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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犌犪犾犻犾犲狅犐犗犞卫星观测数据的
单点定位精度分析

罗小敏１　蔡昌盛１　朱建军１　潘　林１　李施佳１

１　中南大学地球科学与信息物理学院，湖南 长沙，４１００８３

摘　要：介绍了Ｇａｌｉｌｅｏ单点定位数学模型，在对各项误差进行改正的基础上，利用 ＭＧＥＸ跟踪站连续７ｄ的

ＩＯＶ卫星观测数据进行Ｇａｌｉｌｅｏ伪距单点定位试算。结果表明，基于４颗ＩＯＶ卫星的Ｇａｌｉｌｅｏ单点定位的性能

低于全星座的ＧＰＳ单点定位，其中Ｇａｌｉｌｅｏ单点定位的水平方向精度优于４．５ｍ，高程方向精度优于９．０ｍ。

相比于ＧＰＳ单系统，增加Ｇａｌｉｌｅｏ卫星后的ＧＰＳ／Ｇａｌｉｌｅｏ组合单点定位在３个坐标分量上的定位精度均有不

同程度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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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Ｇａｌｉｌｅｏ导航与定位方面的研究工作通

常是基于模拟数据开展的［１４］，但模拟数据缺乏一

定的真实可靠性。自从Ｇａｌｉｌｅｏ系统的第一颗在

轨实验卫星 （ＧＩＯＶＥＡ）于２００５年１２月成功发

射以来，一些学者开始利用实测数据对Ｇａｌｉｌｅｏ的

定位性能进行研究［５１２］。文献［５，６］基于实时时

钟估计系统（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ｃｌｏｃｋ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ＴＩ

ＣＬＥ）提供的 Ｇａｌｉｌｅｏ实时轨道和钟差数据对

ＧＰＳ／Ｇａｌｉｌｅｏ组合定位的性能进行了评估，然而

ＲＥＴＩＣＬＥ系统目前已停止提供 Ｇａｌｉｌｅｏ实时产

品。文献［７］采用实测的Ｇａｌｉｌｅｏ卫星数据，利用

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天文和大地测量研究所提供

的Ｇａｌｉｌｅｏ卫星精密星历和钟差数据，首次报道了

Ｇａｌｉｌｅｏ单系统精密单点定位 （ｐｒｅｃｉｓｅｐｏｉｎｔ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ｉｎｇ，ＰＰＰ）的结果，得出利用ＧＩＯＶＥ／ＩＯＶ观

测值的ＧａｌｉｌｅｏＰＰＰ水平方向精度优于０．４５ｍ，

高程方向精度优于０．４ｍ。由于Ｇａｌｉｌｅｏ系统目

前还处于实验阶段，且卫星数量有限，该精度明显

低于当前ＧＰＳＰＰＰ的精度。Ｇａｌｉｌｅｏ系统经过这

些年的发展，首次具备了基于４颗ＩＯＶ卫星的导

航定位能力。ＧＰＳＷｏｒｌｄ第一时间报道了４颗

ＧａｌｉｌｅｏＩＯＶ卫星的定位结果
［８１２］，引起了业界普

遍关注，然而这些研究工作仅基于少量的ＩＯＶ卫

星观测数据，难以准确地反映当前Ｇａｌｉｌｅｏ星座的

定位性能。

本文采用不同全球多卫星导航系统实验网

（ｍｕｌｔｉＧＮＳＳ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ＭＧＥＸ）跟踪站连续７

ｄ的ＩＯＶ卫星观测数据和广播星历数据，对单独

Ｇａｌｉｌｅｏ和组合 ＧＰＳ／Ｇａｌｉｌｅｏ 单点定位 （ｓｉｎｇｌｅ

ｐｏｉｎ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ＳＰＰ）进行了精度评估，并与

ＧＰＳＳＰＰ的精度进行了对比分析。

１　犕犌犈犡全球监测网

ＭＧＥＸ由ＩＧＳ组织在２０１１年底建立，于

２０１２年２月首次对多ＧＮＳＳ卫星导航信号进行

了跟踪并开展试验。ＭＧＥＸ监测站能对 ＧＰＳ、

ＧＬＯＮＡＳＳ、ＢｅｉＤｏｕ、Ｇａｌｉｌｅｏ等多个卫星系统的

多频段导航信号进行跟踪和监测，其数据处理中

心地壳动力学数据信息系统、德国地图制图和大

地测量研究所、德国地学研究中心等机构对卫星

的监测信号进行分析和处理后，以ＲＩＮＥＸ２．１１、

３．００、３．０１、３．０２等格式免费提供给全球用户。

目前，全球共有近４０个 ＭＧＥＸ跟踪站
［１３，１４］。截

止至本文完成，ＭＧＥＸ跟踪站的近１０个测站已

提供４颗ＩＯＶ卫星的广播星历数据，这为开展

Ｇａｌｉｌｅｏ导航定位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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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犌犪犾犻犾犲狅单点定位模型

利用测距码进行伪距测量时，Ｇａｌｉｌｅｏ单点定

位的观测方程可表示为：

犘＝ρ＋犮ｄ狋－犮ｄ犜＋犱ｏｒｂ＋犱ｔｒｏｐ＋犱ｉｏｎ＋ε犘

（１）

式中，犘为ＧａｌｉｌｅｏＩＯＶ卫星的伪距观测值；ρ为

卫星至接收机间的几何距离；犮为光速；ｄ狋为接收

机钟差；ｄ犜 为卫星钟差；犱ｏｒｂ是卫星轨道误差；

犱ｔｒｏｐ是对流层延迟误差；犱ｉｏｎ是电离层延迟误差；ε犘

是伪距多路径误差及观测噪声。

鉴于Ｇａｌｉｌｅｏ系统采用的ＮｅＱｕｉｃｋ电离层延

迟改正模型属于一种半经验模型［１５］，本文直接采

用双频伪距消电离层组合观测值进行单点定位试

算，则观测方程变为：

犘ＩＦ ＝ρ＋犮ｄ狋－犮ｄ犜＋犱ｏｒｂ＋犱ｔｒｏｐ＋ε犘 （２）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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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式中，犘１、犘５ａ分别为 ＧａｌｉｌｅｏＣ１和Ｃ５伪距观测

值；犳１、犳５ａ分别为ＧａｌｉｌｅｏＥ１和Ｅ５ａ的载波频率。

３　数据处理与结果分析

Ｇａｌｉｌｅｏ单点定位数据处理时，卫星截止高度

角设为５°，同时剔除载噪比犆／犖０＜１５ｄＢＨｚ的

观测数据。观测方程中，ＧａｌｉｌｅｏＩＯＶ卫星轨道和

卫星钟差的误差通过 ＭＧＥＸ跟踪站最新发布的

广播星历计算获得。对流层延迟采用Ｓａａｓｔａｍ

ｏｉｎｅｎ模型改正。另外，顾及卫星钟差相对论改正

和地球自转改正。采用最小二乘算法计算测站的

三维位置坐标、接收机钟差共４个待估参数。处

理结果同ＩＧＳＭＧＥＸ发布的各测站已知坐标进

行比较，计算出位置误差，并转换为测站坐标东

（犈）、北（犖）、上（犝）三个方向。

图１为 ＭＧＥＸ跟踪站ＲＥＵＮ测站２０１３０３

２１的ＧａｌｉｌｅｏＩＯＶ卫星的星空图。从图１可以看

出，该站当天能观测到４颗ＩＯＶ卫星。图２给出

了ＲＥＵＮ测站连续７ｄ采样间隔为３０ｓ的Ｇａｌｉ

ｌｅｏＩＯＶ卫星观测历元数的统计值。图２表明，

各颗ＩＯＶ卫星７ｄ平均观测历元数的均值大致

相同，分别为１００６、９６４、９５７、９４０。

图３为ＲＥＵＮ测站Ｇａｌｉｌｅｏ单点定位单历元

图１　ＧａｌｉｌｅｏＩＯＶ卫星星空图 （２０１３０３２１）

Ｆｉｇ．１　ＳｋｙＰｌｏｔｏｆＧａｌｉｌｅｏＩＯＶ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

（Ｍａｒｃｈ２１，２０１３）

图２　ＧａｌｉｌｅｏＩＯＶ卫星观测历元数 （２０１３０３２１至

２０１３０３２７）

Ｆｉｇ．２　Ｎｕｍｂｅｒｓｏｆ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ＥｐｏｃｈｓｏｆＧａｌｉｌｅｏＩＯＶ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Ｍａｒｃｈ２１，２０１３Ｍａｒｃｈ２７，２０１３）

最小二乘解的位置误差图，该站在２０１３０３２１当

天的８：２３～１０：１０能同时观测到４颗ＩＯＶ卫星。

从图３中可以看出，犈、犖、犝 三个方向的误差曲线

在－６～６ｍ之间波动，其中犝 方向的误差曲线

波动最大，犈方向的误差曲线波动最小。

图４进一步给出了连续７ｄ不同测站共计２１

组数据的Ｇａｌｉｌｅｏ单点定位位置误差的ＲＭＳ（均

方根）统计值。需要说明的是：① 每天任意取３

个 ＭＧＥＸ跟踪站的观测数据进行试验；② 不同

天、不同测站同时观测到４颗ＩＯＶ卫星的时间区

间、时间长短并不一致。从图４可以看出，整体

上，Ｇａｌｉｌｅｏ单点定位水平方向精度优于４．５ｍ，

高程方向精度优于９．０ｍ。另外，２０１３年３月

２１、２４及２６日这三天的ＢＲＵＸ测站的定位精度

较差，经分析，主要是因为这三天该站观测到的４

颗ＩＯＶ卫星的空间几何分布的结构较差，且观测

到的时间较短。

为了进一步对比分析ＧａｌｉｌｅｏＳＰＰ的定位性

能，本文设计了如下试验方案：① 基于三维位置

精度因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ｄｉ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ＰＤＯＰ）

最小的４颗 ＧＰＳ卫星单点定位；② 基于全星座

ＧＰＳ卫星单点定位；③ 基于４颗ＧａｌｉｌｅｏＩＯＶ卫

星单点定位；④ 基于４颗ＧＰＳ卫星＋４颗Ｇａｌｉ

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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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Ｇａｌｉｌｅｏ单点定位位置误差 （２０１３０３２１）

Ｆｉｇ．３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ＧａｌｉｌｅｏＳＰＰ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Ｍａｒｃｈ２１，２０１３）

图４　同测站连续７ｄ的Ｇａｌｉｌｅｏ单点定位ＲＭＳ

统计（２０１３０３２１至２０１３０３２７）

Ｆｉｇ．４　ＲＭＳｏｆＧａｌｉｌｅｏＳＰＰ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７ＣｏｎｓｅｃｕｔｉｖｅＤａｙｓ（Ｍａｒｃｈ２１，

２０１３Ｍａｒｃｈ２７，２０１３）

ｌｅｏＩＯＶ 卫星的组合 ＧＰＳ／Ｇａｌｉｌｅｏ单点定位；

⑤ 基于全星座ＧＰＳ＋４颗ＧａｌｉｌｅｏＩＯＶ卫星的组

合ＧＰＳ／Ｇａｌｉｌｅｏ单点定位。

需要说明的是：① 伪距观测值分别来自ＧＰＳ

和Ｇａｌｉｌｅｏ两种不同系统，需要合理地确定这两类

观测值的权值。Ｈｅｌｍｅｒｔ验后方差分量估计方法

被广泛应用于确定不同类观测值的定权，但是该

方法要求各类观测值具有足够的多余观测量［１６］。

目前，Ｇａｌｉｌｅｏ系统仅有４颗ＩＯＶ卫星，并没有多

余观测量。鉴于此，首先设定ＧＰＳ和Ｇａｌｉｌｅｏ伪

距观测值测距误差的标准差，然后利用以卫星高

度角为变量的正弦函数模型计算观测值方差的方

式定权。本文通过大量的数据试验，给定ＧＰＳ和

Ｇａｌｉｌｅｏ伪距观测值测距误差的标准差都为０．３

ｍ。② 相比于单系统定位，组合 ＧＰＳ／Ｇａｌｉｌｅｏ

ＳＰＰ的待估参数增加了ＧＰＳＧａｌｉｌｅｏ系统时间差

（ＧＰＳＧａｌｉｌｅｏｔｉｍｅｏｆｆｓｅｔ，ＧＧＴＯ）参数。

图５给出了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１日不同测站的

ＧＧＴＯ曲线图，笔者利用最小二乘算法对ＧＧＴＯ

参数进行了单历元求解。图５表明，当天８：２３～

１０：１０时间段内，各测站的ＧＧＴＯ存在一定程度

的波动，约为２０ｎｓ；相比于其他测站，ＲＥＵＮ测

站的ＧＧＴＯ曲线较平滑，这是因为该站在８：２３

～１０：１０时间段有４颗ＩＯＶ卫星参与解算 ＧＧ

ＴＯ，而其他测站仅有１～２颗ＩＯＶ 卫星参与

解算。

图５　不同测站的ＧＰＳＧａｌｉｌｅｏ系统时间差

Ｆｉｇ．５　ＧＰＳＧａｌｉｌｅｏＴｉｍｅＯｆｆｓｅｔ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图６为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１日ＲＥＵＮ测站基于５

种不同方案的定位误差图，表１为５种方案定位

结果的统计。从图６和表１可以看出，方案①与

方案③的定位误差较接近；方案④较方案①、③而

言，定位精度有明显提高，ＲＭＳ（３Ｄ）改善率分别

为４８．３％、３３．８％。这是因为当ＧＰＳ卫星数仅

图６　不同方案单点定位的结果 （２０１３０３２１）

Ｆｉｇ．６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ＰＰ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ｃｈｅｍｅｓ（Ｍａｒｃｈ２１，２０１３）

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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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４颗时，增加Ｇａｌｉｌｅｏ卫星后能有效地改善星座

的空间几何分布，统计得出方案①、④的ＰＤＯＰ

均值分别为３．１、２．１；方案④较方案①而言，

ＰＤＯＰ值改善率达３２．３％。与方案②对比，方案

⑤的定位精度虽有所改善，但改善程度不明显，这

说明当ＧＰＳ卫星数充足时，增加４颗Ｇａｌｉｌｅｏ卫

星后对星座的空间几何分布并无明显改善 （见

图６最下面的那个图），其中方案②、⑤的ＰＤＯＰ

均值分别为１．７、１．５，ＰＤＯＰ值改善率为１１．８％。

表１　不同方案单点定位的位置误差统计／ｍ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ＳＰＰ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ｃｈｅｍｅｓ／ｍ

标准差 ＲＭＳ

犈 犖 犝 犈 犖 犝

ＲＭＳ

（３Ｄ）

方案① ０．８５８ ０．９４５ ２．５５９ １．１６５ １．５３１ ３．０９７ ３．６４６

方案② ０．４３２ ０．６３６ １．４７４ １．２２５ ０．９５９ １．５１４ ２．１７１

方案③ ０．６４４ １．５２２ １．９６２ １．１５９ １．６６９ １．９９８ ２．８４９

方案④ ０．４５９ ０．７８４ １．４１０ ０．８６６ ０．８７２ １．４３０ １．８８５

方案⑤ ０．３４１ ０．５４１ １．１０３ １．００２ ０．７０１ １．１２１ １．６５９

　　图７进一步给出了连续７ｄＢＲＳＴ测站基于

不同方案的定位误差ＲＭＳ统计值 （因ＢＲＳＴ测

站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３日当天无法同时观测到４颗

ＩＯＶ卫星，故选取ＧＲＡＣ测站进行试验）。表２

为图７中不同方案定位误差的ＲＭＳ均值统计。

由图７和表２可知：①当前Ｇａｌｉｌｅｏ的定位性能明

显低于基于全星座的ＧＰＳ定位，其原因是Ｇａｌｉｌｅ

ｏ系统目前仅有４颗ＩＯＶ 卫星，而正常运行的

ＧＰＳ卫星数达３１颗。② 整体上分析，相比于

ＧＰＳ单系统，ＧＰＳ／Ｇａｌｉｌｅｏ组合系统在３个坐标

分量上的定位精度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③ 在

第８１天，增加Ｇａｌｉｌｅｏ卫星的组合系统在犖、犝 方

向的定位精度反而有所降低，这主要是受Ｇａｌｉｌｅｏ

卫星广播星历精度较低的影响。

表２　不同方案单点定位位置误差ＲＭＳ均值统计／ｍ

Ｔａｂ．２　ＡｖｅｒａｇｅＲＭＳｏｆＳＰ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ｓ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ｃｈｅｍｅｓ／ｍ

犈 犖 犝

方案① ２．１８０ ２．５７５ ３．５４３

方案② ０．９４３ １．２１６ １．９８９

方案③ １．７３７ ２．９０９ ４．８３２

方案④ １．２５４ ２．１３１ ２．８８５

方案⑤ ０．７９５ １．１５５ １．７７６

方案④相对于方案①

的改善率／％
４２．５ １７．２ １８．６

方案⑤相对于方案②

的改善率／％
１５．７ ５．０ １０．７

图７　不同方案连续７天单点定位位置误差的ＲＭＳ

统计（２０１３０３２１至２０１３０３２７）

Ｆｉｇ．７　ＲＭＳｏｆＳＰ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ｓ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ｃｈｅｍｅｓｏｎ７ＣｏｎｓｅｃｕｔｉｖｅＤａｙｓ（Ｍａｒｃｈ２１，

２０１３Ｍａｒｃｈ２７，２０１３）

４　结　语

本文基于 ＭＧＥＸ跟踪站不同测站连续７ｄ

的ＩＯＶ卫星观测数据和广播星历数据，对目前

Ｇａｌｉｌｅｏ单点定位的精度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

① 基于４颗ＩＯＶ卫星的Ｇａｌｉｌｅｏ单点定位的水平

方向精度优于４．５ｍ，高程方向精度优于９．０ｍ。

② 当前Ｇａｌｉｌｅｏ系统的定位性能低于ＧＰＳ系统，

但与仅有４颗ＧＰＳ卫星的单点定位性能较接近。

③ 相比于ＧＰＳ单系统，ＧＰＳ／Ｇａｌｉｌｅｏ组合定位在

３个坐标分量上的定位精度均有不同程度的提

高。随着Ｇａｌｉｌｅｏ卫星数量的增加和系统性能的

改善，Ｇａｌｉｌｅｏ定位精度将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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