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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长距离网络ＲＴＫ参考站间双差整周模糊度快速解算方法，该方法利用双频载波相位模

糊度间的线性关系确定宽巷模糊度，然后选取双频载波相位的备选模糊度组合，通过计算参考站间对流层误

差和轨道误差等非色散误差，对双频载波相位整周模糊度进行搜索。实验结果表明，此方法能够快速、可靠地

解算长距离参考站间的双差整周模糊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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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ＲＴＫ定位的关键是参考站观测值的误

差计算和流动站观测值的误差消除与定位，而参

考站观测值的误差计算是实现实时高精度定位的

首要条件。参考站的误差计算主要是参考站观测

值的模糊度确定问题，只有参考站模糊度准确确

定才能得到高精度的综合误差或是建立高精度的

误差模型。长距离网络ＲＴＫ的参考站间相距一

般超过１５０ｋｍ，采用简单双差组合的方法确定整

周模糊度非常困难，主要是由于电离层改正和对

流层改正等误差对双差观测值的综合影响远大于

０．５周，以至模糊度与误差难以分离。

国内外学者对参考站间双差模糊度解算作了

大量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成果［１７］。现有的参考站

间模糊度解算方法在进行长距离参考站间模糊度

解算时需要较长时间的观测数据，且受到的误差

影响较大而不稳定。因此，本文提出了一种长距

离参考站间双差模糊度快速解算方法，该方法利

用双频载波相位模糊度的线性关系确定双差宽巷

模糊度，然后选取双频载波相位模糊度的备选组

合，进行双差模糊度的搜索和固定。

１　双频双差模糊度间的线性关系

由于在正常情况下，参考站都设在比较开阔

的地方，所以可忽略多路径误差的影响，则参考站

犃、犅对于卫星狆、狇的双差载波相位观测方程可

表示为［４］：

犮

犳１
!ΔΦ

狆狇
１犃犅 ＝ !Δρ

狆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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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Δ是双差因子；Φ 是以周为单位的载波相

位观测值；犳为载波的频率；下标１、２分别表示两

个载波；ρ为卫星到接收机的几何距离；犮为真空

中的光速；犐０ 是与频率无关的电离层误差（一阶

项）；犜为对流层误差以及卫星轨道误差等非色散

误差；犖 为载波相位模糊度；ε为观测噪声。

下文将由观测方程导出双频载波相位模糊度

间的线性关系式［４］。非色散误差犜 主要受对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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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误差影响，可以通过模型改正或其他方法消除

或削弱其中的对流层误差及卫星轨道误差等。式

（１）、（２）中都含有电离层误差!Δ犐
狆狇
０犃犅，通过二者之

间的关系可将其消除。若用
!Δη

狆狇
犃犅表示犜 改正后

的误差，则有：

!Δη
狆狇
犃犅 ＝ !Δ犜′

狆狇
犃犅 －!Δ犜

狆狇
犃犅 （３）

式中，
!Δ犜′

狆狇
犃犅表示对流层模型的计算值。整理得

到双频模糊度的线性关系式（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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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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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参考站的坐标已知，双差几何距离!Δρ
狆狇
犃犅

可以精确计算，所以
!Δ犾

狆狇
犃犅是常数项，!Δω

狆狇
犃犅为残余

误差和观测噪声的影响。式（４）是表示双频双差

模糊度线性关系的直线形式，令直线斜率为犽＝

犳１／犳２＝７７／６０＝１．２８３
·
，能够反映双频载波备选

模糊度相位组合的变化关系。

２　长距离参考站间双差模糊度的确

定

２．１　确定双差宽巷模糊度

２．１．１　宽巷模糊度值的计算

网络ＲＴＫ参考站间的双差电离层误差、对

流层误差和轨道误差等综合误差的影响随着站间

距离的增加逐渐增大，可采用 ＷＭ 组合计算长

距离参考站间的双差宽巷模糊度。按照式（７）、

（８）计算宽巷模糊度的初值：

!Δ犕犠
狆狇
犃犅 ＝

犳１ !Δ犔１－犳２ !Δ犔（ ）２
犳１－犳（ ）２

－

犳１ !Δ犘１＋犳２ !Δ犘（ ）２
犳１＋犳（ ）２

（７）

!Δ犖
狆狇
犠犃犅 ＝

犳１－犳（ ）２ ·!Δ犕犠
狆狇
犃犅

犮
（８）

式中，犕犠 为以 ｍ 为单位的 ＭＷ 组合观测值；

犖犠 为宽巷模糊度；犔１、犔２ 是距离单位的载波相

位观测值；犘１、犘２ 是测码伪距观测值。ＭＷ 组合

观测值消除了电离层误差、对流层误差、轨道误差

和计算的几何距离等因素的影响。所以，采用

ＭＷ组合确定长距离参考站间的宽巷模糊度时，

不受测站间距离限制，只受观测噪声的影响。可

以通过多个历元的平均值求解宽巷模糊度，也可

利用多个历元观测数据得到相位平滑伪距，再通

过 ＭＷ 组合求解宽巷模糊度。

２．１．２　宽巷模糊度的确定和检验

利用两个约束关系对宽巷模糊度进行确定和

检验。

１）双频模糊度的线性关系。根据式（４）可以

在双频模糊度搜索空间中找出多个
!Δ犖

狆狇
１犃犅 和

!Δ犖
狆狇
２犃犅的备选组合。这一线性关系式不受电离

层延迟一阶项的影响，在相位测量精度一定的情

况下，主要是双差对流层误差和轨道误差等非色

散性误差的影响。如果对流层误差和轨道误差完

全消除，其他残差的影响为零，则双频载波相位模

糊度的备选组合严格满足式（４）中的线性关系，即

!Δ犖
狆狇
１犃犅变化６０周，!Δ犖

狆狇
２犃犅变化７７周，与之对应

的双差宽巷模糊度备选值会变化１７周。实际上，

由于误差并不能完全消除，所以双频模糊度备选

组合的变化关系可由比值与１．２８３
·
近似的两个

整数来表示。例如３２／２５＝１．２８，即!Δ犖
狆狇
１犃犅变化

２５周，!Δ犖
狆狇
２犃犅变化３２周，得到宽巷模糊度变化的

周期为３２－２５＝７。检验§１节中计算出的双差

宽巷模糊度与按线性关系选出的宽巷模糊度备选

值是否相同，若相同则认为宽巷模糊度是正确的。

如果不满足线性关系的检验，则稍微扩大宽巷模

糊度的搜索范围进行搜索或增加观测时间。

２）参考站间的闭合关系式。对于任意两个

以上的参考站所组成的闭合基线，双差整周模糊

度的代数和理论上为零。以参考站犃、犅和犆 为

例，则：

!Δ犖
狆狇
犠犃犅 ＋!Δ犖

狆狇
犠犅犆 ＋!Δ犖

狆狇
犠犆犃 ＝０ （９）

　　将利用双频模糊度线性关系检验后的各参考

站间的双差宽巷模糊度代入式（９），如果满足闭合

条件则认为宽巷模糊度为正确值。

２．２　确定双频载波相位模糊度

２．２．１　确定双差模糊度备选值

利用固定的宽巷模糊度，可以求出双差宽巷

载波相位观测值的电离层误差。宽巷观测值组合

会增大观测噪声，并且计算出的宽巷观测值电离

层误差包含了观测噪声、对流层误差残差及轨道

误差残差的影响，特别是对于低高度角卫星这种

影响较大。因此，本文不将宽巷电离层误差直接

用于双差载波相位模糊度的计算和固定，而是根

据宽巷模糊度确定双差载波相位模糊度的备选组

合，再进行模糊度搜索。计算出
!Δ犖

狆狇
１犃犅的初值，

并给定其搜索范围后，只需找出在
!Δ犖

狆狇
１犃犅搜索范

９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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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的模糊度备选值和分别与之相对应的

!Δ犖
狆狇
２犃犅的备选值即可确定双频模糊度的搜索空

间。

２．２．２　确定载波相位双差模糊度

参考站上一般都安装有气象仪器来长期观测

温度、气压等气象参数，可通过对流层误差模型计

算出天顶对流层误差（没有气象文件则使用标准

大气参数）。如果测站犃、犅使用对流层误差模型

计算出的天顶对流层误差为ＺＴＤ′犃、ＺＴＤ′犅，天顶

对流层误差的正确值为ＺＴＤ犃、ＺＴＤ犅，则双差对

流层误差的残差为：

!ΔξＤｔｒｏｐ＝Δ犿犳犃·ξＺＴＤ犃 －Δ犿犳犅·ξＺＴＤ犅（１０）

其中，ξＺＴＤ犃 ＝ＺＴＤ犃 －ＺＴＤ′犃；ξＺＴＤ犅 ＝ＺＴＤ犅 －

ＺＴＤ′犅；Δ犿犳犃、Δ犿犳犅 分别为测站犃、犅 星间单差

卫星的投影函数差。

利用对流层误差模型可以改正大部分对流层

误差，但还存在一部分双差对流层误差的残差

Δ!ξＤｔｒｏｐ的影响。对于高度角较高的卫星，投影函

数小，
!ΔξＤｔｒｏｐ值较小，在卫星高度角大于６０°时双

差对流层误差的残差影响一般小于０．０４ｍ，而对

于低高度角卫星，Δ!ξＤｔｒｏｐ值会比较大。

根据观测方程（１）、（２）得到关于对流层误差

和轨道误差等非色散误差
!Δ犜

狆狇
犃犅的计算公式：

!Δ犜
狆狇
犃犅 ＝

犮 !Δ犖
狆狇
２犃犅 －犳１·!Δ犖

狆狇
１犃犅 ＋!ΔΦ

狆狇
２犃犅（ ＋

犳１·!ΔΦ
狆狇
１ ）犃犅 ／（犳

２
２－犳

２
１）－!Δρ

狆狇
犃犅 ＋!Δω

狆狇
犐犃犅

（１１）

其中，

!Δω
狆狇
犐犃犅 ＝

犳
２
１·ε１－犳

２
２·ε２

犳
２
１－犳

２
２

（１２）

　　对于双差轨道误差，如果使用精度为０．５ｍ

的精密预报轨道，对２００ｋｍ的基线而言，其大小

仅为５ｍｍ。如果使用１．５～２ｍ左右精度的广

播星历，对于１００～２００ｋｍ的长基线，也可以不

考虑双差轨道误差的影响。因此，
!Δ犜

狆狇
犃犅中主要

是双差对流层误差。将双频载波相位模糊度的各

组备选值代入式（１１），求出!Δ犜
狆狇
犃犅，与对流层误差

模型计算的结果
!Δ犜′

狆狇
犃犅进行比较得到残差ξ，如

果有：

!Δ犜
狆狇
犃犅 －!Δ犜′

狆狇
犃犅 ＝ξ，ξ ＜δ （１３）

其中，δ为一限值，可根据式（１０）由经验值得到。

当残差ξ小于这一限值时认为该组模糊度备选组

合为正确的双差载波相位模糊度。

２．２．３　检验载波相位的双差模糊度

与宽巷模糊度的检验相同，双频载波相位模

糊度也满足参考站网的闭合关系，即有：

!Δ犖
狆狇
１犃犅 ＋!Δ犖

狆狇
１犅犆 ＋!Δ犖

狆狇
１犆犃 ＝０ （１４）

!Δ犖
狆狇
２犃犅 ＋!Δ犖

狆狇
２犅犆 ＋!Δ犖

狆狇
２犆犃 ＝０ （１５）

　　将§２．２．２节中搜索出的双差模糊度代入上

式，利用闭合关系检验模糊度搜索的正确性。在

进行各卫星双差模糊度解算时，高高度角卫星模

糊度较容易确定。高高度角卫星模糊度的准确确

定，有利于低高度角卫星模糊度的固定，因此，根

据高度角高低依次解算各卫星的双差模糊度。

３　算例分析

实验数据于２００６年４月５日在渤海湾采集，

采样率１Ｈｚ，取其中１ｈ的观测数据。该算例有

３个参考站，基线信息如图１所示。

图１　基线信息

Ｆｉｇ．１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ｓ

将本文模糊度解算方法确定出的双差模糊度

与ＰＡＮＤＡ软件计算的双差模糊度值进行比较。

ＰＡＮＤＡ软件是一套高精度ＧＮＳＳ定位软件，能

够准确计算出双差模糊度。以１７号卫星为例，４

号卫星为基准卫星，ＰＡＮＤＡ软件计算的双差模

糊度值如表１所示，３条基线的 ＭＷ 组合计算双

差宽巷模糊度的结果如图２所示。

表１　犘犚犖１７双差模糊度正确值

Ｔａｂ．１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ＤＤ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ｏｆＰＲＮ１７

基线 宽巷模糊度 犔１模糊度

参考站１２ －２ －４

参考站２３ ５６ ５２

参考站３１ －５４ －４８

　　从图２中可以看出，利用多个历元的观测数

据计算的宽巷模糊度与正确值的差在０．５周以

内，并且随着历元的增加而接近真值。根据双频

载波相位模糊度的线性关系确定的双差宽巷模糊

度备选值如表２所示，利用§２．１．２节的两个条

件可以确定和检验出正确的双差宽巷模糊度。参

考站１２、参考站３１计算的宽巷模糊度精度比较

接近，参考站２３的计算精度要优于另外两条基

线，原因是测站参考站１的观测噪声与另外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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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相比较大。这也说明，ＭＷ 组合计算宽巷模糊

度与基线长度无关，跟测站观测数据的噪声相关。

一般参考站都设在比较开阔的地方并且配置双频

接收机，观测噪声相对较小，因此，ＭＷ 组合非常

适合确定长距离参考站间的宽巷模糊度。

表２　犘犚犖１７双差宽巷模糊度备选值

Ｔａｂ．２　ＷｉｄｅＬａｎｅＤＤ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ｓｏｆＰＲＮ１７

基线 双差宽巷模糊度备选值

参考站１２ －４ －２ ０

参考站２３ ５４ ５６ ５８

参考站３１ －５６ －５４ －５２

图２　卫星１７双差宽巷模糊度解算结果序列

Ｆｉｇ．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ＷｉｄｅＬａｎｅＤＤ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ｏｆＰＲＮ１７

　　宽巷模糊度确定之后，选取双频载波相位模

糊度的备选值，根据式（１３）、（１４）确定载波相位模

糊度，并可得到双差非色散误差的残差，计算结果

如图３所示。从图３中可以看出，双差非色散误

差（主要是对流层误差）的残差与高度角密切相

关，随高度角的降低逐渐增大。高度角大于６０°

时非色散误差的残差较小，当高度角降低到３０°

附近时基线参考站１２、参考站３１的残差接近

ｄｍ级。因此，直接用宽巷模糊度计算载波相位

的双差模糊度不可靠，需要根据式（１３）对模糊度

备选组合进行搜索，并使用闭合关系进一步检验

模糊度搜索的正确性。

图３　卫星１７非色散误差差残

Ｆｉｇ．３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ｏｆＮｏｎ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ｖｅ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ＰＲＮ１７

　　从残差的序列图中可以看出，在高度角降低

过程中基线参考站１２、参考站３１的非色散性误

差的残差比基线参考站２３的非色散误差的残差

大。根据３条基线的长度，可以发现参考站１的

数据质量与参考站２、参考站３站相比较差，宽巷

模糊度的计算结果也能反映这一情况。这并不影

响本文模糊度确定方法的使用，相反，根据这一情

况结合检验条件会使模糊度固定达到更好的

效果。

４　结　语

本文的长距离参考站间模糊度快速解算方法

充分利用了参考站连续观测且观测环境较好、测

站坐标已知、双频载波相位模糊度间的线性关系、

双差模糊度的整数特性等已知条件。本文使用

ＭＷ 组合观测值计算宽巷模糊度，利用双频载波

相位模糊度间的线性关系确定和检验宽巷模糊

度，确保了双差宽巷模糊度的解算效率和可靠性。

根据固定的双差宽巷模糊度选取双频模糊度备选

组合，通过计算非色散性误差的残差进行搜索，能

够准确固定双差载波相位模糊度。本文方法不需

解双差方程组，各双差观测值之间相互独立，计算

量小，模糊度搜索速度快，能够实现长距离参考站

间整周模糊度的快速确定，且实用性强、可靠

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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