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４０卷 第７期

２０１５年７月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４０Ｎｏ．７

Ｊｕｌｙ２０１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９１９

项目来源：国土环境与灾害监测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资助项目（ＬＥＤＭ２０１３Ｂ０２）；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测绘基础研

究基金资助项目（１２０１０６）。

第一作者：卢辰龙，硕士生，现主要从事ＧＮＳＳ时间序列分析研究。Ｅｍａｉｌ：ｌｕｃｈｅｎｌｏｎｇ８７３２＠ｇｍａｉｌ．ｃｏｍ

通讯作者：匡翠林，博士，副教授。Ｅｍａｉｌ：ｃｕｉｌｉｎｋｕａｎｇ＠１６３．ｃｏｍ

犇犗犐：１０．１３２０３／ｊ．ｗｈｕｇｉｓ２０１３０５７０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８６０（２０１５）０７０９２４０８

奇异谱分析滤波法在消除犌犘犛多路径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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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奇异谱分析（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ＳＡ）的基本思想，利用噪声与信号的赫斯特（Ｈｕｒｓｔ）指

数有显著差异这一特性，提出了一种新的ＳＳＡ滤波法，同时给定了嵌入维数犔与重构阶次犘 的确定标准，并

将该方法应用于ＧＰＳ多路径的研究中。通过模拟数据及实测ＧＰＳ坐标序列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ＳＳＡ滤波

法是一种有效的去噪方法，其去噪效果与小波滤波与经验模态分解（ｅｍｐｒｉｒ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ＥＭＤ）滤

波相当。针对多路径效应周日重复性的特点，利用该滤波方法建立改正模型，可有效地削弱多路径效应的影

响，进而提高ＧＰＳ动态变形监测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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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ＧＰＳ变形监测中，由于基线一般较短，可

以通过差分技术消除或减弱电离层延迟、对流层

延迟、卫星轨道误差、接收机和卫星钟差等与基线

长度无关的误差项，但多路径效应在基线两端不

具有相关性，无法通过差分消除，因此，多路径效

应误差成为ＧＰＳ短基线差分测量的主要误差来

源［１］。目前，处理多路径效应误差的方法可以分

为天线设计、接收机信号处理以及数据后处理等

３类。在动态变形监测中，由于测站一般固定且

周围环境基本保持不变，可以根据多路径效应周

日重复性的特点，采用各种滤波方法［２６］对其建

模，从而削弱多路径效应的影响。

奇异谱分析 （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ＳＡ）
［７］是在 ＫａｒｈｕｍｅｎＬｏｅｖｅ分解理论的基础

上发展起来的，是对一维的时间序列进行分析的

主成分分析方法［８］。ＳＳＡ从时间序列的动力重

构出发，并与经验正交函数相联系，可以较好地从

短噪声时间序列中提取信息。由于ＳＳＡ不受正

弦波假定的约束、无需先验信息、具有稳定识别和

强化周期信号的优点，近年来已成功应用于大地

测量领域［９１１］。但ＳＳＡ过程中嵌入维数犔和重

构阶次犘 这两个参数的选择仍然没有一个较为

明确的标准［１２］，大部分都是主观选择的。确定重

构阶次 犘 有不同的方法，如 Ｆｉｇｕｅｉｒｅｄｏ
［１３］与

Ｍａ
［１４］采用设定阈值确定重构阶次犘，即选择前

几个特征值，其贡献率之和要满足设定的阈值；

Ｈｕ
［１５］通过奇异谱对数图的第一个拐点处（含拐

点）的特征值个数来确定重构阶次犘，但这两种方

法都存在局限性，同时也未考虑嵌入维数犔对去

噪的影响。本文根据噪声与信号的 Ｈｕｒｓｔ指数

有显著差异这一特性建立了一种基于ＳＳＡ的滤

波方法，同时给出了ＳＳＡ的嵌入维数犔与重构阶

次犘的确定标准；然后对不同噪声水平的模拟数

据及实际ＧＰＳ数据进行了实验分析，验证了ＳＳＡ

滤波的有效性。

１　犛犛犃滤波法

１．１　犛犛犃方法

对于一维时间序列狓＝（狓１，狓２，狓３，…，狓犖），

其中犖＞２，且狓是非零向量，即至少存在一个

狓犻≠０，其ＳＳＡ
［１６１７］过程主要分为以下４个步骤。

１）计算轨迹矩阵犡。

将给定的时间序列根据需要嵌入维数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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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犖－犔＋１，（１＜犔≤犖／２），组建一个犔×犓 阶

的轨迹矩阵犡：

犡＝ ［犡１，犡２，…，犡犓］＝ （狓犻犼）
犔，犓
（犻犼＝１）＝

狓１ 狓２ … 狓犖－犔＋１

狓２ 狓３ 狓犖－犔＋２

 

狓犔 狓犔＋１ … 狓

熿

燀

燄

燅犖

（１）

式中，犡犻＝（狓犻，狓犻＋１，…，狓犻＋犔－１），轨迹矩阵犡 的

（犻，犼）处的元素狓犻犼＝狓犻＋犼－１即所有反对角线上的

元素相等。

２）奇异值分解（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ｖａｌｕｅ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ＳＶＤ）

定义矩阵犆犡＝犡犡
Ｔ，犡Ｔ 为犡的转置矩阵，求

出犆犡 的特征值λ犻与特征向量犝犻，并将特征值按

照降序进行排列，特征值依次为λ１，…，λ犔 且λ１≥
…≥λ犔≥０，对应的特征向量为犝１，…，犝犔。设犱

＝犔，犔 ＝ｍｉｎ 犔，｛ ｝犓 ，犞犻＝犡
Ｔ犝犻／λ槡犻，（犻＝１，

…，犱），犝犻与犞犻 是轨迹矩阵的左右特征向量，因

此，ＳＶＤ分解的轨迹矩阵犡可由初等矩阵合成：

犡＝犡１＋…＋犡犱 （２）

式中，初等矩阵为犡犻＝ λ槡犻犝犻犞
Ｔ
犻，ｒａｎｋ（犡犻）＝１，

λ槡１≥…≥ λ槡犔≥０称为序列犡 的奇异谱，其最

大特征值对应最大的特征向量，代表了信号的最

大变化趋势，而较小特征值对应的特征向量代表

了信号的噪声。

３）分组

将初等矩阵犡犻的下标｛１，２，…，犱｝分成狆个

不相交的子集犐１，犐２，…，犐狆，设犐＝｛犻１，犻２，…，犻犿｝，

那么合成矩阵犡犐＝犡犻１＋犡犻２＋…＋犡犻犿，计算集

合犐＝犐１，…，犐狆 的每个合成矩阵，那么式（２）的分

解式可写为：

犡＝犡犐
１
＋犡犐

２
＋…＋犡犐

狆
（３）

其中，选取集合犐１，…，犐狆 的过程称为分组。

４）对角平均

将式（３）分组分解的每个矩阵犡犐犼转换为长

度为犖 的新序列，设犢 是一个犔×犓 的矩阵，其

元素为狔犻犼，其中１≤犻≤犔１≤犼≤犓，犓
 ＝ｍａｘ

犔，｛ ｝犓 ，犔＝ｍｉｎ犔，｛ ｝犓 且犖＝犔＋犓－１，使用

对角平均公式将矩阵犢 转换为狔１，…，狔犖 的时间

序列，其公式为：

狔犽 ＝

１

犽∑
犽

狆＝１

狔

狆，犽－狆＋１，１≤犽≤犔



１

犔∑
犔


狆＝１

狔

狆，犽－狆＋１，犔


≤犽≤犓



１

犖－犽＋１ ∑
犖－犓


＋１

狆＝犽－犓

＋１

狔

狆，犽－狆＋１，犓


≤犽≤

烅

烄

烆
犖

（４）

将式（４）用在合成的矩阵犡犐犽中，生成一个重构的

序列珟犡犽＝（珟狓
犽
１，…，珟狓

犽
犖），因此，初始的时间序列

狓１，…，狓犖 分解为总和为狆的重构序列：

狓狀 ＝∑
狆

犽＝１

珟狓
犽
狀，狀＝１，…，犖 （５）

１．２　犎狌狉狊狋指数

Ｈｕｒｓｔ指数是 Ｈｕｒｓｔ在２０世纪中叶提出的

一种判别时间序列是否对时间有依赖的参数，经

过几十年的研究，Ｈｕｒｓｔ指数已在时间序列数据

分析中得到了普遍的应用，但主要用于对经济数

据和自然灾害数据的分析。Ｈｕｒｓｔ指数可以描述

高斯噪声分形特性，当犎＝０．５时，表示的是布朗

运动（白噪声）；当犎＜０．５时，是高斯变量过程；

当犎＞０．５时，是长期记忆相关的过程，一般将

犎≤０．５的时间序列数据当作噪声
［１８］。目前，

Ｈｕｒｓｔ指数的估值方法主要有绝对值法、聚合方

差法、Ｒ／Ｓ分析法、周期图法、Ｗｈｉｔｔｌｅ法和小波分

析法等［１９］。小波分析法被认为具有较高精度，但

算法较复杂，犚／犛法应用得最普遍，但其并未考

虑趋势或周期的影响，且受数据长度的限制，使得

结果的可靠性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而聚合方

差法受数据长度及趋势或周期影响较小［２０］。因

此，本文选用的是聚合方差法。聚合方差法的基

本原理如下［２１］：

首先，对于给定的时间序列犡犻，犻＝１，２，…，

犖，根据长度为犿，将时间序列犡犻，犻＝１，２，…，犖

分割成［犖／犿］＝犽个子区间，并计算每个子区间

的平均值犡犿（犽），然后计算子区间平均值的方差

Ｖａｒ（犡犿），最后，采用最小二拟合双对数图上（犿，

Ｖａｒ（犡犿））的斜率α，Ｈｕｒｓｔ指数为犎＝（α／２）＋１。

１．３　犛犛犃滤波法

对于ＳＳＡ，若嵌入维数犔太大，则会导致奇

异值分解得到不同的部分产生混叠，犔太小，无法

使信号从弱到强渐进划分，从而使得部分信号无

法获取，因此嵌入维数犔的选择对于ＳＳＡ是十分

重要。但ＳＳＡ的嵌入维数犔基本上是主观选择

的，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尤其是处理不同类型

的数据时，其选择也是不同的。而重构阶次犘表

示这前犘 个分量是信号，若犘太小，则表示后面

部分信号被当作噪声剔除掉，犘太大，则会使得部

分噪声被当作信号而提取出来。本文提出的

ＳＳＡ滤波法的核心思想如下：①先进行内循环，

利用信号与噪声的时间序列 Ｈｕｒｓｔ指数差异较

大，在给定嵌入维数犔 的情况下，令重构阶次

犘＝１，计算重构后的时间序列的 Ｈｕｒｓｔ指数 犎，

若犎＞０．５，则令犘＝犘＋１，重复上述过程，直到

５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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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犘 个阶次得到重构时间序列的 Ｈｕｒｓｔ指数

犎≤０．５，此时其重构阶次犘＝犘－１，并计算重构

后时间序列与原始时间序列的差值序列的标准

差；② 进行外循环，对不同的嵌入维数犔重复内循

环的过程；③根据上述内循环与外循环，确定差值

序列中最大的标准差，与其对应的嵌入维数犔与重

构阶次犘就是要求的值。其具体步骤如图１所示。

图１　ＳＳＡ滤波法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ｔｈｅＳＳＡＦｉｌｔｅｒＭｅｔｈｏｄ

２　仿真实验比较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ＳＳＡ滤波法的有效性与

优越性，模拟了一组数据并分别加入了６组不同

大小的噪声，模拟数据模型为：

狔狋＝狌狋＋犲狋 （６）

式中，狔狋 是由狌狋 与犲狋 两部分构成，其中狌狋 由

１２００ｓ、７００ｓ、和３００ｓ的３种谐波信号构成，即

狌狋 ＝ ｓｉｎ （２π狋／１ ２００）＋ ｓｉｎ （２π狋／７００）＋

ｓｉｎ（２π狋／３００）犲狋表示噪声，服从正态分布，６组噪

声分别为 犖（０，０．５２）、犖（０，１２）、犖（０，１．５２）、

犖（０，２２）、犖（０，２．５２）与犖（０，３２），模拟数据的样

本数为３０００，采样间隔为１ｓ。为了进一步验证

该方法的稳健性，又与小波滤波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ＥＭＤ）去噪法进行了比较，

其中，采用的小波为信号处理常用的ｄｂ８小波，分

解层数定为２～８，采用软阈值处理，通过最大相

关性来选取最佳分解层次，ＥＭＤ滤波去噪标准参

考文献［２］。同时又将本文提出的ＳＳＡ滤波法与

其他的ＳＳＡ滤波方法进行比较，验证了本文算法

的优越性。

２．１　与小波与犈犕犇方法的对比

为确保能准确地评判本文提出方法的去噪效

果，选用了文献［２］给出的３种常用的评价指标，

分别为滤波后噪声部分的犖ＲＭＳ值、滤波后信号部

分的犛ＲＭＳ值以及去噪后的信号与原始信号的相

关系数犚。图２为随机噪声犲狋服从犖（０，０．５
２）时

３种滤波方法的模拟实验结果。通过对比可以看

出，图中ＳＳＡ滤波法相对于ｄｂ８小波与ＥＭＤ去

噪法的消噪后信号序列与模拟信号序列的差值序

列整体比较平稳趋近于零，且这３种方法去噪后

信号与加噪后模拟信号的差值序列整体相似，保

持一致，说明ＳＳＡ滤波法可以有效地提取信号，

具有良好的去噪能力。

表１　不同噪声水平下犛犛犃滤波去噪效果

Ｔａｂ．１　ＤｅＮｏｉｓ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ＵｓｉｎｇＳＳＡＭｅｔｈｏｄ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ＮｏｉｓｅＬｅｖｅｌ

噪声水平 ０．５ １．０ １．５ ２．０ ２．５ ３．０

犖ＲＭＳ／ｍｍ ０．５０ ０．９９ １．４７ １．９９ ２．４４ ２．９９

犛ＲＭＳ／ｍｍ ０．０３ ０．０７ ０．１１ ０．１１ ０．１９ ０．２５

犚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９９ ０．９８

表２　不同噪声水平下犱犫８滤波去噪效果

Ｔａｂ．２　ＤｅＮｏｉｓ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Ｕｓｉｎｇｄｂ８Ｍｅｔｈｏｄ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ＮｏｉｓｅＬｅｖｅｌ

噪声水平 ０．５ １．０ １．５ ２．０ ２．５ ３．０

犖ＲＭＳ／ｍｍ ０．４９ １．０ １．４６ １．９９ ２．４４ ２．９８

犛ＲＭＳ／ｍｍ ０．０８ ０．１５ ０．１９ ０．２２ ０．２８ ０．３８

犚 １．００ ０．９９ ０．９９ ０．９８ ０．９７ ０．９５

表３　不同噪声水平下犈犕犇滤波去噪效果

Ｔａｂ．３　ＤｅＮｏｉｓ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ＵｓｉｎｇＥＭＤＭｅｔｈｏｄ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ＮｏｉｓｅＬｅｖｅｌ

噪声水平 ０．５ １．０ １．５ ２．０ ２．５ ３．０

犖ＲＭＳ／ｍｍ ０．４９ １．０ １．４６ １．９９ ２．４４ ２．９７

犛ＲＭＳ／ｍｍ ０．１２ ０．２４ ０．２２ ０．３２ ０．３９ ０．４９

犚 １．００ ０．９８ ０．９８ ０．９７ ０．９５ ０．９２

　　表１、表２与表３分别为６种噪声水平下

ＳＳＡ滤波法、ｄｂ８小波与ＥＭＤ去噪法的实验结

果。从滤波后噪声部分的犖ＲＭＳ值可以看出，３种

方法的犖ＲＭＳ值大小基本相当。随着加入噪声增

大，采用３种方法分别滤波后信号部分的犛ＲＭＳ值

也随着增大，但ＳＳＡ 滤波法相对较小，这说明

ＳＳＡ滤波法提取信号的性能要优于ｄｂ８小波与

ＥＭＤ去噪法，且其提出得到的信号与真实的信号

最为接近。另外，３种方法的相关系数随着噪声

的增大而逐渐减小，但ＳＳＡ滤波法的相关系数犚

值最小为０．９８，而ｄｂ８小波与ＥＭＤ去噪法的相

６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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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３种滤波方法的模拟实验结果

Ｆｉｇ．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ｒｅｅＫｉｎｄｓｏｆ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

关系数Ｒ值分别为０．９５与０．９２。综合与小波与

ＥＭＤ方法的各项指标对比，验证了本文提出

ＳＳＡ滤波法的有效性。

２．２　与其它犛犛犃滤波方法的对比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ＳＳＡ滤波法的优越性，

将本文提出的方法与其他ＳＳＡ滤波方法进行了

比较。设定阈值法确定重构阶次犘 类似于主成

分分析法，该方法只适用于信噪比较高的数据，对

于实际数据未知信噪比时，影响较大，如图３所

示。

图３　不同噪声背景下各个特征值的方差贡献率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ｓ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Ｎｏｉｓｅ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从图３中各子图中可以看出在上述不同噪声

背景下，前犘个重构阶次特征值方差贡献之和并

不一致，因此，在实际数据处理中，未知数据的先

验信息时，该方法并不适用；而通过奇异谱对数图

的第一个拐点确定重构阶次犘 的方法在模拟数

据中有较好的去噪效果，但在多路径数据中并不

适用，下文的多路径数据实验对该情形进行了详

细分析。上述两种方法确定重构阶次犘 都存在

着缺陷，且都未考虑不同的嵌入维数犔对去噪的

影响，而嵌入维数犔又影响ＳＳＡ滤波去噪的结

果，如图４所示。图４中各子图分别是在上述６

图４　不同嵌入维数犔的标准差序列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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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噪声水平下，不同嵌入维数犔重构后的时间序

列与原始时间序列差值的标准差序列，其标题犔

值表示的是标准差最大值对应的嵌入维数，可以

看出，嵌入维数犔较小时，其标准差变化较大，随

着Ｌ的增大，其标准差逐渐趋于稳定且越来越接

近加入噪声的标准差，因此，在处理实际数据去噪

时，应该考虑嵌入维数犔的影响。综合上述对仿

真数据的分析表明，本文提出的基于噪声与信号

的Ｈｕｒｓｔ指数有显著差异这一特性建立的ＳＳＡ

滤波法是一种有效的去噪方法。

３　犌犘犛实验结果分析

在某教学楼放置两台ＧＰＳ接收机进行实验，

观测环境有多处产生多路径信号的强反射面，采

用Ｔｏｐｃｏｎ双频接收机，天线类型为ＴｏｐｃｏｎＣＲ３

扼流圈天线，流动站使用Ｓｅｐｔｅｎｔｒｉｏ接收机和普

通测地型天线，采样间隔为１ｓ，从２００６年年积日

２１８日～２２０日连续３ｄ，每天观测时间为１ｈ。

由于基线非常短，接收机钟差和卫星钟差被消除，

电离层、对流层误差被极大地削弱，其残差可以忽

略不计。因此，实际ＧＰＳ测量得到的位移序列中

仅包含随机噪声和多路径误差。犡 方向的原始

坐标时间序列对齐后，如图５所示。

从图５可以看出，位移序列表现出明显的周

日重复性。当周围环境不变或者变化很小，多路

径效应误差可利用其周日重复性进行改正，即根

据多路径重复性的特点，首先对三天的原始坐标

时间序列进行滤波去噪，并提取精确的多路径误

差模型，然后用第一天获得的多路径模型与后续

两天提取的多路径模型相减，从而消除多路径效

应，提高 ＧＰＳ坐标序列的定位精度。图６（ａ）、

６（ｂ）与６（ｃ）分别是ＧＰＳ坐标时间序列的奇异谱

对数图、根据拐点确定重构分量的重构坐标序列

图以及本文算法的重构坐标序列图，从图中可以

看出，其奇异谱图第一个明显的拐点确定了前４

个特征值对应的分量作为重构分量，但重构后的

多路径序列信号显然被过度剔除了，证明了奇异

谱对数图确定重构阶次犘的方法并不适用，而本

文采用Ｈｕｒｓｔ指数估计每个重构分量，可以准确

的确定重构阶次犘，验证了该算法的优越性。

图５　连续３天犡方向的原始坐标序列

Ｆｉｇ．５　Ｒａｗ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ｏｆ犡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Ｃｏｎｓｅｃｕｔｉｖｅ

图６　特征值对数图及重构多路径坐标序列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Ｌｏｇａｒｉｔｈｍ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ａｔｈ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ｅｒｉｅｓ

　　图７是ＳＳＡ、小波、ＥＭＤ滤波消噪的结果，

图中前３行的子图分别为３种滤波方法提取连续

３ｄ的多路径模型序列，后两行子图为第２天和第

３天与第１天的多路径模型差值序列。通过对比

可以看出，ＳＳＡ方法提取的多路径模型差值序列

与ｄｂ８小波结果相当，但其稳定度要优于小波方

法，以上两种方法都要优于ＥＭＤ去噪法。又分

别将滤波前后坐标序列的ＲＭＳ值、经多路径模

型改正后坐标序列的ＲＭＳ值以及坐标序列间的

相关系数作为滤波质量以及多路径重复性的评价

８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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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对其进行比较分析，３种方法的比较分析结

果分别列于表４～表６中。从表４的结果可以看

出，ＳＳＡ方法滤波后的ＲＭＳ值与其他两种方法

的效果基本一致，但与滤波前的ＲＭＳ值相差不

大，说明随机噪声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多路径效应

占主导地位。表５的结果则表明前后两天的

ＧＰＳ多路径效应具有很强的重复性，ＳＳＡ方法与

ｄｂ８小波提取具有重复性的ＧＰＳ多路径效应的

效果基本相当，但都比ＥＭＤ去噪法效果要好。

表６的结果则进一步表明，ＳＳＡ方法能够得到精

确的多路径改正模型。

图７　３种方法的滤波结果

Ｆｉｇ．７　ＲｅｓｕｌｔＡｆｔｅｒ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ＫｉｎｄｓｏｆＭｅｔｈｏｄ

表４　 三种方法滤波前后坐标序列的犚犕犛值／ｍｍ

Ｔａｂ．４　ＲＭＳｏｆ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ｅｒｉｅｓ／ｍｍ

时间 滤波前 ＳＳＡ ＥＭＤ ｄｂ８

Ｄ２１８ ３．５８ ３．２５ ３．３６ ３．３７

Ｄ２１９ ３．４３ ３．１８ ３．２５ ３．２５

Ｄ２２０ ３．８３ ３．６５ ３．７０ ３．６８

表５　多路径序列滤波前后的相关系数

Ｔａｂ．５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ａｔｈＳｅｒｉｅｓ

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

时间 滤波前 ＳＳＡ ＥＭＤ ｄｂ８

Ｄ２１８～Ｄ２１９ ０．８６ ０．９４ ０．９２ ０．９４

Ｄ２１９～Ｄ２２０ ０．８４ ０．９１ ０．９０ ０．９１

Ｄ２１８～Ｄ２２０ ０．８１ ０．９１ ０．８９ ０．９０

表６　多路径改正模型前后坐标序列的犚犕犛值／ｍｍ

Ｔａｂ．６　ＲＭＳｏｆ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ｅｒｉｅ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

Ｍｕｌｔｉｐａｔｈ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Ｗａｓ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ｍ

时间 滤波前 ＳＳＡ ＥＭＤ ｄｂ８

Ｄ２１９ ３．４３ １．１０ １．３２ １．１６

Ｄ２２０ ３．８３ １．５４ １．７１ １．６４

４　结　语

ＳＳＡ是一种对信号的识别和描述采用时域

性的频域特征分析方法，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一种

利用噪声与信号的 Ｈｕｒｓｔ指数具有显著差异的

特性建立的ＳＳＡ滤波法。将本文提出的ＳＳＡ滤

波法与其他学者提出的ＳＳＡ滤波法以及小波滤

波和ＥＭＤ方法进行了对比，得出以下结论：① 通

过模拟不同噪声水平的数据，验证了本文提出的

ＳＳＡ滤波有效性，并通过对比分析，得出了ＳＳＡ

滤波法的去噪效果与小波方法和 ＥＭＤ方法相

当；② 嵌入维数犔的选取影响ＳＳＡ去噪的性能，

在去噪时应当尽量选取较大的嵌入维数；③ 确定

了嵌入维数犔与重构阶次犘 的选择标准，避免了

这两个参数选择的盲目性与主观性，验证了本文

提出的确定重构阶次犘 的方法优于其他方法。

④ 将该方法用于提取多路径误差重复模型，利用

该模型对多路径进行改正，可有效地削减多路径

效应的影响，提高ＧＰＳ的定位精度。尽管本文提

出的ＳＳＡ滤波法可以确定出嵌入维数犔与重构

阶次犘，但计算时间较长，如何提高其计算效率还

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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