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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改进的抗差犓犪犾犿犪狀滤波方法在精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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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未能探测到的小周跳或粗差对ＧＰＳ精密单点定位的影响，提出了一种改进的抗差Ｋａｌｍａｎ滤

波方法。该方法通过相位观测值验后残差分析，对传统抗差方案中等价权为０的情况进行周跳处理，能同时

兼顾相位观测值中的粗差和小周跳问题。利用实测数据和模拟数据进行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不但可以显

著改善未能探测的周跳对于定位结果的影响，同时避免了传统抗差方案中出现的后续历元相位残差持续增

大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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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ＰＳ载波相位观测值的精度比伪距观测值

的精度高２～３个数量级，ＧＰＳ高精度定位中必

须使用载波相位观测值。在实际观测中，ＧＰＳ载

波相位观测值中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周跳或粗差，

若不进行必要的控制和处理，势必会影响定位结

果的精度和可靠性［１３］。针对精密单点定位

（ＰＰＰ）中的质量控制问题，目前，已经发展了多种

行之有效的处理方法，如ＴｕｒｂｏＥｄｉｔ周跳探测方

法［４］、选权迭代法［５］、多维粗差探测［６］等。从本质

上来讲，这些处理方法都通过构造检验统计量来

进行判定和探测。过于宽松的判断标准，会导致

粗差或异常不能完全被探测并剔除；过于严格的

判断标准，则可能导致部分历元的观测值过少，影

响解的可靠性。因此，在实际处理中，为保持数据

的连续性，减少不必要的重新初始化，充分利用观

测值，一般考虑设置一个较为宽松的阈值，以确保

绝大部分周跳或粗差能被正确定位。残余的小周

跳或粗差，则可通过抗差估计的方法进行控制。

抗差Ｋａｌｍａｎ滤波方法能有效地抑制观测异

常，提高滤波的精度和可靠性，同时具有计算效率

高，便于自动化处理等特点，是精密单点定位中常

用的一种估计策略［７１０］。其实质是通过构造等价

权对含粗差观测值进行控制，以消除或减弱异常误

差对解的影响。对于观测值中的粗差而言，这种方

法降低了异常观测值对于参数估计的贡献，能起到

较好的改善作用。但是对于相位观测值中未能探

测到的小周跳而言，由于没有判断出周跳，其模糊

度初值仍使用上一个历元的估值，造成参数估值与

其随机模型不适应。尤其是在可用卫星数少的情

况下，会严重影响ＰＰＰ定位解的精度和可靠性。

本文结合大量的数据处理经验，针对ＰＰＰ定

位中未被探测到的小周跳问题，提出了一种改进

的抗差Ｋａｌｍａｎ滤波方案，取得了不错的应用效

果。

１　改进的抗差犓犪犾犿犪狀滤波方案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的状态方程和观测方程为：

犡犽 ＝Φ犽，犽－１犡犽－１＋狑犽 （１）

犔犽 ＝犎犽犡犽＋狏犽 （２）

式中，犡犽 是系统在狋（犽）时刻的状态向量和观测

量；Φ犽，犽－１为从狋（犽－１）时刻到狋（犽）时刻系统状态

的一步转移矩阵；狑犽 为系统噪声向量；犔犽 是系统

在狋（犽）时刻的观测量；犎犽 为观测方程的系数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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狏犽 为观测噪声。

抗差Ｋａｌｍａｎ滤波与标准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在递

推形式上完全一致，两者的差异仅体现在观测模

型中量测噪声的方差采用等价方差进行替换。目

前，常用的等价权函数有丹麦法［１１］、Ｈｕｂｅｒ法
［１］，

ＩＧＧ（Ⅰ～Ⅲ）系列方案
［１２１３］等。本文采用ＩＧＧⅢ

方案，其等价权可表示为［１３］：

珚狆犻＝

狆犻，珘狏犻 ≤犽０

狆犻
犽０

珘狏犻

犽１－狘珘狏犻狘
犽１－犽（ ）

０

２

，犽０ ＜ 珘狏犻 ≤犽１

０，珘狏犻 ＞犽

烅

烄

烆 １

（３）

式中，狆犻为观测量犾犻对应的权；珘狏犻为标准化残差；

犽０、犽１ 为常量，一般取犽０＝１．０～１．５，犽１＝２．０～

３．０。可以看出，该方案将观测值的权划分为保权

区、降权区和拒绝区，通过适当扩大异常观测值的

方差以降低异常观测对参数估值的影响。对于含

粗差的观测值来说，这种做法是非常有效的。然

而，当相位观测值中出现了未能探测到的小周跳

时，其对验后观测值残差的影响与粗差类似。当

使用传统的抗差估计方案时，只会对观测量进行

降权处理，而没有顾及到模糊度参数的变化，导致

模糊度参数估值与其方差信息不相容，造成接下

来的几个历元继续出现相位观测值残差过大的假

象。进而降低了后续历元中正常观测值的贡献，

在可用卫星数较少的情况下，可能会严重影响

ＰＰＰ定位解的精度及可靠性。

为此，笔者提出一种改进的抗差估计方案。

该方案在原有等价权函数的基础上，对标准化残

差大于犽１ 的相位观测值，认为其发生了周跳并重

置模糊度参数，而不再对观测值降权；对标准化残

差大于犽０ 而小于犽１ 的相位观测值，除对相应的

观测值降权外，同时适当扩大其模糊度参数对应

的方差，具体放大倍数可根据经验设定（本文取放

大两倍）。此外，避免因设计矩阵影响，部分（或单

一）粗差被分配到其他正常观测值中，每次抗差迭

代时仅对当前验后残差最大的观测量使用等价方

差降低其对参数估计的贡献［１４］。该方法考虑了

模糊度参数和及其方差的一致性，能同时兼顾相

位观测值中的粗差和未能探测到的周跳。由于粗

差问题通过传统的抗差估计即可较好地控制其影

响，故本文只针对载波相位中未被探测到的小周

跳情形进行实验分析。

２　实验分析

为了验证上述改进方案的有效性，笔者设计

了如表１所示的３种实验方案。方案１联合使用

ＭＷ （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Ｗüｂｂｅｎａ）组合和 ＧＦ（ｇｅｏｍｅ

ｔｒｙｆｒｅｅ）组合进行周跳探测，但对粗差或小周跳

现象不做任何处理。方案２、方案３在方案１的

基础上分别使用传统的抗差估计和本文提出的改

进的抗差估计，可对比分析两种抗差方法处理小

周跳问题的效果。

实验中所用的ＩＧＳ观测数据采样间隔均为

３０ｓ，周跳探测的阈值
［１０］取ＴｏｌＭＷ＝２周，ＴｏｌＧＦ＝

０．１５ｍ。计算定位结果偏差采用ＩＧＳ中心发布

的测站周解结果作为参考真值。抗差估计仅对相

位观测值残差进行检验，且等价权分段阈值取

犽０＝１．０，犽１＝２．０。下文中如无特别说明，残差均

指相位观测值残差。

表１　３种方案对应的处理策略

Ｔａｂ．１　Ｔｈｒｅ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方案 ＧＦ ＭＷ 抗差估计 改进的抗差估计

方案１ √ √

方案２ √ √ √

方案３ √ √ √

２．１　实测数据实验

笔者在处理２０１１年年积日０５６天ＩＧＳ跟踪

站ＡＬＧＯ３０ｓ采样间隔的观测数据时发现，使用

方案１进行处理时，从历元１０：１５：３０开始，其定

位结果偏差成发散变大趋势，尤其是犝 方向偏差

变化非常明显，如图１所示。随后检测到Ｇ０４号

卫星在历元１０：１９：００处发生周跳。这一时段内

（１０：１５：３０～１０：１９：００）ＧＦ和 ＭＷ 均没有探测到

周跳，也没有可观测卫星更替现象。利用方案２

进行处理，结果明显改善，如图２所示。

为了更直观地分析该问题，下面仅对１０：１０：

００～１０：２４：００时段进行考察。通过事后分析相

位观测值残差发现，从历元１０：１５：３０开始，各可

观测卫星的残差值均呈明显变大趋势，尤其是

Ｇ０４号卫星，如图３所示。通过残差检验发现，在

历元１０：１６：００时刻，除Ｇ０４号卫星的标准化残

差大于２外，其余卫星标准化残差均小于１。按

照方案２的处理策略，认为Ｇ０４号卫星的相位观

测值存在粗差且进行０权处理，方案３则认为此

处发生周跳并重置其模糊度。从图５、图６中可

以看出，虽然方案２明显改善了定位结果，但是接

下来的几个历元中出现了 Ｇ０４号卫星残差继续

变大的假象，直到下一次发生周跳时才终止。而

使用方案３进行处理，在改善定位结果的同时，有

效地避免了方案２中出现的问题。

这说明在历元１０：１６：００时刻Ｇ０４卫星出现

９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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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未被探测的小周跳而非粗差，按传统抗差方法

进行处理虽然能改善定位结果，但会导致后续历

元的相位残差继续变大，从而降低正常观测值对

参数估计的贡献。但由于实验中的可观测卫星数

为９～１１颗，只有一颗卫星出现这种情况，因而按

方案２处理时该影响并不明显。

图１　ＡＬＧＯ站方案１定位结果偏差

Ｆｉｇ．１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ＢｉａｓｏｆＳｃｈｅｍｅⅠａｔＡＬＧＯＳｔａｔｉｏｎ
　　

图２　ＡＬＧＯ站方案２定位结果偏差

Ｆｉｇ．２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ＢｉａｓｏｆＳｃｈｅｍｅⅡａｔＡＬＧＯＳｔａｔｉｏｎ

图３　方案１中各卫星相位观测值残差

Ｆｉｇ．３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Ｐｈａｓｅ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ｏｆＳｃｈｅｍｅⅠ
　　

图４　方案２中各卫星相位观测值残差

Ｆｉｇ．４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Ｐｈａｓｅ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ｏｆＳｃｈｅｍｅⅡ

图５　各方案犝 方向定位偏差

Ｆｉｇ．５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Ｂｉａｓｉｎ犝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ｒｅｅＳｃｈｅｍｅｓ
　　　

图６　各方案Ｇ０４号卫星相位观测值残差

Ｆｉｇ．６　Ｇ０４’ｓＰｈａｓｅ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ｏｆＴｈｒｅｅＳｃｈｅｍｅｓ

２．２　模拟数据实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该现象的一般性，选取了同

一天ＩＧＳ测站ＡＭＣ２的观测数据进行模拟周跳

实验。选取的模拟周跳组合对于 ＭＷ 和 ＧＦ探

测方法均不敏感，如表２所示。可以看出，表中的

周跳组合均无法被探测到，而其对无电离层模糊

度（ＬＣ＿ａｍｂ）的影响却非常大。如果不能标记为

周跳，必将对定位结果产生显著影响。

０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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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２：３０：００～１３：００：００时段内，可用卫星数

为７～１０颗且均无周跳现象发生。在该时间段人

为加入表２中的周跳组合，然后进行ＰＰＰ单向动

态滤波处理。图７给出了未加入模拟周跳前该时

段的定位偏差，图８给出了相应的相位观测值残

差。在历元１２：４０：００处（可用卫星数为８颗）分

别对各卫星加入表２中的周跳组合，每次仅对一

颗卫星人为加入周跳。限于篇幅，下面仅给出对

Ｇ０４卫星加入（４，３）周跳组合和对Ｇ１０卫星加入

（１，１）周跳组合的结果。

表２　犕犠和犌犉不敏感的周跳组合

Ｔａｂ．２　Ｉｎ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ＣｙｃｌｅＳｌｉｐ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

ＭＷａｎｄＧＦＭｅｔｈｏｄ

犖１／周 犖２／周 ＷＬ／周 ＧＦ／ｍ ＬＣ＿ａｍｂ／ｍ

１ １ ０ －０．０５４ ０．１０７

４ ３ １ ０．０２９ ０．８０５

５ ４ １ －０．０２５ ０．９１２

９ ７ ２ ０．００３ １．７１８

图７　加入周跳前的定位偏差

Ｆｉｇ．７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Ｂｉａ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ｄｄｉｎｇＣｙｃｌｅＳｌｉｐｓ
　　　

图８　加入周跳前各卫星的相位观测值残差

Ｆｉｇ．８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Ｐｈａｓｅ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ｄｄｉｎｇＣｙｃｌｅＳｌｉｐｓ

图９　Ｇ０４卫星加入周跳后各方案犝 方向定位偏差与相位观测值残差

Ｆｉｇ．９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Ｂｉａｓｉｎ犝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ｈａｓｅ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ｏｆＴｈｒｅｅＳｃｈｅｍｅｓＡｆｔｅｒ

ＡｄｄｉｎｇＣｙｃｌｅＳｌｉｐｓｉｎＧ０４

图１０　Ｇ１０卫星加入周跳后各方案犝 方向定位偏差与相位观测值残差

Ｆｉｇ．１０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Ｂｉａｓｉｎ犝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ｈａｓｅ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ｏｆＴｈｒｅｅＳｃｈｅｍｅｓ

ＡｆｔｅｒＡｄｄｉｎｇＣｙｃｌｅＳｌｉｐｓｉｎＧ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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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图９、图１０可以看出，人为加入 ＧＦ和

ＭＷ组合未能探测到的周跳之后，ＰＰＰ定位结果

以及卫星相位观测值残差均受到影响，且模拟周

跳组合对无电离层模糊度的影响越大，定位结果

越差，残差变化也越大。使用传统抗差后，可显著

改善定位结果，但会造成后续历元的相位残差持

续超限，从而降低正常观测值对参数估计的贡献。

与§２．１中的情况类似，由于可用卫星数较多，该

现象对定位结果的影响并不明显。而使用改进后

的抗差策略，不但改善定位结果，同时也避免了传

统抗差中出现的问题。这验证了§２．１中的相关

结论的正确性。

为了进一步分析方案２在卫星数较少时对定

位结果的影响，处理时先禁用Ｇ０２、Ｇ０５号卫星，

然后进行之前类似的处理。禁用了两颗卫星后，

同时段的卫星数及未加周跳前的定位偏差如

图１１所示。限于篇幅，同样只给出 Ｇ０４、Ｇ１０卫

星的处理结果，如图１２～图１５所示。

从图１２、图１３可以看出，在可用卫星数较少

情况下（５～６颗），方案２对定位结果的改善有

限，甚至可导致定位精度更差。这是由于卫星数

图１１　加入周跳前的定位偏差及可用卫星数

Ｆｉｇ．１１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ＢｉａｓａｎｄＮｕｍｂｅｒｓｏｆＶａｌｉｄ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

ＢｅｆｏｒｅＡｄｄｉｎｇＣｙｃｌｅＳｌｉｐｓ

较少，异常卫星的相位粗差被分配到其他正常观

测值中，使得残差检验判断出错，如图１４、图１５

所示。因此，忽略了异常观测值的影响，而对正常

观测值进行了错误的降权处理，导致定位结果精

度及可靠性降低。同时可看出，较之方案２，由于

方案３在一开始就准确定位到了异常卫星，并进

行了正确的周跳处理，能明显地改善ＰＰＰ定位结

果，同时避免了传统抗差方法引起的相位残差持

续超限，进而影响定位结果的问题。

图１２　Ｇ０４卫星加入周跳后各方案犝 方向定位偏差与相位观测值残差

Ｆｉｇ．１２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Ｂｉａｓｉｎ犝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ｈａｓｅ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ｏｆＴｈｒｅｅＳｃｈｅｍｅｓ

ＡｆｔｅｒＡｄｄｉｎｇＣｙｃｌｅＳｌｉｐｉｎＧ０４

图１３　Ｇ１０卫星加入周跳后各方案犝 方向定位偏差与相位观测值残差

Ｆｉｇ．１３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Ｂｉａｓｉｎ犝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ｈａｓｅ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ｏｆＴｈｒｅｅＳｃｈｅｍｅｓ

ＡｆｔｅｒＡｄｄｉｎｇＣｙｃｌｅＳｌｉｐｉｎＧ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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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　Ｇ０４卫星加入周跳后各卫星相位观测值残差

Ｆｉｇ．１４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Ｐｈａｓｅ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ＡｆｔｅｒＡｄｄｉｎｇＣｙｃｌｅＳｌｉｐｓｉｎＧ０４

图１５　Ｇ１０卫星加入周跳后各卫星相位观测值残差

Ｆｉｇ．１５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Ｐｈａｓｅ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ＡｆｔｅｒＡｄｄｉｎｇＣｙｃｌｅＳｌｉｐｓｉｎＧ１０

３　结　语

传统抗差估计方案能有效控制观测值中的粗

差问题，但对于相位观测值中未能探测到的小周

跳情况无法处理。本文提出了一种能兼顾相位观

测值中的粗差和小周跳问题的抗差估计方案。实

验结果表明，通过对传统抗差估计中相位观测值

等价权为０的情况进行周跳处理，不但能改善定

位结果，同时可以避免传统抗差方案导致的后续

历元相位残差持续增大的问题，具有较好的应用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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