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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单个基准站提供的改正信息对流动站的单频观测值数据进行改正，同时引入电离层参数进行实

时电离层延迟估计，进行单频精密单点定位（ＰＰＰ）计算。相比传统的单频ＰＰＰ方法，本文方法对单频ＰＰＰ的

收敛速度和定位精度都有很大的提高，定位精度优于２ｃｍ，且受基准站距离的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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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密单点定位技术（ＰＰＰ）以其作业成本低、

定位精度高等优点，已成为当今导航定位领域的

一个研究热点，并广泛应用于低轨卫星定轨、精密

定位、国土资源大调查等方面［１］。目前，ＰＰＰ技

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利用双频观测值实现静

态ｍｍｃｍ、动态ｃｍｄｍ 的定位精度
［２］。而在很

多实际工程中，如何利用低成本的单频接收机实

现高精度定位已成为许多导航定位用户的迫切需

求。国内外已有学者开展了ＧＰＳ单频ＰＰＰ的研

究工作，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２４］。但与此同

时，由于单频ＰＰＰ技术的电离层延迟误差难以有

效地处理［５７］，同时受对流层误差、多路径效应等

因素的严重影响，仍存在模糊度难以固定、收敛时

间较长、定位精度不稳定等瓶颈问题，严重影响了

其技术的推广。近年来，随着我国陆态网络和城

市ＣＯＲＳ网的不断建设，如何有效地利用ＧＰＳ多

功能监测站数据来提高ＧＰＳ用户的定位精度成

了目前很多学者研究的问题。本文探讨了一种基

于单基准站改正信息和电离层延迟参数估计的单

频ＰＰＰ算法。

１　电离层参数估计的单频犘犘犘模型

单频ＰＰＰ中，传统解算方法采用半合模型
［２］

来消除电离层延迟，引入了较大的伪距噪声误差，

精度受到限制。本文直接采用犆１ 和犔１ 观测值，

电离层延迟采用参数估计方法。在对硬件延迟、

相对论效应等［８］误差进行处理后，数学模型可简

化为：

犆１ ＝ρ
狊
狉＋犮ｄ狋狉－犱ｉｏｎ＋犱ｔｒｏｐ＋ε（犆１）

Φ１ ＝ρ
狊
狉＋犮ｄ狋狉＋λ１犖１＋犱ｉｏｎ＋犱ｔｒｏｐ＋ε（Φ１

烅
烄

烆 ）

（１）

其中，犆１ 为Ｃ／Ａ码伪距观测值；Φ１ 为犔１ 相位观

测值；ρ
狊
狉为站星几何距离；犮为光速；ｄ狋狉 为接收机

钟差；犱ｔｒｏｐ为对流层延迟；λ１ 为犔１ 载波波长；犖１

为模糊度参数；ε（犆１）与ε（Φ１）为观测噪声；犱ｉｏｎ为

电离层延迟误差。

对电离层延迟误差，引入参数进行估计，方程

（１）线性化后得：

犔１流 ＝犃１犡１＋犅１ｄ狋１＋犆１犖１＋犇１犐１＋犱ｔｒｏｐ１＋

φｏｔｈｅｒｓ１＋ε１ （２）

其中，犡１ 包括未知坐标参数 狓，狔，（ ）狕 ；ｄ狋１ 为流动

站上的接收机钟差；犖１ 为模糊度参数；犐１ 为电离

层延迟参数；犱ｔｒｏｐ１为对流层延迟参数；犔１流 为流动

站上的犔１ 观测值；φｏｔｈｅｒｓ１为包括相对论、地球自

转、海潮、固体潮、天线相位中心、多路径等误差的

总和；ε１ 为观测值残差。

将电离层延迟量映射到足下点的三维直角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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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９］为：

犇１犐１ ＝ （１＋ｓｉｎφ
）犑１＋ｃｏｓφ

ｃｏｓλ
犆１１＋

ｃｏｓφ
ｓｉｎλ

犛１１ （３）

其中，φ
、λ分别代表太阳共轭坐标系中足下点

的经度和纬度；犑１、犆１１、犛１１为引入的估计电离层

延迟的３个未知参数。因此，电离层延迟误差可

采用３个参数进行估计。

利用上述推导的观测模型，可采用卡尔曼滤

波或序贯平差的方法进行非差单频ＰＰＰ解算。

解算时，位置参数在静态情况下可以作为常未知

数进行处理；在未发生周跳或修复周跳的情况下，

整周未知数当作常数进行处理；在发生周跳的情

况下，整周未知数当作一个新的常数参数进行处

理。由于接收机钟较不稳定，存在明显的随机抖

动，因此将接收机钟差参数当作白噪声进行处理；

而对流层影响的变化较为平缓，先利用Ｓａａｓｔａ

ｍｏｎｅｎ或其他模型进行改正，再利用随机游走的

方法［１０］估计其残余影响；电离层延迟误差采用参

数实时估计，在数据解算时，依据观测值的质量因

子确定观测值的方差协方差。

２　基准站改正信息获取

类似式（２），基准站上的观测方程可以写成如

下形式：

犔１基 ＝犃２犡２＋犅２ｄ狋２＋犆２犖２＋犇２犐２＋

犱ｔｒｏｐ２＋φｏｔｈｅｒｓ２＋ε２ （４）

其中，犡２ 为基准站的测站坐标 狓，狔，（ ）狕 ；ｄ狋２ 为基

准站上的接收机钟差；犖２ 为基准站犔１ 观测值的

模糊度参数；犐１ 为电离层延迟参数；犱ｔｒｏｐ２为对流

层延迟参数；犔１基 为基准站上的犔１ 观测值；φｏｔｈｅｒｓ２

为包括相对论、地球自转、海潮、固体潮、天线相位

中心、多路径等误差的总和；ε２ 为观测值残差。

因基准站的测站坐标已知，若不考虑观测残

差ε２，则可以获得星地观测距离和实际距离的差

值δ犞：

δ犞 ＝犔１基 －犃２犡２ ＝犅２ｄ狋２＋犆２犖２＋犇２犐２＋

犱ｔｒｏｐ２＋φｏｔｈｅｒｓ２ （５）

δ犞 值中包含了基准站的接收机钟差、模糊度、电

离层残差、对流层残差以及其他一些观测误差。

３　基于基准站改正信息和电离层参

数估计的单频犘犘犘模型

　　若将式（５）中基准站的改正信息改正到流动

站的观测值上，则流动站的观测方程变为如下形

式：

犔１流 －δ犞 ＝犃１犡１＋犅１ｄ狋１＋犆１犖１＋犇１犐１＋

犱ｔｒｏｐ１＋φｏｔｈｅｒｓ１＋ε１－（犅２ｄ狋２＋犆２犖２＋犇２犐２＋

犱ｔｒｏｐ２＋φｏｔｈｅｒｓ２） （６）

　　当基准站和流动站观测相同卫星且距离较近

时，有犅１＝犅２，犆１＝犆２，犇１≈犇２，则式（６）可变为：

犔１流 －δ犞 ＝犃１犡１＋犅１（ｄ狋１－ｄ狋２）＋

犆１（犖１－犖２）＋犇１（犐１－犐２）＋

（犱ｔｒｏｐ１－犱ｔｒｏｐ２）＋（φｏｔｈｅｒｓ１－φｏｔｈｅｒｓ２）＋ε１ （７）

设Δｄ狋＝ｄ狋１－ｄ狋２，Δ犖＝犖１－犖２，Δ犱ｔｒｏｐ＝犱ｔｒｏｐ１－

犱ｔｒｏｐ２，Δφｏｔｈｅｒ＝φｏｔｈｅｒｓ１－φｏｔｈｅｒｓ２，Δ犐＝犐１－犐２，犔１（ｎｅｗ）

＝犔１－δ犞，则式（７）可以写成：

犔１（ｎｅｗ）＝犃１犡１＋犅１Δｄ狋＋犆１Δ犖＋犇１Δ犐＋

Δ犱ｔｒｏｐ＋Δφｏｔｈｅｒ＋ε１ （８）

　　比较式（８）和式（２）发现，二者的形式完全相

同，且观测方程中的系数矩阵也没有发生变化，同

时参数Δｄ狋与ｄ狋１ 具有相同的随机特性；Δ犖 与

犖１ 在不发生周跳的情况下均是常数，在发生周跳

时，模糊度重新初始化。而式（８）相比式（２），流动

站与基准站的共性误差被大大地削弱或消除，观

测方程具有更高的精度。需要说明的是，式（８）中

的卫星轨道误差和卫星钟差也被有效消除，因此

可用于实时定位求解。当基准站和流动站距离较

近时，二者受大气误差、多路径误差等的影响近似

相同，此时式（８）还可写成如下的简化形式：

犔１（ｎｅｗ）＝犃１犡１＋犅１Δｄ狋＋犆１Δ犖＋ε１ （９）

４　解算流程

本文探讨的模型采用的是犆１ 和犔１ 观测值。

相比常规的半合模型，本文算法使得流动站的很

多共性误差通过基准站提供的改正信息得到补

偿，尤其是电离层延迟误差，且对剩余的电离层残

差采用参数估计，可以进一步解决单频电离层延

迟的问题。另外，单一的犔１ 观测模型可以保留模

糊度的整数特性，有效地固定模糊度值，提高收敛

速度和定位精度。具体实现过程如图１所示。

图１　解算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

１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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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强调的是，当基准站与流动站距离较远

时（如超过１００ｋｍ），测站误差的相似程度较低，

此时式（５）中应扣除可以模型化的观测误差

φｍｏｄｅｌ，变成如下形式：

δ犞 ＝犔１基 －犃２犡２－φｍｏｄｅｌ＝犅２ｄ狋２＋犆２犖２＋

犇２犐２＋犱ｔｒｏｐ２＋φｏｔｈｅｒｓ２＋ε２ （１０）

此时，φｏｔｈｅｒｓ２为多路径等不能用模型精确改正的误

差。

类似地，流动站观测值也应扣除相应项的改

正。另外，这种基于单基准站模式的单频ＰＰＰ解

算模型也可以拓展到多基准站模式，此时，解算模

型可以称为基于基准网络改正信息的单频ＰＰＰ

技术。

５　算例分析

算例数据选自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日长江三角洲

（江苏域）ＧＰＳ地面沉降监测网络的４个监测站

观测数据，数据采样间隔为３０ｓ。为了对比不同

的测站距离对算法定位精度的影响，选择居中的

点犛为流动站，其他３个点（犚１、犚２、犚３）为基准

站，它们到流动站的距离分别为３２ｋｍ、５６ｋｍ、

６７ｋｍ。

为了准确获取点犛的 ＷＧＳ８４坐标，选取了

ＢＪＦＳ、ＷＵＨＮ、ＴＷＴＦ、ＳＵＷＮ、ＡＩＲＡ５个ＩＧＳ

站与４个监测点联合进行求解，基线解算软件采

用ＧＡＭＩＴ软件，同时根据５个ＩＧＳ站当期的

ＷＧＳ８４坐标，利用自主研发的高精度平差处理软

件ＣＤＧＰ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进行平差计算，获得监测站的

ＷＧＳ８４坐标。在数据处理中，获得的基线向量的

平均三维解算精度优于０．８ｃｍ，ＷＧＳ８４点位坐

标的解算精度优于０．５ｃｍ。

为了验证本文方法的正确性和有效性，设计

以下４种方案进行求解：方案①在测站犛上直接

进行单频ＰＰＰ计算，无基准站改正信息（简记为

ＰＰＰ（Ｎｏ）），方案②、③、④分别利用基准站犚１、

犚２、犚３ 的改正信息，利用本文算法对流动站犛进

行单频 ＰＰＰ计算，依次简记为 ＰＰＰ（犚１）、ＰＰＰ

（犚２）、ＰＰＰ（犚３）。求解中，选用ＩＧＳ快速精密星

历和５ｍｉｎ采样率的快速钟差文件，观测数据采

用犆１ 和犔１ 观测值，数据处理软件采用自编的精

密单点定位程序Ｐ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需要说明的是，为了避免网平差阶段引入计

算误差，在精度统计和分析中，方案②～④均是将

解算的犛测站坐标与基准站坐标作差得到两站

间的基线向量，将其直接和ＧＡＭＩＴ解算的基线

向量进行对比，分析其定位精度，而方案①则直接

和网平差后得到的点位坐标进行对比。实际工作

中，方案②～④得到的平均点位坐标与网平差的

点位坐标的符合精度为５ｍｍ，因此认为网平差

得到的坐标是较为准确的 ＷＧＳ８４坐标。

利用精确的 ＷＧＳ８４坐标获取基准站犚１ 和

流动站犛的伪距改正信息序列如图２所示，二者

的差值如图３所示。可以看出，基准站与流动站

改正信息的变化趋势和量级近似相同，它们的差

值呈现近似的正态分布特征，说明基准站和流动

站的共性误差相似，因此，可将基准站的观测值改

正信息用于提高流动站观测值的精度。

图２　改正信息对比图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Ｃｈａｒｔ

ｏｆ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图３　改正信息差异图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ｃｒｅｐａｎｃｙ

Ｃｈａｒｔｏｆ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４种方案得到的３个方向的定位残差序列如

图４所示，收敛后的定位精度统计如图５所示。

从图４可以看出，本文算法的收敛速度明显优于

常规的单频ＰＰＰ，且定位结果没有明显的系统误

差，这主要是由于新方案较好地解决了单频电离

层延迟误差的影响，同时大大消除了共性误差，提

高了定位精度。从图５可以得出，采用本文方法

使单频ＰＰＰ的精度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从ｄｍ提

高到了ｃｍ。另外，从三种方案的结果来看，当基

准站与流动站的距离较大时，其共性误差的相似

性降低，定位精度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本文算法定位精度的提高和收敛时间的缩短

主要取决于有效利用了基准站的改正信息。方案

①和方案②的每个历元解算后的观测值残差如图

６所示。可以看出，采用方案①时，残差标准差约

为０．２５ｍ，方案②的残差标准差约为０．０２５ｍ，

这种观测值精度的提高可以大大改善定位精度与

收敛速度，且方案①在初始化时残差较大，导致收

敛效果差。

单频ＰＰＰ的电离层延迟误差也是影响精度

的关键因素，本文引入待估参数实时估计电离层

延迟误差。得到的方案①的电离层延迟误差和方

案②经基准站改正后的电离层残差序列如图７所

示。可以看出，流动站上的电离层延迟经过基准

站改正后，残差量大大减小，且平稳性较高，这也

２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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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保证定位精度和收敛速度的重要因素。

图４　定位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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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定位精度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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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方案①和②的观测值残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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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方案①和②的电离层延迟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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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结　语

本文探讨了一种基于单基准站改正信息和电

离层参数估计的单频ＰＰＰ算法。该算法一方面

利用精确的基准站坐标获得基准站上的观测值改

正信息对流动站观测值进行改正；另一方面，对电

离层残差引入未知参数进行实时估计。需要说明

的是，本文算法与测站间构建单差方程等价，可以

大大削弱与卫星有关的误差（轨道误差、钟差等），

因此对于提高实时单频精密单点定位的精度更有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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