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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伪距与载波相位观测值进行二次差分构造周跳检验参数，并利用ＪａｒｑｕｅＢｅｒａ方法对历元窗口内的

周跳参数进行正态分布检验，较好地实现了周跳的实时探测。利用实测ＧＰＳ静态数据以及车载ＧＰＳ动态数

据进行了周跳探测算例分析，结果表明，此方法能够实时探测出周跳，并能有效修复周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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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已有诸多学者针对周跳探测提出了许

多解决方法，但这些方法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

仅能探测比较大的周跳而对小周跳不敏感，或仅

适用于双频观测量，或无法区分发生周跳的频率，

或对部分周跳组合不敏感等［１，２］。此外，这些方

法都是针对事后处理提出来的，对于实时周跳探

测则还需要深入探究［３］。本文将伪距与载波相位

观测量作二次差分进而构建周跳检验参数，并用

ＪａｒｑｕｅＢｅｒａ正态检验方法对周跳参数进行检验，

可实时探测周跳。

１　实时周跳探测的数学模型

１．１　码相二次差分

伪距观测方程与载波相位观测方程分别为：

ρ＝犚０－犮犞犚＋犮犞犛＋犐－犜＋犲ρ （１）

λ＝犚０－犮犞犚＋犮犞犛－犐－犜－λ犖＋犲 （２）

式中，ρ为伪距观测值；犚０ 为站星几何距离；犮为

光速；犞犚 为接收机钟差；犞犛 为卫星钟差；犐为电

离层延迟量；犜为对流层延迟量；犲ρ为包含多路径

效应影响与伪距观测噪声等的综合误差；λ为载

波波长；犖 为整周模糊度；犲 为包含多路径效应

影响与载波相位噪声等的综合误差。

将式（１）与式（２）作差，得：

ρ－λ＝２犐＋λ犖＋Δ犲 （３）

然后，将式（３）在历元间作差，得：

（ρ－λ）狋＋１－（ρ－λ）狋 ＝２Δ犐＋Δ犲 （４）

式中，Δ犐为电离层延迟量的变化量；Δ犲为二次

差分综合误差。

若在狋＋１历元处发生周跳，由式（４）得：

（ρ－λ（＋狏））狋＋１－（ρ－λ）狋 ＝２Δ犐＋Δ犲－λ狏

（５）

式中，狏为周跳数值。等式两边同时除以波长得：

（ρ－λ（＋狏））狋＋１－（ρ－λ）狋
λ

＝

（２Δ犐＋Δ犲）／λ－狏 （６）

周跳检验参数为：

犇＝ （２Δ犐＋Δ犲）／λ－狏 （７）

　　由式（７）可知，周跳检验参数与电离层延迟变

化量和二次差分综合误差有一定的联系。

１．２　电离层延迟变化量影响分析

在仅顾及一阶电离层影响的情况下，电磁波

在电离层中传播时所受到的电离层延迟改正量的

大小可表示为［４］：

ΔＩｏｎ＝
４０．３

犳
２ ＴＥＣ （８）

　　由上式可计算出１ＴＥＣＵ对犔１ 和犔２ 的电

离层延迟改正量分别为０．１６２４ｍ、０．２６７４ｍ。

采用载波相位观测值计算传播路径上的

ＴＥＣ的公式为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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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Ｃ＝
犳
２
１犳
２
２

４０．３（犳
２
１－犳

２
２）
［（λ１１－λ２２）＋

（λ１犖１－λ２犖２）］ （９）

式中，各参数意义参见文献［４］。

根据式（９）在历元间作差即可得到较高精度

的ＴＥＣ变化量。信号传播路径上电离层电子含

量的变化较为复杂，但其变化数值较小，即使发生

电离层行扰、太阳耀斑等，引起的ＴＥＣ变化量级

一般也在１ＴＥＣＵ以下
［４］。通常在电离层扰动

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式（５）中的电离层延迟变化

量是一个小量，不会影响到周跳的准确探测。

１．３　周跳检验参数时间序列

没有发生周跳时，周跳检验参数是一个较为

平滑的时间序列（见图１）；一旦发生周跳，这种平

滑的特性将被破坏，从而使时间序列发生突变。

人为在第６００、１６００、２８００历元分别加入１周、８

周、６周的周跳（见图２）。为了分析短时间内周跳

检验参数的变化特征，按式（７）计算１００个历元的

周跳参数值并绘制散点图（见图３）。由图３可

知，如果没有发生周跳，短时段内周跳检验参数的

变化不大，所以可以考虑对历元窗口内的周跳检

验参数进行正态分布检验从而探测出是否发生周

跳。常用的正态分布检验方法有偏度、峰度检验

法、ＪａｒｑｕｅＢｅｒａ检验法、卡方拟合优度检验等，本

文采用ＪａｒｑｕｅＢｅｒａ检验方法
［５，６］。

２　实时周跳探测与算例分析

２．１　实时周跳探测流程

为了能够实时地探测周跳，首先，需要选择一

个合适的历元窗口。如果历元窗口较大，样本数

据（周跳检验参数）不近似服从正态分布，若采用

ＪａｒｑｕｅＢｅｒａ检验会造成周跳的误判；如果历元窗

口较小，则统计假设检验结果不可靠。历元窗口

的选择和采样率也有关系，采样率高可选择较大

的窗口，采样率低可选择较小的窗口。其次，有必

要对周跳检验参数进行初始化检测，使当前历元

之前的数据都是干净的，从而保证假设检验的可

靠性。初始化检测是对首个历元窗口内的周跳检

验参数进行检验，具体步骤为：① 将历元窗口内

的周跳检验参数按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② 采用

ＪａｒｑｕｅＢｅｒａ检验对窗口内的周跳检验参数进行

正态分布检验；③ 如果原假设成立，则初始化检

测结束，否则，去掉排列中最后一个值再次进行

ＪａｒｑｕｅＢｅｒａ检验直到原假设成立；④ 对拒绝原

假设的历元进行修复。

在初始化检测结束之后，即可进行滑动窗口

的实时周跳探测，具体步骤为：① 对当前历元窗

口内的周跳检验参数进行ＪａｒｑｕｅＢｅｒａ检验；

② 如原假设成立，则表明当前历元没有发生周

跳，否则，说明发生周跳；③ 如原假设不成立，需

要对当前历元进行周跳修复，即用历元窗口内的

其他周跳检验参数的平均值减去当前历元的参数

值取整，然后对当前历元及后续所有相位观测值

减去这个数值；④ 加入一个最新历元的周跳检验

参数，去掉一个最旧历元的周跳检验参数。重复

上述步骤，实现实时周跳探测。

２．２　犌犘犛静态数据实验

采用２００９年５月４日某测站ＧＰＳ观测数据

２４号卫星的数据，接收机带有扼流圈天线，历元

窗口选择为１０，显著水平设为０．０１，使用上述周

跳探测方法分别对以下３种方案进行算例分析：

① 采样间隔为５ｓ，对犔１ 载波在第１００历元加入

１周周跳；② 采样间隔为１５ｓ，对犔１ 载波在第

２００历元和第３２０历元分别加入１周和６周周

跳；③ 采样间隔为３０ｓ，对犔１ 载波在第３００历元

和第４５０历元分别加入１周和８周周跳。

由于本文描述的实时周跳探测方法没有使用

频率间组合，所以以上３种方案没有对犔１ 和犔２

同时加入周跳进行算例测试，实际数据处理中仅

需分别对各频率的数据进行周跳探测。

一般来说，两相邻历元间所计算出的电离层

残差非常小，任何异常的变化都可以表明在某个

或某两个频率的相位观测值中发生了周跳［４］。利

用载波相位观测值计算各历元的电离层残差和各

历元窗口的ＪａｒｑｕｅＢｅｒａ统计量（见图４、５）。由

图４可知该时段内电离层残差较小，没有发生异

常变化，说明这个时段内载波相位观测值比较干

净，没有发生周跳。由图５可知，无周跳发生时各

历元窗口内的周跳检验参数均通过ＪａｒｑｕｅＢｅｒａ

检验。然后，分别对上述３个方案进行算例分析，

得到周跳检验参数的时间序列和ＪａｒｑｕｅＢｅｒａ统

计量（见图６～１１）。

由以上各图可以看出包含周跳的历元窗口内

周跳检验参数与其他正常的周跳检验参数有明显

的差别，并且发生周跳的历元窗口ＪａｒｑｕｅＢｅｒａ统

计量较大，会拒绝原假设进而表明发生周跳。同

时，当采样间隔较小为５ｓ或者１５ｓ时，本文方法

均能够实时探测并修复１周及以上的周跳，而当

采样间隔为３０ｓ时，不能探测出５周以内的小

周跳。

４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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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周跳检验参数时

间序列（未发生周跳）

Ｆｉｇ．１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

ＳｌｉｐＰａｒａｍ（ＮｏＳｌｉｐ）

　 　

图２　周跳检验参数

时间序列（发生周跳）

Ｆｉｇ．２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

ＳｌｉｐＰａｒａｍ（ｗｉｔｈＳｌｉｐ）

　 　

图３　短时间内周跳检验

参数散点图

Ｆｉｇ．３　Ｓｃａｔｔｅｒ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

ＳｌｉｐＰａｒａｍｉｎＳｈｏｒｔＳｅｓｓｉｏｎ

　　

图４　电离层残差序列

Ｆｉｇ．４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ｅｑｕｅ

ｎｃｅｏｆ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ｅ

图５　各历元窗口

ＪａｒｑｕｅＢｅｒａ统计量

Ｆｉｇ．５　ＪａｒｑｕｅＢｅｒａ

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ＥｐｏｃｈｓＷｉｎｄｏｗ

　　　

图６　方案①周

跳检验参数

Ｆｉｇ．６　Ｓｌｉｐ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Ｐｒｏｊ．１

　　　

图７　方案①Ｊａｒｑｕｅ

Ｂｅｒａ统计量

Ｆｉｇ．７　ＪａｒｑｕｅＢｅｒａ

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Ｐｒｏｊ．１

　　　

图８　方案②

周跳检验参数

Ｆｉｇ．８　Ｓｌｉｐ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Ｐｒｏｊ．２

　　由式（７）可知，周跳检验参数在一定程度上还

受伪距噪声与多路径效应的影响，因此，本文对不

带有扼流圈天线的其他品牌接收机的采样间隔为

３０ｓ的数据进行了实验。结果表明，受观测噪声

及多路径效应的影响，能探测出８～１０周及以上

的周跳，并且周跳修复带有２周左右的偏差。由

此可知，周跳探测能力与观测数据的质量存在一

定的关系，要获得高质量的数据除了采用合适的

周跳探测方法以外，还需要合理地使用高采样率

以及提高ＧＰＳ接收机自身的硬件质量。

２．３　犌犘犛动态数据实验

使用同济大学移动测量系统于２００９年８月

５日０７：０２：００～０７：２５：００时段，沿上海市闵行区

红梅南路由北向南以１５ｋｍ·ｈ－１的速度行驶至

江川东路，采样率为１Ｈｚ，选择１３号卫星的犘码

伪距与犔１ 载波相位观测数据，设历元窗口为１０，

显著水平为０．００５，计算电离层残差与ＪａｒｑｕｅＢｅ

ｒａ统计量（见图１２、１３）。由图１２、１３可知，ＧＰＳ

动态观测时由于采样率高，电离层残差较小，且该

时段内没有发生周跳，在动态观测模式下由于伪

距噪声以及多路径效应等影响，导致周跳检验参

数在时间序列上表现不太稳定，从而使Ｊａｒｑｕｅ

Ｂｅｒａ统计量较大，但实际并没有发生周跳。在这

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原假设不应轻易拒绝，可选用

图９　方案②

ＪａｒｑｕｅＢｅｒａ统计量

Ｆｉｇ．９　ＪａｒｑｕｅＢｅｒａ

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Ｐｒｏｊ．２

　　　

图１０　方案③周

跳检验参数

Ｆｉｇ．１０　Ｓｌｉｐ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Ｐｒｏｊ．３

　　　

图１１　方案③Ｊａｒｑｕｅ

Ｂｅｒａ统计量

Ｆｉｇ．１１　ＪａｒｑｕｅＢｅｒａ

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Ｐｒｏｊ．３

　　　

图１２　电离层

残差序列

Ｆｉｇ．１２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ｅ

较小的显著水平［７］。

为了检验本文方法用于ＧＰＳ动态测量的实

时周跳探测能力，人为对犔１ 载波在第１００历元加

入８周、第２３０历元加入１０周、第３００历元加入

１５周周跳，探测结果见图１４。图１４表明该方法

能够实时探测１０周及以上的周跳，而对于１０周

以内的周跳则无法探测。由于动态观测时综合误

差变化复杂，所以周跳修复会存在一定的偏差。

５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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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Ｊａｒｑｕｅ

Ｂｅｒａ统计量

Ｆｉｇ．１３　ＪａｒｑｕｅＢｅｒａ

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ＥｐｏｃｈｓＷｉｎｄｏｗ

　　　　

图１４　Ｊａｒｑｕｅ

Ｂｅｒａ统计量

Ｆｉｇ．１４　Ｊａｒｑｕｅ

ＢｅｒａＶａｌｕｅｓ

３　结　语

本文使用伪距与载波相位观测值构造周跳检

验参数，并利用ＪａｒｑｕｅＢｅｒａ对滑动历元窗口内的

周跳检验参数进行正态检验，从而实现了实时周

跳探测。实验表明，该方法对于质量较好的静态

观测数据能够准确地探测并修复周跳，同时，也能

对动态观测数据进行实时周跳探测。本文方法不

受接收机和卫星的几何位置、卫星和接收机钟差

的影响，不存在频率组合导致周跳组合不敏感或

者无法区分周跳发生的频率等问题，能够用于事

后或者实时周跳探测；同时，由于没有采用星间或

者测站间差分，所以有利于实时并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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