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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改进的 GPS 坐标序列共模误差滤波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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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z 提出一种改进的相关加权叠加滤波方法，顾且 GPS 站点位直残呈序列的晶体噪声水平，有利于抑制

站点自身噪声和残余粗呈持共模误差（ common

mode error, CME）计算带来的不利影响．该方语来用相吴革

数作为权重困于，拥有良好的空间响应．选取或国陆晶网 8 个 GPS 站点的数据对该方法的适用性进行分析，

结果在明，相对于相关加叔叠加滤波，其拥有是好的性能，均方根（ RMS）改进率提高 20% 左幸，能呈加准确地
提取 CME 。

关键调， GPS 坐标时间序列 g 共模误差 5 相关加杠叠加温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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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E 的可能来源包括区域性的构造运动、残

提出改进的相关加权叠加滤波方法。该方法顾及

余的电离层和对流层延迟误差以及全球性的参考

GPS 站点位置残差序列总体噪声水平，从另一个

框架误差等[lJ 0 去除 CME 能显著提升 GPS 坐标

角度使用相关系数进行加权，取得了比相关加权

时间序列的精度，有利于 GPS 地球动力学的应用

叠加滤波更好的实验结果。

研究， Wdowinski 等［2］提出叠加滤波，能在一定

程度上减小噪声水平，但叠加滤被假定 CME 是
均匀分布的，并且不能反映出各站 CME 的空间

1
1. 1

提取共模误差的滤波方法
相关加权叠加滤波

响应，存在较大的局限性。 Nikolaidii'1 在叠加滤

假设 GPS 网络中有连续观测 m 天的 n 个测

波的基础上考虑 GPS 测站单天解的精度，并以此

站，各测站某一坐标分量的位置残差时间序列组

作为权重进行加权叠加滤波，但该方法忽略了

成大小为 m × n 的时序矩阵 v 。根据叠加滤波计

GPS 站点间的相关性，只适用于区域性且 CME

算 CME 的公式为 z

mXπ

近似均匀分布的情况［＜J, Dong 等［5］提出主成分

分析法与 Karhunen-Loeve 联合滤波的方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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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较好效果，但仍存在尺度局限性。对于大尺

式中， e，.； 为第 j 个站点第 z 天的 CME 计算值，

度的 GPS 观测网络， CME 不再均一。为了提取

＂···为第 h 个站点第 z 天的残差，酌，是为第 k 个站

美国达2 000 km 尺度的 PBO(plate boundary ob-

点第 2 天的单日解均方根误差。

servatory）网络中的 CME,SOPAC(Scripps Orbit

叠加滤波法是一种简单的加权平均值算法，

and Permanent Array Center ）将整个 PBO 网络

只适用于小尺度、 CME 分布均匀的 GPS 网，并且

分为若干个子区，在每个子区中进行叠加滤波。

没有空间响应。相关加权叠加滤被引人相关系数

回云峰等m 指出该做法存在局限性 z 子区域的划

作为权重因子，故具有良好的空间响应，克服了叠

分缺少依据，子区域交错带的 CME 差别较大，

加滤波的距离局限性。其公式为［1]

CME 的起源和空间形态不明了，并且提出相关

'

加权叠加滤波．该方法在叠加滤波的基础上考

e，.； 二 （ t ：，＇主×巧，是）（ I; ；｝× γ川）

虑了各站残差序列间的相关系数大小，具有良

式中， B；.； 为第 j 个站点第 z 天的 CME 计算值，

好的空间响应，能显著降低大尺度 GPS 网络中

v,., 'a，，， 分别为第 h 个站点第 t 天的残差和单日解

的噪声水平。

均方根误差，巧，矗为第1 站点和第 h 个站点的残差

本文在叠加滤波和相关叠加滤波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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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的相关加权叠加滤波在计算 GPS 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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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m 为公共历元的个数， 1 和豆为位置残差序
列的均值。
相关加权叠加滤波要求参与计算 CME 的站
点距离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参与计算 CME 的站
点与当前站点间的相关系数要高于某个阀值，从
而剔除异常站点的影响 z 同时，参与计算 CME 的

站点数量也应大于某一阑值［1] .本文改进的相关

网络内某一站点（代号为仆的共模误差 t 时，首

先和其余站点（代号为 1,2 ，…， n-1 ）进行两两
之间的改进叠加滤波计算，解得 n

l 个 CME 向

量（ e川川岛，幻，…，酌，d）），再根据它与这些站点
的相关系数（町，1 , r,,2 ，…，凡d ）将这 n-1 个不

同的 CME 向量进行加权算术平均佐计算，最终
得到该站的共模误差乱。
用改进叠加滤波求 2 个 GPS 站点（代号为 i
和 j ）之间的 CME 时，式（ 4 ）可简化 'j;J'

e,., = e,.;

加权叠加滤波方法也有相应的要求。

。..× v,,
＋ι ；
..川 l 啊，；

＝哩，，；

Xv,;
••.;

(5)

q,,; --t-q,,;

相关加权叠加滤波在计算某一站点的 CME

式中， E是川、龟，j 为第 z 个和第 1 个站点第是天的

时，按照参与计算的所有站点与其相关系数的大

CME 计算值， v，.， 、V句为第 z 个和第 1 个站点第 k

小，给予各站不同的权重，故具有良好的空间响

天的残差。用 e《；，；》来表示对站点 z 和 1 使用改进

应，不受站点间的距离影响。

叠加滤波求得的 CME 向量，则有酌，ρ ＝［酌，；，

改进的相关加权叠加滤波

1. 2

e,,; ,…, Em,;]

假设时序矩阵 v 对应的单日解均方根误差

终表达式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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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p 二［ p, 'p， ，…， p. ］；计算 v 的列向量方差
m以 n

［酌，ρ酌，2 ，…， Bm，斗。

改进的相关加权叠加滤波方法求 CME 的最

mXn

矩阵为 6 ，求 e 所有元素的平方，再求其倒数得

=

£;

=

I: £Ci，；）×川 ／ I;r,.;
1=1

(6)

1=1

式中，£；为第个 z 站点最终解得的 CME 向量，
乱，ρ 为对站点 t 和 j 使用改进叠加滤波得到的

对应的向量，得到 q - [F1 X 酌， F， ×酌，…，F”

CME 向量，町，J 为站点 t 和 1 的残差序列间的相

× p.].

关系数。

mX,‘

1X1

...Xl

1Xl

mXl

lXl

mXl

改进叠加滤波在叠加滤波的基础上顾及了各

2

算例分析

GPS 站点残差序列本身的噪声水平（方差大小），

2. 1

根据改进叠加滤波计算 CME 的公式为 2

I;q

×

v,.,/I;q,,,

实验敏据

本次实验选取中国陆态网 8 个 GPS 站点
(4)

(DXIN 、 BJSH 、 JIXN 、 TAIN 、 YANC 、 XIAA 、

式中，酌，y 为第 1 个站点第 t 天的 CME 计算值，

LUZH 、 XIAM ）的坐标序列数据。对 GPS 坐标残

V叶为第 k 个站点第 2 天的残差．

差序列的 CME 进行滤波前还需进行数据预处

£;,; -

矗＝ 1

,,,

i=l

改进叠加滤波将残差序列总体噪声水平更低

理，本文采用四分位间距法去除粗差阳，使用

（方差更小）的站点赋予更大的权值，这样有 2 个

GMIS 软件作数据插值凹，然后进行阶跃修复、去

优点， 1) 残差序列中的噪声由自身噪声＋共性噪

线性趋势和去均值处理。规定参与计算 CME 的

声（ CME）组成，从大尺度 GPS 网上看，即使 CME

站点之间的相关系数不低于 0. 3 ，参与计算 CME

分布不均匀，各站 CME 有一定差异，但 GPS 网

的 GPS 总站点数量不低于 4 个。以 N 方向为

络中的 CME 大体相似，共性噪声水平相差不会

例，经预处理得到的最终残差时间序列如图 1.

很太，差距主要体现在各 GPS 站点的自身噪声

2.2

实验结果

上。如果某站点噪声水平较低，而各站中的共性

针对以上 GPS 站点，分别采用相关加权叠加

噪声水平大致相当，也就意味着该站点自身噪声

滤波和本文改进的相关加权叠加滤波计算各站的

少，相对的共性噪声就更多，赋予此类站点更多的

CME ，然后通过均方根（ RMS）改进率和相关系数

权重将有利于更彻底地提取 CME, 2 ）时间序列

总改正量来评估 2 种方法的性能．

中难免会有残留的粗差，在计算 CME 时，给方差

滤除 2 种方法提取到的 CME 后的 N 方向结

较大（可能残留粗差较多）的站点更小的权值，有

果见图 2 。可以直观地看出， 2 种方法滤波后对应

利于减小粗差对计算结果的影响。

GPS站点的残差序列形状基本一致，各站点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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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间的相关性基本去除 ，噪声水平大大降低，但
相对而言 ，本文方法的洁、 波结果更优。 E 、 U 方向
结果与 N 方向类似。
表 1 给出滤波后 GPS 站点平均 RMS 值的变
化情况，其中的数值都是平均值，改进率即 滤波后
RMS 的降低百分比。相比相关加权叠加 滤波，本

文方法的 GPS 站残差序列的平均 RMS 改进率要

高 20% 左右，去噪性能更强。
在处理方法 合 理的情况下，去除 CME 后的

GPS 站点残差序列间的相关性越低，说明 CME

t6~11w~，叫11fJ;~~~~~州川

去除越彻底 。 表 2 给出相关系数总量 R 的变化

t~书~1~1阳阳州时飞机刷刷刷词

情况， R 的计算式如下：

R ＝艺 ε 飞J

!J~il时~阴阳刷刷川叫川叫 二节l
2009

图 1

式中， η 为 GPS 站点残差序列编号， r;,1 为站 t 与
站 j 的残差序列间的相关系 数。 可以看出，本文

年份

Fig. 1

(7)

, - lJ - i+l

方法的相关系放总改进量略优于相关加权叠加滤

GPS 站点 N 方向坐标残差序列

GPS coordinate residual series of N direction

波，说明 CME 去除更彻底。

t~州唰恻酬州州唰嗣刑

川机喇~叫～响中嗣

；如附叫！仇州时叫叫叫同制

啊？仰川川V叫阳同

t~问州叫州M问问阳耐

叫~川~叫脚叫巾叫呐司

t~附阳刚问问叫叫州叫

~川I叫叫~~呻

运

， Aυ 匀’－
匀“

EE

，
吵－
’ nυ 句－

EE
U
<
，

~叫协叫队~飞后嗣

；唰唰附刷刷州州刷

＇；！~叫阿W同

i刷刷j叫~刷刷刷川呐唰嗣

问唰川阳一叫叫J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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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本文方法滤波后

图 2

Fig. 2

表1

Tab, 1

N 方向残差序列滤波后对比

The comparison of N direction residual series after filtering

The

滤波后 GPS 站点残差序列平均 RMS 变化

averag但 RMS

of GPS stations residual time series after filtering

N

E

U

滤波盲（ ／mm 滤波后／mm 改进率／% 滤波前／mm 滤波后 ／ mm 改进率／%滤波前／ mm 滤波后／mm 改进率／ %
相关加权叠加滤波
本文方法

1. 76

1. 01

43.40

0. 69

62. 10

1. 8

1. 05

42. 50

0. 72

61. 10

6. 09

3. 65

40.60

2.41

61.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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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2

灌波后 GPS 站残羞序列帽关系鼓总量变化

R四idual seri四 correlation coefficieut 阳tal

change of GPS stations after filtering

相关加权叠加滤披

14 23

本主方法

3

u

E

N
撞波前

927

滤波后

政进量

-3. 28

17 51

-3. 68

17.91

撞波前

13. 88

撞波后

改进量

-3.14

17. 02

-3.60

17. 48

撞波前

撞波后

政进量

14 72

1.84
-3. 47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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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roposes an improved correlation weighted stacking filtering method. The method takes
into acco田1t the overall noise level of the GPS station position residual series, which helps to suppress the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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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is analyzed usmg the GPS hme series data of 8 CMONOC stations. The 田咀lysts results show th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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