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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设计了一种短基线情况下双差模糊度的实时解算方法，利用双频载波相位的两个长波组合φ－３，４和

φ４，－５，通过坐标初始值约束和双频信号之间的相关关系，可快速求解模糊度，采用抗差自适应滤波来提高模

糊度求解的可靠性及定位精度。该方法对监测点初始点位误差的要求可放宽至５０ｃｍ，适合于变形幅度较大

的动态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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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ＰＳ用于工程结构变形测量时常采用载波

相位相对定位模式，在短基线（１０ｋｍ内）情况下，

经双差后消除或削弱了接收机钟差、卫星钟差、卫

星轨道误差、大气延迟等影响，从而可以得到高精

度的基线解。在工程变形测量应用中，受周围环

境影响，信号失锁较为频繁，为提高定位的连续性

和实时性，模糊度单历元解算是一种有效途径。

模糊度的实时单历元解算需要一定的约束条

件［１４］。在变形测量中，基准点坐标精确已知，监

测点在一定范围内变化，可作为先验坐标约束，减

少模糊度备选值的数量。本文根据ＧＰＳ双频观测

值，利用两个长波虚拟观测值，结合先验坐标约束、

双频之间相关关系约束，提出了一种模糊度实时解

算方法。针对该方法对个别多路径误差较大的观

测值可能存在模糊度弃真纳伪现象，将错误的模

糊度作为粗差，本文利用抗差自适应卡尔曼滤波

抵御错误解的影响，从而得到高精度的基线解。

１　先验坐标及双频相关性约束的模

糊度空间

　　在变形测量中，基准点坐标是精确已知的，变

形点具有较高精度的坐标初始值，此时，可以得到

模糊度初始值的计算公式为：

犖 ＝犚／λ－φ （１）

其中，犚是由卫星坐标及测站初始坐标计算的双

差站星距离；犖 为双差模糊度；λ为载波波长；φ
为双差观测值，式中省略了双差符号。

受监测点初始坐标误差以及观测噪声的影

响，根据误差传播定理，可得到以周为单位的模糊

度误差为：

σ犖 ＝ （σ犚
λ
）
２

＋σ
２

槡 φ
（２）

其中，σφ 为双差观测值的噪声，单位为周，是原始

非差观测值噪声的２倍；σ犚 为由监测点初始坐标

误差引起的双差站星距离的误差，表达式为：

σ犚 ＝

（犾犻狆－犾
犼
狆）
２
σ
２
狓＋（犿

犻
狆－犿

犼
狆）
２
σ
２
狔＋（狀

犻
狆－狀

犼
狆）
２
σ
２

槡 狕

（３）

式中，犻、犼为卫星号；狆表示监测点；σ狓、σ狔、σ狕 为监

测点初始坐标误差，若以上一历元坐标作为本历

元坐标初值，则初始值误差即为历元间的变形量；

犾、犿、狀为测站到卫星的方向余弦，表示为：

犾＝
Δ狓

ρ
，犿＝

Δ狔

ρ
，狀＝

Δ狕

ρ

综合式（２）、（３）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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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犖 ＝

１

λ
２
［（犾犻狆－犾

犼
狆）
２
σ
２
狓＋（犿

犻
狆－犿

犼
狆）
２
σ
２
狔＋（狀

犻
狆－狀

犼
狆）
２
σ
２
狕］＋σ

２

槡 φ

（４）

设σ狓＝σ狔＝σ狕，式（４）可以进一步简化为：

σ犖 ＜
１

λ
２２σ

２
狓＋σ

２

槡 φ
（５）

　　取３倍中误差为限差，可以确定出模糊度的

搜索区间为［珦犖－３σ犖，珦犖＋３σ犖］。珦犖 为由式（１）直

接计算的模糊度浮点解。

由式（５）可知，在变形量一定的情况下，波长

越长，载波噪声越小，则模糊度搜索区间也越小，

从而搜索速度越快。将双频观测值进行线性组

合，能够得到性质较好的虚拟观测值。

双频观测值线性组合的一般形式可表示为：

φ犻，犼 ＝犻φ１＋犼φ２ （６）

　　组合后的等效频率、波长和模糊度分别为：

犳犻，犼＝犻犳１＋犼犳２，λ犻，犼＝犮／犳犻，犼，犖犻，犼＝犻犖１＋犼犖２。为

保证组合后模糊度的整数特性，组合系数犻、犼取

整数，且应保证组合后的频率为正数。

若假定基本频率之间的观测噪声独立且方差

相等，则组合后的噪声为：

σφ犻，犼 ＝ 犻２＋犼槡
２
σφ （７）

　　噪声过大不利于模糊度求解，因此，一般令组

合系数在［－１０，１０］之间，且不同时为０。文献

［５］给出了在［－１０，１０］区间内符合λ犻，犼＞λ２ 条件

的所有整数组合，其中，φ１，－１、φ－３，４和φ４，－５三种组

合具有较小的噪声、较大的波长，适合于模糊度实

时解算。假设双频观测值之间独立等精度，非差

载波噪声为０．０１周，则组合信号的波长及噪声见

表１。

表１　３种长波组合的波长及噪声

Ｔａｂ．１　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ａｎｄＮｏｉｓｅｏｆ３ＣｏｍｍｏｎＣａｒｒｉｅｒ

Ｐｈａｓ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组合系数 波长／ｍ 双差噪声／周

１，－１ ０．８６２ ０．０２８３

－３，４ １．６２８ ０．１０００

４，－５ １．８３２ ０．１２８１

　　根据式（５），可以得到组合模糊度搜索区间与

监测点坐标分量初值误差之间的关系如图１所

示。从图１中可知，当坐标分量误差小于１０ｃｍ

时，３种组合模糊度的搜索区间均小于１周，即模

糊度可直接求解，只需求出任意两个组合模糊度，

即可由式（８）求解基本模糊度。当坐标分量误差

大于１０ｃｍ小于１５ｃｍ时，犖－３，４与犖４，－５可直接

求解，而犖１，－１的搜索区间中至多可能包含两个

整数。当坐标分量误差大于１５ｃｍ小于３０ｃｍ时，

犖－３，４与犖４，－５的搜索区间中至多包含两个整数，而

犖１，－１的搜索区间中至多可能包含３个整数：

犖１

犖
［ ］

２

＝
犻 犼［ ］
犿 狀

－１ 犖犻，犼

犖犿，
［ ］

狀

（８）

　　为解决大变形量情况下的模糊度求解问题，

本文采用了组合观测值φ－３，４和φ４，－５，并结合双

频模糊度之间的约束关系进行判别，排除错误解。

双频模糊度之间理论上存在如下关系：

犖１ ＝
λ２

λ１
犖２＋

λ２

λ１
φ２－φ１ （９）

由于载波相位观测值有误差，式（９）并不是一条直

线，而是形成一个误差带，带宽约为０．２周（置信

度为９９．７％），即

犖１－
λ２

λ１
犖２－

λ２

λ１
φ２＋φ１ ＝ 犅 ＜０．１

（１０）

　　由图１分析可知，当坐标分量误差小于３０

ｃｍ时，经先验坐标约束后，犖－３，４与犖４，－５的搜索

区间中可能包含两个整数，进行全组合后可能得

到４组基本模糊度备选值，进而再由式（１０）进行

检验。该式具有周期性，双频整周模糊度分别近

似以９和７为周期（犖１ 为９，犖２ 为７）落入带内

或两侧，在一个周期内只有一组符合条件。若坐

标分量误差小于３０ｃｍ，即点位误差小于５２ｃｍ，

可保证由式（８）计算出的基本模糊度在一个周期

内，则利用相关性检验可唯一确定模糊度正确解。

２　基于抗差自适应滤波的模糊度错

误解分离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分析没有考虑多路径误

差的影响。在变形测量中，受测站周围环境的影

响，多路径误差不可避免。假设两个载波的多路

径误差分别为犕１ 和犕２，则式（１０）应为：

犖１－
λ２

λ１
犖２－

λ２

λ１
φ２＋φ１－

λ２

λ１
犕２＋犕１ ＝

犅－
λ２

λ１
犕２＋犕１ ＝ 犆 ＜０．１ （１１）

　　在某一确定的时刻，多路径误差犕１ 和犕２ 为

确定值，随机变量犆 与犅 可认为具有相同的方

差、不同的期望。个别情况下，当多路径误差较大

时，若仍用式（１０）进行筛选，可能导致正确解被排

除，而错误解被接纳。错误的模糊度被代入双差观

测方程，转变为粗差，从而造成较大的定位误差。

本文采用了抗差自适应卡尔曼滤波来抵御模糊度

错误解的影响［６］。每历元的计算可分为两步：

４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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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利用本历元观测值进行抗差估计，通过迭代精

化观测值的等价权矩阵，并得到较准确的参数估

值；② 用本历元观测值对状态预报值进行修正。

经过抗差估计得到的位置参数可再次作为坐

标初始值，其误差可保证在１５ｃｍ之内，此时再次

利用先验坐标约束即可直接得到正确的模糊度。

３　算例分析

为验证本文算法，对两组实验数据进行了处

理。数据均采集自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１日，实验地点

为武汉大学信息学部教学实验大楼楼顶。

第一组实验模拟缓慢变形。基线长约２６ｍ，

基准站固定，流动站放置在一移动平台上，该移动

平台由电机驱动，可在指令控制下沿导轨在３个

方向平稳移动。接收机为Ｓ８２，采样率１Ｈｚ。实

验过程为：先保持平台稳定，观测约１０ｍｉｎ，然后

逐次驱动平台在某一方向行驶一定距离，且每次

驱动之间保持平台稳定几分钟。

采用的双差模糊度及定位解算策略为：① 用

式（１）计算长波模糊度浮点解珦犖－３，４和珦犖４，－５；由

式（５）确定长波模糊度备选空间Ω犖
－３，４
和Ω犖

４，－５
；用

Ω犖
－３，４
与Ω犖

４，－５
中的所有可能组合，反求犖１ 和犖２，

然后用式（８）进行筛选，排除错误解，形成备选空间

Ω
犻
犖
１
，犖
２
，犻表示卫星编号；若所有Ω

犻
犖
１
，犖
２
中均只含１

个候选值，则得到基本模糊度；若任一Ω
犻
犖
１
，犖
２
中含

有１个以上元素，则逐次进行最小二乘平差解算，

方差因子最小者为所求；将本历元观测值的最小二

乘平差解作为定位结果。②将策略①中第５步最小

二乘平差改为抗差估计，权函数采用ＩＧＧШ模型
［７］，

临界值犓０取１．２，犓１取犜分布分位值狋１－α／２（狀），狀为

本历元的自由度，显著性水平α取０．１％。

首先采用策略①对第一组实验数据进行处

理。为验证本文算法对初始坐标精度的要求，每

历元初始坐标分别在上一历元结果上加１５ｃｍ和

３０ｃｍ的偏差，并根据初始坐标精度设定相应的

搜索空间，得到的流动站轨迹如图２、３所示。为

表示方便，图中只列出了其中１０００个历元的结

果，采用基准站的站心地平坐标系。由图中可见，

当初始坐标精度为３０ｃｍ时，在个别历元出现跳

跃，幅度达到几个ｄｍ，这与移动平台的实际运动

不符，经分析是模糊度错误解导致较大粗差所致。

图１　监测点坐标分量误差与

搜索区间的关系

Ｆｉｇ．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ｅａｒｃｈ

Ｓｐａｃｅａｎｄ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Ｐｒｉｏｒｉ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ｏｆＲｏｖｅｒＳｔａｔｉｏｎ

　　　

图２　初始坐标精度为１５ｃｍ时

策略①定位结果

Ｆｉｇ．２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１ｗｉｔｈ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Ｐｒｉｏｒｉ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１５ｃｍ

　　　

图３　初始坐标精度为３０ｃｍ

时策略①定位结果

Ｆｉｇ．３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１ｗｉｔｈＥｒｒｏｒｓ

ｏｆＰｒｉｏｒｉ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３０ｃｍ

　　以图３中第３９０历元为例，该历元共观测到

８颗卫星，其中Ｐｒｎ５卫星的高度角约为１５°，其正

确模糊度应为犖１：２９９７１，犖２：２３４４２，由式（１０）

计算的双频相位伪距差为０．１０７，而计算得到的

模糊度解为犖１：２９９７６，犖２：２３４４６，其双频相位

伪距差为－０．０２６，即正确模糊度被排除。经分析

认为是该卫星多路径误差较大所致。

采用策略②，设定初始坐标精度为３０ｃｍ，得

到的轨迹如图４所示。显然，策略②能够抵御错

误模糊度造成的粗差，其轨迹与实际相符。

在策略②的基础上进行自适应滤波，得到策

略③，其高程方向结果如图５所示，显然策略③的

精度更高。本文算法中自适应因子根据预测残差

确定，即

α犽 ＝

１，其他

ｔｒ（Σ珚犞犽）

ｔｒ（^Σ珚犞犽）
，ｔｒ（^Σ珚犞犽）＞ｔｒ（Σ珚犞犽

烅

烄

烆
）
（１２）

其中，Σ珚犞犽＝犃Σ珡犡犽犃
Ｔ＋珚Σ犽；ｔｒ（^Σ珚犞犽）＝

珚犞Ｔ犽珚犞犽

用本文策略③处理全部数据，并与 ＧｒａｆＮａｖ

７．０软件解算的结果进行了比较，其中，高程方向的

结果如图６所示。二者较差的最大值为３ｃｍ，平均

值为２．３ｍｍ，ＲＭＳ误差为４．３ｍｍ，考虑到动态定

位的精度水平，二者具有一致性。

　　第二组实验模拟变形量较大的振动，其装置

５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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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７所示，金属平板通过弹簧与固定框架连接，

将流动站天线安置在平板上，人为按压平板使之

振动。实验中数据采样率为５Ｈｚ，基线长约３０

ｍ。采用本文的策略③算法，每历元坐标初始值

取上一历元结果，其高程方向的一组轨迹波形结

果如图８所示，图中采用站心地平坐标系。从图

８中可见，高程方向变化幅度达到了３０ｃｍ。将本

文算法与ＧｒａｆＮａｖ软件处理结果进行了比较，其

中高程分量的较差如图９所示，最大值１．７ｃｍ，

最小值为－２．８ｃｍ，平均值为－２．４ｍｍ，ＲＭＳ误

图４　初始坐标精度３０ｃｍ时

抗差估计定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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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Ｐｒｉｏｒｉ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３０ｃｍ

　　　

图５　抗差最小二乘与抗差

自适应滤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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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ＧｒａｆＮａｖ软件结果与

策略③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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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模拟振动实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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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高程方向的振动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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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策略③与ＧｒａｆＮａｖ

结果高程分量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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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为４．４ｍｍ，表明两种结果精度相当。

４　结　语

实时解算整周模糊度对于高精度动态变形测

量具有重要意义，双频观测值为模糊度的解算提

供了便利。本文采用了两个长波组合观测值

φ－３，４和φ４，－５，当坐标分量初值误差不超过１５ｃｍ

时，长波模糊度可以直接固定，进而可以直接求解

基本模糊度；当坐标初值误差较大时，首先利用双

频之间的相关关系排除部分错误值，然后利用最

小二乘搜索法求解模糊度。针对个别受多路径影

响较大的观测值，双频相关关系可能出现误判，采

用抗差估计的方法抵御粗差的影响，得到较精确

的坐标近似值，进而可由先验坐标约束求得模糊

度正确解。本文算法可允许监测点点位初值误差

为５０ｃｍ，且搜索速度快、可靠性高，适合于变形

幅度较大的动态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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