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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实现对西龙池上水库变形的连续、自动化监测，研制了ＧＰＳ变形监测软件ＤＤＭＳ，建立了西龙池

上水库连续运行监测系统。１ａ的运行表明，系统具有较高的稳定性，ＤＤＭＳ在观测数据无缺失的情况下，提

供有效解的概率高于９８％。该软件２ｈ时段解在犖、犈、犝 方向的重复性分别为１．２ｍｍ、０．９ｍｍ、２．２ｍｍ，４

ｈ时段解算犖、犈、犝 方向的重复性为０．８ｍｍ、０．７ｍｍ、１．５ｍｍ。利用本文实现的ＧＰＳ监测系统可进行高效

率的实时、自动化、高精度大坝变形监测。

关键词：ＧＰＳ；变形监测系统；基线解算；ＧＰＳ数据处理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８．４１

　　ＧＰＳ由于其硬件和软件的不断发展与完善，

在结构物变形监测方面表现出独特的优越性［１］。

目前采用高精度ＧＰＳ事后处理软件进行变形监

测网的基线解算，其相对精度可达到１０－８甚至更

高［２］。１９９８年，清江隔河岩大坝建立了我国第一

个ＧＰＳ变形监测系统
［３］，实现了数据传输、处理、

分析的自动化，但由于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未能

形成一套完整的变形监测软件。随着ＧＰＳ软硬

件技术的不断完善，研究并实现高度集成的在线

实时监测控制分析软件已成为可能。

ＧＰＳ变形监测系统应根据监测对象的不同，

在保证监测精度的同时，制定相应的实时数据处

理方法。大坝、水库、滑坡体、构造运动等由于其

变形具有连续、缓慢、量级小等特点，因此数据处

理宜采用静态时段解模式；大桥等建筑物的摆动

变形量级较大且剧烈，应采用动态单历元处理模

式［４］。部分学者从ＧＰＳ数据处理的观测方程入

手［４７］，提出了直接计算变形量的方法。此类算法

充分利用了ＧＰＳ变形监测系统中各监测点精确

已知的信息，避免了常规处理过程中的周跳探测、

模糊度分离等步骤，但它需要借助其他软件先计

算监测点精确的先验坐标，难以形成一个相对独

立且完整的变形监测软件体系。

为了监测西龙池上水库表面的变形，本文研

究开发了变形监测集成软件ＤＤＭＳ（ｄａｍｄｅｆｏｒｍ

ａｔｉｏｎ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ｓｏｆｔｗａｒｅ），并建立了ＧＰＳ变形

监测系统。

１　西龙池上水库犌犘犛变形监测系统

西龙池上水库ＧＰＳ变形监测系统构建了一

套合理、高度集成化的ＧＰＳ监测软件平台，使用

ＴＣＰ／ＩＰ协议实现监测点接收机与主机的互联互

访、远程控制等，具有拓扑结构简单、易于维护、性

能稳定等特点。系统由数据采集子系统、数据通

信子系统、数据处理与分析子系统组成（如图１所

示），系统无需人工值守，其数据采集，处理、分析

等在监控室主机的自动控制下完成。

１．１　数据采集与通信

西龙池ＧＰＳ监测系统共设置基准点２个，连

续监测点５个，如图２所示。各测站上均配备

ＴＲＩＭＢＬＥＮＥＴＲＳ接收机及ＣＨＯＫＥＲＩＮＧ天线

（ＴＲＭ２９６５９．００），天线固定在强制对中基座上（安

装于观测墩上），观测墩要求严格水平。两个基准

站距上水库库区均有一定的距离（小于８００ｍ），仰

角８°以上没有遮挡，连续监测站位于环库的５个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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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上水库ＧＰＳ变形监测系统结构图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ＧＰＳ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面上，７个测站进行全天候２４ｈ不间断观测。

图２　西龙池上水库表面变形ＧＰＳ监测点分布图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ＧＰＳ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Ｓｉｔｅｓ

１．２　数据通信

数据传输网络采用星形拓扑结构，当某一网

点出现故障时，不影响其他点的正常工作。监控

室主机与各测站上的接收机进行实时数据交换，

并转为ＲＩＮＥＸ文件存储。同时，为了保证数据

传输的可靠性，系统保留了ＦＴＰ下载功能，如实

时数据交换失败，则自动更改为定时ＦＴＰ下载。

１．３　数据处理与分析

ＤＤＭＳ由总控、数据处理、数据分析和数据

库管理４个模块组成，主要功能包括ＧＰＳ基线解

算、坐标估计、变形量提取以及精度分析、基准稳

定性分析、变形过程线显示、预警报警等。针对变

形监测系统中基线短的特点，并兼顾实时性以及

高精度的需求，对ＧＰＳ基线解算模型进行精化，

开发了ＧＰＳ基线解算软件。主要模型以及处理

策略如下：

１）卫星轨道采用广播星历计算。对于１ｋｍ

以内的基线，轨道误差对基线的影响很小。经验

公式计算表明，５ｍ的星历误差，在最不利的情况

下，其影响为０．０５ｍｍ。目前广播星历的精度远

小于５ｍ，因此，由广播星历导致的轨道误差可以

完全忽略［２］。

２）由于西龙池基准点与监测点大致在一个

平面上，且基线小于１ｋｍ，气象条件几乎完全一

致，采用双差观测值建立观测方程，忽略了电离

层、对流层的影响。

３）对于地球自转的影响，不采用惯性系下建

立观测方程的严密方法，忽略了岁差、章动以及极

移在信号发射至接收期间的变化，简化得到近似的

地球自转影响修正方法。对于１ｋｍ的短基线，地

球旋转近似误差对基线解的影响可以完全忽略。

４）由于犔１ 观测值的噪声水平仅为ＬＣ观测

值的１／３，因此使用犔１ 观测值进行坐标参数估

计，犔２ 观测值仅用于辅助周跳探测与修复。

５）采用网解模式进行参数估计。独立基线

的选择基于基线越短、模糊度越容易分离的原则，

选择一组长度依次增加的最优独立基线。

６）模糊度固定是实现ＧＰＳ高精度监测的关

键技术，ＤＤＭＳ对于每一条独立基线，先选择观

测值最多的卫星作为参考星，其余的卫星分别与

之求差，从而构成全网的一组独立双差模糊度。

计算非差模糊度与双差模糊度间的映射因子，并

将双差模糊度引入法方程中。法方程求解后，可

获得双差模糊度浮点值及其方差。浮点模糊度根

据其能够被固定为整数的概率进行排序，采用区

间判定法固定部分模糊度后，将其作为已知值代

入观测方程中，并重新构建法方程，计算未固定的

模糊度浮点值，并重新固定。循环迭代上述过程，

直到所有的模糊度都固定。如迭代次数超过设定

值后仍存在模糊度未能固定的情况，则使用方差

比检验法搜索一组最优的模糊度。基线解算软件

的基本流程如图３所示。为了统一不同期监测成

果的基准，参数估计时，将基准点ＴＮ０２固定。

图３　基线解算软件流程

Ｆｉｇ．３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７）采用ＣＨＯＫＥＲＩＮＧ天线，截止高度角设

为２５°，并将观测时段长度定为４ｈ，以有效地抑

制多路径的影响。为了防止天线定向差异引起的

瞬时相位中心误差，采用与高度角、方位角有关的

０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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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天线相位中心改正模型。

变形分析软件主要进行坐标转换、粗差剔除、

变形量计算以及变形精度评估、变形直观图输出、

显示等，如图４所示。ＧＰＳ基线解算的坐标属于

ＷＧＳ８４地心坐标系，常需要大坝工程独立坐标

系下的变形量，因此须进行坐标转换。为防止由

于基准点的变动而扰乱监测点的变形分析，需要

对基准点的稳定性进行分析与评估。相同基准下

的两期坐标估计值之差为变形量。

图４　变形分析软件流程

Ｆｉｇ．４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２　系统稳定性

为保证监测成果的可靠性，时段解主要采用

３个标准进行粗差剔除：① 时段解的所有双差模

糊度必须完全固定；② 时段解的单位权中误差

小于设定值；③ 对于时段解坐标序列｛狓１，狓２，…

狓犖｝，计算其二次差序列犱犼＝２狓犼－（狓犼＋１＋狓犼－１）

（犼＝２，３，４，…，犖－１），视犱犼 服从高斯分布，计算

其统计均值珚犱和均方差σ^，当狇犼＝（｜犱犼－珚犱｜／^σ犱）

＞３时，认为狓犼是奇异值，予以舍弃。

　　本文统计了系统建成后从２００９年９月至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的运行状态，时段长度为２ｈ，应提

供解个数为４３８０个，模糊度未固定３０个，单位

权方差过大有４个，表１列出了统计结果。对于

获取到完整的观测数据时段，ＤＤＭＳ系统提供有

效解的概率高达９８％。不到２％的数据未能获得

有效的解算结果，其中 ＴＮ０１、Ｌ０２２由于测站断

电导致数据缺失，提供有效解的比率约为９０％。

表１　犇犇犕犛运行状况统计

Ｔａｂ．１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ｕ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ｏｆＤＤＭＳ

测

站

数据

缺失
狇犼＞３

有效

解

解算成

功率／％

测

站

数据

缺失
狇犼＞３

有效

解

解算成

功率／％

ＴＮ０１３９１ ８ ３９４７ ９０．１４ Ｓ０７１ ０ １０ ４３３６ ９９．００

ＴＮ０２ ３ ８ ４３３５ ９８．９７ Ｓ１７１ ２ ８ ４３３６ ９９．００

Ｌ０２２ ４３３ ８ ３９０５ ８９．１６ Ｓ１９１ ２ ８ ４３３６ ９９．００

Ｌ１３２ ４ ６ ４３３６ ９９．００

３　监测精度

利用基准点ＴＮ０１、ＴＮ０２在２００９年５月２７

日至６月６日的观测数据，分别计算２ｈ、４ｈ基线

时段解。由于这 ２ 个基准点较为稳定，因此

ＴＮ０１ＴＮ０２基线各时段解的重复性能真实反映

系统的监测精度。取各时段解的加权平均值作为

基线真值，２ｈ、４ｈ各时段解残差如图５所示。可

见，４ｈ解的基线重复性较２ｈ解稍好，同时，基线

时间序列中的水平分量存在一个微弱的周日信号，

量级约为１ｍｍ。ＧＰＳ短基线时间序列中的周日信

号来源较多，如ＧＰＳ卫星星座几何分布的影响、多

路径效应的影响、基准站观测墩的热胀冷缩等［８，９］，

本文忽略了周日信号对监测系统的影响。

图５　ＴＮ０１ＴＮ０２２ｈ和４ｈ时段解残差

Ｆｉｇ．５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ｏｆ２ｈｏｕｒｓ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４ｈｏｕｒｓｅｓｓｉｏｎ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ＤＤＭＳ的解算精度统计如表２、表３所示。

可以看出，西龙池上水库ＧＰＳ监测系统２ｈ解的

水平方向的精度优于２ｍｍ，高程方向的精度优

于２．５ｍｍ；４ｈ解的水平方向的精度优于１．５

ｍｍ，高程方向的精度优于２．０ｍｍ。

表２　基线重复性

Ｔａｂ．２　Ｒｅｐｅａ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时段

长度

解个

数／个

有效解

率／％

基线重复性／ｍｍ

犖 犈 犝 ＬＥＮ

２ｈ １２０ ９６ １．２ ０．９ ２．２ １．３

４ｈ ６０ １００ ０．８ ０．７ １．５ １．０

１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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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犇犇犕犛２犺和４犺解残差统计

Ｔａｂ．３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ｏｆ２ｈｏｕｒｓ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

４ｈｏｕｒｓｅｓｓｉｏｎ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分量
区间分布／％

－１～１ｍｍ －２～２ｍｍ －３～３ｍｍ ＞３ｍｍ

犖 ８４／７１．２ １１６／９８．３ １１７／９９．２ １／０．８

２ｈ 犈 ９５／８０．５ １１８／１００ １１８／１００ ０／１００

犝 ５１／４３．２ ９２／７７．８ １０３／８７．３ １５／１２．７

犖 ５５／９１．６ ６０／１００ ６０／１００ ０／０．０

４ｈ 犈 ５５／９１．６ ６０／１００ ６０／１００ ０／０．００

犝 ３３／５５．４ ５２／８６．７ ５６／９３．３ ４／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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