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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组合与组合犘犘犘模型比较及定位性能分析

张小红１　左　翔１　李　盼１

（１　武汉大学测绘学院，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使用２０１１１０１０全球随纬度均匀分布的１０个ＩＧＳ测站的观测数据，分别采用非组合、组合ＰＰＰ（ｐｒｅ

ｃｉｓｅｐｏｉｎ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模型进行定位解算，详细对比分析了两种ＰＰＰ模型的静态和动态定位精度和收敛速

度，以及ＺＰＤ估计精度。实验结果表明，两种ＰＰＰ模型均可实现水平方向ｍｍ～ｃｍ级，高程１～３ｃｍ的静态

定位精度；水平方向１～３ｃｍ，高程方向４ｃｍ左右的模拟动态定位精度，非组合犔１ 和犔２ 载波相位观测值残

差只有传统模型中组合相位观测值残差的１／３～１／５，内符合精度更高。对于３０ｓ采样率的观测数据，组合

ＰＰＰ静态定位平均收敛时间为２３ｍｉｎ，动态为３８ｍｉｎ；非组合ＰＰＰ静态定位平均收敛时间为２９ｍｉｎ，动态为

７１ｍｉｎ，后者的收敛时间均普遍长于前者。在ＺＰＤ估计方面，两种模型的估计精度相当，均可达６ｍｍ左右。

关键词：无电离层组合ＰＰＰ，非组合ＰＰＰ；定位精度；收敛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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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有的软件
［１］大都使用传统的无电离层组合

ＰＰＰ模型，采用无电离层组合的伪距和相位观测

方程，消除电离层延迟低阶项误差对于定位的不

利影响。但同时带来了诸如观测噪声和多路径效

应被放大、可用观测值减半等不利之处［２］。

针对传统ＰＰＰ模型存在的不足，Ｋｅｓｈｉｎ等

最早提出非组合ＰＰＰ模型，通过附加参数直接估

计犔１ 频率信号路径上的电离层延迟，可有效避免

传统ＰＰＰ模型中观测值组合过程所引起的观测

噪声以及多路径效应被放大的不利影响。国内，

张宝成、闫伟等人也对基于ＧＰＳ原始双频观测数

据的非组合ＰＰＰ模型进行了研究，表明非组合

ＰＰＰ模型在估计高精度站星ＤＣＢ、精密授时等方

面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３４］，特别是为高精度估计

电离层延迟量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３，５６］。但是

目前还鲜有论文系统比较这两种ＰＰＰ模型的定

位性能，为此，笔者使用非组合ＰＰＰ模型和组合

ＰＰＰ模型，在 ＴｒｉＰ软件
［１］原有无电离层组合

ＰＰＰ定位的基础上，增加了相应的非组合ＰＰＰ处

理引擎，分析处理了２０１１１０１０全球随纬度均匀

分布的１０个ＩＧＳ测站的双频观测数据，分别从

静态和模拟动态方面详细对比分析了非组合

ＰＰＰ与组合ＰＰＰ的定位精度与收敛速度。同时

还对比分析了两种ＰＰＰ模型用于估计天顶对流

层延迟的精度［１］。

１　两种犘犘犘模型

１．１　观测方程

非差非组合ＧＰＳ载波相位和测码伪距观测

量的基本数学模型可表示为［７］：

λ犻Φ犻 ＝ρ＋犮（犱狋狉－犱狋
狊）＋犜－γ犻犐１＋λ犻犖犻＋

犺犱狉，犻－犺犱
狊
犻＋狆犫狉，犻－狆犫

狊
犻＋犿犻＋εΦ犻

（１）

犘犻＝ρ＋犮（犱狋狉－犱狋
狊）＋犜＋γ犻犐１＋ＨＤ狉，犻－

ＨＤ狊犻＋犕犻＋ε犘犻

（２）

式中，犻＝１，２表示各载波相位观测值的频段；狉，狊

分别对应某一接收机和卫星；Φ犻，犘犻分别为犔犻 频

率上的载波相位和伪距观测值；ρ为信号发射时

刻的卫星位置到信号接收时刻接收机位置之间的

几何距离；犮为真空中的光速；犱狋狉，犱狋
狊分别为接收

机、卫星钟差；犜 为对流层延迟影响；犐１ 为犔１ 频

率上的电离层影响；γ犻 为将电离层影响从载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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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犔１ 频率转换到犔犻 频率的转换因子；λ犻，犖犻 为

相应的 犔犻 载波的波长 和 整 周 模 糊 度；犺犱狉，犻

（ＨＤ狉，犻），犺犱
狊
犻（ＨＤ

狊
犻）分别为载波相位（伪距）上的

接收机和卫星硬件延迟；狆犫狉，犻，狆犫
狊
犻 分别为载波相

位上的接收机端和卫星端初始的相位偏差；犿犻，

犕犻分别为相位和伪距观测值的多路径误差；εΦ犻，

ε犘犻分别为相位和伪距观测值的观测噪声。

组合ＰＰＰ通过组合，消除了载波相位和测码

伪距上的电离层一阶项，其观测方程为：

λ３Φ３ ＝ρ＋犮（犱狋狉－犱狋
狊）＋犜＋λ３犖３＋犺犱狉，３－

犺犱狊３＋狆犫狉，３－狆犫
狊
３＋犿３＋εΦ３

（３）

犘３ ＝ρ＋犮（犱狋狉－犱狋
狊）＋犜＋ＨＤ狉，３－ＨＤ

狊
３＋

犕３＋ε犘３ （４）

在精密单点定位中，卫星钟差项通常采用ＩＧＳ发

布的精密钟差产品进行改正。值得注意的是，

ＩＧＳ发布的卫星钟差产品中包含了无电离层组合

的卫星硬件延迟的影响，其实际卫星钟差为真实

卫星钟差与无电离层组合卫星硬件延迟之和［８］。

当采用ＩＧＳ钟差产品时，将不可避免地引入卫星

硬件延迟参数。对于组合ＰＰＰ模型而言，伪距观

测方程中的卫星硬件延迟被有效消除，接收机硬

件延迟可以被接收机钟差吸收，相位观测方程中

包含的硬件延迟和初始相位偏差均为时不变量，

故可被相应的模糊度吸收。对于非组合ＰＰＰ模

型来说，伪距方程中由于引入卫星硬件延迟影响

形成的项（ＨＤ狊１－ＨＤ
狊
２）称为差分码偏差（ＤＣＢ），

可以通过ＩＧＳ发布的相应值加以消除。相位观

测方程中的接收机和卫星的硬件延迟可被电离层

延迟、接收机钟差以及模糊度吸收。因此两种模

型的模糊度估值都不再具有整数特性，并且非组

合模型中直接估计出的电离层延迟量也包含了接

收机与卫星端硬件延迟的影响，在利用非组合

ＰＰＰ提取单站电离层延迟量时需要扣除该影响。

１．２　参数估计及误差处理

组合ＰＰＰ模型中的待估参数包括接收机三

维坐标、接收机钟差、对流层天顶延迟湿分量以及

犔３ 上的非整数模糊度。对于有犿 颗可用卫星的

观测历元可组成２犿个观测方程，共有５＋犿个未

知参数。与组合ＰＰＰ模型不同，非组合ＰＰＰ模

型中除了估计接收机三维坐标、接收机钟差和对

流层天顶延迟湿分量外，还将每个历元每颗卫星

犔１ 载波上的电离层延迟当作待估参数逐历元估

计，每颗卫星连续观测弧段的模糊度参数有两个。

每个观测历元可组成４犿个观测方程，共有５＋３犿

个未知参数，待估参数更多。显然，初始化历元至

少需要５颗可视卫星才能估计所有未知参数。关

于两种 ＰＰＰ模型的状态方程已有论文详细论

述［２］，除将电离层延迟作为时变参数逐历元估计

外，本文处理与之相同，故不再赘述。

组合与非组合ＰＰＰ对其他误差项与未知参

数的处理策略相同，使用精密星历和钟差信息固

定卫星轨道与钟差。对观测值中影响在ｃｍ级以

上的系统误差使用模型进行改正。具体可参考文

献［２，９１０］。观测数据的截止高度角设置为７°。

２　定位性能对比分析

为了具体分析两种ＰＰＰ模型各自的特点及

定位性能，笔者分别进行了静态、模拟动态试验。

分别从定位精度、收敛性以及ＺＰＤ估计精度等３

方面来对比分析非组合与组合ＰＰＰ的定位性能。

静态和模拟动态 ＰＰＰ 试验选取了２０１１１０１０

ＡＬＧＯ、ＷＳＲＴ、ＡＬＩＣ、ＸＩＡＮ 等１０个ＩＧＳ跟踪

站３０ｓ间隔的观测数据进行解算。所选取的ＩＧＳ

跟踪站在全球范围内从南极到北极均有分布，测

站分布如图１所示。为验证定位结果的正确性，

以ＩＧＳ周解文件中所提供的测站坐标作为参考

真值，将解算结果与参考坐标做差，获得犈、犖、犝

３个方向上的坐标偏差。

图１　１０个ＩＧＳ跟踪站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１０ＩＧＳＴｒａｃｉｎｇ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２．１　静态定位精度分析

图２、图３分别给出了各测站单天静态非组

合、组合ＰＰＰ定位结果的偏差。从中可以看出，

两种ＰＰＰ模型各测站水平方向定位偏差均优于

１ｃｍ；高程方向的偏差两者均优于３ｃｍ。对所有

测站东、北、高分量上的定位偏差分别取平均，非

组合ＰＰＰ的平均偏差为（１．０，０．５，１０．７）ｍｍ，组

合ＰＰＰ的平均偏差为（０．６，１．４，１３．１）ｍｍ。整体

上看，两种ＰＰＰ定位模型的静态定位精度相当，

单天解定位偏差水平方向均可达ｍｍ～ｃｍ级，高

程也都在１～３ｃｍ之间。为了分析非组合及组合

ＰＰＰ静态定位的内符合精度，图４、图５代表性给

出了ＡＬＧＯ站所有卫星的载波相位观测值残差。

可以看出，ＡＬＧＯ站非组合犔１（图４（ａ））载波相

２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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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观测值残差９８％以上都在１ｃｍ以内，犔２（图４

（ｂ））载波更小。关于犔２ 载波残差较犔１ 更小，其

原因有待于进一步分析。图５中组合载波相位观

测值残差大部分在４ｃｍ内，少数卫星的组合载波

相位观测值的部分历元的残差较大（超过４ｃｍ），

主要由于其高度角较低、观测噪声较大。处理时

对观测值已采用按高度角定权，因此并不会对定

位结果产生明显影响。统计各卫星残差序列可

知，与组合ＰＰＰ相比，非组合ＰＰＰ相位残差水平

约为其１／３～１／５，表明了非组合模型能明显减小

观测噪声，具有更高的内符合精度。

图２　１０个测站非组合ＰＰＰ静态单天解坐标偏差

Ｆｉｇ．２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ＢｉａｓｉｎＤａｉｌｙ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ｏｆ

Ｕｎ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ＳｔａｔｉｃＰＰＰ

图３　１０个测站组合ＰＰＰ静态单天解坐标偏差

Ｆｉｇ．３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ＢｉａｓｉｎＤａｉｌｙ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ｏｆ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ＳｔａｔｉｃＰＰＰ

图４　ＡＬＧＯ静态非组合ＰＰＰ卫星相位观测值

犔１、犔２ 残差图

Ｆｉｇ．４　Ｐｈａｓｅ（犔１ａｎｄ犔２）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ｏｆ

Ｕｎ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ＳｔａｔｉｃＰＰＰａｔ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

２．２　模拟动态定位精度分析

对１０个测站进行了模拟动态ＰＰＰ解算。动

态ＰＰＰ得到的是单历元位置解，本文统计坐标偏

差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反映其定位精度（受篇幅限

制，本文仅列出最后的统计结果）。从平均偏差来

看，非组合ＰＰＰ各个测站水平方向偏差都在１．５

ｃｍ以内，大部分优于１ｃｍ；高程偏差除了ＳＡＮＴ

站外其余各测站都在２ｃｍ以内。组合ＰＰＰ各测

站水平方向偏差均优于１ｃｍ，高程偏差与非组合

ＰＰＰ相当，绝大部分都在２ｃｍ 以内。两种动态

ＰＰＰ的定位结果与ＩＧＳ周解结果相比无明显系

统误差。从标准偏差来看，非组合ＰＰＰ各测站水

平方向都在２ｃｍ 以内；高程方向均优于４ｃｍ。

组合ＰＰＰ各测站的水平方向偏差大部分优于

１．５ｃｍ，高程方向都在４ｃｍ以内。以上结果表明

两种ＰＰＰ模型的动态定位精度相当，都可以得到

水平方向１～２ｃｍ，高程方向４ｃｍ左右的动态定

位结果。动态ＰＰＰ模式下卫星载波相位残差与

静态ＰＰＰ类似，非组合相位残差较组合ＰＰＰ更

小，具有更高的内符合精度。

２．３　收敛性分析

为了分析两种ＰＰＰ的定位收敛时间，使用单

向滤波对上述１０个测站分别进行静态、模拟动态

ＰＰＰ解算，并统计各测站定位偏差的３个分量均

优于１ｄｍ所需要的观测时长。图６、图７分别给

出了１０个测站的静态、动态收敛时间统计图。对

于静态定位，从图６可以看出，除了 ＮＵＲＫ 和

ＸＩＡＮ站外，其余各站非组合ＰＰＰ的收敛时间均

要长于组合ＰＰＰ的收敛时间。整体上看，组合

ＰＰＰ大部分测站经过２０ｍｉｎ左右就可以收敛到

优于１０ｃｍ的精度；而非组合ＰＰＰ的静态收敛时

间约为２０～４０ｍｉｎ，对所有测站的收敛时间进行

统计，组合ＰＰＰ的平均收敛时间为２３ｍｉｎ，非组

合ＰＰＰ平均收敛时间则为２９ｍｉｎ。对于模拟动态

定位，从 图 ７ 可 以 看 出，除 了 ＡＬＩＣ、ＮＵＲＫ、

ＭＡＴ１、ＷＳＲＴ等４个站外，其他６个测站的非组

合收敛时间都明显长于组合ＰＰＰ。组合ＰＰＰ的收

敛时间大部分约在４０ｍｉｎ左右；非组合ＰＰＰ收敛

时间大部分约为６０ｍｉｎ，ＳＡＮＴ站最长达到了１３６

ｍｉｎ。同样对各站的统计结果表明：组合ＰＰＰ平均

收敛时间为３８ｍｉｎ，而非组合ＰＰＰ平均收敛时间

则为７１ｍｉｎ。无论对于静态或是模拟动态ＰＰＰ，非

组合ＰＰＰ的定位收敛时间都明显要长于组合

ＰＰＰ。

２．４　犣犘犇估计精度分析

利用ＰＰＰ技术估计天顶对流层延迟的方法

具有估计模型简单，站站之间不相关，无需引入远

距离测站即可估计绝对时延，处理大规模数据速

度快等优点［１１］。为了分析非组合与组合ＰＰＰ用

于估计ＺＰＤ的精度，分别用两种ＰＰＰ方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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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ＡＬＧＯ静态组合ＰＰＰ卫星

相位观测值残差图

Ｆｉｇ．５　Ｐｈａｓｅ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ｏｆ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ＳｔａｔｉｃＰＰＰａｔ

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

　　　　

图６　 非组合、组合ＰＰＰ静

态收敛时间统计图

Ｆｉｇ．６　Ｓｔａｔｉｃ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ＴｉｍｅｏｆＵｎ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ａｎｄ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ＰＰＰ

　　　　

图７　非组合、组合ＰＰＰ动态

收敛时间统计图

Ｆｉｇ．７　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ＴｉｍｅｏｆＵｎ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ａｎｄ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ＰＰＰ

了上述中１０个测站的数据，并将估计得到的

ＺＰＤ与ＩＧＳ提供的ＺＰＤ最终产品进行比较。表

１给出了两种ＰＰＰ模型估计ＺＰＤ误差统计表，由

于ＮＵＲＫ站在年积日２８３的ＺＰＤ最终产品无法

获取，故文中没有给出该站的比较结果。从表中

可以看出，非组合ＰＰＰ各测站的平均偏差均小于

６ｍｍ；组合ＰＰＰ除了 ＭＡＷ１站和 ＸＩＡＮ 站以

外，其余测站的平均偏差都在６ｍｍ以内。两种

ＰＰＰ模型估计得到的ＺＰＤ值与ＩＧＳ提供的对流

层延迟产品相比均无明显系统偏差。从标准偏差

来看，除了ＡＬＩＣ站和ＳＥＬＥ站偏差较大以外，其

他测站两种ＰＰＰ的标准偏差均小于６ｍｍ，且结

果比较一致。可以看出，两种ＰＰＰ模型用于估计

ＺＰＤ值的精度相当，均可达６ｍｍ左右，能够满

足地基ＧＰＳ反演大气水汽含量的要求。但是与

ＩＧＳ发布的ＺＰＤ最终产品的标称精度（４ｍｍ）相

比，结果稍差。这是因为后者是由全球的ＩＧＳ跟

踪站网平差得到的，且综合了ＩＧＳ各分析中心的

结果，而ＰＰＰ得到的对流层延迟误差是根据单站

观测数据估计得到的。另外，两者在数据处理策

略上的不同也导致了对流层延迟估计值的差异。

表１　非组合、组合静态犘犘犘估计犣犘犇误差统计表／ｍｍ

Ｔａｂ．１　ＺＰＤ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ＢｉａｓｏｆＵｎ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ａｎｄ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ＳｔａｔｉｃＰＰＰ／ｍｍ

测站名
非组合ＰＰＰ 组合ＰＰＰ

Ｍｅａｎ ＳＴＤ Ｍｅａｎ ＳＴＤ

ａｌｇｏ ２．５７ ５．０４ ２．６３ ４．５５

ａｌｉｃ ０．１３ ６．８２ －２．８６ ６．３７

ｍａｔ１ －３．７０ ５．７５ －２．１９ ５．７７

ｍａｗ１ ０．９７ ３．１４ ６．３５ ２．１３

ｎｙａｌ ４．５ ３．９３ ４．１９ ３．４２

ｓａｎｔ １．１４ ５．０７ １．７７ ４．４９

ｓｅｌｅ －５．３５ ６．６８ －３．９４ ８．６３

ｗｓｒｔ ３．２９ ３．５７ １．３７ ３．７７

ｘｉａｎ ４．６７ ５．９７ ６．１１ ４．３３

３　结　语

本文使用全球随纬度均匀分布的１０个ＩＧＳ

测站的观测数据对非组合、组合两种ＰＰＰ模型的

静态和模拟动态定位精度、收敛性以及ＺＰＤ估计

精度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实验结果表明，在定位

方面，两种ＰＰＰ模型均可实现静态水平方向 ｍｍ

～ｃｍ级，高程精度约为１～３ｃｍ，动态水平方向

１～３ｃｍ，高程方向４ｃｍ左右的定位精度。与组

合ＰＰＰ模型相比，非组合ＰＰＰ的相位残差只有

其１／３～１／５，说明非组合ＰＰＰ能明显地减少观测

噪声，在定位应用上具有更高的内符合精度。在

收敛性方面，对于采样率为３０ｓ的观测数据，非

组合ＰＰＰ比组合ＰＰＰ的静态、动态收敛时间分

别约长６ｍｉｎ、３３ｍｉｎ。在ＺＰＤ估计方面，两种

ＰＰＰ模型的估计精度相当，均可达６ｍｍ左右，能

够满足目前地基ＧＰＳ反演大气水汽含量的要求。

总体而言，两种ＰＰＰ模型各有优缺点，在实

际应用中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选择。组合ＰＰＰ

模型消除了电离层一阶项的影响，大大减少了待

估参数，模型较为简单，在定位、授时等应用中解

算位置、接收机钟差参数时可以无需考虑电离层

延迟量的影响。但是形成组合观测值也放大了观

测值噪声，而且无法利用电离层延迟信息，不能适

用于电离层相关的研究；非组合ＰＰＰ基于原始观

测方程，避免了组合观测值带来的噪声被放大的

不利影响。利用原始的相位观测值平差得到的电

离层延迟量具有很高的精度，为单站提取电离层

延迟量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从今后 ＧＮＳＳ现

代化多频情况考虑，非组合模式可能要适合些。

但是其包含了较多的待估参数，解算速度以及解

的稳定性都受到影响。另外，其参数估值也更易

受观测方程病态性的影响，从而导致其收敛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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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组合ＰＰＰ明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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