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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变形监测中中长基线的单历元
模糊度解算算法
温亚鑫 1

戴吾歧 l

1 中南大学地球科学与信息物理学院，长沙市麓山南路 932 号， 410083
摘

要 s 针对已有单历元模糊庄解算算法只适用于提基线的情形，根据误差传播卒确定模糊庄精度，依据误

差确定模糊庄搜啻空间，提出一种利用 GPS JOt 频观 il'J 信息实现中长基线下单历元模糊庄固定的耳法．首先，
利用电离层的束法得到现革模糊庄之间的线性约束牵件 s 其次，利用变形监剧中监制站点坐标近但已知的牵

件进行约束，反耳获得近怕模糊庄 p 最后，根据监视l 站点已有的现制数据精庄捧出搜章空间，搜章固定模糊庄．
结果在明，该万法可且实现中长基线下单历元的模糊庄固定，对实时史形监副有一定的事考价值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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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工程建筑的安全，变形监测越来越有

验和研究［3－飞但这些研究工作大多基于单频数据

必要。 GNSS 技术由于具有全天候、全夭时、测站

进行解算，未能解释与双频观测数据之间的关系，

间无需通视等其他监测手段不具备的优点，已成

而且只能处理短基线的数据。唐卫明等国在网络

为变形监测的重要手段之一。为满足变形监测的

RTK 基准站间对单历元模糊度解算进行研究圄

商精度要求，需要使用 GNSS 的载波观测量，这

网络 RTK 基准站间的基线一般很长，可以借鉴

就需要考虑模糊度的问题。目前，运用较广的模

到变形监测中，但其与变形监测的情形又有一些

糊度固定算法有最小二乘川、 FARN'l 等，这些方

不同＝网络 RTK 中的基准站坐标是已知的，变形

法一般需要多个历元来进行模糊度的初始化，在

监测中的监测站点只能获得近似坐标，所以模糊

解算过程中还需要不断进行探测、修复周跳，一旦

度解算方法有一些不同。本文通过借鉴网络

信号失锁就需要再次初始化。但在实际的工程项

RTK 基准站间单历元模糊度解算算法，针对变形

目中，受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与限制，信号失锁较为

监测的特点，提出一种利用双频观测值的单历元

频繁，影响数据的实时和快速解算。单历元解算

数据处理方法．

可实现数据的快速解算，但单个历元每观测到 1
颗卫星，就会增加待求的模糊度，再加上 3 个未知

1

的坐标参数，待求参数多于观测值。因此，将传统
的模糊度解算方法直接运用到单历元解算中会造

单历元数据处理方法
双差观测模型详见文献［ 7 ］。

1. 1

已有的单历元解算算法

成法方程的秩亏，但模糊度的单历元解算方法可

已有的单历元模糊度解算算法太多认为观测

以解决该问题。变形监测中监测站点的变形小、

数据在双差之后，电离层延迟、对流层延迟等误差

近似坐标己知等特点使单历元高精度解算成为可

都已经得到很好的削弱，可以直接利用初始坐标

能。针对变形监测中的特殊情况，同时也为加快

固定模糊度并进行坐标解算。如王新洲等［8］提出

解算速度、减小计算量，很多学者提出并完善了适

的 DC 算法，直接利用双差后的伪距观测值除以

用于变形监测的单历元模糊度求解法，该方法利

载波波长，再减去双差相位观测值来获取双差模

用近似坐标已有的条件，只需要 1 个历元的观测

糊度。由于该方法忽略了大气延迟误差对模糊

数据就可实现变形解算，不需要进行周跳的探测

度固定的影响，只适用于基线较短的情形，当基

和修复，许多学者针对这种算法进行了大量的实

线较长时，仅通过双差很难消除大气延迟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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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需要一种新的顾及残余大气延迟的模糊度
固定方法。
中长基线的模糊度数学模型

1. 2

EQ

＼迥制

本文通过学习和借鉴已有的单历元模糊度固
定算法及 RTK 参考站间的单历元模糊度解算算

法，综合考虑观测数据精度 ，结合变形监测中监测
站点近似坐标已知、变形小 等特点 ，利 用电离层延

迟与波段的频率平方成反比等特性，实现单历元
12

8

的数据处理 。
由双差模型［7］可得双频双差方程为：
.l.1 V今轨。） =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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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流层模型精度评估 （年积日为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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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tropospheric model
accuracy(doy = 200)

根据误差传播定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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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V今I 为双差电离层延迟的系数， v 今δtrop1 、

εb =

1. 154 7

V今otrop1 分别为 L1 、 L2 榄段双差后的对流层延迟。

令 U ＝ 时1 -fV~2 -b，则 U-N（川 肌），

由于电离层延迟 与载波 的频率成反比，利用该特

通过误差传播率可以得到 U 的精度为 1. 154 7 ,

性进一步整理可以得到：

因此，双频模糊度之间的约束关系为：

V州1 ＝去 V~N2 十 b
I 1

~, \

飞 λl

.l.2 I

其中， b ＝（一一寸 ） Vt.p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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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式（ 4 ）可知，模糊度线性组合构成了 一个误

Vt.机＋ -2. Vt.但＋
λ2

－七叫－ blζ1. 154 7

差 带，在利用消电离层组合求出模糊度后可以在

-Vt.δtrop －号 Vt.o叫 ＋ － V6c1 一斗 V6c2, Vt.p

为伪距双差观测值， Vt.ψ1 为 L1 波段的双差观测

值， Vt.伊2 为 L2 波段的双差观测值。
图 1 、 2 分别为 2017 年年积日 1 和 200 的
Saastamoinen 模型 与 Bernese 软件最终固定的对

流层之间的差值。由图可知， Saastamoinen 模型
的精度可以达到 0.1 m 。为提高算法的适用性，
假设监测站点的初始坐标精度为 0. 05 m ，对流层
延迟模型精度为 0. 2 m 。
l

这个区间搜索固定模糊度，这样就能有效解决传
统方法在单历元求解模 糊度 遇到的秩亏问 题，缩
小模糊度搜索空间。

1. 3

搜索固定模糊度

当模糊度 固定之后，还有 3 个坐标参数、 2 个
对流层延迟残差参数未知，因此，至少需要 6 颗卫

星进行双差处理方可实现参数求解。为了增加冗
余观测，本文选择 7 颗卫星 进行解算。首先，通过

截止高度角筛选出符合要求的卫星；然后，利用

nυ

PDOP 值最小的原则挑选出 7 颗卫星，并选取高
度角最大的卫星作为参考卫星来组成双差方程 。
通过分析式（ 2 ）不难发现，双频模糊度之间有

＼酒制

EU

一定的周期，也就是 V 今N1 的周期为 60, V今N2

的周期为 77 0 双频模糊度会有无数种组合，但在
实际定位中，由 于几何距离 等 的限制，组合是有限
的。在理想情况下，不需要进行模糊度搜索就可

以直接确定模糊度，但在实际 应 用中，由于观测
8

图 1

F i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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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和测量精度等因素的 影 响，完全符合方程的

时 间 斤1

模糊度组合不一定能直接得到，所以需根据由误

对流层模型精度评估（年积 日为 1)

差传播定律求出的模糊度误差带来确定搜索空

Evaluation of tropospheric model
accuracy(doy= 1)

间，用以搜索模糊度组合。将筛选出的模糊度组
合代回无电离层组合进行求 解，以 单位权中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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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的组合作为最终固定的模糊度组合，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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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

Ratio 值进行检验。 当 Ratio 值大于 3 时，将模糊
度组合代人双差无电离层组合进行解算，求出坐
标参数及对流层延迟残差。
流程设计

1. 4

单历元变形解算主要流程为：
1) 读取数据，利用 Saastamoinen 模型改正对

流层延迟；
60

2 ）组成无电离层组合，利用直接取整法获得
模糊度的初始值；

图 4

3 ）利用单历元算法搜索固定模糊度；

Fig. 4

4 ）利用 Ratio 值检验模糊度固定的可靠性，
当 Ratio 小于 3 时，跳过该历元；当 Ratio 大于 3
时，更新监测站点坐标及对流层延迟，继续下一个

模糊度整数值与浮点值之差

L1 波段双差模糊度的固定解与浮点解之间的差
值，得到图 5 、 6 。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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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条不同长度的基线 2017 02 01 的观测数据，接收
A哼

机为安科双频监测型接收机，采样间隔为 30 5 。

；曰

站点，分别选择 3. 2 km 、 15. 4 km 及 35. 2 km 等 3

＼迥涮咂尔转 44

E

实验数据

GPS 观测数据来源于山西大同的变形监测

2.2

240

Difference between fixed value and float value

AV

实验结果与分析

2. 1

180

对 15. 4 km 基线的坐标进行解算并计 算 出

历元。

2

120
切元

60

实验结果

120

180

240

历元

利用本文方法对 3. 2 km 基线进行解算，结

图 5

果见图 3 ，并统计最终计算出的 L1 波段双差模糊
度的固定解与浮点解之间的差值，结果见图 4a

Fig. 5

15. 4 km 基线解 算结果
Results of 15. 4 km baselme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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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主E
;4』
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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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120

180

Fig. 3

3. 2 km 基线解算结果
Results of 3. 2 km baseline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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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

)jJ元

历元

图 3

60

240
图 6

Fig. 6

模糊度整数值与浮点值之差

Difference between fixed value and float value

由图 5 可知，当基线较长时，利用本文的单历

从图 3 可以看出，在基线较短的情况下，利用

元算 法也可以实现解 算 。 由图 6 可 知， 最后 固定

单历元算法可以很好地实现高精度的解算。同

的双差模糊度与直接求解出的浮点值有 一定的差

时，通过图 4 可以发现，最终固定的双差模糊度与

距，有一部分大于 0. 5 周，甚至有些会大于 1. 5

直接计算出的浮点值之间 差值大多都在 0.5 周以

周。表明当基线变长时，仅通过双差不能将对流

内 。 也就是说，在基线较短的情况下，通过双差可

层延迟残差 缩小到可以忽略的程度 。 因此，当基

以很好地消除电 离 层延迟、对流层延迟及其他相

线 变 长时，传统的单历 元算法 由于没有 考 虑电离

关误差，因此，可以 直接利用取整的方法实现模糊

层及对流层延迟而不再适用，本文算法在搜索固

度的固定 。

定模糊度中利用了双频观测信息，并顾及了对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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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流层延迟残差，可以较好地估计出对流层延迟，从
而实现模糊度的固定。

E

为充分验证本文方法的适用性，将基线长度

理E

延长到 35. 2 km ，同样统计解算结果及模糊度固

R哥
尔
！运

;jljlJ

定后的数值与浮点值之间的差值，得到图 7 、 8 和

髦。.2

表 1。
120

180

240

}JJ元

Fig. 9

图 9 35. 2 km 基线 2 方法对比
Comparison of the two methods of 35. 2 km

的模糊度进行取整不能正确固定模糊度，也就不
能 实现模糊度 的固定 。考 虑大气误差后，用本文
方法加以改正或避免，可得到较好的解算结果。
120

60

240

180

2.3

当基线较短时，直接利用双差处理残余的大

1对元

图 7

Fig. 7

结果分析

气延迟对模糊度固定的影响较小，可以利用 直接

35. 2 km 基线解算结果
Results of 35. 2 km baseline

取整的方法来固定。但当基线慢慢变长时，只通
过双差很难消除大气 延迟的影响，双差后获得的

8.0

模糊度中掺杂着大气延迟误差，不能简单地通过
区＼

取整来固定模糊度。从图 4 、 6 中可以看出，最后

4.0

固定的双差模糊度与直接双差得到的模糊度之间

的差值不一定都小于 0. 5 ，有的甚 至相差几个模
糊度。用本文方法与直接取整的单历元算法对

35. 2 km 的长基线进行解算 。 可以看出，当基线
变长后，传统的单历元算法不能很好地实现模 糊
60

120

240

180

}JJ元

图 8

Fig. 8

模糊度整数值与浮点值之差

Difference between fixed value and float value
表1

Tab. 1
历元

240

解算结果统计

度的固定；而当充分考虑大气误差后，给定模糊度
搜索空间，并利用参数估计对流层延迟时，可以实

现在中长基线下的单历元数据解算。

3

结语

Statistics of the solution results
成功固定

未成功固定

236

4

98. 3%

1. 7%

GPS 技术具有操作简单、数据可靠、自动化

程度高、精度高等优势，在变形监测中得到广泛应
用，但在进行数据解算时，存在计算量大且容易受

由图 8 可知，当基线较长时，双差后的对流层

周跳影响等问题。对此，可利用单历元算法解决。

延迟仍存在较大误差，对模糊度的固定产生较大

传统的单历元算法由于没有考虑到双差后的大气

影响。此时，不能简单地认为双差后的大气误差

延迟等问题，并不适用基线 较长 的情况。因此，本

可以基本消除，对模糊度直接取整已经不能实现

文利用 GPS 双频观测值及变形监测的特性，考虑

模糊度的正确固定。而本文提出的单历元算法可

电离层延迟，分析双频模糊度之间的约束关系，提

以较好地实现模糊度的固定，在 240 个历元中成

出一种新的单历元模糊度固定方法。具体为： 1)

功固定了 236 个。为分析对流层延迟对模糊度固

利用双频电离层延迟之间的相关性，得到 2 个波

定的影响，将直接取整的解算结果 与 本文解算结

段双差模糊度之间的约束关系，并利用监测站点

果进行对比，结果见图 9 。 图中， En,No ,Uo 为直

的近似坐标及参考站坐标确定模糊度的初始值；

接取整的单历元方法的解算结果， E 、 N 、 U 为本

2 ）根据监测站点的近似坐标精度和大气延迟误差

文方法的解算结果。

确定模糊度搜索空间； 3 ）利用无电离层组合进行

由图 9 可知，当基线变长时，对直接去双差后

模糊度搜索与固定，并通过实验验证该算法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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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性。实验结果表明，当基线较短时，解算精度一

。li, et

般优于 1 cm ；当基线长度达到 35 km 时，在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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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n,,tion Monitodng[D]. Changsha, Cent,al South Univmity, 2007)

历元中，有 2 个获得了正确的模糊度组舍却未能
[6]

通过 Ratio 值检验，在今后的实验中还需改进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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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ingle Epoch Ambiguity Algorithm for Medium and
Long Baseline in Deformation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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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compensate for the current existing single-epoch algorithm to resolve ambiguity, which
is only suitable for short baselines, we propose an algorithm with dual-frequency GPS observations to
achieve medium and long baseline single-epoch ambiguity fixed according to the error propagation
rate, Then, the ambiguity search space is determined accordmg to the accuracy, Firstly, the linear
constramt condition between the double-difference ambiguities 1s obtamed by the 10nospheric constramt method, Secondly, the approx,mate coordinates of the monitormg stat10n m the deformat10n
monitoring are used to obtain the approximate ambiguity, Fmally, the search space is obtamed accord
ing to the accuracy of the observational data, and then we search for and fix the ambiguity. The ex
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method can fix the ambiguity of single epoch under medium and long
baseh肘， and it has certam reference value for real-time deformation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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