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710037601.3

(22)申请日 2017.01.19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7071893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08.18

(73)专利权人 湖南北云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410205 湖南省长沙市高新区尖山路

39号中电软件园总部大楼3楼306室

(72)发明人 郑彬　蒋云翔　向为　彭果　

易文鑫　王文艺　朱增贤　刘蓉杰　

张宁波　

(74)专利代理机构 长沙永星专利商标事务所

(普通合伙) 43001

代理人 周咏　米中业

(51)Int.Cl.

H04W 64/00(2009.01)

G01S 5/02(2010.01)

G01S 19/44(2010.01)

(56)对比文件

CN 103823228 A,2014.05.28,

CN 105068096 A,2015.11.18,

CN 101943749 A,2011.01.12,

US 2016116601 A1,2016.04.28,

EP 1857830 A2,2007.11.21,

审查员 吴玉婕

 

(54)发明名称

一种蜂窝网络RTK定位方法及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蜂窝网络RTK定位方法，

包括选取固定参考站，设置标准坐标，获取观测

数据并发送集中控制中心；集中控制中心配固定

参考站所属的参考站调度中心；固定参考站计算

伪距残差和载波相位残差并发送参考站调度中

心；流动站对自身粗定位并传送给集中控制中

心；集中控制中心分配流动站所属参考站调度中

心；参考站调度中心匹配流动站对应的参考站并

发给流动站；流动站接收参考站数据；流动站高

精度定位。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用所述定位方法

定位的系统，包括一个集中控制中心、若干参考

站调度中心、固定参考站和流动站以及通信链

路。本发明定位速度快，精度高，成本低，数据处

理压力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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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蜂窝网络RTK定位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S1.选取固定参考站，设置固定参考站自身的高精度标准坐标位置；

S2.步骤S1选取的固定参考站实时观测并获取RTK技术所需的观测数据；

S3.固定参考站将自身的标准坐标位置发送至集中控制中心；

S4.集中控制中心根据步骤S3获取的固定参考站的标准坐标位置，分配固定参考站所

属的参考站调度中心；

S5.固定参考站依据步骤S2获取的观测数据计算自身的伪距残差和载波相位残差；具

体为采用如下算式进行计算：

式中

其中，Δρc为伪距残差，Δρf为载波相位残差，第i颗卫星的每t个频点上的伪距观测值

和载波相位观测值所对应的单点粗定位结果和精密定位结果分别为 和

站点的精确位置为(Xf,Yf,Zf)，第i颗卫星的位置为(Xi,Yi,Zi)；

S6.固定参考站将步骤S5得到的伪距残差、载波相位残差以及步骤S1设置的标准坐标

位置发送给所属的参考站调度中心；

S7.流动站通过伪距观测值计算得到自身当前的粗定位结果；

S8.流动站将步骤S7得到的粗定位结果传送给集中控制中心；

S9.集中控制中心根据步骤S8获取的流动站的粗定位结果分配流动站所属的参考站调

度中心；

S10.参考站调度中心根据参考站的伪距残差、载波相位残差和标准坐标位置，以及流

动站的粗定位位置结果匹配出流动站所对应的参考站；

S11.参考站调度中心将流动站所配对的参考站唯一标识发送给流动站；

S12.流动站根据对应参考站的唯一标识，接收对应参考站的观测数据和标准坐标位

置；

S13.流动站根据接收到的对应参考站的观测数据与自身的观测数据，完成流动站的高

精度定位。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蜂窝网络RTK定位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10所述的流动站所

对应的参考站包括固定参考站和即时参考站。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蜂窝网络RTK定位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如下步骤：

S14.流动站获取设定时间内的整周模糊度解算的结果、伪距残差和载波相位残差，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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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判断自身是否能够成为即时参考站：若判断成功，则流动站转换为即时参考站；

S15 .即时参考站获取一定时间内的整周模糊度解算的结果、伪距残差和载波相位残

差，并联合判断本即时参考站是否能继续成为即时参考站：若判断不成功，则本即时参考站

转换回流动站。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蜂窝网络RTK定位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14所述的流动站判

断自身是否能够成为即时参考站，具体为采用如下规则进行判断：

若流动站连续N次整周模糊度解算成功，并且每次解算的伪距残差值不大于2米，且载

波相位残差值不大于2厘米，则流动站模式能够成为即时参考站。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蜂窝网络RTK定位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15所述的判断即时

参考站是否能继续成为即时参考站，具体为若即时参考站有连续M次整周模糊度解算不成

功，则即时参考站转换为流动站。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蜂窝网络RTK定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蜂窝网络RTK定位

方法还包括如下步骤：

S16.集中控制中心接收流动站的粗定位定位，判断流动站所在位置与其所属的参考站

调度中心的管理区域之间的关系，并更新参考站调度中心所属的流动站集合；

S17.参考站调度中心更新参考站和流动站的配对信息。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蜂窝网络RTK定位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16所述的更新参考

站调度中心所属的流动站集合，具体为采用如下步骤进行更新：

A.参考站调度中心接收流动站的粗定位信息，并上报集中控制中心；

B.集中控制中心根据流动站所在位置与其所属的参考站调度中心的管理区域之间的

关系，采用如下规则更新参考站调度中心所属的流动站集合：

若流动站已经越区并切换到其他参考站调度中心的管理区域，则更新流动站所属的参

考站调度中心信息，并将更新信息发送至流动站和更新前后的参考站调度中心；

C.更新前的参考站调度中心从下属的流动站集中删除流动站信息，且更新后的参考站

调度中心将流动站信息添加到自身下属的流动站集。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蜂窝网络RTK定位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17所述的参考站调

度中心更新参考站和流动站的配对信息，具体为采用如下两种方式之一进行更新：

方式A-流动站请求更新：当流动站在所配对的当前的参考站环境下均无法得到固定解

算结果，则流动站请求参考站调度中心进行参考站更新；

方式B-固定时间更新：在事先设定的固定时间周期，所述固定时间周期计时到达则立

即更新参考站和流动站的配对信息；所述固定时间周期为根据环境的动态性进行设置，或

根据用户行为分析进行设置。

9.根据权利要求1～8之一所述的蜂窝网络RTK定位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1所述的固

定参考站的选取，具体为在已知精确位置的地点设置固定参考站，或者在任意位置设置固

定参考站，并通过PPP精密单点定位算法长时间获取固定参考站的精确位置。

10.根据权利要求1～8之一所述的蜂窝网络RTK定位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9所述的集

中控制中心分配流动站所属的参考站调度中心，具体为采用就近分配原则，即集中控制中

心选择距离流动站最近的那个参考站调度中心为流动站归属的参考站调度中心；且步骤

S10所述的参考站调度中心匹配流动站所对应的参考站，具体为采用如下规则进行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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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站所配对的参考站hj为 式中argmin( )为取最大值所

在的索引，γ＝{h＝1,...,3,ΔDj,h＜SD}；其中

第h个参考站的精密位置为 伪距残差和载波相位残差为 和 第j

个流动站的粗定位位置为 SD的取值与短基线RTK的精度的有关，SD取值越

大则RTK定位精度越小。

11.一种采用权利要求1～10之一所述的蜂窝网络RTK定位方法进行定位的系统，其特

征在于包括一个集中控制中心、若干个RTK蜂窝小区以及集中控制中心与RTK蜂窝小区进行

数据交互的通信链路；所述一个RTK蜂窝小区包括一个参考站调度中心，若干个固定参考站

和若干个流动站，以及参考站调度中心、固定参考站和流动站之间进行数据交换的通信链

路；所述集中控制中心用于接收固定参考站的位置信息、判断流动站与参考站调度中心的

位置关系、分配流动站所属的参考站调度中心以及更新流动站和参考站调度中心的数据信

息；参考站调度中心用于匹配流动站所对应的参考站信息，并将所述匹配信息通过通信链

路发送流动站；流动站为需要进行精确定位的流动站；固定参考站用于获取自身所在位置

的精确位置，计算自身的伪距残差和载波相位残差并发送参考站调度中心，还用于与流动

站进行匹配和定位流动站的位置；所述流动站所对应的参考站包括固定参考站和即时参考

站，所述即时参考站由高精度定位后的流动站转换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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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蜂窝网络RTK定位方法及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具体涉及一种蜂窝网络RTK定位方法及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高精度卫星定位导航系统的应用从传统的测绘领域，延伸到了驾考，智能

控制，无人驾驶，无人机，遥感等领域，从而导致高精度卫星导航终端(流动站)的数量在不

断增加。不断增加的高精度卫星定位导航应用和定位终端使得高精度的网络RTK技术的需

求越来越明显。

[0003] RTK(Real  Time  Kinematic)技术是一种基于载波相位差份的实时动态定位技术，

它是建立在实时处理两个测站载波相位观测量的基础上，提供指定坐标系中的3维定位结

果，实时定位精度可以达到厘米级，并具有实时性好、速度快等优点。RTK的基本原理为，参

考站与流动站同时接收卫星信号，参考站将观测数据(主要为载波相位、伪距)和参考站标

准坐标位置通过数据链(调制解调器、电台或通信网络)传输给流动站，流动站利用软件通

过差分计算，降低流动站的观测误差，测算出流动站与参考站之间的相对坐标，根据参考站

的标准坐标，实现精密定位，定位精度可达厘米级。RTK技术广泛应用于室外高精度定位导

航相关的行业，例如，测绘，驾考，智能控制，无人驾驶，无人机，遥感等。

[0004] RTK技术的核心在于考虑到参考站和流动站之间观测数据值具备相同的主要是三

种误差：大气层传播误差、卫星星历误差、星钟误差和其它形式的公共误差，利用差分的方

式消除公共误差，解算出参考站与流动站之间载波相位的整周模糊度与实时相位差，进而

实现高精度定位。然而，RTK技术对于参考站与流动站之间的距离有一定的限制。通常而言，

参考站和流动站之间的距离不能超过20km，称之为短基线RTK。如果参考站与流动站之间的

距离超过20km，则参考站和流动站接收数据存在的电离层误差的相关性会大大降低，从而

无法得到有效的RTK定位结果，使得实时定位精度大幅度降低。对于参考站与流动站之间的

距离超过20km以上的RTK技术称之为长基线RTK。目前解决长基线RTK精密定位的关键技术

为网络RTK技术。网络RTK技术的原理如图1所示，具体如下：首先，存在一个网络RTK数据中

心，其利用多个参考站的观测数据生成不同位置下的虚拟参考站(VRS—Virtual 

Reference  Station)并计算得到虚拟参考站的虚拟观测值，进而建立一个虚拟参考站和虚

拟观测值的列表，并且通过收集所有RTK参考站的数据，实时更新虚拟参考站的虚拟参考

值。其次，流动站通过粗定位(伪距单点定位)获取10米以内精度的定位结果，将其结果送给

网络RTK数据中心，RTK数据中心根据其定位结果计算出对应的虚拟参考站的位置和观测

值，并将相应的虚拟参考站的虚拟观测值传送给流动站。最后，流动站利用虚拟参考站的虚

拟观测值与本站观测数据做差分，再利用常规的快速模糊度解算算法获取流动站与虚拟参

考站的整周模糊度与实时相位差，进一步得到厘米级的定位结果。

[0005] 然而，网络RTK存在一定的局限性。(1)首先，需要建立一个RTK数据中心，数据中心

与所有RTK参考站的位置需要考虑。RTK数据中心与参考站以及流动站之间能够确保实时通

信，并且对通信速率有一定的要求。而在一些偏远地区，暂时没有移动通信网络或者当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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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率达不到RTK观测数据传输速率要求时，网络RTK技术就不能使用。(2)其次，由于网络RTK

技术主要针对长基线RTK存在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因此，网络RTK技术无法通过短距离电

台的方式实现，只能通过有线网络、无线蜂窝网络或者无线局域网的形式将参考站的观测

信息通过internet网络汇总到网络RTK数据中心，观测数据存在一定的传输延迟和处理延

迟，对于动态环境下的高精度定位有一定的局限性。(3)接着，网络RTK技术需要建设大量的

参考站(也称为CORS站)，CORS站建设费用极高，且CORS站每年需要付出大量的维护费用。

(4)最后，RTK数据中心需要维持庞大的虚拟参考站数据更新和流动站数据交互。并且，网络

RTK技术算法的复杂度和虚拟参考观测值是随着流动站的数量的增加而增大，进而给数据

中心服务器处理和通信网络传输带来极大的负担和压力。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之一在于提供一种定位速度快、定位精度高、成本低廉、大规模应用

时数据处理压力小的蜂窝网络RTK定位方法。

[0007] 本发明的目的之二在于提供一种应用所述蜂窝网络RTK定位方法进行定位的系

统。

[0008] 本发明提供的这种蜂窝网络RTK定位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9] S1.选取固定参考站，设置固定参考站自身的高精度标准坐标位置；

[0010] S2.步骤S1选取的固定参考站实时观测并获取RTK技术所需的观测数据；

[0011] S3.固定参考站将自身的标准坐标位置发送至集中控制中心；

[0012] S4.集中控制中心根据步骤S3获取的固定参考站的标准坐标位置，分配固定参考

站所属的参考站调度中心；

[0013] S5 .固定参考站依据步骤S2获取的观测数据计算自身的伪距残差和载波相位残

差；

[0014] S6.固定参考站将步骤S5得到的伪距残差、载波相位残差以及步骤S1设置的标准

坐标位置发送给所属的参考站调度中心；

[0015] S7.流动站通过伪距观测值计算得到自身当前的粗定位结果；

[0016] S8.流动站将步骤S7得到的粗定位结果传送给集中控制中心；

[0017] S9.集中控制中心根据步骤S8获取的流动站的粗定位结果分配流动站所属的参考

站调度中心；

[0018] S10.参考站调度中心根据参考站的伪距残差、载波相位残差和标准坐标位置，以

及流动站的粗定位位置结果匹配出流动站所对应的参考站；

[0019] S11.参考站调度中心将流动站所配对的参考站唯一标识(在通信网络中为唯一的

IP地址或MAC地址)发送给流动站；

[0020] S12.流动站根据对应参考站的唯一标识，接收对应参考站的观测数据和标准坐标

位置；

[0021] S13.流动站根据接收到的对应参考站的观测数据与自身的观测数据，完成流动站

的高精度定位。

[0022] 步骤S10所述的流动站所对应的参考站包括固定参考站和即时参考站。

[0023] 所述的基于RTK和参考站的定位方法还包括如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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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S14 .流动站获取设定时间内的整周模糊度解算的结果、伪距残差和载波相位残

差，并联合判断自身是否能够成为即时参考站：若判断成功，则流动站转换为即时参考站；

[0025] S15.即时参考站获取一定时间内的整周模糊度解算的结果、伪距残差和载波相位

残差，并联合判断本即时参考站是否能继续成为即时参考站：若判断不成功，则本即时参考

站转换回流动站。

[0026] 步骤S14所述的流动站判断自身是否能够成为即时参考站，具体为采用如下规则

进行判断：

[0027] 若流动站连续N次整周模糊度解算成功，并且每次解算的伪距残差值不大于2米，

且载波相位残差值不大于2厘米，则流动站模式能够成为即时参考站。

[0028] 步骤S15所述的判断即时参考站是否能继续成为即时参考站，具体为若即时参考

站有连续M次整周模糊度解算不成功，则即时参考站转换为流动站。

[0029] 所述的蜂窝网络RTK定位方法还包括如下步骤：

[0030] S16.集中控制中心接收流动站的粗定位定位，判断流动站所在位置与其所属的参

考站调度中心的管理区域之间的关系，并更新参考站调度中心所属的流动站集合；

[0031] S17.参考站调度中心更新参考站和流动站的配对信息。

[0032] 步骤S16所述的更新参考站调度中心所属的流动站集合，具体为采用如下步骤进

行更新：

[0033] A.参考站调度中心接收流动站的粗定位信息，并上报集中控制中心；

[0034] B.集中控制中心根据流动站所在位置与其所属的参考站调度中心的管理区域之

间的关系，采用如下规则更新参考站调度中心所属的流动站集合：

[0035] 若流动站已经越区并切换到其他参考站调度中心的管理区域，则更新流动站所属

的参考站调度中心信息，并将更新信息发送至流动站和更新前后的参考站调度中心；

[0036] C.更新前的参考站调度中心从下属的流动站集中删除流动站信息，且更新后的参

考站调度中心将流动站信息添加到自身下属的流动站集。

[0037] 步骤S17所述的参考站调度中心更新参考站和流动站的配对信息，具体为采用如

下两种方式之一进行更新：

[0038] 方式A-流动站请求更新：当流动站在所配对的当前的参考站环境下均无法得到固

定解算结果，则流动站请求参考站调度中心进行参考站更新；

[0039] 方式B-固定时间更新：在事先设定的固定时间周期，所述固定时间周期计时到达

则立即更新参考站和流动站的配对信息；所述固定时间周期为根据环境的动态性进行设

置，或根据用户行为分析进行设置。

[0040] 步骤S1所述的固定参考站的选取，具体为在已知精确位置的地点设置固定参考

站，或者在任意位置设置固定参考站，并通过定位算法获取固定参考站的精确位置。

[0041] 所述的通过定位算法获取固定参考站的精确位置，具体为通过PPP精密单点定位

算法长时间获取固定参考站的精确位置。

[0042] 步骤S5所述的计算伪距残差和载波相位残差，具体为采用如下算式进行计算：

[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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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0045] 式中

[0046]

[0047]

[0048] 其中，Δρc为伪距残差，Δρf为载波相位残差，第i颗卫星的每t个频点上的伪距观

测值和载波相位观测值所对应的单点粗定位结果和精密定位结果分别为

和 站点的精确位置为(Xf,Yf,Zf)，第i颗卫星的位置为(Xi,Yi,Zi)。

[0049] 步骤S9所述的集中控制中心分配流动站所属的参考站调度中心，具体为采用就近

分配原则，即集中控制中心选择距离流动站最近的那个参考站调度中心为流动站归属的参

考站调度中心。

[0050] 步骤S10所述的参考站调度中心匹配流动站所对应的参考站，具体为采用如下规

则进行匹配：

[0051] 流动站所配对的参考站hj为 式中argmin( )为取最大值所

在的索引，γ＝{h＝1,...,3,ΔDj,h＜SD}；其中 第h

个参考站的精密位置为 伪距残差和载波相位残差为 和 第j个

流动站的粗定位位置为 SD的取值与短基线RTK的精度的有关，SD取值越大

则RTK定位精度越小。

[0052]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应用所述蜂窝网络RTK定位方法进行定位的系统，包括一个

集中控制中心、若干个RTK蜂窝小区以及集中控制中心与RTK蜂窝小区进行数据交互的通信

链路；所述一个RTK蜂窝小区包括一个参考站调度中心，若干个固定参考站和若干个流动

站，以及参考站调度中心、固定参考站和流动站之间进行数据交换的通信链路；所述集中控

制中心用于接收固定参考站的位置信息、判断流动站与参考站调度中心的位置关系、分配

流动站所属的参考站调度中心以及更新流动站和参考站调度中心的数据信息；参考站调度

中心用于匹配流动站所对应的参考站信息，并将所述匹配信息通过通信链路发送流动站；

流动站为需要进行精确定位的流动站；固定参考站用于获取自身所在位置的精确位置，计

算自身的伪距残差和载波相位残差并发送参考站调度中心，还用于与流动站进行匹配和定

位流动站的位置；所述流动站所对应的参考站包括固定参考站和即时参考站，所述即时参

考站由高精度定位后的流动站转换而来。

[0053] 本发明提供的这种蜂窝网络RTK定位方法和系统，基于流动站/参考站可动态切换

的模式，利用大规模的流动站/参考站的位置和观测数据，以及特定的参考站调度算法，为

每个流动站提供多个特定的参考站进行配对，从而实现流动站的高精度定位；本发明需要

一个集中控制中心和多个参考站调度中心，集中控制中心用于分配流动站所属的参考站调

度中心，而参考站调度中心的作用是根据流动站的粗定位结果执行参考站调度算法，对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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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站实现参考站分配，其分配的参考站为本参考站调度中心所属，每一个参考站归属于一

个参考站调度中心，当参考站的位置发生一定改变时，会导致所属的参考站调度中心也发

生改变；在完成对流动站的参考站配对，参考站对配对的所有流动站发送数据，以便流动站

实现高精度定位。一个流动站只与一个参考站配对。最后，每一个流动站在完成高精度定位

之后，通过一定的判决准则，可以成为候选参考站以供其他的流动站做参考；本发明不需要

进行大规模的集中式的CORS站网络建设，也不需要强大和复杂的RTK数据中心，可以利用现

有的无线蜂窝网络架构，每一个移动通信基站作为参考站调度中心，只需要增加一个控制

中心，组成蜂窝网络RTK的基本架构；与此同时，使用本发明提供的高精度定位终端越多，网

络的鲁棒性就越强，能有效地解决基于虚拟参考站的网络RTK技术存在的关键问题，非常有

利于高精度定位导航的大规模应用。

附图说明

[0054] 图1为现有的网络RTK技术的定位原理示意图。

[0055] 图2为本发明的定位系统工作示意图。

[0056] 图3为本发明的方法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57] 如图2所示为本发明的定位系统工作示意图：本发明提供的这种应用所述蜂窝网

络RTK定位方法进行定位的定位系统，包括一个集中控制中心、若干个RTK蜂窝小区以及集

中控制中心与RTK蜂窝小区进行数据交互的通信链路；所述一个RTK蜂窝小区包括一个参考

站调度中心，若干个固定参考站和若干个流动站，以及参考站调度中心、固定参考站和流动

站之间进行数据交换的通信链路；所述集中控制中心用于接收固定参考站的位置信息、判

断流动站与参考站调度中心的位置关系、分配流动站所属的参考站调度中心以及更新流动

站和参考站调度中心的数据信息；参考站调度中心用于匹配流动站所对应的参考站信息，

并将所述匹配信息通过通信链路发送流动站；流动站为需要进行精确定位的流动站；固定

参考站用于获取自身所在位置的精确位置，计算自身的伪距残差和载波相位残差并发送参

考站调度中心，还用于与流动站进行匹配和定位流动站的位置；所述流动站所对应的参考

站包括固定参考站和即时参考站，所述即时参考站由高精度定位后的流动站转换而来。

[0058] 如图3所示为本发明的方法流程图：本发明提供的这种蜂窝网络RTK定位方法，包

括如下步骤：

[0059] S1 .选取固定参考站，设置固定参考站自身的高精度标准坐标位置；在具体实施

时，固定参考站可以在已知精确位置的地点设置固定参考站，或者在任意位置设置固定参

考站，并通过PPP精密单点定位算法长时间获取固定参考站的精确位置；

[0060] S2.步骤S1选取的固定参考站实时观测并获取RTK技术所需的观测数据；

[0061] S3.固定参考站将自身的标准坐标位置发送至集中控制中心；

[0062] S4.集中控制中心根据步骤S3获取的固定参考站的标准坐标位置，分配固定参考

站所属的参考站调度中心；

[0063] S5 .固定参考站依据步骤S2获取的观测数据计算自身的伪距残差和载波相位残

差，具体为采用如下算式进行计算：

说　明　书 5/7 页

9

CN 107071893 B

9



[0064]

[0065]

[0066] 式中

[0067]

[0068]

[0069] 其中，Δρc为伪距残差，Δρf为载波相位残差，第i颗卫星的每t个频点上的伪距观

测值和载波相位观测值所对应的单点粗定位结果和精密定位结果分别为

和 站点的精确位置为(Xf,Yf,Zf)，第i颗卫星的位置为(Xi,Yi,Zi)；

[0070] S6.固定参考站将步骤S5得到的伪距残差、载波相位残差以及步骤S1设置的标准

坐标位置发送给所属的参考站调度中心；

[0071] S7.流动站通过伪距观测值计算得到自身当前的粗定位结果；

[0072] S8.流动站将步骤S7得到的粗定位结果传送给集中控制中心；

[0073] S9.集中控制中心根据步骤S8获取的流动站的粗定位结果分配流动站所属的参考

站调度中心；在具体实施时，可以采用就近分配原则，即集中控制中心选择距离流动站最近

的那个参考站调度中心为流动站归属的参考站调度中心；

[0074] S10.参考站调度中心根据参考站的伪距残差、载波相位残差和标准坐标位置，以

及流动站的粗定位位置结果匹配出流动站所对应的参考站(包括固定参考站和即时参考

站)，具体为采用如下规则进行匹配：

[0075] 流动站所配对的参考站hj为 式中argmin( )为取最大值所在

的索引，γ＝{h＝1,...,3,ΔDj,h＜SD}；其中 第h

个参考站的精密位置为 伪距残差和载波相位残差为 和 第j个

流动站的粗定位位置为 其中SD的取值决定了短基线RTK的精度，SD取值过

大会使得RTK定位精度下降甚至得不到解算结果，SD取值过小会导致可能不存在与当前流

动站配对的参考站；在具体实时时可以采用如下的方式选取SD的值：首先将SD设置为5km，

若发现有参考站，则配对，若没有发现可以配对的参考站，再将SD增加5km，直到发现有配对

的参考站为止，其中SD最多累加到20km；

[0076] S11.参考站调度中心将流动站所配对的参考站唯一标识发送给流动站；

[0077] S12.流动站根据对应参考站的唯一标识，接收对应参考站的观测数据和标准坐标

位置；

[0078] S13.流动站根据接收到的对应参考站的观测数据与自身的观测数据，完成流动站

的高精度定位；

[0079] S14 .流动站获取设定时间内的整周模糊度解算的结果、伪距残差和载波相位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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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并联合判断自身是否能够成为即时参考站：若判断成功，则流动站转换为即时参考站，

具体为采用如下规则进行判断：

[0080] 若流动站连续N次整周模糊度解算成功，并且每次解算的伪距残差值不大于2米，

且载波相位残差值不大于2厘米，则流动站模式能够成为即时参考站。其中，N可取任意整数

值。N取值过小，容易造成即时参考站的虚警误判，进而导致错误累积，使得改即时参考站所

配对的流动站都产生定位错误，对整个RTK网络造成错误的蔓延式扩散。N取值过大，容易造

成极少数流动站能成为参考站，使得RTK网络中可以使用的即时参考站过少。因此，N的取值

根据不同的场景有不同的选择方式。例如，在无人机，无人驾驶环境下，需要亚米级定位精

度环境下，N取值可以为100-200左右，假设1秒的更新频率，则流动站成为即时参考站需要

经过2-3分钟的判决时间。在测绘环境下，需要厘米级定位精度，N的取值可以为1000-3000

左右，假设1秒的更新频率，则流动站成为即时参考站需要经过20-60分钟左右的判决时间；

[0081] S15.即时参考站获取一定时间内的整周模糊度解算的结果、伪距残差和载波相位

残差，并联合判断本即时参考站是否能继续成为即时参考站：若判断不成功，则本即时参考

站转换回流动站，具体为若即时参考站有连续M次整周模糊度解算不成功，则即时参考站转

换为流动站；

[0082] S16.集中控制中心接收流动站的粗定位定位，判断流动站所在位置与其所属的参

考站调度中心的管理区域之间的关系，并更新参考站调度中心所属的流动站集合，具体为

采用如下步骤进行更新：

[0083] A.参考站调度中心接收流动站的粗定位信息，并上报集中控制中心；

[0084] B.集中控制中心根据流动站所在位置与其所属的参考站调度中心的管理区域之

间的关系，采用如下规则更新参考站调度中心所属的流动站集合：

[0085] 若流动站已经越区并切换到其他参考站调度中心的管理区域，则更新流动站所属

的参考站调度中心信息，并将更新信息发送至流动站和更新前后的参考站调度中心；

[0086] C.更新前的参考站调度中心从下属的流动站集中删除流动站信息，且更新后的参

考站调度中心将流动站信息添加到自身下属的流动站集；

[0087] S17.参考站调度中心更新参考站和流动站的配对信息，具体为采用如下两种方式

之一进行更新即可：

[0088] 方式A-流动站请求更新：当流动站在所配对的当前的参考站环境下均无法得到固

定解算结果，则流动站请求参考站调度中心进行参考站更新；

[0089] 方式B-固定时间更新：在事先设定的固定时间周期，所述固定时间周期计时到达

则立即更新参考站和流动站的配对信息；所述固定时间周期为根据环境的动态性进行设

置，或根据用户行为分析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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