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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三频的短基线单历元模糊度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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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三频观测值能组成更多波长更长、噪声较小的观测值；通过依次固定超宽巷、宽巷、窄巷模糊度，

可以实现模糊度的快速固定。目前以ＴＣＡＲ、ＣＩＲ为代表的方法均是基于无几何模型的方法，通过伪距直接

求解相位模糊度；由于不同卫星模糊度各自单独求解，没有综合利用所有卫星的观测值信息。基于有几何模

型，使用ＬＡＭＢＤＡ方法进行逐级模糊度固定，依次固定超宽巷、两个宽巷、两个无电离层组合窄巷模糊度，最

后使用模糊度固定的两个无电离层组合进行最终基线解算。北斗实测数据验证表明，针对１０ｋｍ的短基线

数据，采用本文方法可以实现１００％的单历元模糊度固定的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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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周模糊度的快速固定是实现高精度实时定

位的关键，是 ＧＮＳＳ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之一。

由于单历元的相位观测方程无法同时求解模糊度

参数和位置参数，因此必须引入伪距观测值才能

求解。此外，由于短时间内卫星方向的余弦变化

很小，观测值是强相关的，导致初始模糊度的解算

精度取决于伪距解算精度。而伪距精度有限，导

致模糊度的解算精度很差，对应的搜索空间很大，

难以搜索到正确的模糊度组［１］。北斗导航定位系

统提供了三频的观测值，可以组成波长更长的组

合观测值，更有利于模糊度的固定。目前，多频模

糊度固定以ＴＣＡＲ和ＣＩＲ为代表的方法都是采

用无几何模型进行模糊度固定的。由于各个卫星

的模糊度是各自独立求解的，没有综合利用所有

卫星的观测值，因此受多路径等误差干扰严重的

卫星模糊度的固定容易出错。Ｔｅｕｎｉｓｓｅｎ等
［２］对

ＴＣＡＲ、ＣＩＲ、ＬＡＭＢＤＡ 方法进行了比较，指出

ＴＣＡＲ和ＣＩＲ方法是针对无几何模型设计的，而

ＬＡＭＢＤＡ方法更适合于同时求解位置参数和模

糊度参数的有几何模型的模糊度固定。本文基于

有几何模型，通过ＬＡＭＢＤＡ方法逐级固定模糊

度。首先在伪距辅助下采用ＬＡＭＢＤＡ方法固定

超宽巷组合模糊度，由于其波长达到４．８ｍ，可以

非常容易固定；然后使用无模糊度的超宽巷相位

观测值辅助第一、第二频率宽巷（ＷＬ１２）和第一、

第五频率宽巷（ＷＬ１５）模糊度的求解，由于超宽

巷观测值具有较高的精度，以及 ＷＬ１２、ＷＬ１５组

合观测值的波长为０．８ｍ左右，通过ＬＡＭＢＤＡ

方法可以非常容易固定 ＷＬ１２、ＷＬ１５的模糊度；

最后使用无模糊度的 ＷＬ１２、ＷＬ１５代替伪距约

束无电离层组合的窄巷模糊度进行求解。

１　模糊度解算制约因素及三频优势

１．１　模糊度固定制约因素

Ｔｅｕｎｉｓｓｅｎ
［１］指出，快速固定模糊度的关键在

于能否将模糊度搜索空间压缩到少数几个备选组

合，从而提高搜索成功率，加速模糊度的固定过

程。模糊度搜索空间的大小由其浮点解的方差

协方差矩阵决定，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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犞 ∝
σ犘
狀λ

（１）

式中，犞 表示模糊度搜索空间大小；σ犘 表示伪距

或无模糊度观测值的精度；狀表示观测值历元个

数；λ表示相位观测值波长；∝表示正比例关系。

由式（１）可知，要想在有限历元内快速固定模

糊度，可以通过提高伪距精度或采用波长更长的

组合相位观测值来实现。北斗导航系统提供了三

频观测值，可以组成多种长波长的组合观测值，为

模糊度的快速固定提供了有利条件。

１．２　北斗三频观测值及其线性组合

北斗三频信号特性如表１所示（北斗官网）。

表１　北斗三频频率与波长参数

Ｔａｂ．１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ａｎｄ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ＢｅｉＤｏｕ２

频段 频率／Ｈｚ 波长／ｍ

Ｂ１ １５６１０９８０００ ０．１９２

Ｂ２ １２０７１４００００ ０．２４８

Ｂ５ １２６８５２００００ ０．２３６

　　根据组合观测值定义，可以写出如下三频组

合观测值的表达式为［３］：

φ犻，犼，犽 ＝犻φ１＋犼φ２＋犽φ５ （２）

式中，φ１、φ２、φ５ 是以周为单位的相位观测值；犻、犼、

犽表示组合系数。组合观测值对应的频率、波长、

模糊度分别为：

犳犻，犼，犽 ＝犻犳１＋犼犳２＋犽犳５ （３）

λ犻，犼，犽 ＝犮／犳犻，犼，犽 （４）

犖犻，犼，犽 ＝犻犖１＋犼犖２＋犽犖５ （５）

式中，犳表示载波频率；λ表示载波波长；犮表示真

空中的光速；犖 表示载波模糊度。

假设三个频率相位观测值的噪声均为δ０（ｃｙ

ｃｌｅ），那么组合观测值对应的噪声为：

δ犻，犼，犽［ｃｙｃｌｅ］＝ 犻２＋犼
２
＋犽槡

２·δ０

（６）

δ犻，犼，犽［ｍ］＝ 犻２＋犼
２
＋犽槡

２·δ０·λ犻，犼，犽

（７）

　　为了能快速求解模糊度，组合观测值应该具

有更长的波长、更小的噪声。常用的组合观测值

特性如表２所示。表２中，φ０，１，－１由于具有４．８ｍ

的长波长，亦成为超宽巷组合；φ１，－１，０、φ１，０，－１分别

称为第一、第二频率宽巷（ＬＷ１２）和第一、第五频

率宽巷（ＬＷ１５）；φ１，１，０、φ１，０，１分别称为第一、第二

频率窄巷（ＬＮ１２）和第一、第五频率窄巷（ＬＮ１５）。

由于目前接收机载波相位的跟踪精度已经达到

０．０１ｃｙｃｌｅ
［４］，以上三种组合观测值噪声均在ｃｍ

级，相比其４．８ｍ、０．８４ｍ、１．０２ｍ的波长，可以

忽略其对模糊度固定的影响。

表２　北斗三频组合观测值特性

Ｔａｂ．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ＢｅｉＤｏｕ２

φ犻，犼，犽 波长／ｍ 噪声／ｃｙｃｌｅ 噪声／ｍ

φ１，０，０ ０．１９ δ０ ０．１９δ０

φ０，１，０ ０．２４ δ０ ０．２４δ０

φ０，０，１ ０．２３ δ０ ０．２３δ０

φ０，１，－１ ４．８８ １．４１δ０ ６．９０δ０

φ１，－１，０ ０．８４ １．４１δ０ １．１９δ０

φ１，０，－１ １．０２ １．４１δ０ １．４４δ０

φ１，１，０ ０．１０ １．４１δ０ ０．１５δ０

φ１，０，１ ０．１０ １．４１δ０ ０．１５δ０

２　三频基线模糊度解算方法

卫星钟差和接收机钟差能在双差的过程中完

全消除；轨道误差经双差处理后，对短基线（＜２０

ｋｍ）的基线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双差对流层延迟

误差经过模型改正后也可忽略不计，但是电离层

延迟残差的影响却不可忽略，最大可以达到１０

ｃｍ
［５］。因此，对超宽巷观测值φ０，１，－１以及两个宽

巷观测值φ１，－１，０、φ１，０，－１模糊度求解，由于波长较

长，可以忽略各种残余误差的影响，而对原始犔１、

犔２、犔５ 的模糊度求解不可忽略电离层的影响。为

了充分利用三频观测值，本文融合使用犔１、犔２ 频

率无电离层组合和犔１、犔５ 频率无电离层组合进

行基线解算，两个无电离层组合给予相等权比。

本文采用有几何模型进行模糊度解算，同时

估计坐标参数和模糊度参数，使用ＬＡＭＢＤＡ方

法逐级进行模糊度固定。使用有几何模型能综合

利用所有卫星的伪距或无模糊度相位观测信息，

对单一卫星多路径等误差的抗差性更强，可以提

高模糊度固定的可靠性［６］。

２．１　固定超宽巷模糊度

假设两个接收机犺、犽同步观测卫星狆、狇，那

么可以得到双差无电离层组合伪距，双差超宽巷

观测方程如下：

Δ!犘犆狆
，狇
犺，犽 ＝Δ!犾

狆，狇
犺，犽·犡＋Δ!犿狆

，狇
犺，犽·犢＋

　　Δ!狀狆
，狇
犺，犽·犣＋Δ!ε犘犆 （８）

Δ!φ
狆，狇
０，－１，１犺，犽 ＝Δ!犾

狆，狇
犺，犽·犡＋Δ!犿狆

，狇
犺，犽·犢＋

Δ!狀狆
，狇
犺，犽·犣＋λ０，－１，１·Δ!犖

狆，狇
０，－１，１犺，犽＋Δ!ε０，－１，１

（９）

式中，犘犆表示无电离层组合伪距观测值；犾、犿、狀

分别表示卫星方向余弦；犡、犢、犣表示 ＷＧＳ８４坐

标系下的基线分量；λ表示组合观测值波长；犖 表

示相位整周模糊度参数；ε表示未模型化的各种

误差。

假设伪距噪声为０．５ｍ，由于超宽巷具有４．８

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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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的长波长，超宽巷模糊度浮点解可以准确求

解，甚至直接取整即可达到９９％的固定成功

率［４］。采用有几何模型，可以得到更可靠的固定

成功结果［６］。

２．２　固定宽巷模糊度

使用§２．１中模糊度固定的超宽巷观测值代

替伪距，约束两个宽巷观测值进行模糊度求解。

观测方程如下：

Δ!φ
狆，狇
０，－１，１犺，犽－λ０，－１，１·Δ!犖

狆，狇
０，－１，１犺，犽 ＝

Δ!犾狆
，狇
犺，犽·犡＋Δ!犿狆

，狇
犺，犽·犢＋Δ!狀狆

，狇
犺，犽·犣＋Δ!ε０，－１，１

（１０）

Δ!φ
狆，狇
１，－１，０犺，犽 ＝Δ!犾

狆，狇
犺，犽·犡＋Δ!犿狆

，狇
犺，犽·犢＋

Δ!狀狆
，狇
犺，犽·犣＋λ１，－１，０·Δ!犖

狆，狇
１，－１，０犺，犽＋Δ!ε１，－１，０

（１１）

Δ!φ
狆，狇
１，０，－１犺，犽 ＝Δ!犾

狆，狇
犺，犽·犡＋Δ!犿狆

，狇
犺，犽·犢＋

Δ!狀狆
，狇
犺，犽·犣＋λ１，０，－１·Δ!犖

狆，狇
１，０，－１犺，犽＋Δ!ε１，０，－１

（１２）

式中，各个符号的含义与式（８）、式（９）相同。

将固定了的模糊度移到观测方程左边，表示

与相位观测值合并。超宽巷观测值噪声大约为６

ｃｍ，而两个宽巷观测值波长分别长达０．８４ｍ、

１．０２ｍ，使用无模糊度的超宽巷观测值可以将宽

巷模糊度的搜索空间压缩到少数几种组合，使用

ＬＡＭＢＤＡ方法可以准确搜索出正确的模糊度

组。

２．３　固定窄巷模糊度

利用模糊度固定的宽巷观测值代替伪距约束

无电离层组合相位观测值进行窄巷模糊度求解。

为了充分利用三个频率观测值，这里使用犔１、犔２

频率和犔１、犔５ 频率的两个无电离层组合进行解

算。观测方程如下：

Δ!φ
狆，狇
１，－１，０犺，犽－λ１，－１，０·Δ!犖

狆，狇
１，－１，０犺，犽 ＝

Δ!犾狆
，狇
犺，犽·犡＋Δ!犿狆

，狇
犺，犽·犢＋Δ!狀狆

，狇
犺，犽·犣＋Δ!ε１，－１，０

（１３）

Δ!φ
狆，狇
１，０，－１犺，犽－λ１，０，－１·Δ!犖

狆，狇
１，０，－１犺，犽 ＝

Δ!犾狆
，狇
犺，犽·犡＋Δ!犿狆

，狇
犺，犽·犢＋Δ!狀狆

，狇
犺，犽·犣＋Δ!ε１，０，－１

（１４）

Δ!φ
狆，狇
犻犳１２犺，犽－λ１，－１，０·Δ!犖

狆，狇
１，－１，０犺，犽 ＝

Δ!犾狆
，狇
犺，犽·犡＋Δ!犿狆

，狇
犺，犽·犢＋Δ!狀狆

，狇
犺，犽·犣＋

λ１，１，０·Δ!犖狆
，狇
１ 犺，犽＋Δ!ε犻犳１２ （１５）

Δ!φ
狆，狇
犻犳１５犺，犽－λ１，０，－１·Δ!犖

狆，狇
１，０，－１犺，犽 ＝

Δ!犾狆
，狇
犺，犽·犡＋Δ!犿狆

，狇
犺，犽·犢＋Δ!狀狆

，狇
犺，犽·犣＋

λ１，０，１·Δ!犖狆
，狇
１ 犺，犽＋Δ!ε犻犳１５ （１６）

式中，犻犳１２、犻犳１５分别表示第一、第二频率无电离

层组合和第一、第五频率无电离层组合，其余符号

与式（８）、式（９）相同。

值得注意的是，由式（１５）、式（１６）可以看出，

经过模糊度分解后，两个无电离层组合 ＬＣ１２、

ＬＣ１５对应一个公共的窄巷模糊度，能充分融合

两个无电离层组合观测值进行搜索。同时，在依

次固定了ＬＣ１２、ＬＣ１５无电离层组合的宽巷、窄

巷模糊度后，就可以同时使用这两个无电离层组

合进行高精度基线解算。

３　实验验证

本文采用两台ＴｒｉｍｂｌｅＮｅｔＲ９多模多频接

收机采集了武汉大学到长江水利委员会的一条长

１３．３ｋｍ的基线。卫星截止高度角设为８°，数据

采样间隔为１ｓ，数据长度为１．１ｈ。图１给出了

两个测站共视卫星的个数以及对应的ＤＯＰ值。

从图１可以看出，除了少数历元，整个观测时段卫

星都有９颗，ＤＯＰ值在４左右。北斗系统采用

ＣＧＣＳ２０００坐标框架，ＧＰＳ采用 ＷＧＳ８４框架，两

个参考框架之间的差异只有几ｃｍ，这对十几ｋｍ

的短基线的影响在 ｍｍ级以下，可以忽略。使用

Ｂｅｒｎｅｓｅ软件解算的ＧＰＳ数据时段整体解作为基

线真值，用本文算法解算结果与之比较，进行精度

分析。

图１　卫星数及其ＰＤＯＰ值

Ｆｉｇ．１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Ｎｕｍｂｅ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ＰＤＯＰＶａｌｕｅｓ

为了验证ＬＷ５２超宽巷组合进行模糊度求

解具有较高的成功率，对所采集的数据进行逐历

元超宽巷解算，图２、图３分别给出了ＬＡＭＢＤＡ

方法解算的 Ｒａｔｉｏ值以及基线解算误差时间序

列。由图２可以看出，所有历元的Ｒａｔｉｏ值都在

１８以上，８８％历元的Ｒａｔｉｏ值都在５０以上，５０％

历元的Ｒａｔｉｏ值在１００以上，模糊度固定具有很

高的可靠性。从图３可以看出，由于超宽巷观测

值噪声较大，基线解的噪声也较大，但是所有历元

误差都在２ｄｍ以内，对比超宽巷４．８ｍ的波长，

可以判定所有历元的基线解算结果都是正确的。

图４、图５给出了在超宽巷约束下单历元

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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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Ｗ１２、ＬＷ１５联合解算的结果。由图４可以看出，

由于宽巷ＬＷ１２、ＬＷ１５的波长分别是０．８ｍ、１ｍ，

在高精度的超宽巷观测值约束下，宽巷模糊度解算

的可靠性更高，所有历元的 Ｒａｔｉｏ值均在５０以

上，９７％以上历元的Ｒａｔｉｏ值都在１００以上。同

时由于宽巷噪声较小，对应基线解的精度也更高，

解算误差均在５ｃｍ以内，每个历元的模糊度均得

以正确固定。

图２　ＬＷ５２超宽巷Ｒａｔｉｏ值

Ｆｉｇ．２　ＲａｔｉｏｏｆｔｈｅＬＷ５２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图３　ＬＷ５２超宽巷基线解算结果

Ｆｉｇ．３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ＬＷ５２

图４　ＬＷ１２＋ＬＷ１５解算Ｒａｔｉｏ值

Ｆｉｇ．４　ＲａｔｉｏｏｆｔｈｅＬＷ１２＋ＬＷ１５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图５　ＬＷ１２＋ＬＷ１５基线解算结果

Ｆｉｇ．５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ＬＷ１２＋ＬＷ１５

图６给出了窄巷模糊度 ＬＡＭＢＤＡ 解算的

Ｒａｔｉｏ值。由图６中可以看出，由于窄巷模糊度的

波长只有１０ｃｍ，Ｒａｔｉｏ值相比宽巷和超宽巷较

小，然而除了其中５个历元的Ｒａｔｉｏ值在２．５左

右，所有历元的Ｒａｔｉｏ值均在３以上，７５％以上历

元的Ｒａｔｉｏ值均在１０以上。由图７可以看出，所

有历元基线解算的误差均在５ｃｍ以内，所有历元

的窄巷模糊度均可以正确固定。

图６　ＬＣ１２＋ＬＣ１５窄巷模糊度解算Ｒａｔｉｏ值

Ｆｉｇ．６　ＲａｔｉｏｏｆｔｈｅＬＣ１２＋ＬＣ１５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图７　无电离层组合基线解算结果

Ｆｉｇ．７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ＬＣ１２＋ＬＣ１５

图８给出了三种解算策略逐历元解算结果的

精度统计。由图８可以看出，超宽巷组合的噪声

较大，平面解算精度是３．４ｃｍ，高程精度是５ｃｍ；

使用两个宽巷，犈、犖、犝 方向的精度都可以达到１

ｃｍ；ＬＣ组合精度比宽巷提高３０％，三个方向均在

１ｃｍ以内。

图８　三种组合基线解算精度统计

Ｆｉｇ．８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ＲＭＳＥｒｒｏｒｏｆＴｈｒｅ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４　结　语

使用多频观测值可以组成更多噪声较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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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较长的组合观测值，更有利于模糊度的固定。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有几何模型的逐级模糊度固

定方法。首先在伪距辅助下固定超宽巷模糊度，

然后用无模糊度的超宽巷约束两个宽巷模糊度求

解，最后使用无模糊度的宽巷观测值约束窄巷模

糊度求解。采用一条长１３ｋｍ基线的北斗实测

数据表明，基于本文数据的单历元模糊度固定，每

一步都可以达到１００％的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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