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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联合高度角和用户测距

误差的GNSS卫星观测值定权方法，包括：S1确定

GNSS卫星系统中每颗GNSS卫星的用户测距误差

URE；S2基于URE构建观测值随机模型；S3结合基

于高度角和用户测距误差的观测值随机模型

GNSS卫星观测值进行定权。本发明既考虑到GNSS

测量中对流层、电离层延迟和多路径误差对观测

值的影响，又顾及了卫星轨道和卫星钟差误差对

精密定位的影响，构建联合卫星高度角和URE的

定权方法，定权策略更合理，更符合GNSS精密定

位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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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联合高度角和用户测距误差的GNSS卫星观测值定权方法，其特征是，包括：

S1根据GNSS卫星轨道和钟差数据，利用分段法确定GNSS卫星系统中每颗GNSS卫星的用

户测距误差URE；

步骤S1进一步包括：

根据GNSS卫星轨道和钟差数据，分别计算每颗GNSS卫星轨道的切向分量误差A、径向分

量误差R、法向分量误差C以及钟差精度T；

根据卫星类型计算每颗GNSS卫星的 其中，wR

和wA ,C均为常量系数，不同类型卫星取不同的值；对GPS卫星，wR＝0.98，wA ,C＝1/49；对

GLONASS卫星，wR＝0.98，wA,C＝1/45；对Galileo卫星，wR＝0.98，wA,C＝1/61；对北斗IGSO卫星

和GEO卫星，wR＝0.99，wA,C＝1/127；对北斗MEO卫星，wR＝0.98，wA,C＝1/54；

S2基于URE构建观测值随机模型 为第i颗GNSS卫星观

测值的方差；UREi为第i颗GNSS卫星的URE值；UREref为参考卫星的URE值，参考卫星为GNSS卫

星系统中一颗URE值最小的GNSS卫星； 为GNSS卫星观测值的先验方差；

S3结合卫星高度角和用户测距误差对GNSS卫星观测值进行定权，具体为：

获得结合卫星高度角和用户测距误差的观测值随机模型：

根据观测值随机模型确定GNSS卫星观测值的权

上述， 表示结合高度角和用户测距误差的第i颗GNSS卫星观测值的方差；wi,comb表

示第i颗GNSS卫星观测值的权。

2.联合高度角和用户测距误差的GNSS卫星定位方法，其特征是：

联合观测方程和权利要求1所获得的GNSS卫星观测值的权进行精密定位解算。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联合高度角和用户测距误差的GNSS卫星定位方法，其特征是：

所述的精密定位解算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或卡尔曼滤波估计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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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高度角和用户测距误差的GNSS卫星观测值定权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全球卫星导航系统GNSS高精度定位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联合高度

角和用户测距误差(URE，User  Range  Error)的GNSS卫星观测值定权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GNSS(美国的GPS、俄罗斯的GLONASS、欧盟的Galileo、中国的

BDS等总称)已经成为及时获取高精度导航定位信息的重要空间基础设施，GEO/IGSO/MEO多

轨道类型共存和多GNSS系统联合数据处理是卫星导航系统定位技术发展的重要特征与优

势之一。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BDS于2012年12月底完成了第二步建设任务(5GEO+5IGSO+

4MEO星座)，开始向亚太地区正式提供连续无源定位、导航、授时等服务，预计2020年建成5

个GEO、3个IGSO和27个MEO卫星组成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0003] GNSS高精度定位中，确定合适的观测值权能有效控制各种误差的影响，提高定位

精度，目前采用的观测值定权方法主要有等精度定权法、高度角定权法、信噪比定权法等。

高度角定权法顾及到了卫星信号传播路径上的对流层、电离层延迟和多路径效应等误差随

着高度角的减小而增大的特征，且易于程序设计和实现，因此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信噪比定

权法在多路径效应严重的情况下得到了广泛应用。

[0004] 卫星轨道和钟差的精度也是影响GNSS精密定位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于GPS、

GLONASS、Galileo等系统而言，各颗卫星轨道和钟差精度相近，定权时没有考虑其影响。但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由GEO、IGSO和MEO三类不同高度的卫星构成，各类卫星的轨道和钟差精

度有较大差别，目前GEO卫星三维精度达到米级，IGSO三维精度为20～30cm，而MEO为10～

20cm。对于GPS/GLONASS/Galileo/BDS多系统联合精密定位时，不同系统的卫星轨道和钟差

精度也不相同。目前的等精度定权法、高度角定权法、信噪比定权法等均没有顾及到卫星轨

道和钟差的精度差异，因此，在多轨道类型、多GNSS系统精密定位中，如何合适地对观测值

定权来提高定位精度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顾及卫星轨道和钟差误差，提出一种联合高度角和用户测距误差

的GNSS卫星观测值定权方法，以有效解决GEO/IGSO/MEO多轨道类型、多GNSS系统精密定位

中观测值的定权问题。

[0006] 本发明提供的联合高度角和用户测距误差的GNSS卫星观测值定权方法，包括：

[0007] S1根据GNSS卫星轨道和钟差数据，利用分段法确定GNSS卫星系统中每颗GNSS卫星

的用户测距误差URE；

[0008] S2基于URE构建观测值随机模型 为第i颗GNSS卫

星观测值的方差；UREi为第i颗GNSS卫星的URE值；UREref为参考卫星的URE值，参考卫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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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NSS卫星系统中一颗URE值最小的GNSS卫星； 为GNSS卫星观测值的先验方差；

[0009] S3结合卫星高度角和用户测距误差对GNSS卫星观测值进行定权，具体为：

[0010] 获得结合卫星高度角和用户测距误差的观测值随机模型：

[0011]

[0012] 根据观测值随机模型确定GNSS卫星观测值的权

[0013] 上述， 表示结合高度角和用户测距误差的第i颗GNSS卫星观测值的方差；

wi,comb表示第i颗GNSS卫星观测值的权。

[0014] 步骤S1进一步包括：

[0015] 根据卫星轨道和钟差数据，分别计算每颗卫星轨道的切向分量误差A、径向分量误

差R、法向分量误差C以及钟差精度T；

[0016] 根据卫星类型计算每颗卫星的 其中，wR

和wA ,C均为常量系数，不同类型卫星取不同的值；对GPS卫星，wR＝0.98，wA ,C＝1/49；对

GLONASS卫星，wR＝0.98，wA,C＝1/45；对Galileo卫星，wR＝0.98，wA,C＝1/61；对北斗IGSO卫星

和GEO卫星，wR＝0.99，wA,C＝1/127；对北斗MEO卫星，wR＝0.98，wA,C＝1/54。

[0017] 基于上述联合高度角和用户测距误差的GNSS卫星观测值定权方法，本发明还提供

了一种联合高度角和用户测距误差的GNSS卫星定位方法，包括：联合观测方程和上述GNSS

卫星观测值定权方法所获得的GNSS卫星观测值的权，进行精密定位解算。

[0018] 进一步的，所述的精密定位解算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或卡尔曼滤波估计法进行。

[0019] 用户测距误差URE综合反映了卫星轨道和钟差误差，URE、大气误差、观测值噪声、

多路径效应误差共同组成用户等效距离误差UERE(User  Equivalent  Range  Errors)，UERE

乘以精度因子DOP(Dilution  Of  Precision)即可获得用户定位误差。所述大气误差包括电

离层、对流层等。

[002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0021] (1)本发明既考虑到GNSS测量中对流层、电离层延迟和多路径误差对观测值的影

响，又顾及了卫星轨道和卫星钟差误差对精密定位的影响，构建联合卫星高度角和URE的定

权方法，定权策略更合理，更符合GNSS精密定位理论。

[0022] (2)本发明特别适用于北斗多轨道类型星座(GEO/IGSO/MEO)精密定位和包含北斗

的多GNSS系统组合精密定位，同时，也适用于GPS等单系统精密定位，不仅具有特殊性，也有

普适性。

[0023] (3)应用本发明提供的定权方法进行北斗导航卫星系统精密定位，对提高定位精

度有很大的帮助；

[0024] (4)应用本发明提供的定权方法进行GPS/GLONASS/Galileo/BDS多系统联合精密

定位，能有效提高定位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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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5] 图1是本发明的具体流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联合高度角和用户测距误差的GNSS观测值定权方法。参见附图

1，本发明的基本流程为：一方面，考虑到对流层、电离层等大气延迟和多路径效应等误差，

使用传统方法确定基于高度角的观测值随机模型；另一方面，考虑到卫星轨道和钟差误差

对精密定位的影响，构建新的基于URE的观测值随机模型；联合基于高度角和URE的观测值

随机模型确定GNSS观测值的权。

[0027] 具体的实施流程包括以下步骤：

[0028] 步骤1，根据GNSS卫星轨道和钟差数据，利用分段法确定GNSS卫星系统中每颗GNSS

卫星的用户测距误差URE。所述的GNSS卫星系统包括：①GEO/IGSO/MEO多轨道类型共存的北

斗导航卫星系统；②仅有MEO类型卫星的GPS、GLONASS或Galileo单卫星系统；③GPS/

GLONASS/Galileo/BDS多系统联合卫星系统。

[0029] 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30] 步骤1.1，根据GNSS卫星轨道和钟差数据，分别计算每颗GNSS卫星轨道的切向分量

误差、径向分量误差、法向分量误差以及钟差精度；

[0031] 步骤1.2，根据卫星类型计算每颗GNSS卫星的URE：

[0032]

[0033] 式(1)中：

[0034] A、R、C分别表示GNSS卫星轨道的切向分量误差、径向分量误差、法向分量误差；

[0035] T表示钟差精度，T换算成长度单位；

[0036] wR和wA,C均为常量系数，不同类型卫星取不同的值，比如，对GPS卫星，wR＝0.98，wA,C

＝1/49；对GLONASS卫星，wR＝0.98，wA,C＝1/45；对Galileo卫星，wR＝0.98，wA,C＝1/61；对北

斗IGSO卫星和GEO卫星，wR＝0.99，wA,C＝1/127；对北斗MEO卫星，wR＝0.98，wA,C＝1/54。

[0037] 步骤2，构建基于URE的观测值随机模型。

[0038] 分别计算GNSS卫星系统中每颗GNSS卫星的URE值，取一颗URE值最小的GNSS卫星，

即轨道精度和钟差精度最高的GNSS卫星，将其设为参考卫星，将参考卫星的URE值记为

UREref，则第i颗GNSS卫星观测值的方差 为：

[0039]

[0040] 式(2)即基于URE的观测值随机模型，其中， 为GNSS卫星观测值的先验方差；

UREi表示第i颗GNSS卫星的URE值。

[0041] 步骤3，结合卫星高度角和用户测距误差对GNSS卫星观测值进行定权。

[0042] 本步骤具体包括以下子步骤：

[0043] 步骤3.1，根据观测站和GNSS卫星位置计算每个历元每颗GNSS卫星的高度角。

[0044] 步骤3.2，确定基于高度角的观测值随机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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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0046] 式(4)中，elev表示GNSS卫星高度角； 表示高度角elev处第i颗GNSS卫星

观测值的方差； 为GNSS卫星观测值的先验方差。

[0047] 步骤3.3，获得结合高度角和用户测距误差的观测值随机模型。

[0048] 结合高度角和用户测距误差的第i颗GNSS卫星观测值的方差 表示如下：

[0049]

[0050] 步骤3.4，根据方差 确定GNSS卫星观测值的权。

[0051] 第i颗GNSS卫星观测值的权wi,comb为：

[0052]

[0053] 步骤4，联合精密定位观测模型和GNSS卫星观测值的权，利用加权最小二乘法或卡

尔曼滤波估计法进行精密定位解算。

[0054] 本文中所描述仅仅是对本发明精神作举例说明。本发明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

可以对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做各种各样的修改或补充或采用类似的方法替代，但并不会偏

离本发明的精神或者超越所附权利要求书所定义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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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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