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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引入“概率包络”概念，从分析复杂多路径误差的概率分布入手，推导了两种非高斯分布的多路径误差

概率分布模型，改进了两种基于污染正态分布的完好性阈值计算方法，并分别在伪距域和定位域对非高斯误

差分布模型进行高斯概率包络分析，计算相应的均方差膨胀因子，从理论上体现了完好性阈值计算方法的严

密性和有效性。仿真计算结果表明，两种改进的完好性阈值计算结果都能够对污染正态分布误差模型实现高

斯概率包络，但第一种改进方法计算结果相对比较保守，第二种改进方法计算结果更加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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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星导航完好性是指当系统不可用于导航时

向用户提供实时告警的能力，包括告警限值、完好

性风险概率和告警时间３个指标。用户最终的完

好性判定是通过计算用户端完好性阈值（ＶＰＬ和

ＨＰＬ）与告警限值（ＶＡＬ和 ＨＡＬ）相比较来实现

的。由于ＨＰＬ和ＶＰＬ的计算方法基本一致，为

了方便说明，本文只对 ＶＰＬ的计算方法进行分

析：

ＶＰＬ犎
０
＝犓ｍｄ＿ｆｆ ∑

狀

犻＝１

犛２狏，犻σ
２

槡 犻 （１）

式中，犎０ 为无故障假设；犛狏，犻为空间几何投影矩阵

狏行犻列元素；σ犻为第犻颗卫星用户视线方向伪距

域误差；犓ｍｄ＿ｆｆ是无故障漏检概率对应的分位数；狀

为用户当前可视卫星数。问题在于式（１）的计算

是基于正态分布假设的，没有考虑非正态分布对

于阈值计算的影响，从理论上不具有严密性，本文

主要针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研究。

目前，国外从事卫星导航生命安全服务研究

的学术组织开展了大量完好性风险控制研究工

作［１１１］。本文在上述思想的基础上，对非正态分

布误差模型进行高斯概率包络分析，改进完好性

阈值计算方法，从理论上体现完好性计算模型的

严密性，达到严格控制用户段完好性风险的目的。

１　概率包络及其数学描述

与精度指标不同，完好性指标更加关注产生

粗大误差的异常导航解，因而对误差分布的“尾

部”尤其关心。

式（１）的不完善之处在于没有考虑到误差分

布特性对计算结果的影响，对基于非正态分布误

差模型的计算存在失真。导航信号伪距域误差包

括卫星部分误差、传播路径部分误差和接收机端

误差，其误差分布比较复杂，通常是由复杂分布组

合而成。本文改进非正态分布的完好性阈值计算

的思路是：① 考虑偏差项的影响；② 在完好性阈

值计算中引入均方差膨胀因子系数，采用概率包

络的方法，对非正态分布误差在伪距域和定位域

进行概率包络分析。

概率包络包括概率密度包络和累积概率包

络。概率密度包络定义为：若狆犪（狓）＞狆犫（狓），则

认为随机变量犪在狓 处概率密度包络随机变量

犫，其中，狆犪（狓）为随机变量犪的概率密度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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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 积 概 率 包 络 的 定 义 为： 若

φ狅（狓）≥φ犪（狓），狓≤０

φ狅（狓）≤φ犪（狓），狓＞
｛ ０

，则φ狅（狓）在实数域累积

概率包络φ犪（狓），其中，φ犪（狓）为随机变量犪的概

率分布函数［１］。如不特别指出，概率包络通常指

的是累积概率包络。

高斯概率包络是指采用高斯分布模型对受污

染分布误差模型进行概率包络，简称为高斯包络。

可以推导出，若随机变量狓的概率密度分布单峰

对称，且被某一高斯分布概率包络，则随机变量狓

的线性组合依然被相应高斯分布的线性组合概率

包络，详细推导过程可参见文献［１］。

２　非正态分布假设的完好性阈值计

算方法

２．１　非正态分布误差模型建模

多路径误差的变化情况非常复杂，受地面反

射率、天线高、仰角以及接收机相关器相关间隔等

多种因素影响，根据文献［１２］的研究成果可以初

步判定多路径误差是非高斯分布的，并且是有偏

的。由于本文的研究目的不是如何消除多路径误

差，而是分析多路径误差非高斯特性对用户端完

好性阈值计算的影响，为了突出本文研究要点，对

多路径误差进行模型化处理［６］：

犲＝μ＋犮^犲＝μ＋犮αｃｏｓθ （２）

式中，犲为测距的多路径误差；μ为多路径误差的

非零偏差项；犮^犲 为多路径误差的非高斯项，犮＝

ｍｉｎ［２犺ｓｉｎ犈，犱］，犱为相关器相关步长的一半，犺

为接收机天线高，犈为卫星仰角，^犲＝αｃｏｓθ；α为反

射信号的反射率；θ为反射信号相对直射信号的

相位延迟。

２．２　基于单峰对称模型的完好性阈值计算方法

单峰对称误差模型（模型１）：假设α在［０，犿］

区间均匀分布，θ均匀分布。根据联合概率分布

可推导出犲^的概率密度函数为：

犳^犲（狓）＝
狓

π
２ｌｎ
１＋ １－（狓／犿）槡

２

狓／
［ ］

犿
， 狓 ＜犿

（３）

令犿＝１，犳^犲（狓）可由图１表示。

犳^犲（狓）是一单峰对称分布，可推导出其概率分

布函数为：

犉^犲（狓）＝１＋
１

π

ｌｎ 犿／狓 ＋ （犿／狓）２－槡［ ］１
犿／狓

－

１

π
ａｒｃｃｏｓ（狓／犿） （４）

　　令模型１分布的均方差为σ，当高斯分布

犖（０，σ）不能概率包络犲^时，需要对σ进行膨胀处

理，并在伪距域进行高斯包络分析。本文将式（１）

进行相应改进：

ＶＰＬ犿１ ＝∑
犖

犻＝１

犛狏，犻μ犻 ＋犓ｍｄ ∑
狀

犻＝１

犛２狏，犻（犽σ犻）槡
２

（５）

式中，μ犻为第犻颗卫星的非零偏差；犛狏，犻为空间几

何投影矩阵第狏行犻列元素；σ犻 为第犻颗卫星用

户视线方向伪距域残余误差的均方差；犓ｍｄ为漏

检概率；犽为σ犻 膨胀因子
［１３］，膨胀后σ′＝犽σ犻。膨

胀准则为：在伪距域整个误差分布区间确保高斯

概率包络。

２．３　基于双峰对称模型的完好性阈值计算方法

双峰对称误差模型（模型２）：假设α在［０，犿］

区间常量分布，θ均匀分布。可推导出犲^的概率

密度函数为：

犳^犲（狓）＝
１

π犿 １－ 狓／（ ）犿槡
２
， 狓 ＜犿 （６）

令犿＝１，犳^犲（狓）可由图２表示。

图１　模型１概率密

度分布

Ｆ ｉｇ．１　ＰＤＦｏｆＭｏｄｅｌ１
　　　　

图２　模型２概率

密度分布

Ｆｉｇ．２　ＰＤＦｏｆＭｏｄｅｌ２

相应的概率分布函数可表示为：

犉^犲（狓）＝
１

２
＋
１

π
ａｒｃｓｉｎ

狓
犿

（７）

　　如图２所示，模型２多路径误差模型为双峰

对称分布，对于这种模型，不能在伪距域高斯包

络，本文采用在定位域进行高斯概率包络的方法。

本文将式（１）进行相应改进：

ＶＰＬ犿２ ＝∑
犖

犻＝１

犛狏，犻μ犻 ＋犓ｍｄσ′ｐｏｓ＝∑
犖

犻＝１

犛狏，犻μ犻 ＋

犓ｍｄ·犽·犙３，３·σ （８）

式中，犙为定位域权逆阵；σ为伪距域单位权中

误差。当犖 ０，犙３，３（ ）σ 不能在定位域高斯概率包

络模型２多路径误差时，需要对犙３，３σ进行膨胀处

理，犽为膨胀因子。膨胀准则为：在定位域完好性

关注区间［犓ｍｄσｐｏｓ，∞）范围内确保被高斯概率包

络，σｐｏｓ为定位域垂直方向的均方差。

０３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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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计算分析与仿真验证

３．１　单峰对称模型高斯概率包络分析

参照模型１，构建随机变量狕，令狕＝α·ｃｏｓθ，

且α为［０，犿］区间的均匀分布，θ为［０，２π］区间的

均匀分布，犮为常数（为方便计算犿，犮取值１）。经

计算统计，该随机变量的均方差为０．４１０３。如

图３所示，虚线为模型１概率密度分布，实线为σ

＝０．４１０３高斯分布，从图中可以看出，模型１为

单峰对称非正态分布。具有相同方差值的正态分

布不能在整个实数区间高斯概率包络模型１分

布，如图４所示。因此，需要对非正态分布的方差

值进行膨胀处理，实验结果表明，当σ′＝０．４４１

时，犖（０，σ′）恰好高斯包络模型１分布，实现整个

实数域上的概率包络，如图５所示。

　　
图３　模型１概率密度分布图

Ｆｉｇ．３　ＰＤＦｏｆＭｏｄｅｌ１
　　　　

图４　模型１概率分布图

Ｆｉｇ．４　ＣＤＦｏｆＭｏｄｅｌ１
　　　　

图５　模型１概率包络示意图

Ｆｉｇ．５　ＣＤＦＯｖｅｒｂｏｕｎｄｏｆＭｏｄｅｌ１

３．２　双峰对称模型高斯概率包络分析

模型２多路径误差仿真过程与模型１相同，

令α＝犿，θ为［０，２π］区间的均匀分布，犮为常数

（为方便计算，令μ＝０，犿＝犮＝１）。经统计，随机

变量狕的均方差为０．７０６６，其概率密度分布见图

６（虚线表示），其概率密度分布集中在两侧边缘

处。在伪距域对多径误差进行高斯概率包络分析

时发现，犖（０，０．７０６６）不能高斯概率包络模型２

的双峰分布，如图７所示。

对于双峰对称分布，伪距域的概率包络不能

保证定位域的概率包络，因此，需采用在定位域高

斯包络的方法，即对模型２线性组合∑
犖

犽＝１

犽犻犲犻 进

行高斯概率包络。根据概率论相关知识可知，两

个随机变量和的概率密度函数等于两个随机变量

密度函数的卷积，而密度函数的卷积等于每个密

度函数傅立叶变换乘积的反傅立叶变换。可以看

出从理论上计算模型２线性组合∑
犖

犽＝１

犽犻犲犻 的概率

分布是一件非常困难的过程，下面采用蒙特卡洛

方法在定位域进行高斯包络分析与验证。

３．３　定位域仿真分析与验证

蒙特卡洛方法也称为统计模拟方法，是以概

率统计理论为基础，利用随机数进行数值模拟的

一种方法。其基本原理是当所求解的问题是某种

随机事件出现的概率或是某个随机变量的期望值

时，通过某种实验的方法，以这种事件出现的频率

来估计该随机事件的概率，或者得出这个随机变

量的某些数字特征，以其值为问题的解。主要仿

真过程是：

１）根据测量过程中的各个误差分量的概率

分布特性，仿真出测量过程中误差分量的大量随

机样本；

２）将测量理论真值加上各误差分量的仿真

样本，得出测量过程中的“伪”测量数据，此时的

“伪”测量数据可以看作是真实测量数据，并进行

定位解算，最后通过统计方法得出定位域导航解

的分布特性。

仿真过程中涉及到的主要数学模型包括：

１）星座仿真，参照ＧＰＳ星座；

２）误差模型仿真，为了突出研究重点，暂不

考虑其他误差项，只包含多路径误差模型，按照单

峰对称和双峰对称两种模型进行仿真；

３）用户模型仿真，地面静止用户。

令地面反射率为０．０３，相关器相关间隔０．１

码片，仿真时间１００００历元，采用第２种阈值计

算方法进行处理，该时段的实时误差值域阈值如

图８所示。漏检概率为误差值落在阈值之外的概

率，对１００００个历元的样本进行统计，漏检概率

为１．１×１０－３，小于正态分布对应的漏检概率２．７

×１０－３，此时的ＶＰＬ为３σｐｏｓ。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对于不同的误差分布，即

使具有相同方差和相同的完好性阈值，其漏检概

率也不一样。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使得非正

态分布假设下的漏检概率等于或小于正态分布假

设下的漏检概率，就需要对非正态分布假设下的

完好性阈值进行调整。调整的准则就是高斯概率

包络，通过膨胀非正态分布假设下的方差值，调整

１３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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阈值大小，使得非正态分布误差的漏检概率小于

正态分布误差的漏检概率。仿真结果表明，对于

相同方差和相同阈值的不同分布，当阈值取

１σｐｏｓ、１．５σｐｏｓ时，基于模型２分布的漏检概率大于

基于正态分布的漏检概率；当阈值大于２σｐｏｓ时，

基于模型２分布的漏检概率小于基于正态分布的

漏检概率，即在完好性关注的［３σｐｏｓ，∞）区间，基

于模型２分布的漏检概率小于基于正态分布的漏

检概率（见表１），因而不需要在定位域对基于模

型２分布的方差值进行膨胀处理。

需要指出的是，定位域概率包络方法也适用于

单峰对称模型，采用两种包络方法对基于模型１

分布的误差模型进行计算分析，比较两种方法的

表１　不同分布模型的漏警概率比较

Ｔａｂ．１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Ｍｉｓｓｅｄ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ｓ

ＶＰＬ（σｐｏｓ） 模型２分布漏检概率 正态分布漏检概率

１．０ ３３．６％ ３１．６％

１．５ １４．３％ １３．３％

２．０ ４．１６％ ４．５％

２．５ ０．７２％ １．２％

３．０ ０．１１％ ０．２７％

３．５ ０．０１％ ０．０４６％

优劣，计算结果如图９所示。结果表明，两种方法

计算得出的ＶＰＬ对定位误差都具有包络作用，但

第１种完好性阈值计算方法偏于保守，即定位域

高斯包络方法比伪距域高斯包络更为优化。

图６　模型２概率密度分布图

Ｆｉｇ．６　ＰＤＦｏｆＭｏｄｅｌ２
　
图７　模型２概率分布图

Ｆｉｇ．７　ＣＤＦｏｆＭｏｄｅｌ２
　
图８　方法２阈值计算结果

Ｆｉｇ．８　ＶＰＬｏｆＭｅｔｈｏｄ２
　
图９　两种阈值计算结果比较

Ｆｉｇ．９　ＶＰＬｏｆＴｗｏＭｅｔｈｏｄｓ

４　结　语

１）常规完好性阈值计算的假设前提是伪距

域误差服从正态分布，当伪距域误差存在非高斯

分布时，需要进行高斯概率包络分析，判定是否需

要对域值进行膨胀处理。

２）多路径误差分布具有非高斯、有偏的特

点，是典型的正态分布污染源。模型１概率密度

分布向中心靠拢、单峰对称分布，模型２概率密度

分布集中在两侧、双峰对称分布，这两种误差分布

模型使得定位域完好性阈值和漏警概率计算结果

产生偏差。

３）针对单峰对称、非高斯分布模型，可采用

伪距域高斯概率包络的方法，该方法从理论上可

以保证定位域的绝对高斯概率包络，其缺点是计

算结果偏于保守，会影响到用户使用的连续性和

可用性。针对单峰对称和双峰对称非正态分布模

型，可采用定位域高斯概率包络的方法，该方法在

满足用户完好性需求的条件下使得计算结果更加

优化，可提高用户使用的连续性和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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