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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并实现了一种基于广播星历和区域参考网的实时精密单点定位的新算法———ＮＡＰＰＰ（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ｐｒｅｃｉｓｅｐｏｉｎ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采用可实时获取的广播星历，将用户站与附近的若干参考站一起联合

处理，实时估计用户站位置参数以及导航卫星轨道和钟差改正数。实验结果表明，ＮＡＰＰＰ算法静、动态实时

定位精度分别为１～２ｃｍ和２～６ｃｍ，其定位精度和收敛速度明显优于基于ＩＧＳ最终轨道和３０ｓ钟差的ＰＰＰ

定位结果，与基于ＣＯＤＥ最终轨道和５ｓ钟差的ＰＰＰ定位结果相当。

关键词：ＧＮＳＳ；实时精密单点定位；ＰＰＰＲＴＫ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８．４１

　　随着ＩＧＳ超快速轨道精度的不断提高，部分

学者提出了基于ＩＧＳ超快速星历并固定卫星轨

道、用区域参考网估计卫星钟差的实时ＰＰＰ算

法［１，２］，解决了ＰＰＰ对卫星精密钟差产品的依

赖，但仍需从外部获取ＩＧＳ超快速星历。ＩＧＳ宣

称其超快速轨道精度达到３～５ｃｍ，但其实际发

布的超快速轨道与最终轨道偏差可能达到ｄｍ

级，如３号ＧＰＳ卫星２００９０４２９超快速轨道和最

终轨道在径向、法向和切向的最大偏差分别为

０．０２７ｍ、－０．１３５ｍ 和－０．０１８ｍ。如果固定

ＩＧＳ超快速轨道，将有可能引入０．１３９ｍ甚至更

大的轨道误差，势必会影响定位解算精度。

为此，本文提出并实现了一种基于广播星历

和区域参考网的 ＮＡＰＰＰ实时精密定位算法，即

采用可实时获取的广播星历，将区域参考网和用

户站进行联合处理，实时估计卫星轨道和钟差改

正参数、大气延迟参数（和用户站的位置），以实现

用户站的实时高精度定位。解算得到的卫星轨道

和钟差改正参数及其协方差可以播发给其他用户

进行实时ＰＰＰ定位解算。数值实验结果表明，新

算法仅需几个参考站便可实现数百ｋｍ范围内２

～６ｃｍ的实时动态精密定位。

１　数学模型

ＧＰＳ双频观测的消电离层组合线性化的观

测方程为：

Δ犘ＩＦ ＝－μ·Δ狉＋μ·Δ狊＋犮犱狋
狉
犘
ＩＦ
－

犮犱狋狊犘
ＩＦ
＋犕·狕狆犱＋ε犘

ＩＦ

Δ犔ＩＦ ＝－μ·Δ狉＋μ·Δ狊＋犮犱狋
狉
犔
ＩＦ
－

犮犱狋狊犔
ＩＦ
＋犕·狕狆犱＋犃ＩＦ＋ε犔

ＩＦ

（１）

式中，犮犱狋狉犔
ＩＦ
、犮犱狋狊犔

ＩＦ
与犃犐犉之间线性相关，无法从中

解算出所有参数。为了得到满秩的函数估计模

型，将以下参数进行重整：

犮犱狋狉 ＝犮犱狋
狉
犘
ＩＦ

犮犱狋狊 ＝犮犱狋
狊
犘
ＩＦ

犃＝犃ＩＦ＋犮犱狋
狉
犔
ＩＦ
－犮犱狋

狉
犘
ＩＦ
－犮犱狋

狊
犔
ＩＦ
＋犮犱狋

狊
犘
ＩＦ

重整后的观测模型为：

Δ犘ＩＦ ＝－μ·Δ狉＋μ·Δ狊＋犮犱狋
狉
－

犮犱狋狊＋犕·狕狆犱＋ε犘
ＩＦ

Δ犔ＩＦ ＝－μ·Δ狉＋μ·Δ狊＋犮犱狋
狉
－

犮犱狋狊＋犕·狕狆犱＋犃＋ε犔
ＩＦ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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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Δ狉与Δ狊之间，以及犮犱狋
狉 与犮犱狋狊 之间仍然

线性相关，不能同时确定所有参数，必须选择合适

的位置基准和一个钟差基准［３］。本文选择区域的

参考网并固定其坐标从而引入位置基准，同时选

择一个参考站钟差作为钟差基准。用犮犱狋狉犿 表示

钟差基准站的测站钟差，则用户站的观测方程可

表示为：

Δ犘犐犉 ＝－μ·Δ狉＋μ·Δ狊＋

　（犮犱狋
狉
－犮犱狋

狉
犿）－（犮犱狋

狊
－犮犱狋

狉
犿）＋

　犕·狕狆犱＋ε犘
ＩＦ

Δ犔犐犉 ＝－μ·Δ狉＋μ·Δ狊＋

　（犮犱狋
狉
－犮犱狋

狉
犿）－（犮犱狋

狊
－犮犱狋

狉
犿）＋

　犕·狕狆犱＋犃＋ε犔
ＩＦ

（３）

与用户站相比，参考站不需要估计测站位置，钟差

基准站不需要估计测站位置和相对站钟。钟差基

准站和参考站的观测方程与式（３）类似。

至此，得到了满秩的参数估计模型，估计的参

数包括用户站的位置（Δ狉），所有可见卫星的位置

（Δ狊）和相对钟差（犮犱狋
狊－犮犱狋狉犿）≡犮犇

狊，钟差基准站

除外测站的相对站钟（犮犱狋狉－犮犱狋狉犿）≡犮犇
狉，以及所

有测站的天顶对流层延迟参数（狕狆犱）。

ＮＡＰＰＰ实时精密定位算法与传统精密定位

算法相比，具有以下优势：① 采用导航卫星广播

星历和区域参考网实时估计卫星轨道和钟差改正

参数，摆脱了对ＩＧＳ超快速星历等外部轨道的依

赖，并有效避免引入较大的轨道误差；② 卫星轨

道和钟差以及它们之间的相关性（协方差）可以得

到合理考虑；③ 松弛了用户站的测站位置、卫星

轨道和钟差参数，使卫星轨道和钟差完全由区域

参考网进行估计而与用户站无关，并独立估计了

用户站的天顶对流层延迟参数，使得新算法的实

施仅要求用户站与参考网有足够数量的共视卫

星，只需布设少数参考站便可实现数百ｋｍ范围

内的实时精密单点定位。

２　实施方案

２．１　数据预处理及误差改正

从文件或网络端口实时接收参考站和用户站

的观测数据流，并综合采用ＴｕｒｂｏＥｄｉｔ方法和电

离层残差法对载波相位周跳和野值进行探测和剔

除。同时，剔除处于地影中的ＧＰＳ卫星以避免未

模型化的天线相位缠绕误差对后续参数解算的影

响［４］。

为保证定位精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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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ｈａｓｅｗｉｎｄｕ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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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潮修正

误差、海潮修正误差和极潮修正误差等［５］。

２．２　参数估计及随机模型

本文采用卡尔曼滤波／平滑算法进行参数估

计，其估计方法与ＰＰＰ类似，详细的滤波算法请

参考文献［６］。

用户站的位置参数（Δ狉）的随机模型根据其

运动状态确定：对静态定位，将其模型化为时不变

参数；对于动态定位，将其模型化为白噪声过程，

并根据用户运动特性选择适当的方差。所有测站

钟差参数（犮犇狉）、卫星钟差参数（犮犇狊）和卫星位置

参数（Δ狊）均模型化为白噪声过程。所有天顶对

流层延迟参数（狕狆犱）模型化为随机游走过程，其

噪声谱密度为３×１０－８ｍ２／ｓ。模糊度参数（犃）仅

在新观测弧段开始或周跳发生时模型化为白噪声

过程。

３　实验与分析

本文选取了ＢＲＵＳ、ＷＡＢ２、ＷＳＲＴ、ＯＰＭＴ、

ＰＴＢＢ等５个ＩＧＳ监测站１ｄ的观测数据（２０１０

１０１１，３０ｓ采样），以事后准实时处理的方式进

行数值实验。解算时使用ＧＰＳ广播星历，将配有

外接铯钟ＢＲＵＳ站作为钟差基准站，将 ＷＡＢ２站

作为用户站并解算其位置，其他站 （ＷＳＲＴ，

ＯＰＭＴ，ＰＴＢＢ）作为参考站，用户站距参考网最

近参考站的距离约为４３０ｋｍ。ＷＡＢ２站是ＩＧＳ

永久跟踪站，其坐标精确已知，将解算得到的用户

站坐标与其进行比较，以评价 ＮＡＰＰＰ算法的外

符合精度。

分别采用 ＮＡＰＰＰ和ＰＰＰ算法对 ＷＡＢ２站

进行静态和动态定位解算。进行静态定位时，位

置参数模型化为时不变参数；进行动态定位时，位

置参数模型化方差为１００ｍ２的白噪声。ＮＡＰＰＰ

解算基于广播星历，ＰＰＰ解算采用ＩＧＳ最终轨道

和３０ｓ钟差产品。图１和图２分别给出了静态

和动态定位结果与ＩＧＳ 精确坐标之间在北

（ｄＬａｔ）、东（ｄＬｏｎ）、天（ｄ犎）等３个分量的误差序

列，其统计结果如表１所示。

ＮＡＰＰＰ静态定位误差ＲＭＳ的北分量、东分

量和天顶分量分别为０．００２ｍ、０．０２４ｍ和０．０１９

ｍ，与ＰＰＰ定位结果相比，其东分量误差略大，天

顶分量精度较高。由图１可见，ＮＡＰＰＰ收敛速

１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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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ＮＡＰＰＰ与ＰＰＰ（基于ＩＧＳ最终轨道和

３０ｓ钟差产品）算法静态定位误差

Ｆｉｇ．１　Ｓｔａｔｉｃ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ＮＡＰＰＰａｎｄＰＰＰ

ｗｉｔｈＩＧＳＦｉｎａｌＯｒｂｉｔａｎｄＣｌｏｃｋ（３０ｓ）Ｐｒｏｄｕｃｔ

图２　ＮＡＰＰＰ与ＰＰＰ（基于ＩＧＳ最终轨道和

３０ｓ钟差产品）算法动态定位误差

Ｆｉｇ．２　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ＮＡＰＰＰａｎｄ

ＰＰＰｗｉｔｈＩＧＳＦｉｎａｌＯｒｂｉｔａｎｄＣｌｏｃｋ（３０ｓ）Ｐｒｏｄｕｃｔ

度较快，收敛过程中定位误差没有较大抖动，天顶

方向定位误差明显优于ＰＰＰ解算结果。ＮＡＰＰＰ

动态定位误差ＲＭＳ的北分量、东分量和天顶分

量分别为０．０１６ｍ、０．０３０ｍ和０．０６２ｍ，其定位

精度明显优于ＰＰＰ定位结果。从图２中可以看

出，ＮＡＰＰＰ定位误差序列非常平稳，与ＩＧＳ发布

的坐标吻合相对较好。

虽然直接评价ＮＡＰＰＰ算法估计得到的卫星

轨道和钟差参数的绝对精度有一定困难［７］，但是，

本文在实现ＮＡＰＰＰ算法和ＰＰＰ算法时采用完全

相同的误差改正模型、数据预处理策略和参数估计

方法，唯一的区别在于卫星轨道和钟差的来源：

ＮＡＰＰＰ算法基于参考网实时估计轨道和钟差，

ＰＰＰ由外部输入ＩＧＳ最终轨道和钟差产品。因此，

它们的定位精度可以间接反映卫星轨道和钟差参

数的估计精度。从定位结果可以看出，ＮＡＰＰＰ算

法定位精度明显优于ＰＰＰＩＧＳ（基于ＩＧＳ最终轨道

和３０ｓ钟差产品的ＰＰＰ）定位结果，进而证明本文

基于广播星历和区域参考网实时估计得到的卫星

轨道和钟差改正与ＩＧＳ最终轨道和３０ｓ钟差相

比，在实验区域内具有更高的定位精度。

基于ＣＯＤＥ最终精度轨道和５ｓ精密钟差进

行ＰＰＰ静、动态定位解算（ＰＰＰＣＯＤ），定位误差

如图３和图４所示，其北、东、天方向的 ＲＭＳ分

别为０．００２ｍ、０．００５ｍ、０．０６０ｍ 和０．０１０ｍ、

０．０１１ｍ、０．０６７ｍ。ＰＰＰＣＯＤ定位结果明显优

于ＰＰＰＩＧＳ，ＰＰＰＣＯＤ定位结果与 ＮＡＰＰＰ定

位精度相当，它们的误差曲线也基本吻合，ＮＡＰ

ＰＰ天顶方向定位结果更好，即利用ＮＡＰＰＰ估计

得到的卫星轨道和钟差改正参数可以实现与基于

ＣＯＤＥ精密轨道和５ｓ钟差事后ＰＰＰ定位精度相

当甚至更好的定位结果。

图３　ＮＡＰＰＰ与ＰＰＰ（基于ＣＯＤＥ最终轨道和

５ｓ差产品）算法静态定位误差

Ｆｉｇ．３　Ｓｔａｔｉｃ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ＮＡＰＰＰａｎｄＰＰＰ

ｗｉｔｈＣＯＤＥＦｉｎａｌＯｒｂｉｔａｎｄＣｌｏｃｋ（５ｓ）Ｐｒｏｄｕｃｔ

图４　ＮＡＰＰＰ与ＰＰＰ（基于ＣＯＤＥ最终轨道

和５ｓ差产品）算法动态定位误差

Ｆｉｇ．４　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ＮＡＰＰＰａｎｄ

ＰＰＰｗｉｔｈＣＯＤＥＦｉｎａｌＯｒｂｉｔａｎｄＣｌｏｃｋ（５ｓ）Ｐｒｏｄｕｃｔ

　　ＮＡＰＰＰ算法只需３Ｇ无线网络等简单的通

讯设备，便可以在较大的范围内提供实时精密定

位服务，在航空测量、近海测量、地震监测与预报

等诸多领域有较大的潜在应用价值。

２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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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犖犃犘犘犘算法与犘犘犘算法定位误差统计结果／ｍ

Ｔａｂ．１　Ｓｕｍｍａｒｙ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ＮＡＰＰＰａｎｄＰＰＰ

最大值 平均值 均方差（ＲＭＳ）

北 东 天 北 东 天 北 东 天

静态定 ＰＰＰ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７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３ ０．０６７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３ ０．０６７

位误差 ＮＡＰＰＰ ０．００４ ０．０３９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９

动态定 ＰＰＰ ０．９０２ ０．１５６ ０．４２８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３ ０．０９２ ０．０６９ ０．０４１ ０．１１３

位误差 ＮＡＰＰＰ ０．０４４ ０．０６５ ０．１５１ ０．０１３ ０．０２６ ０．０５２ ０．０１６ ０．０３０ ０．０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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