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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犘犘犘服务系统对钟跳的处理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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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比分析了ＣＳＲＳＰＰＰ、ＡＰＰＳ、ＧＡＰＳ、ｍａｇｉｃＧＮＳＳ４款在线ＰＰＰ服务系统对钟跳数据的处理能力。

结果表明，ＣＳＲＳＰＰＰ的稳健性最好，能够有效处理三类ｍｓ级钟跳的数据；ＡＰＰＳ能够有效解决第一类 ｍｓ级

钟跳对定位的不利影响，但其对第二类ｍｓ级钟跳缺乏必要的控制；ＧＡＰＳ则完全没有顾及钟跳的影响，当发

生第一、二类钟跳时，定位结果反复重新初始化，严重影响了ＰＰＰ的定位精度；ｍａｇｉｃＧＮＳＳ的稳健性最差，即

便是对于许多不存在钟跳的数据，其定位结果也相对较差，甚至经常出现解算失败的现象。此外，还对计划升

级为在线ＰＰＰ服务系统的ＴｒｉＰ３．０的钟跳处理能力进行了简要分析，结果表明，该软件能够有效处理各类钟

跳数据，定位精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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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精密单点定位（ＰＰＰ）技术和网络技术的

快速发展，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在线ＰＰＰ服务系统

应运而生。目前，国际上较为主流的在线ＰＰＰ服

务系统有ＣＳＲＳＰＰＰ、ＧＡＰＳ、ＡＰＰＳ（ＧＩＰＳＹ６．１．１

版本中的ＰＰＰ模块）以及 ｍａｇｉｃＧＮＳＳ
［１］。这些服

务系统面向全球用户免费开放，普通用户只需按其

协议将接收机的原始观测数据转换并压缩成标准

的ＲＩＮＥＸ格式后上传至指定的服务器，系统便会

在较短的时间内将解算报告以邮件形式反馈给用

户。这些在线服务系统的出现一方面能够满足科

学研究的需要，同时也能为实际工程应用提供一定

参考，但其精度和可靠性如何是ＰＰＰ用户所关心

的问题，也是决定其可用性的重要前提。Ｍａｒｔíｎ等

首次对上述４款在线ＰＰＰ系统的事后定位精度同

时进行了评估，通过将各自的解算结果依次与

Ｂｅｒｎｅｓｅ双差解进行比较，得出４款在线软件中除

ＧＡＰＳ高程方向的定位结果符合较差外，其余软件

的吻合程度在平面和高程方向均可达到ｃｍ级
［２］。

此外，文献［３７］也对这些在线ＰＰＰ服务系统进行

了精度评估，并得出类似的结论。

Ｍｉｒｅａｕｌｔ曾指出，这些在线ＰＰＰ服务系统的

精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ＰＰＰ软件中的模型精度，

用户原始观测值的质量也是影响其定位精度的重

要因素，尤其是观测文件中非常规方式的 ｍｓ级

钟跳常常使得ＣＳＲＳＰＰＰ定位结果较差，甚至出

错［８］。然而，现有文献大多数是基于原始观测值

质量较好的前提，缺乏对观测质量欠佳时的精度

比较和分析。因此，本文对比分析了这４款在线

ＰＰＰ服务系统及计划升级为在线ＰＰＰ服务系统

的ＴｒｉＰ３．０对各类钟跳数据的处理能力，旨在为

这些服务系统的潜在用户提供一定的参考。

１　接收机钟跳及其分类

为了保持接收机内部时钟与ＧＰＳ时同步，当

接收机钟差漂移达到某一阈值时，接收机厂商通

过对其插入时钟跳跃进行控制，保证其同步精度

在一定范围之内。尽管不同的接收机生产厂商对

钟差的控制与补偿技术互不相同，但其按钟跳量

级大致可分为 ｍｓ级钟跳和μｓ级钟跳两类
［９］；而

根据不同的接收机生产厂商的钟差控制技术及用

户数据解码方式的差异，钟跳对观测值的影响主

要表现为ＴｙｐｅⅠ、Ⅱ、Ⅲ３类
［１０］。

插页Ⅱ彩图１为三类不同的 ｍｓ级钟跳形

式，分别为ＪＡＳＫ、ＣＪＨＤ、ＡＤＩＳ三个测站部分卫

星的原始观测值序列。插页Ⅱ彩图１直观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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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ＧＮＳＳ非差观测值受 ｍｓ级钟跳的影响，对于

ＪＡＳＫ站，钟跳仅影响伪距观测值，１ｍｓ钟跳引起

的伪距观测值变化达到近３００ｋｍ；对于 ＣＪＨＤ

站，钟跳仅影响相位观测值，１ｍｓ钟跳引起的相

位观测值变化在犔１、犔２ 上分别达到１５７５０００周

和１２２７０００周左右；对于ＡＤＩＳ站，钟跳对观测

值的影响同时体现在伪距和相位上。因此，根据

钟跳对观测值的影响方式，可以采用观测值（组

合）历元差分法有效探测和区分这三类不同的钟

跳形式［１０］。

２　实验数据及解算成功率

２．１　实验数据描述

本文首先对２０１１年４月１０日（ＤＯＹ１００）当

天全球共３６４个ＩＧＳ跟踪站的 ＧＮＳＳ观测数据

采用文献［１０］中的方法进行钟跳探测，共探测出

４８个测站存在不同程度的钟跳，且均为 ｍｓ级钟

跳，其中第一类钟跳为１５个，含第三类钟跳的测

站有３２个。当天并没有从ＩＧＳ跟踪站网中发现

第二类钟跳，但笔者利用ＴｒｉｍｂｌｅＲ６和Ｔｒｉｍｂｌｅ

Ｒ８ＭＯＤＥＬ２接收机在武汉等地现场采集的数

据中探测出了该类钟跳。限于篇幅，这里仅对其

中部分代表性测站进行测试。表１为所选测站的

钟跳探测结果。

表１　所选测站的钟跳探测结果

Ｔａｂ．１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ｌｏｃｋＪｕｍｐ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测站

ＩＤ

接收机

类型

钟跳

类型

累计钟

跳／ｍｓ

数据源

及时长

ＩＮＥＧ ＴＲＩＭＢＬＥ５７００ ｍｓｌｅｖｅｌＩ ５３ ＩＧＳ／２４ｈ

ＩＳＴＡ ＡＳＨＴＥＣＨＺＸＩＩ３ ｍｓｌｅｖｅｌＩ １３ ＩＧＳ／２４ｈ

ＪＡＳＫ ＳＥＰＴＰＯＬＡＲＸ２ ｍｓｌｅｖｅｌＩ ７７ ＩＧＳ／２４ｈ

ＵＮＳＡ ＳＥＰＴＰＯＬＡＲＸ２ ｍｓｌｅｖｅｌＩ ７６ ＩＧＳ／２４ｈ

Ｅ００４ ＴＲＩＭＢＬＥＲ６ ｍｓｌｅｖｅｌＩＩ ３ 武汉／４ｈ

Ｅ００８
ＴＲＩＭＢＬＥＲ８

ＭＯＤＥＬ２
ｍｓｌｅｖｅｌＩＩ ２１ 武汉／７ｈ

ＬＨＡＺ ＴＰＳＥ＿ＧＧＤ ｍｓｌｅｖｅｌＩＩＩ －２６ ＩＧＳ／２３ｈ

ＵＲＵＭ ＴＰＳＮＥＴＧ３ ｍｓｌｅｖｅｌＩＩＩ １５３ ＩＧＳ／２４ｈ

ＭＡＮＡ
ＴＲＩＭＢＬＥ

４０００ＳＳＩ
ｍｓｌｅｖｅｌＩＩＩ －１５０ ＩＧＳ／２４ｈ

ＷＡＲＮ ＪＰＳＬＥＧＡＣＹ ｍｓｌｅｖｅｌＩＩＩ １ ＩＧＳ／２４ｈ

２．２　解算成功率分析

利用上述４个在线ＰＰＰ服务系统分别对表１

中的测站数据进行动态ＰＰＰ解算，表２给出了各

系统对所选测站的解算情况，其中“√”表示解算

成功（有结果返回，但其精度和可靠性未知）；“×”

表示解算失败（无定位结果返回，或定位结果文件

不完整且出错）。由于４个在线系统中仅ＣＳＲＳ

ＰＰＰ支持单频解算，其余 ３ 个系统对 ０Ｇ２６、

５３１６Ａ站的单频数据不支持，故未能参与计算。

表２　在线犘犘犘服务系统解算概况

Ｔａｂ．２　ＳｕｍｍａｒｙｏｆＯｎｌｉｎｅＰＰＰ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ｙｐｅｓｏｆＣｌｏｃｋＪｕｍｐ

软件
ＴｙｐｅⅠ ＴｙｐｅⅡ ＴｙｐｅⅢ

ＩＮＥＧ ＩＳＴＡ ＪＡＳＫ ＵＮＳＡ Ｅ００４ Ｅ００８ ＬＨＡＺ ＵＲＵＭ ＭＡＮＡ ＷＡＲＮ

ＣＳＲＳＰＰＰ √ √ √ √ √ √ √ √ √ √

ＡＰＰＳ √ × × √ √ √ √ √ √ √

ＧＡＰＳ √ √ √ √ √ √ √ √ × √

ｍａｇｉｃＧＮＳＳ × √ √ × × × √ √ √ √

　　从解算成功率看，ＣＳＲＳＰＰＰ软件的稳健性

最好，ｍａｇｉｃＧＮＳＳ最差，但这并不能保证解算结

果的准确性。为了评价各在线系统对钟跳的处理

能力，需结合定位结果对其作具体分析。

３　动态犘犘犘定位结果分析

３．１　犿狊级钟跳定位结果

３．１．１　第一类钟跳

以ＩＮＥＧ 站（对应第一类钟跳）为例，除

ｍａｇｉｃＧＮＳＳ外，其余三款软件均解算成功。插页

Ⅱ彩图２（ａ）、２（ｂ）、２（ｃ）给出了 ＣＳＲＳＰＰＰ、

ＡＰＰＳ、ＧＡＰＳ三款在线系统对该站的定位结果及

钟差参数时序。为了分析 ｍａｇｉｃＧＮＳＳ对第一类

钟跳的处理能力，插页Ⅱ彩图２（ｄ）给出了ＪＡＳＫ

站利 用 ｍａｇｉｃＧＮＳＳ 进 行 定 位 的 结 果。由 于

ＡＰＰＳ的默认解算间隔为５ｍｉｎ，其余软件则依次

解算所有历元（３０ｓ间隔），因此，插页Ⅱ彩图２中

ＡＰＰＳ对应的历元数仅为其他软件的１／１０。

对比插页Ⅱ彩图２发现，ＧＡＰＳ受钟跳的影

响最为严重，钟跳导致其定位结果反复重新收敛，

严重影响ＰＰＰ的定位精度。究其原因，主要是因

为该类钟跳容易导致现有的周跳探测方法如

ＭＷ 组合法失效，错误地将钟跳探测为周跳，从

而造成所有卫星的模糊度参数全部重新初始化，

降低了ＰＰＰ的定位精度和可靠性。其余三款软

件的定位精度在钟跳时刻并无显著变化，至于某

些时段的定位精度较差（波动较大），这可能跟软

４３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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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自身的质量控制方法（如对周跳和粗差的处理

不够完善）有关，而并非受钟跳的影响。因此，可

以判断ＣＳＲＳＰＰＰ、ＡＰＰＳ、ｍａｇｉｃＧＮＳＳ这三款软

件能够有效处理第一类钟跳数据，定位结果不受

该类钟跳影响；ＧＡＰＳ对第一类钟跳未作控制，导

致定位结果受钟跳的影响较大。分析接收机的钟

差参数发现，三款软件得到的钟差存在一定的差

异，这也正是由于不同软件在数据预处理和质量

控制过程中对钟跳处理策略的差异引起的。

３．１．２　第二类钟跳

对于第二类钟跳，除 ｍａｇｉｃＧＮＳＳ解算失败

外，其余三款在线ＰＰＰ处理软件均解算成功。插

页Ⅱ彩图３给出了利用这三款软件对Ｅ００４进行

动态ＰＰＰ定位的结果。

从定位结果看，ＣＳＲＳＰＰＰ不受第二类钟跳

的影响，定位精度始终较高（ｃｍ～ｄｍ 级）；尽管

ＡＰＰＳ采用前后向平滑方法削弱了钟跳的影响，

但其定位精度在钟跳时刻仍有较为明显的降低趋

势（ｄｍ～ｍ级）；ＧＡＰＳ采用单向滤波法，其定位

结果对钟跳非常敏感，钟跳导致定位结果反复重

新初始化，定位偏差达到 ｍ级；ｍａｇｉｃＧＮＳＳ则对

该类钟跳无能为力，笔者试算了大量该类钟跳数

据，均未能获得正常解。从接收机钟差角度分析，

仅ＣＳＲＳＰＰＰ将其控制在±０．５ｍｓ外，其余软件

均任其漂移。究其原因，这是由于第二类钟跳仅

影响相位观测值，并不影响伪距观测值的连续性，

因此，在对其不作任何处理时，得到的钟差参数也

是连续的，且逐渐累积（如插页Ⅱ彩图３（ｂ）、３（ｃ）

所示）；而若将连续的伪距观测值修复成同相位一

样阶跃，虽然破坏了观测值的连续性，但有利于保

持伪距和相位基准的一致性，从而使得钟跳完全

被钟差参数吸收（即插页Ⅱ彩图３（ａ）中钟差不连

续），不影响位置和模糊度参数的估计。由此也可

以确定这几款在线ＰＰＰ软件中只有ＣＳＲＳＰＰＰ对

第二类钟跳进行了有效处理，使其不受钟跳的影

响，其余三款软件均对第二类钟跳缺乏必要的控

制，导致定位精度偏低。

３．１．３　第三类钟跳

类似地，笔者测试了４款在线ＰＰＰ软件对第

三类钟跳的处理能力，插页Ⅱ彩图４给出了

ＵＲＵＭ测站的动态定位结果。对于含有第三类

钟跳的其他测站，具有同ＵＲＵＭ站类似的结果。

插页Ⅱ彩图４中，尽管 ＵＲＵＭ 站的钟跳非

常频繁，但其定位结果并不受钟跳的影响。除

ＧＡＰＳ软件的定位结果在某一时段内存在较大的

波动外（受残余粗差和周跳的影响），其余三款软

件解算的精度均在１～２ｄｍ左右。至于该类钟

跳对所有在线ＰＰＰ服务系统均无影响，这主要是

因为第三类钟跳对伪距和相位观测值的影响相

同，采用 ＭＷ 组合、ＧＦ组合等方式并不影响周跳

探测的准确性，有效避免了不必要的重新初始化，

并且由钟跳引起的观测值阶跃将被接收机钟差参

数完全吸收，不影响位置和模糊度参数的估计。

值得一提的是，各软件解算得到的钟差参数存在

一定差异，这与软件的解算策略不同有关。

３．２　犜狉犻犘钟跳处理能力分析

ＴｒｉＰ２．０是一款实时／事后精密定位定轨软

件［１１，１２］，目前，该软件正在筹备升级为３．０版本，

新的版本将支持在线ＰＰＰ解算功能。因此，本文

也对其稳健性（钟跳处理能力）进行了简要分析。

采用表１中的观测数据进行测试，从解算成功

率角度分析，１２个测站均获得了有效解，统计其定

位偏差的ＲＭＳ如表３所示。插页Ⅱ彩图５给出了

其中部分代表性测站的动态定位结果，依次对应第

一类至第三类ｍｓ钟跳及频繁的μｓ钟跳。

表３　犜狉犻犘动态解定位精度统计

Ｔａｂ．３　ＲｏｏｔＭｅａｎＳｑｕａｒｅｏｆ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ＰＰＰ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ｒｉＰ

解算方式
定位偏差的ＲＭＳ／ｍ

犈 犖 犝

单频动态ＰＰＰ ０．２１０ ０．２７６ ０．５１６

双频动态ＰＰＰ ０．０６５ ０．０６９ ０．１０８

　　由于ＴｒｉＰ３．０加入了更为严密的质量控制，

数据预处理阶段已对钟跳进行了探测和修复，将

其与周跳、粗差进行了有效区分。至于插页Ⅱ彩

图５（ｃ）中的某一历元时刻发生重初始化，是由于

数据中断１０ｍｉｎ（ＵＴＣ０９：５３：００～１０：０３：００）所

致。因此，ＴｒｉＰ软件基本不受钟跳的影响。上述

统计结果表明，单频动态ＰＰＰ的定位精度在平面

方向为２～３ｄｍ，高程方向为５ｄｍ左右；双频动

态ＰＰＰ的定位精度在平面方向优于１ｄｍ，高程

方向为１～２ｄｍ左右。

４　结　语

本文 利 用 实 测 数 据 测 试 了 ＣＳＲＳＰＰＰ、

ＡＰＰＳ、ＧＡＰＳ和ｍａｇｉｃＧＮＳＳ四款在线ＰＰＰ软件

的钟跳处理能力。结果表明，ＣＳＲＳＰＰＰ的稳健

性最好，ｍａｇｉｃＧＮＳＳ的稳健性最差。因此，在利

用这些在线ＰＰＰ服务系统进行定位解算前，必须

对前两类钟跳进行探测和修复，而对于第三类钟

跳，所有４款软件均不受钟跳的影响，定位结果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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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可以不予考虑。此外，本文还测试了ＴｒｉＰ３．０

的钟跳处理能力，结果表明，该软件能够有效处理

各类钟跳数据，且定位精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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