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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利用 ＷＭ宽巷组合进行周跳初步探测的基础上，加入了新方法进行二次周跳探测。该方法通过

利用来自同颗ＧＰＳ卫星的无电离层影响犔３ 组合相位观测值在相邻历元间的变化量与ｄｍ级精度的先验轨

道坐标，计算得出星载ＧＰＳ接收机历元间的钟差变化值。对于存在周跳的载波相位观测值，其计算结果会与

同历元其他无周跳观测值解算的钟差变化量存在较大差异。实验结果表明，二次探测可以发现新的周跳并对

初步探测结果进行检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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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常用的周跳探测方法主要有多频观测

值的线性组合法［１，２］、多项式拟合法［１，２］、电离层

残差法［２］以及小波分析法［３］等。这些方法具有各

自的特点，同时在应用中也存在不足，因此，经常

是多种方法结合进行周跳探测。由于高空环境下

电离层变化异常显著并且卫星也同时在高速飞

行，因此，传统历元间差分方式不能有效提取或消

除各种误差影响因素。另外，这些方法的周跳检

测量都是针对来自相同ＧＰＳ卫星的相位观测值

在历元之间的变化情况而构建的，忽略了不同卫

星相位观测值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本文提出

了一种适合星载ＧＰＳ周跳探测的方法，此方法在

利用 ＷＭ宽巷模糊度进行初步周跳探测的基础

上，结合先验轨道与来自不同卫星的相位观测值

之间的差异进行周跳的二次探测。

１　利用 犠犕 宽巷模糊度进行周跳

初步探测

　　在不考虑对流层与多路径效应误差影响的条

件下，ＧＰＳ的伪距与相位观测方程可表示为：

犔犼１ ＝λ１φ
犼
１ ＝ρ

犼－犮δ狋犼＋犮δ狋－犮δ犼ｒｅｌ＋犮δｒｅｌ－

犐犼ｉｏｎ１＋λ１犖１＋ε１ （１）

犔犼２ ＝λ２φ
犼
２ ＝ρ

犼－犮δ狋犼＋犮δ狋－犮δ犼ｒｅｌ＋犮δｒｅｌ－

犐犼ｉｏｎ２＋λ２犖２＋ε２ （２）

犘犼１ ＝ρ
犼－犮δ狋犼＋犮δ狋－犮δ犼ｒｅｌ＋犮δｒｅｌ＋犐

犼
ｉｏｎ１＋犲１

（３）

犘犼２ ＝ρ
犼－犮δ狋犼＋犮δ狋－犮δ犼ｒｅｌ＋犮δｒｅｌ＋犐

犼
ｉｏｎ２＋犲２

（４）

式中，犔犼１、犔犼２、犘犼１、犘犼２ 分别表示犔１ 与犔２ 载波上的

相位与伪距观测量；λ犻为犔１ 与犔２ 载波波长；ρ表

示信号发射时刻的ＧＰＳ卫星位置与接收时刻星

载ＧＰＳ接收机之间的几何距离；犮是真空中的光

速；δ犼ｒｅｌ、δｒｅｌ对应ＧＰＳ卫星与接收机的相对论影响

改正；犐犼ｉｏｎ１、犐犼ｉｏｎ２是两频率上的电离层延迟改正，忽

略电离层高阶项噪声时犐犼ｉｏｎ１／犐犼ｉｏｎ２＝犳
２
２／犳

２
１；犖１、犖２

表示整周模糊度；ε犻、犲犻代表相位与伪距的观测噪

声。

利用犔１ 与犔２ 组成宽巷组合犔５，其可表示

为：

犔５ ＝
１

犳１－犳２
（犳１犔１－犳２犔２） （５）

又利用犘１ 与犘２ 组成窄巷组合犘５，表示为：

犘５ ＝
１

犳１＋犳２
（犳１犘１＋犳２犘２） （６）

将上两式相减后组成 ＷＭ 线性组合，根据式（１）

～（４）以及两频率间的电离层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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犖５ ＝φ１－φ２－
犳１犘１＋犳２犘２

λ５（犳１＋犳２）
＝

　（犖１－犖２）＋（
ε１

λ１
－
ε２

λ２
）－
λ４

λ５
（犲１
λ１
＋
犲２

λ２
）

（７）

其中，λ５＝（λ
－１

１
－λ

－１
２ ）－１、λ４＝（λ

－１

１
＋λ

－１
２ ）－１分

别代表宽巷与窄巷组合的波长。

上述组合不仅消除了电离层延迟，也消除了

卫星钟差、接收机钟差和卫星至接收机的几何距

离，仅受周跳与测量噪声的影响，因此，特别适合

于周跳探测。为利用上述线性组合进行周跳探

测，可使用文献［４］提出的递归算法不断更新模糊

度均值及其方差，其公式为：

珡犖犻５ ＝珡犖
犻
５＋
１

犻
（犖犻５－珡犖

犻－１
５ ） （８）

σ
２
犻 ＝σ

２
犻－１＋

１

犻
［（犖犻５－珡犖

犻－１
５ ）－σ

２
犻－１］ （９）

式中，犖犻５ 是第犻个历元的犔６ 组合模糊度；珡犖
犻
５ 与

σ
２
犻 分别表示前犻个历元的犔６ 组合模糊度均值以

及方差。

根据珡犖犻５ 与σ犻，按照以下标准来判断周跳的

发生：① 若"犖犻＋１５ －珡犖犻５ "≥４σ犻，并且"犖犻＋２５ －

犖犻＋１５ "＜１，则可认为在狀＋１历元位置发生了周

跳；② 若
" 犖犻＋１５ －珡犖犻５ "≥４σ犻，同时" 犖犻＋２５ －

犖犻＋１５ "≥１，则认为狀＋１历元的观测值是野值。

③ 若"犖犻＋１５ －珡犖犻５ "＜４σ犻，则认为狀＋１历元不

存在周跳。

由于相位观测噪声大约仅为２ｍｍ，即便考

虑多路径效应，其精度仍可达几个 ｍｍ，因此，上

述方法周跳探测效果主要受伪距精度的限制。忽

略载波相位的观测噪声，宽巷模糊度的中误差可

表示 为 犳
２
１＋犳槡

２
２

λ５（犳１＋犳２）
σ狆 ＝ ０．８２６７σ狆 周 （系 数

０．８２６７的单位是周·ｍ－１），所以历元间周跳变

化（Δ犖１－Δ犖２）的中误差是１．１６９１σ狆 周。伪距

观测的精度通常为０．３ｍ，故（Δ犖１－Δ犖２）的中

误差大约为０．３５周，因此可认为此方法的理论周

跳探测精度优于０．４周。另外，根据式（７）可知，

当两个频率的相位观测发生了相同的周跳数时，

这种方法将失效。

根据以上方法，可对各颗ＧＰＳ卫星一整天的

相位观测数据进行分组，每组数据可近似认为具

有相同宽巷模糊度犖５。对于犔１ 与犔２ 上发生相

同周跳数的情况以及其他未被探测的周跳则是在

后续数据处理中进行二次探测。

２　二次周跳探测的基本原理

记犖１ 与犖２ 分别为犔１ 与犔２ 载波相位的整

周模糊度，其对应的犔３ 无电离层影响的线性组合

及其模糊度误差影响可表示为：

犔３ ＝
１

犳
２
１－犳

２
２

（犳
２
１犔１－犳

２
２犔２） （１０）

犅３ ＝
１

犳
２
１－犳

２
２

（犳
２
１λ１犖１－犳

２
２λ２犖２） （１１）

根据式（１）、（２），可得：

犮δ狋＝犔犼３－犅３－（ρ
犼－犮δ狋犼－犮δ犼ｒｅｌ＋犮δｒｅｌ）＋ε３

（１２）

根据式（８）～（１１）可知，历元间的钟差变化量可表

示为：

Δ犆狀＋１，狀 ＝犮δ狋狀＋１－犮δ狋狀 ＝Δ犚
犼
狀＋１，狀＋Δ犅３，狀，狀＋１ （１３）

Δ犚犼狀＋１，狀 ＝Δ犔
犼
３，狀＋１，狀－Δρ

犼
狀＋１，狀＋Δ犮δ狋

犼
狀＋１，狀＋

Δ犮δ犼ｒｅｌ，狀＋１，狀－Δ犮δｒｅｌ，狀＋１，狀 （１４）

Δ犅３，狀，狀＋１ ＝犅３，狀－犅３，狀＋１ （１５）

　　若来自同颗ＧＰＳ卫星的相位观测值在相邻

历元之间没有发生周跳，则犅３ 保持不变，这时

Δ犅３，狀，狀＋１＝０。在已有各历元时刻接收机的先验

坐标的情况下，可利用式（１３）计算得到接收机历

元间的钟差变化值。但是，若某一周跳没能在初

步探测过程中被找出而使用Δ犅３，狀，狀＋１＝０来计算

钟差变化量，那么其结果将含有整周模糊度变化

引起的误差，使其区别于同历元其他无周跳相位

观测值计算得到的钟差变化量，因此，利用这一原

理可进行周跳探测。对于先验坐标的所需精度将

在下一节中具体讨论。

犔３ 组合的噪声除与相位观测精度有关外，还

受多路径效应、高阶电离层噪声等误差影响。另

外，ＧＰＳ卫星位置与钟差也是通过插值得到的，

因此，即使某一历元不存在周跳现象，由不同

ＧＰＳ卫星的相位观测解算得出的钟差变化量之

间也 将 存 在 差 异，最 大 可 至 几 个 ｃｍ。对 于

ＧＲＡＣＥ等低轨卫星，其星载接收机可同时观测

到的ＧＰＳ卫星通常为７～１０颗，而同历元时刻一

般仅有１～２颗卫星的载波相位发生周跳。为此，

在进行周跳的二次探测时可对相同历元由不同

ＧＰＳ卫星的相位观测值计算得到的Δ犆狀＋１，狀值进

行统计，求出均值与方差，以３倍中误差为界剔除

偏离均值较大的Δ犆，重复进行统计与筛选直至

全部未被剔除Δ犆的ＲＭＳ值收敛。最后得到的

平均值Δ犆
ｍｅａｎ可近似认为是两历元间的接收机钟

差变化量。以这一结果为标准，设定一阀值γ，并

记χ＝ Δ犆－Δ犆
ｍｅａｎ ，若第狀个观测历元的χ

狀
＞

γ，则可认为狀历元位置发生了周跳；若χ
狀
≤γ，则

认为狀历元与狀－１历元之间没有发生周跳。当

星载接收机在某些历元观测到的ＧＰＳ卫星数量

８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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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少甚至仅有３～４颗时，这种统计方法可能失

效，这时可根据不同的Δ犆狀＋１，狀值的量级差异并结

合前一步的探测结果进行具体分析。

３　先验卫星轨道的精度需求

在尚未进行周跳探测之前，无法得到高精度

的卫星轨道坐标，因此，仅能利用伪距得出粗略的

先验轨道。但是，先验轨道的精度将直接影响本

文周跳探测方法的可行性。

卫星所受的非保守力的量级很小，对于

ＧＲＡＣＥ卫星其最大影响不超过１０－６ ｍ·ｓ－２，故

在短时间内可认为卫星仅受到如地球重力场等保

守力的影响。因此，在已有当前历元卫星状态的

前提下，可直接利用轨道积分的方式外推得出下

一历元的卫星状态。以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７ 日

ＧＲＡＣＥＡ卫星１ｄ的精密轨道为例，对其加入

不同量级的误差，以１０ｓ作为积分步长得出下一

历元的卫星状态，分析误差作用下相邻历元的

Δρ
犼
狀＋１，狀值与真实值之间的差异。通过计算并统计

这一天全部历元时刻ＧＲＡＣＥ卫星与所观测到的

ＧＰＳ卫星之间的几何距离ρ
犼值，表１给出了这种

差异在一天之中的最大值与平均值，犃、犅、犆分别

表示对精密卫星轨道在犡、犢、犣方向同时加入１

ｍ、５ｍ以及１０ｍ的误差。

表１　加入不同误差影响后Δρ
犼
狀＋１，狀与真值的差异

Ｔａｂ．１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Δρ
犼
狀＋１，狀ｗｉｔｈＶａｒｉｏｕｓ

ＥｒｒｏｒｓＡｄｄｅｄａｎｄＴｒｕｅＶａｌｕｅ

单位／ｍ 犃 犅 犆

最大差异 ０．００９ ０．０４６ ０．０９２

平均差异 ０．００４ ０．０２２ ０．０４５

　　由表１可知，１ｍ的轨道误差对计算Δρ
犼
狀＋１，狀

的影响最大不超过１ｃｍ，平均误差仅为４ｍｍ左

右。而当两个载波相位分别只产生一个周跳时

（即Δ犖１＝Δ犖２＝１），Δ犅３，狀＋１，狀可达１ｄｍ。另外，

若是Δ犖１／Δ犖２≈犳２／犳１，例如Δ犖１＝３、Δ犖２＝４

时，Δ犅３，狀＋１，狀约为６ｃｍ。因此，在已有各历元时刻

ｄｍ级精度先验轨道坐标的情况下，忽略非保守

力的影响，积分外推下一历元的卫星坐标来计算

Δρ
犼
狀＋１，狀，可满足二次周跳探测的精度需要。使用

伪距观测量并结合动力法平滑轨道可以获得这一

精度的先验轨道坐标。

４　模拟的周跳

使用ＧＲＡＣＥＡ卫星２００８年７月２７日的

ＧＰＳ观测数据进行实验，其采样间隔为１０ｓ。在

当天观测开始４ｈ之后的１２０个历元内没有发生

周跳现象。本文以ＰＲＮ２４卫星作为研究对象，

通过人为添加周跳（见表２）来检验本文提出的周

跳探测方法的可行性。

表２　待加入进行检测的周跳数

Ｔａｂ．２　ＣｙｃｌｅＳｌｉｐｓＡｄｄｅｄｔｏｂｅ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１ ２ ３ ４

历元位置 １５００ １５２５ １５４５ １５６０

周跳量 １５，１０ ２，２ ０，０．５［２］ ３，４

　　图１是待进行周跳探测历元的 ＷＭ 组合模

糊度值，图２是利用递归算法得到的组合模糊度

中误差。从中可以明显得知，对于在４个历元位

置加入的周跳，除两个频率相位观测发生相同周

跳数的情况外，其余３个周跳都能被探测出来。

特别是第一以及第四周跳，其组合模糊度值与均

值有着明显差异。而对于第三个周跳，虽然仅有

０．５周的跳变，由于递归至其前一历元的组合模

糊度中误差大约仅为０．１，所以它仍然可在第一

步周跳探测过程中被找出。事实上，组合模糊度

的周跳探测效果主要由伪距数据的质量决定，当

多路径效应与电离层延迟误差影响较大时，组合

模糊度的方差将变大，使得这种方法对小周跳的探

测能力被减弱。因此，需要通过二次周跳探测来发

现新的周跳并对第一步的探测结果进行检核。

图１　利用 ＷＭ组合模糊度组合探测周跳

Ｆｉｇ．１　ＣｙｃｌｅＳｌｉｐ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ｂｙＷＭ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

图２　ＷＭ组合模糊度中误差

Ｆｉｇ．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Ｍ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ｍｂｕｉｇｕｉｔｙ

９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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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２，可知二次周跳探测方法是有效的。

一方面，它可以发现双频相位发生相同周跳数的

情况，另外还可检核前一步的探测结果。对于第

一个周跳，在假设Δ犅３，狀，狀＋１＝０的情况下，由２４

号ＧＰＳ卫星计算得到钟差变化量达 ｍ级，显著

大于其他结果的均值，因此可认为这一历元明显

存在周跳，与第一步探测结论一致。对于第二与

第三个周跳，２４号星的计算结果与均值之间的差

异都可达ｄｍ级，说明这种方法不仅可以探测两

个频率信号发生相同周跳数的情况而且具有较高

的敏感度，可发现如０．５周等小周跳。但是当

Δ犖１／Δ犖２≈犳２／犳１ 时，如第四个周跳的情况，虽

然在表中仍可发现其值存在异常，但是由于其与

平均值的差异大约仅有几个ｃｍ，因此显著性小，

也可能是观测值含有较大粗差所造成的，在实际

应用中，这种情况可结合第一步的探测结果酌情

进行分析。本文实验中，第四个历元位置在第一

次探测中即显示有异常跳变，因此，可确定这一历

元存在周跳现象。

表３　不同犌犘犛卫星相位观测解算的历元间钟

差变化量／ｍ

Ｔａｂ．３　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ＣｌｏｃｋＥｒｒｏｒ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ｐｏｃｈｓ

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ＰＳＰｈａｓ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ｂｌｅｓ

历元 卫星号 Δ犆狀＋１，狀 卫星号 Δ犆狀＋１，狀

２ －０．００７ ４ －０．００８

５ －０．００５ ９ －０．０１１

１５００ １０ －０．００９ １２ －０．０１３

２４ ３．４８６ ２６ －０．００９

２９ －０．０１３

２ ０．０１５ ４ ０．０１８

１５２５ ９ ０．０２１ １０ ０．０１５

１２ ０．０２３ ２４ ０．２０６

２６ ０．０１７ ２９ ０．０２２

２ －０．００５ ９ －０．０１５

１０ －０．００９ １５ －０．０２０

１５４５ １８ －０．０１２ ２１ －０．０１０

２４ ０．１９８ ２６ －０．００５

２９ －０．００９

２ －０．０１３ ９ －０．０１４

１０ －０．００７ １５ －０．００６

１５６０ １８ －０．００８ ２１ －０．００７

２４ ０．０６８ ２６ －０．００５

２９ －０．０１６

５　结　语

１）利用 ＷＭ组合模糊度可对潜在的周跳进

行初步探测，其效果主要由伪距数据质量决定。

这种方法具有简单、高效的特点，当多路径效应影

响较小时，其探测结果也较为可靠。但是当两个

频率的相位发生相同周跳数时，这种方法将失效。

２）在已有ｄｍ级精度先验轨道并利用动力

法积分外推下一历元卫星状态的情况下，本文提

出的二次周跳探测方法是有效并可行的。这种方

法不仅可以发现两频率信号发生相同周跳数的情

况，而且具有较强的敏感度，可对初步探测的结果

进行检核。但是对于仅能接收到较少数量的

ＧＰＳ卫星信号的观测历元以及Δ犖１／Δ犖２≈犳２／

犳１ 的情况，这种方法的探测效果也将存在一定的

局限性。

３）由于两种方法各自都会在某些特殊情况

时失效，因此，必须将这两种方法结合进行周跳探

测，它们之间可相互检核与补充，使探测结果更为

可靠与有效。

致谢：感谢ＪＰＬ提供ＧＲＡＣＥ卫星ＧＰＳ观测

数据与事后精密科学轨道数据、ＣＯＤＥ分析中心

提供ＧＰＳ精密轨道和钟差数据，以及欧吉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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