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犌犖犛犛精密单点定位中的实时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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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套适用于ＧＮＳＳ精密单点定位（ＰＰＰ）的实时质量控制方法，重点研究了钟跳探测与修复、周

跳探测与标记、抗差估计方法，并在现有质量控制方法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对比分析了不同质量控制方案

对ＰＰＰ的影响，结果表明，钟跳不利于周跳探测，严重影响非差ＰＰＰ的精度和效率，必须对其进行探测与修

复；联合 ＭＷ、ＧＦ组合可以探测出绝大多数周跳，且较使用单一方法更为准确、可靠；采用改进的抗差估计有

效抑制了残余粗差对精密定位的影响，显著提高了ＰＰＰ的精度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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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量控制是测量数据处理中的一个重要环

节，质量控制的优劣直接影响到ＧＮＳＳ精密单点

定位（ＰＰＰ）的精度和可靠性，甚至影响用户使用

ＰＰＰ定位结果的可信度。因此，开展ＰＰＰ中的质

量控制研究对于推动ＰＰＰ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国内外许多学者针

对ＧＮＳＳ测量中的粗差识别、周跳探测、模糊度

解算、抗差估计等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

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１１０］，但仍存在一些尚需解

决的问题，如对接收机钟跳的影响考虑不周；周跳

探测模拟居多，缺乏实际数据验证；质量控制过程

单一，缺乏稳健的整体控制；对ＰＰＰ数据处理中

的质量控制研究更是少见。为此，本文提出了一

套适用于ＰＰＰ的实时质量控制体系，深入研究了

ＰＰＰ质量控制的过程、方法和效果。

１　犘犘犘质量控制内涵

ＰＰＰ中的质量控制是指为了满足较高的定

位精度需求、确保定位服务的可用性、连续性和完

好性，充分利用 ＧＮＳＳ单站和星间可用信息，设

计相关算法和操作，对 ＧＮＳＳ数据资源、定位算

法、产品和服务实施持续监控、探测、诊断和改进

的过程。完整的ＰＰＰ质量控制涉及ＰＰＰ处理的

整个过程和多个方面，具体包括数据／产品质量分

析、数据预处理、函数模型与随机模型精化、误差

改正与消除、参数估计与检验。整个ＰＰＰ质量控

制体系结构及控制流程如图１所示。

１）数据／产品质量分析旨在对原始观测数据

和产品进行初步的质量分析，主要包括原始观测

文件的一般性检查，如文件格式、观测值类型、天

线类型及天线高等的检查；数据完好性检查，如数

据丢失率、粗差剔除率；观测数据质量分析，如信

噪比、电离层闪烁、多路径效应等；卫星轨道与钟

差产品可用性分析，如产品类型、精度指标、卫星

工作状况、健康状态等。

２）数据预处理是ＰＰＰ质量控制中的关键环

节，旨在为后续高精度导航定位算法提供干净的

原始数据。与事后ＰＰＰ相比，实时ＰＰＰ中的可

用信息较少，且处理过程不可逆，质量控制更为复

杂，主要包括粗差识别与定位、钟跳探测与修复、

周跳探测与标记等。

３）误差改正与消除包括采用模型改正或使

用高精度的产品，同时顾及其精度信息。

４）函数模型与随机模型精化主要包括函数

模型自适应、随机模型自适应、模型偏差估计与识

别、模型误差的补偿等。

５）参数估计与假设检验包括抗差估计、验后

残差分布、方差估计、参数显著性检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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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ＧＮＳＳ精密单点定位实时质量控制体系结构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ＧＮＳＳ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

２　犘犘犘实时质量控制方法

２．１　实时钟跳探测与修复

钟跳将导致所有观测到的卫星、所有频率上

的伪距或相位观测值产生类似周跳的数据阶跃，

但它与周跳有本质的区别。由钟跳引起的观测值

阶跃大致分为两类：伪距阶跃、相位连续；伪距和

相位同时发生阶跃。钟跳对周跳探测、精密定位

极为不利，对于第一类阶跃，ＭＷ（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

Ｗüｂｂｅｎａ）组合法容易将其误探为周跳，导致所有

卫星的模糊度重新初始化；ＧＦ（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Ｆｒｅｅ）

组合法虽然不会将其误判为周跳，但错误的模糊

度先验信息将影响位置等参数的估计。对于第二

类阶跃，钟跳引起的系统性偏差将被接收机钟差

完全吸收，不会影响定位解算。因此，针对第一类

钟跳，必须进行探测与修复。

钟跳探测与修复可从观测值域或参数域进

行，但基于观测值域的钟跳探测与修复更有利于

实时数据的质量控制。因此，本文采用观测值历

元差分法进行实时钟跳探测与修复。令

Δ犘（犻）＝犘（犻）－犘（犻－１）

Δ犔（犻）＝犔（犻）－犔（犻－１｛ ）
（１）

构造检验量犛及其条件式：

犛犼（犻）＝Δ犘犼（犻）－Δ犔犼（犻）

狘犛犼（犻）狘＞犽１ ≈０．００１·
｛ 犆

（２）

式中，上标犼代表卫星；犻代表历元；犘为伪距观测

值；犔为相位观测值；犽１为阈值；犆为光速。对于

某一历元，当且仅当所有可用卫星满足式（２）时，

认为该历元时刻可能存在钟跳或所有卫星同时发

生大周跳，此时利用式（３）计算钟跳候选值犿，并

根据式（４）确定实际钟跳值犑狊（ｍｓ）：

犿＝α·（∑
狀

犼＝１

犛犼）／（狀·犆） （３）

犑狊 ＝
ｉｎｔ（犿），狘犿－ｉｎｔ（犿）狘≤犽２

０，狘犿－ｉｎｔ（犿）狘＞犽
｛

２

（４）

式中，α为系数因子，α＝１０
３；犽２为阈值，犽２＝１０

－５

～１０
－７。

钟跳修复时，采用反向修复法，即当发生第一

类钟跳时，将连续的相位观测值调整成阶跃形式，

同伪距基准保持一致。这种方法不仅有利于保持

伪距和相位基准的一致性，同时还未破坏模糊度

参数的连续性，有利于后续精密定位的精度和效

率。其修复公式为：

珟犔犼（犻）＝犔犼（犻）＋ρ·犑狊／α＋犑狊·犆／α （５）

式中，珟犔犼（犻）为修复后的相位观测值；ρ为卫地距变

化率。

２．２　实时周跳探测与标记

对于单站ＰＰＰ，尤其是采样率较低、机动性

较复杂的观测数据，受残余误差和观测噪声的影

响，周跳修复的可靠性难以保证，而错误的修复又

会对参数估计造成不利影响，因此，仅对周跳进行

探测和标记，不作修复。联合 ＭＷ 组合和ＧＦ组

合几乎可以探测出所有周跳，其检验量犜ＷＬ和

犜ＧＦ分别为：

犜ＷＬ ＝ （犔ＷＬ－犘ＮＬ）／λＷＬ （６）

犜ＧＦ ＝犔４ ＝犔１－犔２ （７）

式中，犔ＷＬ为宽巷相位值；犘ＮＬ为窄巷伪距值；λＷＬ

为宽巷相位波长。然而，ＭＷ 组合法对低高度角

卫星的探测效果不佳；ＧＦ组合受采样率的影响，

其阈值选取不统一。为了充分利用所有卫星（包

括低高度角）的观测数据，笔者针对不同采样率、

不同高度角的实际数据进行了大量测试后，提出

１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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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以下经验阈值模型：

犚ＷＬ（犈，犚）＝
（－０．２犈＋４）·犫ＷＬ，犈＜１５°

犫ＷＬ，犈≥
｛ １５°

犫ＷＬ（犚）＝

１．０犮，０＜犚≤１ｓ

１．５犮，１＜犚≤１５ｓ

２．０犮，１５＜犚≤

烅

烄

烆 ３０ｓ

（８）

犚ＧＦ（犈，犚）＝
（－０．４犈＋７）·犫ＧＦ，犈＜１５°

犫ＧＦ，犈≥
｛ １５°

犫ＧＦ（犚）＝

０．０５犿，０＜犚≤１ｓ

０．１０犿，１＜犚≤１５ｓ

０．１５犿，１５＜犚≤

烅

烄

烆 ３０ｓ

（９）

式中，犚ＷＬ（周）、犚ＧＦ（ｍ）分别为 ＭＷ 组合、ＧＦ组

合周跳检验量的阈值；犈、犚分别为卫星高度角和

采样间隔。上述阈值设置相对宽松，是从保持数

据连续性、减少不必要的重新初始化角度考虑的；

未探测到的小周跳通过后续的迭代抗差估计可实

现进一步的质量控制。

２．３　改进的抗差估计

经过数据预处理阶段的质量控制后，仍不排

除部分小周跳或粗差混入正常观测值中，影响

ＰＰＰ的定位结果。为抵制异常误差的影响，测量

工作者提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如丹麦法、

ＩＧＧⅢ方案、抗差贝叶斯估计等
［７，８］。本文采用改

进的迭代抗差估计实时地调节最大残差狏犻对应的

观测量犾犻的权狆犻，等价权函数参考ＩＧＧⅢ方案，可

表示为：

珚狆犻＝

狆犻，珘狏犻 ≤犽０

狆犻
犽０

珘狏犻
（犽１－ 珘狏犻
犽１－犽０

）２，犽０ ＜ 珘狏犻 ≤犽１

０，珘狏犻 ＞犽

烅

烄

烆 １

（１０）

式中，珘狏犻 为标准化残差；犽０＝１．５；犽１＝３．０。与

ＩＧＧⅢ方案有所不同，本文采用的方案是每次迭

代仅对当前验后残差最大的观测量使用等价权，

降低其对参数估计的贡献，避免因设计矩阵的影

响，部分（或单一）粗差被分配到其他正常观测值

中，导致其验后残差偏大，甚至接近粗差本身的残

差，从而降低正常观测值的权阵，影响ＰＰＰ定位

解的精度和可靠性。在实际数据处理过程中，考

虑到实时质量控制的效率，为防止滤波发散，迭代

次数一般选取３～５。

３　质量控制对犘犘犘的影响

３．１　实验方案设计与数据描述

为了评价上述质量控制体系对ＰＰＰ的效果，

设计了如表１所示的４种实验方案。方案①旨在

考察钟跳对周跳探测和ＰＰＰ解算的影响，采用的

数据为２０１１年年积日（ＤＯＹ）为１００当天所有可

用ＩＧＳ跟踪站共３８４个测站的ＧＮＳＳ观测数据，

数据采样间隔为３０ｓ。方案②～④旨在通过分析

残余周跳、残余粗差对ＰＰＰ定位的影响，进而为

采取更为严密和完整的质量控制措施、提高ＰＰＰ

定位的精度及可靠性提供必要的依据，其中静态

ＰＰＰ采用的数据为随机抽取的５０个ＩＧＳ跟踪站

３０ｓ采样间隔的 ＧＮＳＳ数据。所有实验方案均

是基于武汉大学研制的ＴｒｉＰＶ２．０软件，并加入

上述质量控制过程。

表１　４种方案对应的质量控制策略

Ｔａｂ．１　ＦｏｕｒＳｃｈｅｍｅ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方案 钟跳修复 ＧＦ组合 ＭＷ组合 抗差估计

① × √ √ √

② √ √ × ×

③ √ √ √ ×

④ √ √ √ √

３．２　实验结果与分析

３．２．１　钟跳探测与修复实验

方案①共发现１５个测站包含４种不同类型的

接收机产生了不同程度的钟跳（仅顾及第一类阶跃

情形）。表２统计了这１５个测站的钟跳情况。

表２　钟跳探测结果统计

Ｔａｂ．２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ｏｆＣｌｏｃｋＪｕｍｐ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测站

名
接收机类型

钟跳

频次

测站

名
接收机类型

钟跳

频次

ＢＩＳ２ ＳＥＰＴＰＯＬＡＲＸ２ ３ ＭＩＫＬ ＴＲＩＭＢＬＥ４７００ ２３

ＪＡＳＫ ＳＥＰＴＰＯＬＡＲＸ２ ７７ ＰＯＬＶ ＴＲＩＭＢＬＥ４７００ ２３

ＪＯＧＪ ＳＥＰＴＰＯＬＡＲＸ２ ６ ＳＵＬＰ ＴＲＩＭＢＬＥ４７００ ２１

ＭＡＲＮ ＳＥＰＴＰＯＬＡＲＸ２ ４１ ＩＮＥＧ ＴＲＩＭＢＬＥ５７００ ２３

ＵＮＳＡ ＳＥＰＴＰＯＬＡＲＸ２ ４ ＳＭＳＴ ＴＲＩＭＢＬＥ５７００ ７

ＺＷＥ２ ＳＥＰＴＰＯＬＡＲＸ２ ３ ＩＳＴＡ ＡＳＨＴＥＣＨＺＸＩＩ３ １３

ＧＥＮＯＴＲＩＭＢＬＥ４０００ＳＳＩ ２３ ＭＥＴＳＡＳＨＴＥＣＨＺＸＩＩ３ ４

ＣＡＧＬ ＴＲＩＭＢＬＥ４７００ ２３

　　注：表示ＪＯＧＪ、ＭＥＴＳ的数据时长分别为８ｈ、５ｈ。

　　钟跳引起伪距观测值不连续，若不进行修复，

使用 ＭＷ、ＧＦ组合法易将其误探为周跳。封三

彩图１为ＧＥＮＯ站Ｇ２２卫星某一弧段内观测值

及周 跳 探 测 标 记 时 序。图 中 主 纵 轴 对 应

犘１、犘２、犔１、犔２观测值，辅纵轴对应周跳标记 ＣＳ

（数值“１”代表周跳）。由封三彩图１可知，钟跳修

复前，所有钟跳时刻均被标记为周跳；而钟跳修复

后，能够有效地将其与周跳区分。封三彩图２为

ＧＥＮＯ站钟跳修复前后对应的动态ＰＰＰ定位误

差时序图。可以看出，钟跳未修复时，其动态

２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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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ＰＰ反复多次进行重收敛，定位精度较低，究其

原因，正是由于频繁的钟跳现象（平均每１ｈ发生

一次）被误认为周跳，导致所有卫星的模糊度参数

重新初始化。钟跳修复后，保证了数据处理的连

续性，避免了不必要的重初始化，定位结果得到显

著改善，收敛后，北、东、高方向的定位精度均达到

ｃｍ级。其他发生钟跳的测站均有类似的结果，限

于篇幅，本文不再罗列。因此，在精密单点定位过

程中，必须在数据预处理阶段进行钟跳修复。

３．２．２　基于方案②～④的ＰＰＰ实验

钟跳修复后，依次采用方案②～④对５０个

ＩＧＳ跟踪站３０ｓ采样间隔的观测数据进行静态

ＰＰＰ解算。由于ＧＦ组合已经具有较强的周跳探

测能力，利用其能探测出绝大多数的周跳，且大部

分测站的观测数据质量较好，因此，利用这三种不

同的质量控制方案，对于大多数测站的静态ＰＰＰ

解差异很小。但是，也有１０个测站因质量控制的

严密程度不同，造成定位结果存在较大差异。表

３给出了这１０个测站在不同质量控制方案下对

应的三维位置精度（外符合精度）及改善程度。比

较表３中方案②和方案③的精度发现，ＯＨＩ３和

ＶＩＬＬ站的定位精度由６～８ｃｍ显著提高到 ｍｍ

级，改善程度达到９０％左右，说明这两个测站的

数据中存在一些ＧＦ组合不敏感的周跳，导致其

周跳探测不够准确，影响了最终的定位结果。联

合 ＭＷ 组合后，提高了周跳探测的能力和可靠

性。相比于方案③，方案④由于采用了更为严密

的质量控制，有效抑制了数据预处理阶段未被正

确处理的周跳或误差的影响，定位结果更加准确、

可靠。除精度已经达到 ｍｍ级的ＯＨＩ３站外，几

乎所有的测站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改善后的三

维定位精度基本上在１～２ｃｍ，平均改善程度达

到４９．８％，这也说明基于最大验后残差的迭代抗

表３　不同质量控制方案对应的静态犘犘犘

三维位置精度及改善效果

Ｔａｂ．３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ＰＰＰ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ｃｈｅｍｅｓ

测站

名

３Ｄ精度／ｍ 改善程度／％

方案② 方案③ 方案④ 方案③② 方案④③

ＡＤＩＳ ０．０５３ ０．０５３ ０．０２８  ４７．２

ＤＵＭ１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６ １３．８ ３６．０

ＪＰＬＭ ０．０２９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４  ２０．０

ＫＯＵＲ ０．０５３ ０．０５３ ０．０１８  ６６．１

ＭＡＴＥ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７ ０．０２４  ４８．９

ＮＡＮＯ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１  ４２．１

ＮＩＣＯ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８ ０．００７  ７５．０

ＯＨＩ３ ０．０５９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８ ８８．１ 

ＶＩＬＬ ０．０８４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３ ９０．５ ６２．５

ＺＥＣＫ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２ ０．０１６ ３．０ ５０．０

差估计有效削弱了残余误差的影响，保证了ＰＰＰ

解的精度和可靠性。动态ＰＰＰ具有类似的结论，

限于篇幅，本文不再单独罗列。

４　结　语

本文提出了一套适用于ＧＮＳＳ精密单点定位的

实时质量控制方法。结果表明，联合使用多种质量

控制手段，能够显著改善定位解的质量，提高精密单

点定位的精度和可靠性。尽管采用本文提出的实时

质量控制方法对大量的ＩＧＳ事后数据进行ＰＰＰ处

理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检验其实时性和有效性最

好的方法还是利用实时数据流进行ＰＰＰ解算；同时

解算结果的质量检验和质量评价也是后续ＰＰＰ质量

控制体系中的重要环节，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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