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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ＧＮＳＳ双频载波相位观测值间的特定关系，提出了一种基于双频整周关系约束的模糊度解算方

法（ＦｉｒＣＡＲ）。该方法在局部整数范围内可将载波相位的等效波长增长，以利于整周模糊度的快速解算。不

同长度的基线数据实验证明了该算法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并分析了卫星截止高度角对解算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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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准确地固定ＧＮＳＳ的整周模糊度是利

用ＧＮＳＳ相位观测值进行高精度实时定位的前

提，也是ＧＮＳＳ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之一。为了

能够实现整周模糊度的快速解算，一种常用的方

法是通过双频载波相位观测值的各种组合组成各

种类型的组合观测量，来帮助整周模糊度的解算。

相对于窄波长的组合观测量，宽波长的组合观测

量模糊度的解算受噪声的影响更小，其模糊度解

算更容易，如宽巷、超宽巷组合［１，２］。组合观测值

一般需要顾及波长和观测值噪声放大两方面的因

素。组合观测值的波长越长，观测值误差的放大

系数越小，其对模糊度的解算越有利。另外，在模

糊度快速解算方法中，也常使用一些事先已知的

比较准确的先验信息，如基线长度［３，４］、监测点位

移形变约束［５，６］或目标物的轨迹约束［７］等。增加

约束条件是提高 ＧＮＳＳ整周模糊度解算效率的

有效途径［８，９］，但其约束条件信息有很强的针对

性，使得其应用也会受到一定的限制。本文根据

ＧＮＳＳ双频载波相位观测值频率和整周部分的特

定关系，提出了一种基于ＧＮＳＳ双频整周关系约

束的模糊度解算方法———ＦｉｒＣＡＲ方法。

１　算法模型与误差分析

１．１　基本思想

忽略多路径效应和大气延迟等因素的影响，

ＧＮＳＳ载波相位双差观测方程可简写成：

!ΔΦ犻 ＝ !Δρ／λ犻－!Δ犖犻＋ε!Δ犻 （１）

式中，Φ为相位观测值；ρ为站星几何距离；λ为载

波波长；犖 为整周模糊度；ε!Δ为双差观测噪声；下

标犻代表不同的频率。

将式（１）左右两边同时乘以波长，进行频率间

差分，进一步转换成如下形式：

!Δ犖１－（!ΔΦ２×λ２／λ１－!ΔΦ１）＝

!Δ犖２×λ２／λ１＋ε （２）

ε为差分后的噪声。将式（２）两边取小数运算得：

（
!Δ犖１＋（!ΔΦ１－!ΔΦ２×λ２／λ１））犳 ＝

（
!Δ犖２×λ２／λ１＋ε）犳 （３）

式中，（）犳 代表取小数部分的运算。对于任意的

实数犪、犫，其和取小数与取小数之和有如下关系：

（犪＋犫）犳 ＝ （犪）犳＋（犫）犳＋犲 （４）

式中，犲＝０，±１，其值取决于犪＋犫运算中小数部

分到整数部分是否有进位或借位。

令式（３）两边等于犉，根据式（３）等号左、右两

边和式（４），并考虑到ε为一微小量，则犉有如下

表达式：

犉＝ （!Δ犖１）犳＋（!ΔΦ１－!ΔΦ２×λ２／λ１）犳＋犲０ ＝

　（!ΔΦ１－!ΔΦ２×λ２／λ１）犳＋犲１，犲０、犲１ ＝０，±１

（５）

或

犉＝ （!Δ犖２×λ２／λ１）犳＋犲２＋ε，犲２ ＝０，±１

（６）

　　式（６）右边为犔２ 整周模糊度的函数值，转换

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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犉－（!Δ犖２×λ２／λ１）犳 ＝犲２＋ε （７）

此时，式（７）的值约为０或±１。考虑到模糊度整

数近似值犖２０＝!Δ犖２－ｄ狀２，ｄ狀２为模糊度真值与

近似值之差，令

犱＝犉－（（!Δ犖２０×λ２／λ１））犳 （８）

此时犱（单位为犔１ 周）不仅包含噪声的影响，还包

含ｄ狀２的影响，再根据式（４）、式（８）得：

犱＝犉－（!Δ犖２×λ２／λ１）犳＋

（ｄ狀２×λ２／λ１）犳＋犲３ （９）

将式（６）中的犉代入式（９）得：

犱＝ （ｄ狀２×λ２／λ１）犳＋犲２＋犲３＋ε，犲３ ＝０，±１

（１０）

　　对于同一个ｄ狀２值，可能出现不同的犱值，且

相邻犱值之间的间隔为１。现讨论犱值在区间［０

＋ε，１＋ε）的情况，其他区间的犱值可通过加１或

减１投影到该区间上，则：

犱＝
（ｄ狀２×λ２／λ１）犳＋ε，ｄ狀２ ≥０

（ｄ狀２×λ２／λ１）犳＋１＋ε，ｄ狀２ ＜
｛ ０

（１１）

　　以ＧＰＳ的犔１ 和犔２ 载波相位的波长为例，将

其代入式（１１）后得：

犱＝

（ｄ狀２×７７／６０）犳＋ε＝

　（ｄ狀２×１７／６０）犳＋ε，ｄ狀２ ≥０

（ｄ狀２×７７／６０）犳＋１＋ε＝

　（ｄ狀２×１７／６０）犳＋１＋ε，ｄ狀２ ＜

烅

烄

烆 ０

（１２）

鉴于ｄ狀２为一个较小的整数，且１７／６０－２／７≈

０．００２，因此有如下近似关系：

犱≈
（ｄ狀２×２／７）犳＋ε，ｄ狀２ ≥０

（ｄ狀２×２／７）犳＋１＋ε，ｄ狀２ ＜
｛ ０

（１３）

由式（１３）知，ｄ狀２在局部范围内的近似周期为７（犱

≈０或±１相互等价），一个近似周期７对应的偏

差约为０．０１７。

根据式（１１），在［－３，＋３］周期内，ｄ狀２的值

为：

ｄ狀２ ＝ （犱－犲）／λ２／λ１－（ ）１ ，犲＝０或１ （１４）

　　只有正确的值才能通过检验，对式（１４）的

ｄ狀２值四舍五入得到最终的整数解。ＦｉｒＣＡＲ方

法计算出的ｄ狀２在［－３，＋３］周期内，当犔２ 模糊

度整数近似值犖２０精度较低时，真实的ｄ狀２值可能

落入其他周期内。

犔２ 整周模糊度解算完成后，根据式（２）可得

犔１ 整周模糊度：

!Δ犖１ ＝ （!Δ犖２×λ２／λ１＋

（
!ΔΦ２×λ２／λ１－!ΔΦ１））ｒｏｕｎｄ （１５）

式中，ｒｏｕｎｄ代表四舍五入运算。

１．２　模型误差分析

以ＧＰＳ的犔１ 和犔２ 频率为例来分析ＦｉｒＣＡＲ

方法误差的影响。考虑观测噪声的影响，假定

犔１、犔２ 相位观测值相互独立，对应的双差观测值

中误差分别为δ１和δ２，根据式（８）、式（１４）及误差

传播定律，得出犱值和ｄ狀２的中误差为：

δ犱 ＝± δ１
２
＋（λ２／λ１）

２
δ２槡

２ （１６）

δｄ狀
２
＝± δ１

２
＋（λ２／λ１）

２
δ２槡

２／λ２／λ１－（ ）１

（１７）

　　ｄ狀２的真值为整数，但由于噪声的影响，式

（１４）计算出的ｄ狀２值为接近某一整数的小数，可

令：

Δｄ狀
２
＝ｄ狀２－（ｄ狀２）ｒｏｕｎｄ （１８）

Δｄ狀
２
为ｄ狀２的真误差。当Δｄ狀

２
在［－犽δｄ狀

２
，＋犽δｄ狀

２
］

内时，可认为整周模糊度解算成功，犽一般取２或

者３；反之，则认为模糊度解算失败。

当利用多个历元数据解算模糊度时，犱与ｄ狀２

均值的中误差分别为：

珔δ犱 ＝δ犱／槡狀；珔δｄ狀２ ＝δｄ狀２／槡狀 （１９）

狀代表所观测的历元数。随着观测历元数的增

加，犱与ｄ狀２均值的中误差逐渐减少。

根据式（１６）、式（１７），将［１，７］区间的７个

ｄ狀２值的置信区间差投影到犱值的域上，如图１所

示。图１中，横轴上灰色的区域宽度代表ｄ狀２的

置信区间，竖轴上灰色的区域宽度代表犱的置信

区间，一个周期的ｄ狀２值所对应的犱值较均匀地

分布在犱域［０，１）内。只有落在灰色区域的犱值

才能解算出模糊度。

图１　一个周期内ｄ狀２在犱上的投影分布

Ｆｉｇ．１　ｄ狀２’ｓ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ｎ

犱ＷｉｔｈｉｎａＣｙｃｌｅ

由于相邻犱值的差值最小约０．１３周，因此犱

值的置信区间宽度应小于０．０６５，对应ｄ狀２值的置

信区宽度不应超过０．２３，珔δ犱 需满足犻珔δ犱＜０．０６５，

则有：

犻×δ犱／槡狀＜０．０６５ （２０）

将式（１６）代入得：

６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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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犻× δ１
２
＋（λ２／λ１）

２
δ２槡

２／槡狀＜０．０６５ （２１）

转换得：

狀＞犻
２
×（δ１

２
＋（λ２／λ１）

２
δ２

２）／０．００４２（２２）

　　假定双差相位观测值精度为０．０２周，若犻＝

２，则狀＞０．７６，此时可用单历元的数据即可解算

出整周模糊度；若犻＝３，则狀＞１．７１。狀最小值与

犻平方成正比，犻越大，置信度越高，但对应的最小

狀值也越大，即要求观测的历元数越多。

由于无需测站坐标信息，ＦｉｒＣＡＲ方法还适

用于动态情况下整周模糊度的解算。同时本方法

受多路径及双差电离层残差的影响较大，因此卫

星的截止高度角不宜太低。当基线两端使用不同

型号的接收机时，还需考虑天线相位中心偏移的

影响。

２　犌犘犛数据实验与分析

实验数据为ＩＧＳ上两条相距约３．７ｋｍ 和

１２．３ｋｍ长基线的双频ＧＰＳ观测数据，分别记为

基线１和基线２，观测时间为２４ｈ，采样间隔为１５

ｓ，采用广播星历进行解算。有效观测数如表１所

示。

用两种方案进行模糊度解算：① 采用Ｆｉｒ

ＣＡＲ方法进行整周模糊度解算；② 根据精确坐

标反算整周模糊度。由于基线较短，可视后者的

解算结果为正确的整周模糊度，并以此作为判断

ＦｉｒＣＡＲ解算结果的依据。ＦｉｒＣＡＲ的解算结果

分为三类：① 正确结果，整周模糊度解通过检验，

且两种方案计算的结果相等，或者在犔１ 上相差９

周、在犔２ 上相差７周；② 错误结果，整周模糊度

解通过检验，但两种方案的结果不符合正确结果；

③ 失败结果，没通过可靠性检验的结果。

表１　不同卫星截止高度角所对应的有效观测数

Ｔａｂ．１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ＥａｃｈＣｕｔｏｆｆＡｎｇｌｅ

截止高

度角／（°）

双频观测总数

基线１ 基线２

截止高

度角／（°）

双频观测总数

基线１ 基线２

１０ ３６３１０ ４０３２６ ３０ ２１８７８ ２１７４７

１５ ３４２２１ ３６２５５ ３５ １７８７１ １７６１３

２０ ３０３４３ ３０５７６ ４０ １４４０４ １４３５８

２５ ２６０９４ ２５９１１

２．１　解算过程分析

以基线２为例，逐历元进行解算，并设置ｄ狀２

的置信区间为［－０．１８，＋０．１８］周，给出ＦｉｒＣＡＲ

方法解算过程中ＰＲＮ２１卫星的１０个历元各中间

变量的值，如表２所示。

　　除第２个历元ｄ狀２的真误差超出置信区间，

为－０．２０外，其余的ｄ狀２值都被正确解出，整周模

糊度也都成功求得。由于模糊度的初始值精度优

于３．５周，此时整周模糊度都可直接计算出来。

表２　解算过程中各变量的值

Ｔａｂ．２　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Ａｌｌ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Ｃｒｅａｔｅｄ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Ｓｏｌｖ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

周秒／ｓ 犉／犔１周 犖２０／犔２周 犱／犔１周 ｄ狀２／犔２周 结果

４３２１６５ －０．６４ ８９８５１１ ０．２５ ０．８７ 正确

４３２１８０ －０．６６ ８９８５１０ ０．５１ １．８０ 失败

４３２１９５ －０．６４ ８９８５１２ ０．０４ ０．１５ 正确

４３２２１０ －０．６３ ８９８５１３ ０．６９ －１．１１ 正确

４３２２２５ －０．６５ ８９８５１４ ０．３９ －２．１７ 正确

４３２２４０ －０．６４ ８９８５１２ ０．０４ ０．１５ 正确

４３２２５５ －０．６４ ８９８５１４ ０．３９ －２．１６ 正确

４３２２７０ －０．６４ ８９８５１２ ０．０４ ０．１５ 正确

４３２２８５ －０．６４ ８９８５１４ ０．４０ －２．１３ 正确

４３２３００ －０．６２ ８９８５１５ ０．１３ －３．０８ 正确

注：除第２个历元外，所有历元的犖２ 为８９８５１２犔２ 周，犖１ 周为

１２１８４２８犔１周。

２．２　犉犻狉犆犃犚解算结果分析

采用ＦｉｒＣＡＲ方法单历元进行整周模糊度解

算，卫星高度截止角从１０°～４０°，解算结果见

图２。

图２　高度角与解算结果的关系

Ｆｉｇ．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ｕｔｏｆｆＡｎｇｌｅａｎｄ

Ｒｅｓｏｌｖ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当卫星截止高度角为１０°时，两基线单历元

整周模糊度解算的正确率分别约９３％和８１％，错

误率分别约２．４％和１０％。其原因是卫星高度角

较低时，低高度角观测值受多路径效应及电离层

的影响较大，而这些误差不能通过频率间的差分

来消除，且随着基线长度的增加，电离层残差也越

大。随着截止高度角的增加，残差的影响逐渐减

弱，此时整周模糊度解算的正确率逐渐上升，错误

率逐渐下降。当截止高度角大于２５°或３０°时，两

条基线解算的正确率大于９５％，错误率小于

０．５％。可见，适当提高卫星截止高度角将更有利

于ＦｉｒＣＡＲ整周模糊度的解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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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 ＧＮＳＳ双频相位观测值间的整周

约束特性给出了短基线情况下ＧＮＳＳＦｉｒＣＡＲ算

法的流程，并通过实验证明了方法的正确性。需

要注意的是，ＦｉｒＣＡＲ方法对数据质量有较高的

要求，方法受多路径误差和电离层残差的影响显

著，当基线长度达到１２ｋｍ时，ＦｉｒＣＡＲ算法的截

止高度角为３０°才能保证低解的可靠性，对于更

长的基线，则需要设置更高的卫星截止高度角。

因此，如何消除电离层的影响将是下一步研究的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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