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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伪距观测值和载噪比融

合的伪卫星室内定位方法，包括如下步骤：(1)针

对异步伪卫星室内定位系统，采用加权质心定位

算法，给出定位方程；(2)由接收机接收到的伪卫

星载噪比值计算得到权值；(3)融合伪距和载噪

比观测值，增加冗余观测值，进行观测值域的组

合，提升定位的精度与可靠性；(4)采用无迹卡尔

曼滤波UKF进行定位解算。本发明能够对接收机

采样时间不同步和多径误差具有较好的抑制作

用，在伪卫星几何分布较差的情况下也有很好的

定位效果，表现出良好的抗粗差性能，适用于深

度室内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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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伪距观测值和载噪比融合的伪卫星室内定位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针对异步伪卫星室内定位系统，采用加权质心定位算法，给出定位方程；

(2)由接收机接收到的伪卫星载噪比值计算得到权值；

(3)融合伪距和载噪比观测值，增加冗余观测值，进行观测值域的组合，提升定位的精

度与可靠性；

(4)采用无迹卡尔曼滤波UKF进行定位解算。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伪距观测值和载噪比融合的伪卫星室内定位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1)中，采用加权质心定位算法，用户接收机的位置由以下公式计算得到：

式中，Ppl,i为第i颗伪卫星的坐标向量；wi为相应的权重，决定了系统的定位精度。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伪距观测值和载噪比融合的伪卫星室内定位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2)中，利用接收机接收到的伪卫星载噪比值计算得到权值，其表达式为：

式中，(C/N0)i为第i颗伪卫星的信号载噪比。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伪距观测值和载噪比融合的伪卫星室内定位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3)中，异步伪卫星室内定位观测方程为：

式中， 和 为移动/基准站对第i颗伪卫星的伪距观测值， 和 为移动/基准

站到第i颗伪卫星的几何距离， 和 为非建模误差及观测噪声， 为双差算子，联立式

(1)和式(3)得到新的观测方程：

式中，xu、yu、zu即为待解坐标，υj为观测噪声， R为观测

噪声协方差矩阵。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伪距观测值和载噪比融合的伪卫星室内定位方法，其特征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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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中，采用无迹卡尔曼滤波UKF进行定位解算，对于系统过程噪声方差矩阵Q和观测噪

声方差矩阵R，由于是静态定位，Q设为零矩阵，将测噪声方差矩阵表示为：

式中，γ、η分别为伪距和载噪比观测噪声误差矩阵，通过分析实际观测值的统计特性

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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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伪距观测值和载噪比融合的伪卫星室内定位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伪卫星系统精密定位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伪距观测值和载噪比融合

的伪卫星室内定位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基于位置的服务(Location  Based  Service，LBS)在生活以及军事上的应用

越来越广泛，人们对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GNSS)的

应用场景也提出了更多的要求。GNSS在开阔环境中能够提供连续可靠的高精度位置信息，

但无法解决遮挡环境下导航的“最后一公里”问题。目前基于无线信号的室内定位技术主要

有Wi-Fi、蓝牙和超宽带(Ultra-Wide  Bandwidth，UWB)等，但WiFi和蓝牙技术通常只能达到

米级定位精度，且建立及维护指纹库需要巨大的工作量。UWB技术虽然能达到更高的精度，

但其信号传输距离短，需要精确的时钟同步，系统建设成本昂贵，难以大面积部署和应用。

[0003] 伪卫星技术因其信号覆盖范围广、信号体制与GNSS相同，能与GNSS实现室内外无

缝定位，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在重点区域和特定场所乃至军事领域有着非常广阔的应

用前景。目前国际上技术最成熟、应用最广的伪卫星系统是Locata，能满足自动控制、露天

采矿、港口测量、变形监测等领域的精密定位需求，通过特殊的天线分集技术抑制多径效

应，可以在室内进行工业级、厘米级的定位，但Locata系统要求伪卫星必须保持严格的时间

同步，这对设备的要求极高，会导致巨大的部署成本和实施难度。国外学者Yun  D和Kee  C分

别研究了同步和异步伪卫星室内定位系统，并利用载波相位观测值实现了厘米至毫米级的

定位精度。Borio  D为了规避时间同步问题，采用基于伪卫星信号信噪比的加权质心方法进

行了室内定位实验，获得了米级定位精度。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展了一些基于伪卫星的室

内定位研究。GuoX通过伪卫星共享一个晶振时钟实现了基于载波观测值的星间单差单点定

位，室内定位精度达到实时厘米级。Li  X采用基于改进粒子群算法的模糊度函数法

(Ambiguity  Function  Method，AFM)对室内伪卫星的模糊度进行单历元固定，提高了传统

AFM的计算效率和搜索能力，并在单频软件接收机上实现了室内伪卫星厘米级的定位精度。

Xu  R开发了一种新的伪卫星室内定位系统，发射机和接收机使用同一个时钟，并且伪卫星

信号可以被通用接收机处理，仿真实验结果表明该系统可以实现米级定位精度。

[0004] 上述研究通常忽略了多径效应对定位结果的影响，或采取硬件措施(如螺旋天线

等)来抑制多径误差，系统成本过高；而对于异步伪卫星室内定位系统，接收机采样时间不

同步带来的测距误差往往也被忽视。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伪距观测值和载噪比融合的伪卫星室

内定位方法，能够对接收机采样时间不同步和多径误差具有较好的抑制作用，在伪卫星几

何分布较差的情况下也有很好的定位效果，表现出良好的抗粗差性能，适用于深度室内场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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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伪距观测值和载噪比融合的伪卫星室内定

位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7] (1)针对异步伪卫星室内定位系统，采用加权质心定位算法，给出定位方程；

[0008] (2)由接收机接收到的伪卫星载噪比值计算得到权值；

[0009] (3)融合伪距和载噪比观测值，增加冗余观测值，进行观测值域的组合，提升定位

的精度与可靠性；

[0010] (4)采用无迹卡尔曼滤波(Unscented  Kalman  Filter，UKF)进行定位解算。

[0011] 优选的，步骤(1)中，采用加权质心定位算法，用户接收机的位置可由以下公式计

算得到：

[0012]

[0013] 式中，Ppl,i为第i颗伪卫星的坐标向量；wi为相应的权重，决定了系统的定位精度。

[0014] 优选的，步骤(2)中，利用接收机接收到的伪卫星载噪比值计算得到权值，其表达

式为：

[0015]

[0016] 式中，(C/N0)i为第i颗伪卫星的信号载噪比。

[0017] 优选的，步骤(3)中，异步伪卫星室内定位观测方程为：

[0018]

[0019] 式中， 和 为移动/基准站对第i颗伪卫星的伪距观测值， 和 为移动/基

准站到第i颗伪卫星的几何距离， 和 为非建模误差及观测噪声， 为双差算子，联立

式(1)和式(3)得到新的观测方程：

[0020]

[0021] 式中，xu、yu、zu即为待解坐标，υj为观测噪声， R为

观测噪声协方差矩阵。

[0022] 优选的，步骤(4)中，采用无迹卡尔曼滤波(Unscented  Kalman  Filter，UKF)进行

定位解算，对于系统过程噪声方差矩阵Q和观测噪声方差矩阵R，由于是静态定位，Q设为零

说　明　书 2/5 页

5

CN 109945870 A

5



矩阵，将测噪声方差矩阵表示为：

[0023]

[0024] 式中，γ、η分别为伪距和载噪比观测噪声误差矩阵，通过分析实际观测值的统计

特性得到。

[002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伪距观测值和载噪比融合的伪卫星室内

定位方法，采用加权质心定位算法，提高异步伪卫星室内定位系统的定位精度。由接收机接

收到的伪卫星载噪比值计算得到权值，在比较差的信号环境中得到比卫星高度角定权更好

的性能。融合伪距和载噪比观测值，增加冗余观测值，进行观测值域的组合，提升定位的精

度与可靠性。采用无迹卡尔曼滤波进行定位解算，无需对观测方程进行线性化，利用确定的

样本点来描述系统状态向量估计值的分布情况，可以削弱伪卫星定位的线性化误差。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本发明的方法流程示意图。

[0027] 图2为本发明实验所用伪卫星与接收机空间分布示意图。

[0028] 图3为本发明实验所用伪距双差观测值与真实距离的偏差示意图。

[0029] 图4为本发明实验所得移动站载噪比测量值示意图。

[0030] 图5为本发明实验所得实验一定位误差序列对比示意图。

[0031] 图6为本发明实验所得实验二定位误差序列对比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如图1所示，一种伪距观测值和载噪比融合的伪卫星室内定位方法，具体步骤如

下：

[0033] 步骤(1)，针对异步伪卫星室内定位系统，采用加权质心定位算法，用户接收机的

位置可由以下公式计算得到：

[0034]

[0035] 式中，Ppl,i为第i颗伪卫星的坐标向量；wi为相应的权重，决定了系统的定位精度。

[0036] 步骤(2)，接收机接收到的伪卫星载噪比值计算得到权值，其表达式为：

[0037]

[0038] 式中，(C/N0)i为第i颗伪卫星的信号载噪比。

[0039] 步骤(3)，融合伪距和载噪比观测值，增加冗余观测值，异步伪卫星室内定位观测

方程为：

[0040]

[0041] 式中， 和 为移动/基准站对第i颗伪卫星的伪距观测值， 和 为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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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站到第i颗伪卫星的几何距离， 和 为非建模误差及观测噪声， 为双差算子。联

立式(1)和式(3)得到新的观测方程：

[0042]

[0043] 式中，xu、yu、zu即为待解坐标，υj为观测噪声， R为

观测噪声协方差矩阵。

[0044] 步骤(4)，采用无迹卡尔曼滤波(Unscented  Kalman  Filter，UKF)进行定位解算，

对于系统过程噪声方差矩阵Q和观测噪声方差矩阵R，由于是静态定位，Q设为零矩阵，将测

噪声方差矩阵表示为：

[0045]

[0046] 式中，γ、η分别为伪距和载噪比观测噪声误差矩阵，通过分析实际观测值的统计

特性得到。

[0047] 为了验证算法的可靠性，采集了约20分钟的伪卫星静态观测数据，数据采样率为

1Hz，根据伪卫星的几何分布选取了两组不同的数据进行室内定位解算，并与传统定位方法

进行对比。为了全面评估定位算法的性能，实验一采用全部8颗伪卫星进行定位解算，以确

保良好的伪卫星几何分布和充足的多余观测量，伪卫星与接收机的空间分布如图2所示，室

内环境较为复杂。

[0048] 图3为u-blox接收机采集的伪距双差观测值与真实伪卫星与接收机真实几何距离

之间的偏差(参考星为2号伪卫星)，可以看到，由于受到采样时间不同步以及多径和室内信

号传播效应的影响，伪距双差观测值的质量比较差，存在随时间变化的振荡和偏差。短基线

经过双差处理还会放大观测误差和噪声，这将导致定位结果严重偏离真实值，甚至发散。

[0049] 图4为移动站接收机采集的伪卫星载噪比观测量，对比伪距双差观测值，静态观测

的载噪比则相对稳定，适合作为观测信息参与室内定位解算。但由于接收机周围环境变化

(如人员走动)以及一定程度的信号干扰，部分伪卫星信号的信噪比波动范围较大。

[0050] 定位结果的误差序列如图5所示，三种定位方法都采用了静态模式进行坐标解算。

通过对比可以看到，采用融合定位方法的误差最小，且定位结果的稳定性较伪距双差定位

得到了很大提升。由于钟漂、室内多径和信号传播效应的影响，伪距双差的定位误差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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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有轻微的发散趋势。采用加权质心方法的定位结果较伪距双差好，原因在于其较为稳

定的载噪比观测输出、充足的伪卫星数量以及良好的伪卫星分布。

[0051] 表1为三种方法的定位结果统计，融合定位方法的外符合、内符合精度分别达到了

分米级和厘米级。和伪距双差定位相比，东方向、北方向的定位误差分别减小了95.0％和

98.5％；相较于加权质心法，东方向、北方向的定位误差分别减小了75.4％和96.5％。

[0052] 表1实验一定位结果对比

[0053]

[0054] 为了更好地体现本文算法的优势，实验二选取了1、2、3、4和8号伪卫星的观测数据

进行了室内定位解算，该场景中伪卫星的几何分布较差。定位误差序列如图6所示，可以看

到，采用融合定位方法得到的定位结果精度最好，平面误差都在1m以内。如表2所示，融合定

位方法的外符合、内符合精度分别达到了亚米级和厘米级，和伪距双差定位相比，东方向、

北方向的定位误差分别减小了55.4％和81.1％；相较于加权质心法，东方向、北方向的定位

误差分别减小了33.3％和25.7％。通过本实验可以发现，采用融合定位的方法在伪卫星几

何分布较差的情况下对定位精度的也有着显著的提升，因此该方法能适用于观测环境较差

的室内场景，在原有伪距观测值的基础上通过增加新的观测信息(载噪比)使定位方程更加

稳定，有效抑制了由于伪卫星几何分布不佳造成的定位精度的下降。

[0055] 表2实验二定位结果对比

[0056]

[0057] 本发明提出的一种伪距观测值和载噪比融合的伪卫星室内定位方法，能够对接收

机采样时间不同步和多径误差具有较好的抑制作用，在伪卫星几何分布较差的情况下也有

很好的定位效果，表现出良好的抗粗差性能，适用于深度室内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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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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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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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4/4 页

12

CN 109945870 A

12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RA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DRA00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