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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方向余弦矩阵描述姿态，建立ＧＰＳ／陀螺组合姿态确定系统模型，由矩阵Ｋａｌｍａｎ滤波方法解算

整周模糊度的浮点解，然后再利用 ＭＣＬａｍｂｄａ方法得到整周模糊度固定解。仿真实验结果表明，附加方向

余弦矩阵约束的Ｋａｌｍａｎ滤波方法可以有效地提高整周模糊度浮点解的精度，使得整周模糊度的固定成功率

和效率均得到提高，尤其是在ＧＰＳ观测条件较差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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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ＧＰＳ进行姿态测量，可以建立单基线观

测模型解算天线间的相对位置，进而得到载体的

姿态［１］，也可以建立多基线观测模型直接解算载

体的姿态［２］。这两种方法均为确定性算法。ＧＰＳ

载波相位的测量精度较伪距的测量精度至少高２

～３个数量级，而利用载波相位观测值实现高精

度的姿态测量必须快速和准确地确定整周模糊

度。对于ＧＰＳ载体姿态测量而言，基线长度及基

线相对位置可以事先通过精确测量得到。因此，

直接采用ＧＰＳ导航定位中的模糊度解算方法无

法充分利用先验信息，得到的整周模糊度解也并

非最优解。为此，不少学者开展了相应的研究工

作，提出了一系列算法［３６］，利用基线长度信息缩

小模糊度搜索空间，或者将其作为判断模糊度是

否固定的依据，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模糊度解算

的成功率及效率。这些算法共同的缺点是只利用

了基线的长度约束信息。文献［７］对Ｌａｍｂｄａ算

法进行扩展提出了多变量约束 Ｌａｍｂｄａ方法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Ｌａｍｂｄａ，ＭＣＬａｍｂ

ｄａ），此方法直接建立关于方向余弦矩阵的多基线

观测模型，将方向余弦矩阵的正交约束引入模糊

度搜索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模糊度的固定

成功率。但该算法利用ＧＰＳ当前历元伪距和载

波相位观测值估计方向余弦矩阵和整周模糊度，

由此得到的浮点解精度较低，而约束信息的引入

使得模糊度的搜索空间不再为椭球体，增加了整

周模糊度的搜索负担。

文献［８］指出，在典型的星敏感器／陀螺配置

下，系统模型线性化误差对姿态确定精度的影响

并不显著。但对于ＧＰＳ观测值的精度而言，常用

的改进的扩展Ｋａｌｍａｎ滤波（ＭＥＫＦ）算法的截断

误差可能导致滤波精度降低或者发散。因此，本

文选择方向余弦矩阵表示姿态，建立 ＧＰＳ／陀螺

姿态估计状态方程及观测方程，推导确定状态噪

声模型。由滤波得到的是不考虑方向余弦正交约

束、模糊度整数约束的浮点解，本文使用 ＭＣ

Ｌａｍｂｄａ方法对整周模糊度及方向余弦矩阵进行

固定，然后回代解算常值漂移的固定解。

１　基于方向余弦矩阵的犓犪犾犿犪狀滤

波算法

１．１　状态方程

定义载体坐标系相对参考坐标系的方向余弦

矩阵为犚，微分方程为
［９］：

犚＝－［ω×］犚 （１）

式中，ω为载体坐标系相对参考坐标系的角速度；

［ω×］为斜对称矩阵。

采用陀螺测量角速度，测量模型表示为：

ω
０
犽 ＝ω犽－犫犽－η犵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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犫犽 ＝犫犽－１＋η犫 （３）

式中，ω犽、犫犽、ω
０
犽 分别为犽时刻陀螺测量输出值、

陀螺常值漂移、载体姿态角速度真值；η犵、η犫 分别

是均值为０、方差为Ση犵和Ση犫的高斯白噪声。

与状态方程（１）对应的离散状态方程为：

犚犽＋１ ＝Φ
０
犽犚犽 （４）

式中，Φ
０
犽＝犐３＋ΔΘ

犫
犻犫＋
１

２
（ΔΘ

犫
犻犫）

２；ΔΘ
犫
犻犫＝∫

狋犽＋１

狋犽

－

［ω
０
犽×］ｄ狋。

若历元间隔Δ狋很小，ω
０
犽 变化足够小，则有

ΔΘ
犫
犻犫＝－［ω

０
犽×］Δ狋，将其代入Φ

０
犽 可得：

Φ
０
犽 ＝犐３－［ω

０
犽×］Δ狋＋

１

２
［ω

０
犽×］Δ（ ）狋 ２ （５）

　　根据陀螺测量模型式（２），可得：

Φ
０
犽 ＝Φ犽＋［犫犽×］Δ狋＋［η犵×］Δ狋＋犗（Δ狋

２）

（６）

式中，Φ犽＝犐３－［ω犽×］Δ狋＋
１

２
［ω犽×］Δ（ ）狋 ２。

忽略式（６）的高阶项，将Φ
０
犽 代入式（４）得：

犚犽＋１ ＝Φ犽犚犽＋［犫犽×］犚犽Δ狋＋ε犽 （７）

ε犽 ＝ ［η犵×］犚犽Δ狋 （８）

式中，ε犽 为状态方程噪声。

ε犽 为矩阵形式，建立其随机模型需要将其表

示成向量的形式。定义ｖｅｃε犽 为ε犽 的向量化形

式，根据矩阵向量化定理［１０］，由式（８）可得：

ｖｅｃε犽 ＝ （犚
Ｔ
犽 犐３）ｖｅｃ［η犵×］Δ狋 （９）

ｖｅｃ［η犵×］可以表示为η犵 的线性形式为：

ｖｅｃ［η犵×］＝ ［犲１×］ ［犲２×］ ［犲３×［ ］］Ｔ
η犵 ＝

Πη犵 （１０）

式中，犲犼（犼＝１，２，３）为３×１维列向量，其第犼个

元素为１，其余元素为０。

将式（１０）代入式（９）得：

ｖｅｃε犽 ＝ （犚
Ｔ
犽 犐３）Πη犵Δ狋 （１１）

定义ε犽 的方差阵为犙ε犽，根据方差协方差的传播

定律由式（１１）可得：

犙ε犽 ＝ （犚
Ｔ
犽 犐３）ΠΣη犵Π

Ｔ （犚Ｔ犽 犐３）
Ｔ
Δ狋
２

（１２）

　　假定整周模糊度无跳变，建立整周模糊度的

状态方程［１１］：

犣犽 ＝犣犽－１＋η犣 （１３）

式中，η犣 是均值为０、方差为Ση犣的高斯白噪声。

１．２　犌犘犛观测方程

为了消除载波相位中电离层误差、对流层误

差、卫星钟差、接收机钟差等大部分误差，本文选

取双差载波相位观测值。若载体上安装犿＋１个

天线，其共视卫星数为狀＋１，选择某一天线作为

主天线，仰角最高的卫星作为参考星，犿条基线的

双差载波相位观测量表示为［７］：

犢＝犃犣＋犛犚犅
犅
＋犞 （１４）

其中，犢 为狀×犿 维双差载波相位观测量；犣为狀

×犿维双差整周模糊度；犚为方向余弦矩阵，满足

犚Ｔ犚＝犐；犅犅 表示基线在载体坐标系中的坐标，为

３×犿维矩阵；模糊度系数阵为犃＝λ犐狀；视向量阵

为犛＝［狊１狉１ 　…　狊
１狉
狀 ］

Ｔ。犐狀 为狀 维单位向量，狊犼
狉
犻

为基线犻关于卫星犼、狉的视向量差，狉为参考星。

根据文献［７］，多基线载波相位观测量的方差

协方差阵表示为：

犙ｖｅｃ犢 ＝犘犿 犙狔 （１５）

式中，犙狔 为单基线双差载波相位观测量的方差

协方差阵；犘犿＝

［１ … ０．５

  

０．５ …

熿

燀

燄

燅１

，主对角线上的

元素为１，其余元素均为０．５。

１．３　犓犪犾犿犪狀滤波器设计

式（３）、（７）、（１３）为系统状态方程，式（１４）为

系统观测方程。可以看出，未知参数中方向余弦

矩阵、整周模糊度均为矩阵形式，而经典 Ｋａｌｍａｎ

滤波算法无法用于状态参数为矩阵的情况。因

此，本文需要将系统状态方程式（７）和式（１３）、观

测方程式（１４）进行向量化：

ｖｅｃ犚犽＋１ ＝ （犐３ Φ犽）ｖｅｃ犚犽＋

［－犚犽，１×］

［－犚犽，２×］

［－犚犽，３×

熿

燀

燄

燅］

Δ狋犫犽＋

ｖｅｃε犽 （１６）

ｖｅｃ犣犽＋１ ＝ｖｅｃ犣犽＋ｖｅｃη犣 （１７）

ｖｅｃ犢犽＋１ ＝ （犐犃）ｖｅｃ犣犽＋１＋

（犅犅
Ｔ

犛）ｖｅｃ犚犽＋１＋ｖｅｃ犞犽＋１ （１８）

式中，犚犽，犻（犻＝１，…，３）为方向余弦矩阵的第犻列；

犐３ 为３维单位矩阵。

选取向量化后的方向余弦矩阵、整周模糊度

和常值漂移作为滤波器的状态值，即ｖｅｃ犡犽＋１＝

［（ｖｅｃ犚犽＋１）
Ｔ
　（ｖｅｃ犣犽＋１）

Ｔ
　（犫犽＋１）

Ｔ］Ｔ，联合式

（１６）～（１８）得到ＧＰＳ／陀螺组合姿态确定系统模

型：

ｖｅｃ犡犽＋１ ＝犉犽ｖｅｃ犡犽＋ｖｅｃ犠犽

ｖｅｃ犢犽＋１ ＝犎犽＋１ｖｅｃ犡犽＋１＋ｖｅｃ犞犽＋
｛

１

（１９）

式中，

犉犽 ＝

犐３ Φ犽 ０ Ψ犽

０ 犐 ０

０ ０

熿

燀

燄

燅犐

，Ψ犽 ＝

［－犚犽，１×］

［－犚犽，２×］

［－犚犽，３×

熿

燀

燄

燅］

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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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狋，ｖｅｃ犠犽 ＝

ｖｅｃε犽

ｖｅｃη犣

η

熿

燀

燄

燅犫

Η犽＋１ ＝ ［（犅
犅）Ｔ 犛犽＋１　犐犃　０］

２　整周模糊度的固定

基于方向余弦矩阵建立的ＧＰＳ／陀螺组合姿

态确定系统模型为线性模型，可采用经典滤波算

法进行解算。利用滤波估计得到方向余弦矩

阵、整周模糊度及常值漂移的浮点解，分别表示为

ｖｅｃ^犚、ｖｅｃ^犣、^犫及协方差阵

犙^犚 犙^犚^犣 犙^犚^犫

犙^犣^犚 犙^犣 犙^犣^犫

犙^犫^犚 犙^犫^犣 犙^

熿

燀

燄

燅犫

。

考虑模糊度的整数约束和方向余弦矩阵的正交约

束，对滤波得到的浮点解进行固定即为解算下面

最优化问题［７］：

ｍｉｎ
犣∈犣

狀×犿

［‖ｖｅｃ（^犣－犣）‖
２
犙
－１
犣^
＋‖ｖｅｃ（^犚（犣）－犚）‖

２
犙
－１
犚^（犣）

＋ ‖^犫（犚，犣）－犫‖
２
犙
－１
犫^
］ （２０）

　　对于任意的犣很难存在一个犚同时满足犚＝

犚^（犣）和犚Ｔ犚＝犐，而任意的（犚，犣）都存在犫＝^犫（犚，

犣），因此，式（２０）的目标函数等价于：

犉（犣）＝

‖ｖｅｃ（^犣－犣）‖
２
犙
－１
犣^
＋‖ｖｅｃ（^犚（犣）－犚‖

２

犙
－１
犚^（犣）

（２１）

根据式（２１）定义整周模糊度搜索空间：

Ω（χ
２）＝ 犣∈犣

狀×犿，犚Ｔ犚＝犐犉（犣）≤χ｛ ｝２

（２２）

　　由于整周模糊度的搜索空间Ω（χ
２）不再为球

搜索空间，不能使用Ｌａｍｂｄａ方法进行搜索。针

对非模糊度参数含有约束信息的整周模糊度解算

问题，Ｔｅｕｎｉｓｓｅｎ对整数最小二乘估计理论进行

扩展，给出了约束最小二乘估计的概念，提出了

ＭＣＬａｍｂｄａ用于多基线 ＧＰＳ整周模糊度的解

算。

首先定义搜索空间目标函数犉（犣）的上下界

约束函数，表示为：

犉１（犣）≤犉（犣）≤犉２（犣） （２３）

犉１（犣）＝ ‖ｖｅｃ（^犣－犣）‖
２

犙
－１
犣^
＋

ξ犿∑
犿

犻＝１

‖^犚犻（犣）‖－（ ）１ ２ （２４）

犉２（犣）＝ ‖ｖｅｃ（^犣－犣）‖
２
犙
－１
犣^
＋

ξ犿∑
犿

犻＝１

‖^犚犻（犣）‖＋（ ）１ ２ （２５）

　　相应的整周模糊度搜索空间为：

Ω１（χ
２）＝ 犣∈犣

狀×犿 犉１（犣）≤χ｛ ｝２ （２６）

Ω２（χ
２）＝ 犣∈犣

狀×犿 犉２（犣）≤χ｛ ｝２ （２７）

　　根据上述定义给出整周模糊度搜索步骤：

１）首先设定χ
２
０ 值保证Ω２（χ

２）非空。对Ω２

（χ
２）进行搜索得到使得犉２（犣）最小的整周模糊度

向量珟犣；

２）令珘χ
２＝犉２（珟犣），枚举Ω１（珘χ

２）中的所有整周

模糊度向量犣；

３）计算所有整周模糊度向量（犣，犚）对应的犉

（犣），使得犉（犣）最小的犣及犚（犣）即为整周模糊

度和方向余弦矩阵的固定解。

３　计算与分析

为了分析ＧＰＳ测量噪声、陀螺测量噪声对算

法性能的影响，仿真４种不同噪声条件的数据（见

表１），其中，Ω０（ｒａｄ／ｓ）表示初始姿态角速度，σ犵

（°／ｈ）表示陀螺测量噪声标准差，σ犫（°／ｈ）表示常

值漂移噪声标准差，σΦ（ｍ）表示载波相位观测噪

声标准差，σ犘（ｍ）表示伪距观测噪声标准差。

表１　仿真条件

Ｔａｂ．１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数据 Ω０ σ犵 σ犫 σΦ σ犘

１ ０．００１ ０．５００ ０．３００ ０．０１０ ０．２５０

２ ０．００１ ５．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０．０１０ ０．２５０

３ ０．００１ ０．５００ ０．３００ ０．０１５ ０．３００

４ ０．００１ ５．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０．０１５ ０．３００

　　陀螺角速度为狑＝［ｃｏｓ（１０Ω０狋）ｃｏｓ（８Ω０狋）

ｃｏｓ（５．７Ω０狋）］，常值漂移［１　１　１］
Ｔ °／ｈ。ＧＰＳ

基线在载体坐标系中的坐标为犅犅＝

２ １ １

０ １ １

熿

燀

燄

燅０ ０ ２

，

仿真历元间隔为０．５ｓ。首先，根据设定的初始姿

态、陀螺角速度真值、陀螺噪声利用４阶龙格库塔

法仿真得到载体在每个历元的姿态。然后，根据

基线在载体坐标系中的坐标及当前历元载体的姿

态，利用 ＶＩＳＵＡＬ软件
［１２］仿真２００８０１２２中４

个时段（４个时段的卫星数分别为５、６、７、８）的

ＧＰＳ载波相位及伪距观测值，每个时段选取２０００

个历元。为了便于分析，对４个时段的卫星星座

ＰＤＯＰ值进行计算，结果如图１所示。可见，并非

卫星数越多，观测条件越好。

采用以下４种方案对整周模糊度进行解算。

１）方案１（ａ）。基于ＧＰＳ单历元载波相位、

伪距观测值，采用Ｌａｍｂｄａ方法解算整周模糊度，

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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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视卫星ＰＤＯＰ值

Ｆｉｇ．１　ＳｕｃｃｅｓｓＲａｔｅｏｆ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Ｉｎｉｔｉａｌ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ｃｃｕｒａｃｉｅｓ

然后解算载体姿态。

２）方案１（ｂ）。在方案１（ａ）的基础上，整周

模糊度解算采用了 ＭＣＬａｍｂｄａ方法。

３）方案２（ａ）。利用５个历元的ＧＰＳ载波相

位、伪距观测值解算姿态矩阵及整周模糊度，将解

算结果作为滤波初值。选定模糊度状态方程噪声

阵Ση犣＝０．０００１犐，采用矩阵Ｋａｌｍａｎ滤波求解整

周模糊度、姿态矩阵及常值漂移的浮点解，使用

Ｌａｍｂｄａ方法解算整周模糊度，并返回固定姿态

矩阵及常值漂移。

４）方案２（ｂ）。在方案２（ａ）的基础上，整周

模糊度解算采用了 ＭＣＬａｍｂｄａ方法。

其中，方案１为单历元单频单独ＧＰＳ观测值

确定姿态，方案２为陀螺辅助单频单历元ＧＰＳ姿

态确定。方案１（ａ）、方案２（ａ）中整周模糊度解算

不考虑方向余弦矩阵的正交约束，方案１（ｂ）、方

案２（ｂ）中整周模糊度解算考虑方向余弦矩阵的

正交约束。定义整周模糊度的固定成功率为模糊

度固定成功历元数与总历元数的比值。４种方案

的模糊度固定成功率如表２、３所示，单历元整周

模糊度解算耗时见表４。

分析表 ２，在单频单历元的情况下，ＭＣ

Ｌａｍｂｄａ方法的整周模糊度固定成功率较Ｌａｍｂ

ｄａ方法得到了很大提高。在 ＧＰＳ载波相位／伪

距观测噪声为０．０１ｍ／０．２５ｍ时，若卫星数大于

５，此时 ＭＣＬａｍｂｄａ方法的整周模糊度固定成功

率基本能够达到９０％以上。但当 ＧＰＳ载波相

位／伪距观测噪声为０．０１５ｍ／０．３０ｍ 时，ＭＣ

Ｌａｍｂｄａ方法的整周模糊度固定成功率只能够达

到７０％以上。而我们都知道，模糊度固定错误将

导致姿态定位精度有较大的偏差。分析 ＭＣ

Ｌａｍｂｄａ方法的整周模糊度搜索过程可以看出，

增加约束使得搜索空间不再为椭球体，无法使用

Ｌａｍｂｄａ方法。分析表３可以看出，虽然文献

［１３］给出了两种提高整周模糊度搜索效率的扩大

与缩小策略，但由单频单历元得到的整周模糊度

浮点解的精度较差，尤其观测条件较差的情况下

（５颗星），这就导致ＭＣＬａｍｂｄａ方法的搜索效率

很低。

表２　方案１的模糊度固定成功率／％

Ｔａｂ．２　ＳｕｃｃｅｓｓＲａｔｅｏｆ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Ｓｃｈｅｍｅ１／％

方案

数据

方案１（ａ） 方案１（ｂ）

数据１数据２数据３数据４数据１数据２数据３数据４

５颗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６９．６ ６９．５ ４１．２ ４１．３

６颗 ０．１０ ０．１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９０．７ ９０．０ ７５．４ ７５．４

７颗 １．７０ １．４５ ０．００ ０．０５ ９７．１ ９６．９ ８３．８ ８４．１

８颗 １２．１ １０．４ ０．４０ ０．７０ ９５．０ ９５．２ ８６．３ ８８．６

表３　方案２模糊度固定成功率／％

Ｔａｂ．３　ＳｕｃｃｅｓｓＲａｔｅｏｆ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Ｓｃｈｅｍｅ２／％

方案

数据

方案２（ａ） 方案２（ｂ）

数据１数据２数据３数据４数据１数据２数据３数据４

５颗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 ６５．４ ４５．６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 ７７．９ ６４．５

６颗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

７颗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

８颗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 ９９．７

表４　单历元整周模糊度解算耗时／ｍｓ

Ｔａｂ．４　ＴｉｍｅＣｏｎｓｕｍｉｎｇｏｆＲｅｓｏｌｖｉｎｇＳｉｎｇｌｅＥｐｏｃｈ

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ｍｓ

方案

数据

方案１（ｂ） 方案２（ｂ）

数据１数据２数据３数据４数据１数据２数据３数据４

５颗 ５８０ ５７９ ９８０ ９８２ ２７．０ ２７．０ ２７．４ ２５．７

６颗 ３２８ ３２８ ８７５ ８６６ ３９．７ ３９．４ ３７．１ ３７．４

７颗 ９６．３ ９６．７ １００．７１００．５ ５１．９ ５１．５ ４７．０ ４７．１

８颗 １０４．２１０４．１１１５．３１１７．８ ６２．４ ６１．３ ５８．８ ６２．５

　　分析表２、表３可以看出，在ＧＰＳ载波相位／

伪距噪声为０．０１５ｍ／０．３ｍ、卫星数为５颗的情

况下，两种滤波算法的整周模糊度固定成功率较

低。本文对解算过程进行了分析，发现整周模糊

度滤波初值较差，也即单历元的ＧＰＳ观测值没有

正确固定整周模糊度，偏离正确的整周模糊度较

远。为此，本文对于整周模糊度的初值进行判断，

即对整周模糊度正确与否进行判断，在认为整周

模糊度未得到固定前，选择增加历元数犽（犽＜１０）

直至整周模糊度固定，再开始滤波计算。对数据

３、数据４的５颗星对应的数据重新解算，此时整

周模糊度固定成功率为１００％。分析表３可以看

出，整周模糊度浮点解精度提高后，利用 ＭＣ

Ｌａｍｂｄａ法进行整周模糊度固定的效率得到了很

大的提高，在观测条件较差的情况下，效率提高了

一个数量级左右。

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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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语

在多台ＧＰＳ接收机姿态确定中，基线长度及

相对位置可以事先确定，ＭＣＬａｍｂｄａ充分利用

先验信息可以实现单频单历元的整周模糊度固

定。但在ＧＰＳ观测条件较差的情况下，尤其卫星

数较少的情况下，利用单频单历元观测数据解算

得到的整周模糊度浮点解精度较差，一方面加重

了 ＭＣＬａｍｂｄａ方法的搜索负担，另一方面在多

数情况下无法得到正确的整周模糊解。本文选择

方向余弦矩阵表示姿态，建立 ＧＰＳ／陀螺姿态确

定系统模型，利用滤波算法得到的不考虑方向余

弦正交约束、模糊度整数约束的浮点解，然后使用

ＭＣＬａｍｂｄａ方法固定整周模糊度及方向余弦矩

阵。由于在整周模糊度浮点解的求解过程中采用

了Ｋａｌｍａｎ滤波算法，充分利用了多个历元的观

测信息，改善了单个历元整周模糊度浮点解精度，

在ＧＰＳ观测条件较差的情况下整周模糊度固定也

能达到较高的成功率。需要指出的是，滤波方法中

整周模糊度固定是否成功受初值的影响较大，这就

需要我们对初值是否成功有较可靠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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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张

贤达．矩阵分析与应用［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４）

［１１］ＳｃａｃｃｉａＭ．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ｆｏｒ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Ｄｅ

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 ＧＰＳ［Ｍ］．Ｑｕｅｂｅｃ，Ｃａｎａｄａ ：

ＭｃＧｉｌ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１

［１２］ＶｅｒｈａｇｅｎＳ．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ＮＳ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Ｄｅｓｉｇ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ＭａｎｕａｌｆｏｒｔｈｅＭａｔｌａｂＵｓｅｒ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Ｒ］．Ｄｅｌｆｔ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Ｅａｒｔｈ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ｐａ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Ｄｅｌｆ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Ｄｅｌｆｔ，２００６

［１３］ＧｉｏｒｇｉＧ，ＴｅｕｎｉｓｓｅｎＰＪＧ，ＢｕｉｓｔＰＪ．Ａ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

Ｓｈｒｉｎｋ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ｆｏｒ ｔｈｅ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Ｌａｍｂｄａ：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Ｃ］．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ＧＰＳ／ＧＮＳＳ，Ｔｏｋｙｏ，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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犚犪狆犻犱犚犲狊狅犾狌狋犻狅狀狅犳犐狀狋犲犵犲狉犃犿犫犻犵狌犻狋狔犻狀犐狀狋犲犵狉犪狋犲犱

犌犘犛／犌狔狉狅犃狋狋犻狋狌犱犲犇犲狋犲狉犿犻狀犪狋犻狅狀

犠犃犖犌犅犻狀犵
１，２
　犛犝犐犔犻犳犲狀

２
　犠犃犖犌犠犲犻

３
　犕犃犆犺犲狀犵

４

１　Ｕｎｉｔ６１０８１，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９４，Ｃｈｉｎａ

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ｐｐ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４５００５２，Ｃｈｉｎａ

３　Ｕｎｉｔ６１７４１，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９４，Ｃｈｉｎａ

４　Ｕｎｉｔ６１２０６，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４２，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ＯｎｅｏｆｋｅｙｉｓｓｕｅｓｉｎｔｈｅａｓｐｅｃｔｏｆＧＰＳｂａｓｅｄ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ｔｈａｔｍｕｓｔｂｅｓｏｌｖｅｄｉｓｔｏ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ｔｈｅｕｎｋｎｏｗｎｉｎｔｅｇｅｒ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ｉｅｓ．Ｓｉｎｇｌｅｅｐｏｃｈ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ｃａｎｂｅ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ｂｙｕｓｉｎｇＭＣＬａｍｂｄａｍｅｔｈｏｄ，ｗｈｉｃｈｆｕｌｌｙｅｘｐｌｏｉｔｅｄｔｈｅｋｎｏｗｎ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ａｎ

ｔｅｎｎａｅ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ｄｏｅｓｎｏｔｎｅｅｄｔｏ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ｃｙｃｌｅｓｌｉｐｐｒｏｂｌｅｍ．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ｆｌｏａｔ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ｇｅｒ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ｉｓｌｏｗｂａｓｅｄｏｎＧＰＳｐｓｅｕｄｏｒａｎｇｅａｎｄｃａｒｒｉｅｒｐｈａｓｅｏｂｓｅｒｖａ

ｔｉｏｎｓ，ｗｈｉｃｈｌｅａｄｓｔｏｌａｒｇｅ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ｓｅａｒｃｈｓｐａｃｅａｎｄｌｏｗｓｅａｒｃｈ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Ｆｏｒｔｈｉｓｒｅａｓｏｎ，ｃｈｏｏｓｉｎｇ

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ｓｉｎｅｍａｔｒｉｘｔｏ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ｔｈｅ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ａｎｄＧＰＳ／Ｇｙｒｏ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ｗａ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Ｔｈｅｆｌｏａｔ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ｇｅｒ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ｗａ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ｍａｔｒｉｘｋａｌｍａｎｆｉｌｔｅｒ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ａｎｄｔｈｅｎｔｈｅｆｉｘｅｄ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ｇｅｒ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ｗａ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ＭＣＬａｍｂｄａ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ｘ

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ｆｌｏａｔ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ｂｙＫａｌｍａｎｆｉｌｔｅｒ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ｗｉｔｈｃｏｎ

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ｏｆ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ｓｉｎｅｍａｔｒｉｘａｒ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ｓｏｔｈｅ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ｄｔｈｅｆｉｘｉｎｇｓｕｃｃｅｓｓ

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ｆｉｘｅｄｉｎｔｅｇｅｒ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ａｒｅａｌｌ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ｗｈｅｎＧＰＳ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ｉｓｉｎｔｈｅｂａｄ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ＧＰＳ；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ｇｅｒ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ＭＣＬａｍｂｄａｍｅｔｈｏｄ；ｄｉｒｅｃ

ｔｉｏｎｃｏｓｉｎｅｍａｔｒｉｘ；Ｋａｌｍａｎｆｉｌｔｅｒ；ｇｙｒｏ

犉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ＷＡＮＧＢｉｎｇ，ＰｈＤ，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ｓｉｎｍｏｄｅｒｎｄａｔａ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ａｎｄ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ＧＮＳＳ．Ｅｍａｉｌ：ｗａｎｇｂｉｎｇｗｍ９９

＠１６３．ｃｏｍ

犉狅狌狀犱犪狋犻狅狀狊狌狆狆狅狉狋：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Ｎｏｓ．４１２７４０１６，４１１７４００６，４０９７４０１０．

３３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