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９卷 第１期

２０１４年１月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３９Ｎｏ．１

Ｊａｎ．２０１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８２５

项目来源：中国地震局地震科技星火计划资助项目（ＸＨ１３０１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４１０７４０１６）。

第一作者：牛
!

，硕士，主要从事ＧＮＳＳ精密数据处理研究。Ｅｍａｉｌ：ｎｉｕｂｅｎ０１３０＠１６３．ｃｏｍ

通讯作者：杨少敏，研究员，博士。Ｅｍａｉｌ：ｗｈｇｐｓｙａｎｇ＠ｇｍａｉｌ．ｃｏｍ

犇犗犐：１０．１３２０３／ｊ．ｗｈｕｇｉｓ２０１２０７３０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８６０（２０１４）０１００６００５

利用犜狉犪犮犽犚犜进行犌犘犛实时动态形变监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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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相对实时动态定位软件ＴｒａｃｋＲＴ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开发，完善了数据流实时传输与解码，并设计

了两组模拟地面运动的观测实验，分别对ＴｒａｃｋＲＴ水平向和垂直向上的内外符合精度进行了评定。结果表

明，在观测数据质量较好的情况下，实时定位水平分量精度优于２ｃｍ，垂向分量精度优于４ｃ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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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ＰＳ技术被广泛应用于板块运动监测、地壳

形变监测和火山形变监测等地学领域，为人类认

识现今地壳运动及其构造背景提供了大量的原始

观测资料［１２］，特别是高频ＧＰＳ观测可有效观测

强震发生时地壳形变的运动学过程［１，３６］。这些震

例研究表明，高频ＧＰＳ观测对于地震破裂过程和

震源机制解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以往的高频ＧＰＳ观测数据均是采用精密星

历、卫星钟差进行事后处理的，若要利用ＧＰＳ观

测结果实时确定地震参数辅助地震仪进行地震和

海啸预警或高精度形变监测，则需要实时传输并

高精度处理ＧＰＳ观测数据，这是当前国际上研究

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之一。ＧＰＳ实时数据处理技

术主要有基于非差的精密单点定位技术和基于双

差的相对定位技术。目前，不少学者采用精密单

点定位模式研究了实时定位的关键技术及定位精

度，如张小红等采用实时精密单点定位方法，滤波

收敛之后，水平方向的定位精度优于５ｃｍ，高程

方向的精度优于１０ｃｍ
［７］；施闯等基于全球ＩＧＳ

站实时数据流研制并搭建了广域实时精密定位原

型系统，采用超快速星历ＩＧＵ轨道及自主估计的

钟差产品，其实时定位精度平面为１０ｃｍ，高程优

于２０ｃｍ
［８］；方荣新等利用ＰＡＮＤＡ软件实时估

计更加自洽的卫星轨道和钟差，定量分析了实时

ＧＮＳＳ地震仪的精度，水平向优于１ｃｍ，垂向优

于３ｃｍ。

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对于实时动态相对定位

的研究较少。本文利用开源实时动态定位模块

ＴｒａｃｋＲＴ进行实时解算，并设计评估其解算精度

的实验方案。该模块采用相对定位技术逐历元进

行实时解算，算法上延续了相对定位的优点（能够

消除卫星钟差和大部分轨道误差），同时采用逐历

元解算模式，解算时间短，理论上能够满足高精度

实时处理高频ＧＰＳ数据（１Ｈｚ或以上）的应用需

求。但由于该模块与接收机播发的实时数据流存

在格式不兼容的缺陷，本文首先对ＴｒａｃｋＲＴ模块

中的数据传输及解码部分进行了二次开发，实现

了逐历元实时数据流的传输；然后借助５个湖北

ＣＯＲＳ站的实时观测数据，对同一地面运动，依据

基线长度和相对参考站的位置，分三种方式（短基

线、长基线、网解）进行了实时处理和精度分析。

１　犜狉犪犮犽犚犜实时定位模块

１．１　实时数据流接收

随着ＧＰＳ实时数据处理应用需求的不断扩

大，联邦德国大地测量局开发了基于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的

Ｎｔｒｉｐ协议，并编制了相关软件（ＢＮＣ），针对性地

解决了ＧＰＳ观测数据流的实时传输和解码问题，

为高频ＧＰＳ实时处理提供了数据源。基于Ｎｔｒｉｐ

协议，ＢＮＣ软件通过 ＴＣＰ／ＩＰ网络端口和 ＧＰＳ

接收机的ＩＰ地址对接，接收 ＲＴＣＭ３．０（差分

ＧＰＳ数据通讯格式）格式的ＧＰＳ实时数据流并进

行解码。ＴｒａｃｋＲＴ模块是通过设置端口号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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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传输进计算机内存中的数据流。实验发现，

ＴｒａｃｋＲＴ无法正常读取接收机播发的实时数据

流，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对ＴｒａｃｋＲＴ数据流输入

及解码部分的源代码进行了二次开发，并顺利通

过测试运行。

在本文ＧＰＳ实时处理的实验中，编写了程序

定时（ＵＴＣ００：００、０６：００、１２：００、１８：００）下载ＩＧＳ

发布的超快速预报星历（预报轨道精度为５ｃｍ，

基本满足高精度解算的要求）。ＴｒａｃｋＲＴ自动搜

索距离解算历元最近的超快速预报星历，完成

ＧＰＳ实时数据流的逐历元解算。ＧＰＳ数据、星历

等的传输和解算流程图见图１。

图１　ＴｒａｃｋＲＴ实时解算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ＴｒａｃｋＲＴ

１．２　ＴｒａｃｋＲＴ定位原理

ＧＰＳ实时定位精度不但与卫星星历相关，同

时也与数据处理过程中涉及误差消除和削弱的各

种地球物理模型的精化相关。本文的数据处理都

是基于ＴｒａｃｋＲＴ模块完成的，处理中涉及的误差

模型和策略详见表１。相位整周模糊度的解算一

直是ＧＰＳ高精度定位的关键技术之一。本文联

合 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Ｗｕｂｂｅｎａ宽巷（ＭＷＷＬ）、超宽巷

（ＥＸＷＬ）和无电离层延迟观测值（ＬＣ），利用卡

表１　犜狉犪犮犽犚犜实时双差定位模块处理策略

Ｔａｂ．１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ｏｒ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Ｄｏｕｂｌ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ＭｏｄｕｌｅＴｒａｃｋＲＴ

参数 处理方法

观测量 双频无电离层组合（ＬＣ）

基线模式 长／短

截止高度角 １０°

相位中心改正 模型改正（ｉｇｓ＿０８．ａｔｘ）

码偏差改正 模型改正（ｄｃｂ．ｄａｔ）

参考站坐标 固定

卫星星历 ＩＧＵ超快速星历

对流层天顶延迟 ＧＰＴ模型

映射函数 ＧＭＦ模型

全球海潮模型 ＦＥＳ２００４

潮汐改正模型 ＩＥＲＳ２００３

尔曼滤波逐历元进行参数估计，确定ＬＣ无电离

层组合观测值的模糊度［９］，求解基线向量和待定

点坐标。

２　实验设计和精度分析

为了定量评估ＴｒａｃｋＲＴ的实时解算精度，本

文在中国地震局地震研究所大楼楼顶设计了两组

实验，用于检测水平分量和垂直分量的ＧＰＳ实时

定位精度。如图２（ａ）所示，在水泥墩上安放Ｃｈｏ

ｋｉｎｇ天线（站名：ＴＧ０６），其精确坐标已知。为进

行相关实验，本文特别定制了基座，在天线基座上

增加了水平和垂直向的标尺（图２（ｂ）），天线可在

水平和垂直方向上自由稳定移动。实验时，分别

在水平和垂直方向准均匀地移动天线，通过水平／

垂直分量的实际运动轨迹与解算轨迹的对比研

究，检验ＧＰＳ实时定位的内、外符合精度，给出利

用ＴｒａｃｋＲＴ进行ＧＰＳ实时处理的精度指标。

图２　实验场地和基座

Ｆｉｇ．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ＦｉｅｌｄａｎｄｔｈｅＰｅｄｅｓｔａｌ

２．１　实验一：水平运动模拟实验研究

本文将水平向动态运动范围设为－２０～２０

ｃｍ。水平运动模拟实验分为三步：① 调节水平机

构螺旋，将天线ＴＧ０６从初始位置（基座标志尺的

中心）向一边移动到标志尺的西北端（ｔｒａｃｋ１）；

② 将天线向相反的方向移动到标志尺的东南端

（ｔｒａｃｋ２）；③ 将天线移回到初始位置（ｔｒａｃｋ３）。

依托湖北ＣＯＲＳ观测网，依据不同的基线长

度，本文采用三种不同的处理策略进行定位解算：

① 以ＷＵＨＮ为固定参考站，对 ＴＧ０６进行动态

定位。由于 ＷＵＨＮＴＧ０６的基线长度约１．７

ｋｍ，故采取短基线解算模式，直接利用犔１、犔２相

位观测值进行双差解算。② 以 ＨＢＸＦ为固定参

考站，对 ＴＧ０６进行动态定位。ＨＢＸＦＴＧ０６的

基线长度约２３６ｋｍ，解算模式采取长基线模式。

③ 以ＨＢＸＦ、ＨＢＪＭ、ＨＢＺＧ、ＨＢＥＳ为固定参考

站，采用网解模式对ＴＧ０６进行动态定位（图３主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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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采用湖北ＣＯＲＳ网中 ＷＵＨＮ（武汉）、ＨＢＸＦ

（襄樊）、ＨＢＪＭ（荆门）、ＨＢＺＧ（秭归）、ＨＢＥＳ（恩

施）五个测站的实时数据流，右上角为 ＴＧ０６和

ＷＵＨＮ相对位置示意图）。

图３　实验中用到的实时测站分布图和各基线长度

Ｆｉｇ．３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Ｕ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ｓ’Ｌｅｎｇｔｈｓ

　　图４直观显示了三种策略下测站ＴＧ０６实时

解算的运动轨迹。其中红点表示实验中第一段轨

迹 （ｔｒａｃｋ１），绿 点 表 示 实 验 中 第 二 段 轨 迹

（ｔｒａｃｋ２），蓝点表示实验中第三段轨迹（ｔｒａｃｋ３）。

以测站运动的“真实轨迹”（图中黑色实线）为真

值，计算了观测点相对真值的离散程度；ＲＭＳ表

示解算值相对于真实轨迹的误差值。结果表明，

三种处理策略计算的水平方向外符合精度约２

ｃｍ，其中短基线解算的外符合精度为１．５０ｃｍ，长

基线解算的外符合精度为２．０９ｃｍ，而多测站固

定网解的外符合精度为１．６３ｃｍ。

图４　三种策略下测站ＴＧ０６实时解算的运动轨迹

Ｆｉｇ．４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ｓｏｆＴＧ０６ｂｙＴｈｒｅ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ｓ

　　由三种解算策略得出的结果来看，长基线解

算的外符合精度比短基线的略差，尤其在天线移

动过程中，长基线解算模式下的垂向上有相对较

大的偏差，其原因是在短基线中，ＴｒａｃｋＲＴ差分

掉了大部分轨道误差和大气延迟误差，犔１和犔２的

模糊度先用浮点法分别解算，再通过判断χ
２增量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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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迭代，解算出了７０％的模糊度固定解，基线

结果也相对较好；而在解算长基线时，大气延迟误

差不能通过差分而消除，影响了整周模糊度的固

定，进而造成解算结果误差偏大。

为了检验解算坐标的重复性，统计了 ＴＧ０６

在水平方向的内符合精度情况，如表２所示。

表２结果表明，水平分量的内符合精度基本上优

于２ｃｍ。在短基线解算中，东西方向上解算的重

复性比南北方向上的好，这与方荣新采用ＲＴＰＰＰ

方法处理的结果类似［１０］。而对比长基线和网解

模式的解算结果发现，网解模式结果比长基线解

算结果在东西方向上的精度要好，其主要原因是

在网解模式中，可能是动态站ＴＧ０６在东西方向

上有较多的参考站，而南北方向上的参考站对精

度的影响相对较小。

表２　水平运动犜狉犪犮犽犚犜解算内符合精度统计表／ｃｍ

Ｔａｂ．２　Ｉｎｎｅｒ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ＴｒａｃｋＲＴ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Ｍｏｔｉｏｎ／ｃｍ

解算策略 坐标分量 平均误差 最大偏差

短基线
南北方向 ２．０１ ２．０４

东西方向 １．６０ １．６４

长基线
南北方向 １．８７ ２．０３

东西方向 １．４６ １．５３

网解模式
南北方向 １．７９ ２．１１

东西方向 １．３２ １．４１

２．２　实验二：对垂直运动的模拟

垂直运动模拟测试同样分为三步。具体实验

过程如下：先将天线ＴＧ０６静止观测一段时间，然

后在ＵＴＣ时间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４日０５：２１：００开

始通过调节机构螺旋准均匀地使天线上升１０

ｃｍ，０５：２３：４５停止上升，静止观测１０ｍｉｎ左右，

０５：３５：０１再准均匀地使天线下降１５ｃｍ，０５：３９：

３５停止下降，继续静止观测一段时间。

数据的分析策略选取 ＷＵＨＮ 为固定参考

站，实验站 ＴＧ０６为动态解算站。图５显示了

ＴＧ０６坐标的实时动态时间序列。而垂直方向上

的时间序列（见图（５（ｃ））则很好地实时记录了实

验站ＴＧ０６的两次升降过程。垂向上的内符合精

度平均值为３．８３ｃｍ。图５（ｃ）中的黑线表示高程

变化的真实时间序列。对比地面真实测量的高度

变化来确定垂直方向上的外符合精度，结果显示，

上升过程中的外符合精度为１．３ｃｍ，下降过程中

的外符合精度为１．１ｃｍ。

由本文实验来看，实时动态相对定位的精度

受到基线长度的影响，在水平运动模拟实验中，随

着基线长度的增加，模糊度成功解算的比率减小，

误差也逐渐变大。此外，数据质量和测站周边的

环境都会影响解算的精度。总之，ＴｒａｃｋＲＴ在实

时数据质量良好且观测环境良好的情况下，可以

准确监测到天线的位移轨迹，通过实时解算ＧＰＳ

跟踪站的连续观测数据，可以实时监测ｃｍ级精

度的地面大位移，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地壳运动实

时监测的需求。

图５　ＴＧ０６坐标变化的实时时间序列

Ｆｉｇ．５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ＳｔａｔｉｏｎＴＧ０６

３　结　语

本文通过对ＴｒａｃｋＲＴ模块的二次开发，借助

Ｎｔｒｉｐ协议实现了ＧＰＳ逐历元实时数据传输与解

码；同时利用特制的天线基座，通过水平／垂直方

向的运动模拟实验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利用

ＴｒａｃｋＲＴ模块进行 ＧＰＳ实时动态定位，其水平

向精度优于２ｃｍ ，垂直向精度优于４ｃｍ，这标志

着对高频ＧＰＳ数据的高精度解算进入实时应用

阶段，这将拓展我国各省ＣＯＲＳ网应用的广度和

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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