巷模糊

度；珡犖狑 为原始宽巷模糊度的整数周与来自接收

机和卫星端的相位偏差的整数部分之和；犳犻、犳
犽

分别为接收机端和卫星端的宽巷组合相位偏差的

小数部分，即接收机端与卫星端宽巷载波相位的

ＦＣＢ。ＰＰＰ中如果能事先确定卫星端的宽巷

ＦＣＢ值犳
犽，而接收机端宽巷ＦＣＢ可通过在星间

求差消除或是在非差模型用接收机钟差来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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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ＰＰ用户就可以利用全球或区域ＩＧＳ跟踪站的观

测数据估计犳
犽 去改正 ＭＷ组合观测值，从而恢复

宽巷模糊度的整数特性。式（１）中珦犖狑 的实际观测

量是用双频伪距和双频相位观测值通过 ＭＷ组合

间接获得的。由于伪距测量的噪声较大，使用单个

历元的组合观测值确定的宽巷模糊度和ＦＣＢ并不

可靠，需要对连续观测弧段内的 ＭＷ组合观测数

据进行平滑，以获得较为准确的实数宽巷模糊度估

值，进而求出整数宽巷模糊度及其ＦＣＢ。

２　犉犆犅估计方法

目前估计宽巷ＦＣＢ的方法主要有均值法
［２］

和序贯最小二乘法［５］。对连续观测弧段对式（１）

两边分别进行平滑操作〈〉，可得：

〈珦犖狑〉＝珡犖狑＋〈犳犻〉－〈犳
犽〉 （２）

　　Ｇｅ等在式（２）的基础上，进行星间差，从而消

去了接收机端ＦＣＢ的影响，然后使用均值法估计

星间单差ＦＣＢ。在剔除观测时间少于２０ｍｉｎ的

弧段和 ＭＷ组合历元平滑的ＳＴＤ大于０．２周的

数据后，对同步观测的两颗卫星犽、犾，依据式（２）

计算单差ＦＣＢ估值犳^
犽，犾
犻 ＝^犳

犽
犻－^犳

犾
犻。通过对所有相

同卫星对的单差ＦＣＢ取平均即可获得卫星端星

间单差的宽巷ＦＣＢ：

δ^φ
犽，犾
＝＜ｆｒａｃ（^犳

犽，犾
犻 ）＞ （３）

式中，ｆｒａｃ（）函数返回输入变量的正小数部分。在

取平均过程中，需要考虑到当犳^
犽，犾
犻 接近０时ｆｒａｃ

（^犳
犽，犾
犻 ）返回值可能属于（０．０，ε）或（１．０－ε，１．０）的情

况（ε为３倍犳^
犽，犾
犻 估值的标准差）。为避免可能存在

的粗差数据的影响，可以使用Ｘｕ提出的符号约束

的稳健平差方法进行粗差检定与剔除［６］。

将式（２）中的〈珦犖狑〉对１取模，其值用犚
犽
犻 表

示，用狌犻和狌
犽 分别表示〈犳犻〉和〈犳

犽〉，即可以得到：

犚犽犻 ＝狌犻－狌
犽 （４）

　　每个连续的观测弧段都可形成如式（４）的观

测方程。Ｌａｕｒｉｃｈｅｓｓｅ等基于单天内接收机端与

卫星端宽巷ＦＣＢ足够稳定的假设，使用序贯最小

二乘估计非差宽巷ＦＣＢ。为了同时估计出狌犻 和

狌犽，需选取某一测站犻０ 的接收机端ＦＣＢｕ犻０作为基

准，将其固定为０，消除由式（４）联立形成的方程组

中的秩亏，因此该方法无需在星间作差。同时，与

Ｇｅ的方法中需要考虑犳^
犽，犾
犻 接近０时的特殊情况类

似，在数据预处理过程中需调整犚犽犻 值，以消除同一

卫星对多个犚犽犻 值之间可能存在的不连续。

结合上述两种已有估计宽巷ＦＣＢ方法的优

势，笔者在均值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改进的估

计ＦＣＢ的方法———区间均化法。首先将犳^
犽，犾
犻 限

定在（－０．５，０．５］区间；接着将该区间划分为如下

相邻子区间具有重叠部分的 １０ 段 （－０．５，

－０．３］、（－０．４，－０．２］…（０．３，０．５］、（０．４，

０．５］犝（－０．５，－０．４］，这样每个犳^
犽，犾
犻 值同时属于

两段区间，在此两段区间中都放入犳^
犽，犾
犻 ；找出含有

最多元素的区间作为中心区间，对区间内的元素

计算平均值作为卫星犾与犽之间的初始单差ＦＣＢ

估值；然后将上一步求得的估值作为中心重新建

立中心区间，对一定范围内（本文取正负０．２０周）

的元素取平均得到新一轮估值（需考虑到犪与

１－犪的等价性）；迭代执行上一过程，直到结果不

变停止。该算法原理简单，易于通过计算机程序

实现，并且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３　实验结果分析

本文选用全球约１２０个ＩＧＳ跟踪站（其中欧

洲区域６０个）２０１０年全年３０ｓ采样间隔的ＧＰＳ

观测数据进行实验。选取全年都连续正常运行的

Ｇ０２卫星作为参考星，每天估计一组星间单差宽

巷ＦＣＢ（下文中在不另作说明的情况下，卫星

ＦＣＢ即指相对于 Ｇ０２ 卫星的星间单差宽巷

ＦＣＢ）。具体数据处理策略如下：观测值卫星截止

高度角设置为１０°，数据预处理阶段首先进行钟

跳探测与修复，避免将接收机钟跳引起的观测值

跳变误判为周跳，然后联合使用 ＧＦ（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ｆｒｅｅ）与 ＭＷ 组合进行周跳探测
［７９］，计算单历元

星间单差宽巷ＦＣＢ以及无周跳弧段内逐历元平

滑后的星间单差宽巷ＦＣＢ，分别从以下４个方面

进行比较分析：① 以ＣＮＥＳ分析中心的结果为参

考值，分析本文方法估计得到的卫星ＦＣＢ产品的

精度；② 分析相同测站数量不同区域范围估计得

到的ＦＣＢ间的差异；③ 分析相同区域不同测站

数量对估计卫星ＦＣＢ的影响；④ 卫星ＦＣＢ在１ａ

内的稳定性分析。

３．１　与犆犖犈犛分析中心结果比较

我们使用全球区域６０个测站的观测数据估

计所有可视卫星相对于Ｇ０２卫星的ＦＣＢ。为了

将估计得到的星间差ＦＣＢ与ＣＮＥＳ提供的非差

ＦＣＢ进行比较，将ＣＮＥＳ的结果以Ｇ０２卫星为基

准星，计算各颗卫星与基准星的星间单差结果，然

后将估计得到的星间单差ＦＣＢ与ＣＮＥＳ分析中

心星间单差后的ＦＣＢ进行比较。图１给出了全

年所有可视卫星本文计算结果与ＣＮＥＳ中心发

布的结果之间的差值统计直方图。

８７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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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与ＣＮＥＳ分析中心结果差值频数直方图

Ｆｉｇ．１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ｏｆ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Ｏｕｒ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ｎｄＣＮＥＳ’ｓ

从图１可以看出，两套星间单差ＦＣＢ间的差

值呈均值为０的高斯正态分布，所有互差都在

（－０．１，０．１）周的范围内，统计所有差值序列表

明９４．３８％的互差都在（－０．０５，０．０５）周之内，与

ＣＮＥＳ中心发布的ＦＣＢ具有很好的一致性，相互

间的微小差异可能是由于所采用的跟踪站数量和

分布的不同以及解算策略不同引起。

３．２　相同数量测站不同区域范围估计卫星犉犆犅

的差异

分别使用欧洲区域６０个测站和全球分布的

６０个测站估计所有可视卫星的ＦＣＢ，图２给出了

利用欧洲区域６０个测站和全球分布６０个测站估

计得到的１ａ的ＦＣＢ之间差值的统计直方图。结

果表明，在测站数量相同的条件下，利用全球分布

的测站和利用区域分布的测站估计得到的卫星

ＦＣＢ具有较好的一致性，互差呈零均值的正态分

布，互差范围在（－０．０８，０．０８）周，９３．５％的互差

在０．０５周以内。

图２　全球分布同区域分布测站计算结果差异分布

Ｆｉｇ．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ｗｏ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ｆｒｏｍ

Ｇｌｏｂａｌ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３．３　相同区域内不同测站数量对估计卫星犉犆犅

的影响

图３给出了欧洲区域利用２０个测站和４０个

测站估计得到的ＦＣＢ与利用６０个测站估计得到

的ＦＣＢ之间差值的１ａ的统计直方图。可以看

出，测站数的减少不会导致ＦＣＢ估计结果出现明

显变化。但用４０个测站估计得到的ＦＣＢ比用２０

个测站估计得到的ＦＣＢ更接近于用６０个站估计

得到的ＦＣＢ。统计结果表明，测站数越多，ＦＣＢ

估计的精度和可靠性更高。理论上讲，卫星端的

ＦＣＢ与测站无关，只与卫星本身的硬件和信号产

生机理有关，但由于ＦＣＢ是通过上文中的式（１）

或式（２）估计得到，会受到观测噪声和残余误差的

影响，采用更多数量的测站进行估计，多余观测就

越多，ＦＣＢ估计的精度与可靠性会更高，实验结

果也验证了这一点。但是，增加测站数量会增加

计算量，计算效率下降。因此，在实际应用中，应

该综合考虑估计精度、可靠性和计算效率，选择合

适数量的地面测站估计卫星端的ＦＣＢ产品。

图３　使用２０个和４０测站估计得到的ＦＣＢ与使用

６０个测站估计得到的ＦＣＢ互差的统计直方图

Ｆｉｇ．３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ｆ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Ｕｓｉｎｇ２０

ａｎｄ４０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ＲｅｓｐｅｃｔｔｏＴｈａｔＵｓｉｎｇ６０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３．４　卫星犉犆犅稳定性分析

笔者分析了使用全球６０个测站估计得到所有

卫星一整年的单差宽巷ＦＣＢ系列，统计其均值和

标准偏差，如表１所示。需要特别说明的是，Ｇ０１

号卫星在２０１０年基本处于非正常工作状态，表１

中未列出，Ｇ２５卫星在年积日１～２３８内也处于关

闭状态，表中只对其正常工作的时段进行分析。

表１　各卫星ＦＣＢ偏差的均值和方差（单位：周）

Ｔａｂ．１　ＭｅａｎｓａｎｄＳＴＤｏｆＡｌｌ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ＦＣＢｓ

ＰＲＮ Ｍｅａｎ Ｓｔｄ ＰＲＮ Ｍｅａｎ Ｓｔｄ

Ｇ０３Ｇ０２ ０．３４８ ０．０２３ Ｇ１８Ｇ０２ ０．１２５ ０．００２

Ｇ０４Ｇ０２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７ Ｇ１９Ｇ０２ －０．１２１ ０．００２

Ｇ０５Ｇ０２ ０．２６１ ０．００２ Ｇ２０Ｇ０２ －０．４８９ ０．００３

Ｇ０６Ｇ０２ ０．４５１ ０．００４ Ｇ２１Ｇ０２ ０．２２１ ０．００１

Ｇ０７Ｇ０２ －０．２９３ ０．００２ Ｇ２２Ｇ０２ ０．３６８ ０．０５０

Ｇ０８Ｇ０２ ０．２７５ ０．０１１ Ｇ２３Ｇ０２ ０．５９６ ０．００３

Ｇ０９Ｇ０２ ０．１６９ ０．００２ Ｇ２４Ｇ０２ －０．４３８ ０．００６

Ｇ１０Ｇ０２ ０．４５４ ０．００４ Ｇ２５Ｇ０２ ０．２６７ ０．００５

Ｇ１１Ｇ０２ ０．１２２ ０．００１ Ｇ２６Ｇ０２ －０．０６９ ０．００３

Ｇ１２Ｇ０２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２ Ｇ２７Ｇ０２ ０．０８７ ０．００４

Ｇ１３Ｇ０２ －０．５１６ ０．００３ Ｇ２８Ｇ０２ ０．１９０ ０．００３

Ｇ１４Ｇ０２ －０．１８７ ０．００２ Ｇ２９Ｇ０２ －０．２８５ ０．００２

Ｇ１５Ｇ０２ －０．３４８ ０．００２ Ｇ３０Ｇ０２ ０．２６５ ０．００９

Ｇ１６Ｇ０２ －０．１８５ ０．００４ Ｇ３１Ｇ０２ －０．２４９ ０．００２

Ｇ１７Ｇ０２ －０．０６０ ０．００２ Ｇ３２Ｇ０２ ０．０３４ ０．０６６

　　从表１中可以看出，以 Ｇ１１、Ｇ２１为例总有

２６颗卫星ＦＣＢ值序列的年ＳＴＤ不超过０．０１周，

具有很好的稳定性；Ｇ０３、Ｇ０８两颗卫星ＦＣＢ系

列的年ＳＴＤ较大，在０．０１～０．０２５周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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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２２和Ｇ３２卫星年ＳＴＤ最大，分别为０．０５０和

０．０６６周。对于上述３类情况，列出了４颗卫星

作为代表绘出其全年ＦＣＢ序列，如图４所示。

图４　四颗卫星一年的宽巷ＦＣＢ序列

Ｆｉｇ．４　ＷＬＦＣＢ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Ｆｏｕｒ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ｉｎＯｎｅＹｅａｒ

从图中可以看出，Ｇ１１号卫星的ＦＣＢ序列

非常稳定，一年中最大偏差（ＦＣＢ最大值与最小

值之差）仅为０．１３２。Ｇ０３号卫星ＦＣＢ序列在一

年的时间尺度内有一定起伏，稳定性相对差一些。

Ｇ２２号卫星在年积日３００前后分段稳定，而Ｇ３２

号卫星在年积日１５０前后也分段稳定，段内各自

的稳定性较好。笔者从ＢＲＤＣ导航电文中发现

年积日３０４当天，Ｇ２２卫星被标记为“ｕｎｈｅａｌｔｈ

ｙ”，在３０５天中无数据。Ｇ３２号卫星在年积日

１４２当天只有一个历元数据，在１４３当天只有两

个历元，数据缺失严重，在１４４和１４５当天也被标

记为“ｕｎｈｅａｌｔｈｙ”。由于卫星的异常，卫星信号发

射可能临时中断，造成初始相位重新赋值，从而导

致这两颗卫星的ＦＣＢ序列出现明显的阶跃。但

阶跃前后两段均比较稳定。

４　结　语

本文提出了计算卫星ＦＣＢ的“区间均化”方

法。基于该方法，利用２０１０全年全球约１２０个

ＩＧＳ测站的观测数据，通过设计不同的实验方案，

分析了卫星ＦＣＢ产品的估计精度及其时变特征，

比较了相同测站数量不同区域范围估计得到的

ＦＣＢ间的差异以及相同区域不同测站数量对估

计卫星ＦＣＢ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

１）估计得到ＦＣＢ与ＣＮＥＳ发布的结果具有

较好的一致性。互差呈零均值高斯正态分布，互

差都在（－０．１，０．１）周以内，９４．３８％的互差在

（－０．０５，０．０５）周之内，能满足ＰＰＰ模糊度固定

的要求。

２）在相同测站数的情况下，使用全球分布和

区域分布的测站估计得到的卫星ＦＣＢ值无显著

差异，９３．５％的互差在０．０５周以内，测站分布范

围大小对ＦＣＢ的估计无显著影响。

３）相同区域范围内，使用不同数量的测站估

计得到的ＦＣＢ值无显著差异，但是，增加测站数

可提高ＦＣＢ的估计精度和可靠性。

４）大部分卫星单差宽巷ＦＣＢ在一年内具有

良好的稳定性，其时间序列的ＳＴＤ不超过０．０１

周。但是卫星端的ＦＣＢ会在卫星重启的情况下

重新赋值，在实际应用中需要特别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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