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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利用中心差分法进行ＧＰＳ定速时的主要误差来源，证明了当数据采样率一定时，增加中心差

分法的点数可减少微分过程中的截断误差，但同时会放大导出相位率的观测误差，得出中心差分法的最佳点

数应使这两种误差之和最小的结论。实验结果表明，当数据采样间隔为１ｓ、载体平均速度和加速度为２０ｍ

·ｓ－１和０．２ｍ·ｓ－２时，９个点的中心差分法定速精度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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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ＧＰＳ观测值不仅可以获取载体高精度

的位置信息，而且可以获取载体精确的速度和加

速度信息。目前，关于ＧＰＳ定位的研究要远多于

ＧＰＳ定速的研究，而在某些应用领域获取载体高

精度的速度信息显得格外重要［１］。目前，常用的

ＧＰＳ定速方法有卡尔曼滤波法、位置求导法、相

位差分法以及多普勒定速法。上述方法各有优缺

点［２，３］。除多普勒定速法外，其他方法均存在不

同程度的近似假设，因此，对于高机动性载体会产

生一定的近似误差。

当缺少原始多普勒观测值时，如何提高相位

差分法和位置求导法的定速精度以及可靠性显得

十分关键。而且，ＧＰＳ观测值中没有直接的加速

度观测量，因此，即便利用多普勒观测值确定载体

加速度，也需对多普勒观测值进行一阶微分；而利

用位置信息和载波相位观测值确定载体加速度

时，则需对位置和载波相位观测值进行二阶微分。

因此，如何尽量减少微分过程中所产生的近似误

差，对保证ＧＰＳ定速结果的精度和可靠性具有重

要意义。

１　中心差分法及误差分析

１．１　基本原理

假设参考站的速度为零，则ＧＰＳ双差定速方

程可写为［４］：

－犲狆狇犽犞犽＋犲
狆
犽狉犞

狆－犲狇犽狉犞
狇 ＝λ犔

１
Δφ

狆，狇
犽，狉 （１）

式中各参数意义参见文献［４］。

若一个历元同时观测到４颗以上的卫星，则

可写出多个类似式（１）的速度观测方程，其矩阵表

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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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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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采用相位差分法求解载体速度，需先对原始载波

相位观测值进行周跳探测，然后对剔除周跳后的

干净数据进行历元间差分得到载波相位观测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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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率，再代入式（２）求解载体速度。载波相位观

测值的变化率目前通常都采用３个点的一阶中心

差分法求取，其计算表达式为：

犔狋＝
１

２
（犔狋＋犺－犔狋

犺
＋
犔狋－犔狋－犺
犺

）＝
犔狋＋犺－犔狋－犺
２犺

（３）

其中，犔狋表示狋时刻载波相位观测值的变化率；

犔狋＋犺表示狋＋犺历元的载波相位观测值；犔狋－犺表示

前狋－犺历元的载波相位观测值；犺表示历元间

隔。将函数犳（狓＋犺）和犳（狓－犺）在狓处按泰勒级

数展开至二阶项，得：

犳（狓＋犺）＝犳（狓）＋犳′（狓）犺＋
犳
（２）（狓）犺２

２！
＋

犳
（３）（犮１）犺

３

３！
（４）

犳（狓－犺）＝犳（狓）－犳′（狓）犺＋
犳
（２）（狓）犺２

２！
－

犳
（３）（犮２）犺

３

３！
（５）

式（４）减式（５），得：

犳′（狓）＝
犳（狓＋犺）－犳（狓－犺）

２犺
＋

（犳
（３）（犮１）＋犳

（３）（犮２）

２
）犺２

３！
（６）

既然犳
（３）（狓）是连续的，因此，根据中值定理必存

在一个犮使下式成立：

犳
（３）（犮）＝

犳
（３）（犮１）＋犳

（３）（犮２）

２
（７）

因此，式（６）可简化为：

犳′（狓）＝
犳（狓＋犺）－犳（狓－犺）

２犺
＋
犳
（３）（犮）犺２

３！

（８）

式（８）右边第一项为３个点的一阶中心差分的计

算式，右边第二项为相应的截断误差。

同理，可写出任意点的一阶中心差分法的一

般表达式：

犳′（狓）＝
１

犺∑
（犖－１）／２

犽＝１
犆犽（犳犽－犳－犽）＋犗（犺

犖－１）

（９）

其中，犖 表示中心差分法的点数；犽为距中心点的

步长数；犆犽 为相应的系数项；犗（犺
犖－１）为相应的截

断误差。犗（犺犖－１）的显性表达式为：

犗（犺犖－１）＝
（（犖－１）／２）［ ］！２

犖！
犳
（犖）（犮）犺犖－１

（１０）

　　表１列出了犖＝３～１３时犆犽 的取值情况，犆犽

可通过牛顿迭代法或高斯消去法求取［５］。

表１　 一阶中心差分法的系数列表

Ｔａｂ．１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ｏｆ１ＯｒｄｅｒＣｅｎｔｒ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Ｍｅｔｈｏｄ

犖 －６ －５ －４ －３ －２ －１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３ －１／２ ０ １／２

５ １／１２ －２／３ ０ ２／３ －１／１２

７ －１／６０ ３／２０ －３／４ ０ ３／４ －３／２０ １／６０

９ １／２８０ －４／１０５ １／５ －４／５ ０ ４／５ －１／５ ４／１０５ －１／２８０

１１ －１／１２６０ １／１０５ －５／８４ ５／２１ －５／６ ０ ５／６ －５／２１ ５／８４ －１／１０５ １／１２６０

１３ １／５５４４ －１／３８５ １／５６ －５／６３ １５／５６ －６／７ ０ ６／７ －１５／５６ ５／６３ －１／５６ １／３８５ －１／５５４４

… …

１．２　误差分析

使用不同点数的中心差分法的截断误差是不

同的。数学上已证明，当步长犺一定时，中心差分

法使用的点数越多其截断误差就越小［５］。但测量

中观测值总是会含有误差，因此，还需考虑观测值

的误差［７］。假设原始载波相位观测值的观测误差

为犕犔，并且观测误差之间相互独立。根据误差

传播定律［８］，可以写出导出相位率的观测误差

犕犔
·（犖）的计算表达式：

犕犔
·（犖）＝

犕犔槡２
犺 ∑

（犖－１）／２

犽＝１
犆２槡 犽 （１１）

　　若假设观测值数据的采样率犺＝１Ｈｚ，载波

相位的观测误差犕犔＝０．００２ｍ
［９］，犳

（犖）（犮）的边界

误差犚按３倍的中误差计算，其表达式为：

犚＝３×犕犔× ２槡（ ）犖 （１２）

则可画出截断误差、导出相位率的观测误差以及

总误差随点数犖 的变化曲线（见图１）。

由图１可知，当中心差分法的点数犖 逐渐增

加时，截断误差犗（犺犖－１）逐渐减少，导出相位率的

观测误差 犕犔
· （犖）则逐渐增加。因此，利用中心

差分法进行ＧＰＳ定速时最佳点数犖 的选取应同

时顾及截断误差和传播误差之和最小，即

犛（犖）＝犗（犺
犖－１）＋犕犔（犖） （１３）

　　若令犛′（犖）＝０，即可求得使函数犛（犖）具有最

小值的犖。但由于截断误差犗（犺犖－１）和导出相位

率的观测误差犕犔（犖）的计算式都为非线性表达

式，因此，很难从理论上得到最佳点数犖的具体数

值。并且最佳点数的选取也都与数据采样率犺、观

６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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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数据质量犕犔 有直接关系。但基于上述假设，利 用图解法可以看出犖的最佳取值大约在９附近。

图１　截断误差和导出相位率观测误差随点数犖 的变化情况

Ｆｉｇ．１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ｒｕｎｃａ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ｓａｎｄ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ｓｗｉｔｈ犖

２　实验与分析

数据来源于两次实测的机载ＧＰＳ数据，数据

采样间隔为１ｓ。利用上述数据，分别采用相位差

分法和多普勒定速法进行了解算。其中，相位差

分法的导出相位率分别采用３、５、７、９、１１、１３个点

的一阶中心差分求取。由于多普勒定速法中没有

进行任何近似假设，理论模型最为严格，定速误差

主要来源于多普勒观测值本身的误差，并由参考

文献［４、５］可知该方法的定速精度一般优于１ｃｍ

·ｓ－１。因此，将其定速结果作为参考值，来检验

不同点数中心差分法的定速精度。数据处理软件

采用德国地学研究中心的 ＨＡＬＯ＿ＧＰＳ精密动态

定位软件［１０］。由于篇幅限制，仅给出了３点和９

点犡方向上的差异图。表２完整地给出了所有

实验在 犡、犢、犣 三个方向上定速精度的统计情

况，并按载体机动性大小进行了分类统计，其中，

“低”表示低机动状态，“高”表示高机动状态。

图２　相位差分法（３个点）与多普勒

定速法犡方向结果的差异

Ｆｉｇ．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ｆ犡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ｈａｓ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３ｐｏｉｎｔｓ）ａｎｄＤｏｐｐｌｅｒＭｅｔｈｏｄｓ

　　　　　　　　　　　

图３　相位差分法（９个点）与多普勒

定速法犡方向结果的差异

Ｆｉｇ．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ｆ犡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ｈａｓ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９ｐｏｉｎｔｓ）ａｎｄＤｏｐｐｌｅｒＭｅｔｈｏｄｓ

表２　不同点数中心差分法的定速精度统计结果（犚犕犛）／（ｃｍ·ｓ－１）

Ｔａｂ．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ｏｉｎｔｓｏｆＣｅｎｔｒ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ｃｍ·ｓ
－１）

点数

２００１０１３１ ２００１０２０８

犡 犢 犣 犡 犢 犣

低 高 低 高 低 高 低 高 低 高 低 高

３ ０．７１ ３．０３ １．２５ ５．８１ ０．８３ ４．２７ １．１６ ３．０８ １．２９ ７．６２ １．１２ ６．３３

５ ０．４４ ２．１１ ０．９２ ４．７４ ０．６２ ２．９６ ０．７７ １．６９ ０．９３ ５．３４ ０．８６ ４．２７

７ ０．４２ １．９７ ０．９１ ４．５９ ０．５８ ２．７３ ０．７５ １．５１ ０．９１ ５．０８ ０．８３ ４．１５

９ ０．４１ １．８２ ０．８７ ４．２１ ０．５５ ２．３８ ０．７２ １．４７ ０．８９ ４．９６ ０．８１ ４．０９

１１ ０．４２ １．８３ ０．８８ ４．２３ ０．５７ ２．４１ ０．７３ １．４８ ０．９１ ４．９８ ０．８２ ４．１０

１３ ０．４５ １．８４ ０．８９ ４．２４ ０．５８ ２．４３ ０．７３ １．４９ ０．９２ ５．０１ ０．８２ ４．１２

　　由图２、３以及表２的统计结果可知，中心差

分法的定速精度与载体的运动状态密切相关，当

载体处于静止或匀速运动状态时，中心差分法的

定速精度相对较高；但当载体机动性较强时，其定

速精度迅速下降。并且使用不同点数犖 的中心

差分法的定速精度存在差异。当犖 从３增加到９

时，中心差分法的定速精度逐渐提高，特别是对载

体机动性较强时段改进效果十分明显；但当犖 增

７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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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到１１后，定速精度开始缓慢下降。导致上述现

象的主要原因是：犖 从３增加到９时，中心差分法

的截断误差下降迅速，而由此产生的导出相位率

的观测误差相对较小，因此，精度总体上得到提

高；当犖 增加到１１后，截断误差改善已不明显，

反而由此增加的导出相位率的观测误差占据主

导，因此，总体定速精度开始下降。

由此可见，利用中心差分法进行ＧＰＳ定速时

点数犖 的选取十分关键。当然，最佳点数犖 的

选取与数据采样率、数据质量以及载体的运动状

态都密切相关。本文算例中，数据的采样率为１

Ｈｚ，载体的平均速度和加速度分别为２０ｍ·ｓ－１

和０．２ｍ·ｓ－２。此时得到的最佳点数犖 为９，其

定速精度相对于常用的３个点的一阶中心差分法

提高了约４０％。

３　结　语

本文分析了相位差分法中利用一阶中心差分

法求取载波观测值变化率所产生的模型误差。通

过对中心差分数学公式的推导，证明了该误差主要

来源于数值微分产生的截断误差和观测值组合所

产生的传播误差。从理论上证明了当数据采样率

一定时，必存在一个最佳点数犖 使得截断误差与

传播误差之和最小。实验结果显示，当犖＝９时，

定速精度最高，相对于目前常用的３点一阶中心差

分，其定速精度提高了约４０％。特别是在载体机

动性较强的时段，改进效果十分明显。该方法也适

用于载体加速度的确定，使用时只需对多普勒观测

值进行一阶中心差分，对载波相位观测值进行二

阶中心差分，然后按本文方法求解载体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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