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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系统分析了改进随机模型和改进函数模型两类ＧＰＳ基线解算模型的优缺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

种基于序列平均的高精度ＧＰＳ基线解算模型，即采用动态单历元技术进行静态基线解算，充分利用多路径效

应的低频特性，采用小波变化理论，对坐标序列进行多路径效应的去除，提取低频残差项进行序列平均，得到

基线向量解。同时，以动态坐标序列为依据，对出现粗差历元或者卫星进行处理，有效弥补了仅采用残差序列

进行粗差判断的不足，提高了基线解算的精度和可靠性。实验表明，新模型可以更为有效地削弱多路径效应

的影响，而且对于较短的观测时间尤为突出；结合坐标序列和残差序列，能更为有效地进行粗差的探测和去

除，提高基线解的精度和可靠性。

关键词：ＧＰＳ；基线解算；多路径误差；粗差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８．４１

　　影响ＧＰＳ短基线解算精度和可靠性的主要

误差为多路径效应以及可能出现的粗差，特别对

于较短的观测时间和较大的采样间隔。如何进一

步提高基线解算的精度，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

泛关注，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１８］。现有的研究成

果总体可以分为以下两类：① 通过改进随机模

型，削弱多路径效应的影响［１６］；② 从函数模型入

手，采用一定的滤波方法削弱多路径效应的影

响［７８］，或者将多路径误差作为参数进行估计［９］，

以提高基线解算的精度。

但考虑到初始基线解已经受到多路径效应的

影响，将具有系统误差的残差序列替代为近似服

从标准正态分布的残差序列，考虑到最小二乘参

数估计的准则犞Ｔ犘犞＝ｍｉｎ，必将产生两个结果：

① 基线解不会出现变化，或者变化极小；② 标准

差（犞Ｔ犘犞／槡 狀）显著减小。进而产生一个问题，即

修正后观测值解算得到的基线解的标准差是否还

能有效地评价估计的参数？

本文在采用改进随机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

利用动态解算技术对静态基线进行解算，得到观

测时段内的坐标序列，采用小波变换理论获取其

残差项，并进行序列平均，得到最终基线解，最大

程度地消除坐标序列中多路径误差的影响，提高

基线解的精度。同时，针对粗差对基线解算的影

响，以动态坐标序列为依据，对出现粗差的历元或

者卫星进行处理，有效地弥补了仅通过残差序列进

行粗差判断的局限性，提高了解算精度和可靠性。

１　两类改进的犌犘犛基线解算模型

１．１　改进随机模型

理想的随机模型是观测值的方差协方差准

确地反映观测质量。基于卫星高度角的随机模型

和基于信噪比或信号强度的随机模型在一定程度

上是理想随机模型的近似，高度角模型利用载波

相位信号的观测质量与高度角的关系得到观测值

的方差［１０］，而信噪比模型则基于载波相位信号观

测质量本身，即信噪比，来表示观测值的方差［１２］。

另外，验后方差估计方法是一种严密的估计

观测值方差协方差的方法，通过迭代运算，可以

估计各类受到不同因素影响的观测值的单位权方

差因子［１１］，估计方法主要包括：方差估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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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ＬＭＥＲＴ）、最小范数二次无偏估计法（ＭＩＮ

ＱＵＥ）、最优不变二次无偏估计法（ＢＩＱＵＥ），其在

ＧＰＳ的载波相位观测值的方差协方差的估计中

已经开展了一些研究，并取得了较好的结果［３，５６］。

本文主要采用等权模型和高度角模型进行基线的

解算，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和比较。

１．２　改进函数模型

由于残差序列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观测信号的

质量，对残差序列进行系统误差的去除，可以削弱

多路径效应对基线解算的影响，提高基线解的精

度［７］。系统误差（多路径效应）的去除方法研究成

果丰硕［７８，１２１７］，本文借鉴文献［７］中的方法进行

阐述。

基线解算模型为：

"Δφ＝ "Δρ－λ"Δ犖＋"Δ犞狊狔狊＋"Δ犞σ （１）

式中，
"Δφ表示双差相位观测值；"Δρ卫星与接收

机之间距离的双差值；λ表示波长，"Δ犖 是双差整

周模糊度；
"Δ犞狊狔狊表示系统误差；"Δ犞σ表示噪声。

式（１）中计算残差主要包括"Δ犞狊狔狊与"Δ犞σ
［７］，

由于双差方法基本消除了空间相关误差，
"Δ犞狊狔狊

主要包含多路径效应，采用经验模式分解方法

（ＥＭＤ）对残差序列进行系统误差的分离，并根据

提取的系统误差对原始观测值进行修正，重新组

成观测方程，进行基线的解算，一定程度上削弱了

多路径效应等系统误差对基线解估计值的影响，

提高了解的精度。

２　基于序列平均的犌犘犛基线解算模

型

　　对式（１）线性化，狋时刻的误差方程为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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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犽为卫星号；犳为载波相位频率；犮为光速；

［Δ犾
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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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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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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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差。

当两站同步观测的卫星数为狀犼时，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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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基线两端对同一组卫星观测的历元数为狀狋，相

应的误差方程组为：

犞＝ 犃　［ ］犅
δ犡

"Δ
［ ］
犖
＋犔 （４）

式中，犞＝［犞１ 犞２ … 犞狀狋］Ｔ；

犃＝ 犃１ 犃２ … 犃［ ］狀狋 Ｔ；

犅＝ 犅１ 犅２ … 犅［ ］狀狋 Ｔ；

犔＝ "Δ犔
１

"Δ犔
２ …

"Δ犔［ ］狀狋 Ｔ。

　　当整周模糊度固定后，静态解算需要求解的

参数为δ犡，多余观测值为狀狋（狀犼－１）－３，而对于

动态单历元解算模式，整周模糊度固定后，对于每

个历元进行参数δ犡 的求解，多余观测值为狀狋·

（狀犼－１－３）。若跟踪卫星数为７，观测时间为３０

ｍｉｎ，采样间隔为１ｓ，静态解算模式的多余观测数

为１８００×６－３，而动态为１８００×３。不难看出，

利用动态模式进行静态基线的解算，多余观测数

减少约一半，参数估计的可靠性可能会降低，但同

时有以下两个优点：① 单历元坐标序列能更直观

地体现多路径效应等系统误差以及可能出现的粗

差的影响情况，有利于采用一定的方法或技术进

行相应的处理，提高静态基线解的准确性和可靠

性。② 不同历元中可能含有的粗差在动态解算

模式下不会污染到其他历元，且较静态模式更易

于发现和剔除；同时，由于其多余观测数较少，解

算结果更能反映不同历元数据的观测质量，有效

遏制可能出现的粗差对基线解算的影响。

由于动态解算坐标序列的主要误差为低频的

多路径效应和高频的随机噪声，利用小波变换理

论对动态解算的坐标序列进行多尺度分解，得到

残差项作为“干净”的序列，并求其平均值，得到最

终基线向量解。

３　实验分析

３．１　实验一

数据采集地点设在中国矿业大学校园内，接

收机架设在图书馆前基线长约为１８２ｍ的两点

上，周围有一定程度的树木遮挡和湖面反射，采用

两台 ＡｓｈｔｅｃｈＸＩＩ双频接收机，选择２００９０３２７

６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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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Ｙ０８６，ＧＰＳｗｅｅｋ１５２４）１：００９：３５ＵＴＣ（当

地时间９：００１７：３５）进行数据采集，采样间隔为

１ｓ，截至高度角为１３°，利用 ＬｅｉｃａＧｅｏＯｆｆｉｃｅ

（ＬＧＯ）软件对近９ｈ的数据进行基线解算，解算

结果作为真值（表１）。

表１　实验数据基线向量／ｍ

Ｔａｂ．１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ｏｆ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Ｄａｔａ／ｍ

基线向量 犡 犢 犣

向量值 ５．２０６１ －７１．６０６１ １６７．３３８９

　　为了分析不同观测时段长度上利用本文模型

进行多路径去除的效果，对观测数据进行分割，分

为１０ｍｉｎ、３０ｍｉｎ和６０ｍｉｎ３个观测长度，均从

每个整点开始截取相应的时间长度。

图１给出了观测时段内基线动态解算坐标序

列，可以截取９段１０ｍｉｎ、９段３０ｍｉｎ和８段６０

ｍｉｎ进行数据的处理和分析。

采用以下６种方案进行数据的分析比较。

１）等权静态解算；

２）高度角定权静态解算；

３）基于 ＥＭＤ 的残差修正后等权静态解

算［７］；

４）等权动态解算结果直接平均；

５）在等权动态解算的基础上，利用小波变化

进行多路径去除和基线求解；

６）在高度角定权动态解算的基础上，利用小

波变换进行多路径去除和基线求解。

图１　动态坐标序列

Ｆｉｇ．１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Ｄａｔａ

计算结果如图２所示，分析如下：

方案２）得到基线解精度高于方案１），且对于

多路径效应较严重的时段更显著，说明高度角模

型一定程度上能更合理地反映观测值的质量，较

为有效地削弱了多路径效应对基线向量估计值的

影响。

方案３）与方案１）相比较，各个方向上的解算

结果相近，说明其准确度提高有限，而其精度提高

显著［７］，继续采用基线解的标准差评价估计参数

的质量不尽合适。

图２　不同时段、不同方案计算结果比较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ｃｈｅｍｅｓａｎｄＴｉｍｅ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方案１）和方案４）进行比较分析，同一时段解

算结果基本一致，其差值基本可以保证在５ｍｍ以

内，且随着观测时间的增加，差值减小，一定程度上

说明了采用动态模式进行静态基线解算的可行性。

方案５）和方案６）相较于其他方案，基线解的

精度总体上有了一定的提高，特别是受多路径效

应影响较大的基线，效果更显著，且方案６）相对

更优。

将表１中给出的静态解算结果作为真值，计

算不同时间长度、不同方案基线解算的标准差。

如表２所示，１０ｍｉｎ和３０ｍｉｎ两个时段，方案６可

表２　不同时段、不同方案基线解的标准差／ｍｍ

Ｔａｂ．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ｃｈｅｍｅｓａｎｄＴｉｍｅ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ｍｍ

时段 坐标分量 方案１ 方案２ 方案３ 方案４ 方案５ 方案６

犡 ４．９ ３．７ ４．５ ５．３ ４．０ ３．３

１０ｍｉｎ 犢 ５．４ ４．４ ５．２ ６．６ ４．５ ３．６

犣 ５．０ ３．４ ４．７ ５．３ ４．９ ３．４

犡 ５．３ ２．２ ５．０ ４．６ ３．２ ２．９

３０ｍｉｎ 犢 ５．２ ３．３ ４．３ ５．２ ２．７ １．９

犣 ６．６ ３．４ ６．２ ５．５ ３．０ ２．４

犡 ２．０ １．５ １．９ ２．１ ２．１ １．５

６０ｍｉｎ 犢 １．６ １．４ １．５ １．９ １．７ １．２

犣 ２．０ １．５ １．８ ２．４ ２．３ ２．０

７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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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得到相对最小的标准差；而对于６０ｍｉｎ，采用

方案２即可得到相对最优的结果，方案５和６的

效果并不显著，增加观测时间可以削弱多路径效

应对基线解的影响。

３．２　实验二

数据来源于徐州地区某ＧＰＳ观测网，其中一

条基线（Ｉ０９１泉山）向量与已知坐标出现了较大

的偏差，该基线长度为２０１９ｍ，采用两台Ｈｕａｃｅ

Ｎａｖ双频接收机进行数据采集，截至高度角设置

为１５°，采样间隔为３０ｓ，有效观测时间３８ｍｉｎ。

采用Ｃｏｍｐａｓｓ随机软件进行基线解算，解算

结果如表３所示，在犡、犢、犣３个方向上，结果与

已知基线向量相差达到１０～５０ｃｍ，严重影响了

基线解的有效求解。其残差序列如图３（ａ）所示，

残差值总体较大，且分布凌乱，无法判断产生粗差

的卫星或者历元，需要进一步的分析。

表３　不同方案计算的基线解比较／ｍ

Ｔａｂ．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ｃｈｅｍｅｓ／ｍ

坐标方向 犡方向 犢 方向 犣方向

已知基线向量 １９２９．９９９ ７３７．４８９ ３２２．６３８

原始数据解算 １９３０．４３９ ７３８．３９３ ３２２．８７８

去除粗差历元后 １９３０．００３ ７３７．４６２ ３２２．５９６

去除３２＃卫星后 １９３０．００２ ７３７．４６４ ３２２．５９６

图３　双差残差序列

Ｆｉｇ．３　Ｄ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ＥｒｒｏｒＳｅｒｉｅｓ

　　图４给出了该基线的单历元坐标序列，可以

清晰地看出在第４７～４９历元出现了较为明显的

粗差，可能是由于在该段时间内，接收机出现故障

等原因引起。去除对应的历元，重新进行基线的

解算，结果如表３所示。去除粗差历元后，坐标的

准确度明显提高，与已知值较差可以达到３～４

ｃｍ内，对应的残差序列如图３（ｂ）所示，与原始残

差序列比较，序列值明显减少，有效去除了粗差对

基线解算的影响。

由图３（ｂ）不难看出，３２＃卫星的残差序列中，

数个历元残差值较大，这与３２＃卫星高度角较低

有关，且较大残差值出现在卫星消失时刻。删除

３２＃卫星消失前２～３ｍｉｎ的数据，重新进行基线

解算，结果列于表３。

图４　动态坐标序列

Ｆｉｇ．４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ａ

表４给出了粗差去除前后以及３２＃卫星去除

后，整周模糊度固定的Ｒａｔｉｏ值和基线解的中误

差。粗差去除后，Ｒａｔｉｏ检验值明显增大，整周模

糊度固定的可靠性增强，基线向量的精度也有了

较为明显的提高。

表４　不同参数的比较

Ｔａｂ．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ＭＳｏｆ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解算方案 初始解算 去除粗差 去除３２＃卫星

Ｒａｄｉｏ １．１ ２５．８ ６３．９

中误差／ｍ ０．０４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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