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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GPS观测反演三峡地区对流层

湿延迟的分布及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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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三峡地区 8 个监测点连续三天的监测数据 ,联合 3 个 IGS 站在此期间的观测 ,反演了各监测点对

流层上空的天顶总延迟 ZTD ,利用外推的地表气压资料由模型分离出其中的静力学延迟 ZHD, 得到天顶湿延

迟ZWD含量 , 并对湿延迟变化趋势线进行了分析。通过对该区域短时间内每间隔两小时湿延迟分布图的分

析 ,探讨了利用地基 GPS 气象原理在短时间内观测大气水汽分布及其变化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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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气象学上 ,水汽不仅是重要的温室气体 ,也

是影响短期降水预报的关键因子。由于其时空变

化非常迅速 ,目前的探测手段中地基无线电探空

仪(Radiosonda)达不到足够的分辨率 ,水汽辐射计

(WVR)受环境的影响较大 , GPS则能克服这些缺

点。美国GPS Storm试验通过将 GPS 反演的大气

水汽含量与WVR及气象预报模式的探测值进行

比较 ,证明了这一技术的可行性 ,GPS探测水汽含

量的结果精度达到 1 ～ 2mm。我国上海天文台进

行了类似的试验 ,也取得了满意的结果 。由于三

峡工程在我国经济建设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对这

一地区的环境 、地质形变等各方面的监测工作已

逐步展开。考虑其地域特性 ,研究由于水汽分布

影响到的天气状况 、气象预报方面的监测工作也

将引起相应部门的重视。利用地基 GPS 气象技

术在这一地区监测大气水汽含量将是一个行之有

效的手段 。

1　地基 GPS气象原理

GPS信号从天顶方向穿过大气层 ,到达地面

接收机的传播路径总延迟(zenith total delay ,ZTD)

为:

ZTD =ZHD+ZWD (1)

式中 , ZHD(zenith hydrostatic delay)及 ZWD(zenith

wet delay)分别是天顶静力学延迟及天顶湿延迟 ,

且

ZHD =10
-6

∫
H
d

Nd dH (2)

ZWD =10
-6

∫
H
w

NwdH (3)

式中 , Nd 为折射率干分量;Nw 为折射率湿分量。

考虑卫星高度角ε,则

STD =ZHD·mh(ε)+ZWD·mw(ε)≈

ZTD· m(ε) (4)

式中 ,STD为路径总延迟;mh(ε)、mw(ε)和 m(ε)

是地图函数 。在 GPS解算中 ,将对流层总延迟用

式(4)右边表达 ,地图函数利用Niell(1996)模型计

算 ,其大小主要与地面气象数据 、时间 、测站位置

及卫星高度角等因素有关;ZTD与其他参数同时

解算 。

ZHD利用模型(如 Saastamonien 模型)由地表

实测气象数据计算:

ZHD =0.227 7P F(φ, H) (5)

F(φ,H)=1-0.002 6cos(2φ)-0.000 28H

式中 , φ为测站纬度 , H 为测站高程(km), P 为地

表气压(mbar),ZHD计算结果单位为 cm。当没有

实测的地表气压时 ,可以通过标准大气模型估计:

P =Pr(1 -0.000 022 6(H -Hr))
5.225

(6)

式中 , Pr 、Hr 分别是参考站的地面气压及高程;

P 、H 分别是所求站的气压及高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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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ZTD 、ZHD 代入式(1)可以分离出 ZWD。

ZWD与反映测站上空水汽含量的大气柱积分可

降水汽(IWV)之间的关系为:

IWV =α·ZWD (7)

其中 α依赖于大气加权平均温度 ,约为 0.15。

利用式(1)～ (7)即可由地基GPS观测数据遥

感大气水汽含量 。在本文研究中 ,分析的对象主

要是ZWD ,但其分布及变化趋势同时也反映了水

汽含量的相应情况。

2　试验及结果分析

2001年 9月 22 ～ 24日 ,笔者在三峡地区利用

GPS对 GB01 、GB02 、GB03 、GB04 、GB05 、GB06 、GB07 、

GB08八个点进行了连续监测 ,各点间最大距离约

为100km ,最小约为 14km。图 1显示了这 8个点与

武汉 IGS跟踪站的相对平面位置关系 。各监测站

GB01 ～ GB08的高程分别为 18.09m 、10.58m、15.

73m 、10.97m、55.02m 、8.70m、10.47m、10.05m ,各监

测站使用的接收机除 GB01 、GB05、GB08 为 JPS

LEGACY外 ,其余均为 JPS EUROCARD;使用的天线

型号均为 JPSREGANT-SD-E。试验的初始目的是为

监测该区域的形变提供第一期数据 ,虽然进行了地

面气象数据的同期采集 ,但是大多数点的气象资料

不齐全 ,无法完全利用实测资料计算各站上空的静

力学延迟 ,所以必须采用模型对静力学延迟进行估

计。在实际计算中 ,采用GB01的实测地面气压资

料为参考 ,利用指数模型(6)推求GB02～ GB04三站

的地表气压;同样 ,以GB07的实测地面气压资料为

参考 ,推求GB05 、GB06 、GB08三站的地表气压 ,然

后采用式(5)计算各站上空的静力学延迟。

GPS数据的采样间隔为 30s ,每天的观测时间

为UTC时间 00∶00 ～ 24∶00 ,数据解算采用 Bernese

软件和 CODE 精密星历进行。Bernese 利用双差

观测量构成观测方程进行解算 ,虽然可以精确地

估算两站间的相对对流层延迟 ,但位置很近的站

间的绝对对流层延迟相关性很强。因此在解算中

引入了距离测区较远的 3个 IGS 站(拉萨 、北京 、

武汉)的同期观测数据 ,其目的是通过引入与测区

距离较远的观测值 ,减弱对流层延迟参数之间的

相关性 。地图函数采用Niell模型 ,截止高度角设

为10°,每天 24h为一时段 ,分别进行数据处理。

利用 CODE提供的精密星历 、地球旋转参数 、接收

机天线相位中心的改化模型 ,首先对 3天的数据

分别处理得到各站在WGS-84坐标系中的坐标和

相应的法方程 。然后通过合并法方程 ,得到利用

这3天数据计算的各站的平均坐标 。 IGS站的坐

标从 CBIS网站上下载 ,在解算过程中固定 。最后

将各站的坐标固定于得到的平均结果 ,不采用任

何先验模型 ,将对流层延迟完全作为随机参数重

新对各天进行解算 ,每小时估计一个 ZTD ,每天共

解算 24 个 ZTD参数 ,得到各站 ZTD参数的最终

解。将ZHD分离后 ,可以看到 ZWD的变化情况。

图 1　三峡地区监测点与 IGS 武汉站的关系

Fig.1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nitoring Points

in the Three Gorge and Wuhan IGS Station

2.1　2001年年积日(DOY ,day of year)第 265 ～ 267

天各监测点湿延迟的变化

图2 是三峡监测区内各测站 GB01 ～ GB08

ZWD的变化趋势线图 ,横轴为时间轴(DOY),纵

轴为 ZWD(mm)。对各点的趋势线图进行分析比

较发现:①各监测点上空的湿延迟显示出很强的

一致性 ,就变化趋势而言 ,它们之间只有细微差

别;②对整个区域而言 ,第 267天的水汽含量变化

幅度比前两天相对小一些 ,但在这一天中约 12h

(UTC)后的近 8h内 ,水汽含量逐渐增加。

2.2　2001年年积日第 267天 14h ～ 20h变化趋势

为了对地基 GPS 气象技术在短期内对 ZWD

监测的合理性和可行性进行分析 ,本文选取了不同

时间段的 8个监测点的 ZWD拟合出对应时刻的

ZWD等值线图(监测点与拟合区域的关系如图 1)。

图3是 2001年第 267天在 14h 、16h 、18h 、20h(UTC)

间隔2h的天顶湿延迟的等值线图 ,从图中可发现

水汽的分布与变化具有很强的连续性和规律性。

①该区域的 ZWD总体偏高 ,这是由于监测区位于

长江两岸附近 ,湿度较大;②该区域在这一时间段

内的ZWD值呈上升趋势;③潮湿空气在 E112°15′

N30°15′处逐渐积累并向西南扩张;④在 14h ～ 20h

内 ,ZWD变化较为平稳 ,水汽连续变化的规律十分

明显。这与观测记录的当天天气(阴有小雨)的情

况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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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各监测点年积日第 265 ～ 267天的 ZWD趋势线(UTC 时间)

Fig.2　ZWD Sequential Lines of All Monitoring Points from DOY 265 to DOY 267

图 3　2001 年第 267 天14h～ 20h ZWD的变化

Fig.3　ZWD Variation from 14 o' clock to 20 o' clock in DOY 267

3　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三峡地区 8个点三天内GPS监测数据

的分析处理 ,得到对流层天顶总延迟 ,采用模型推

估了各点的地面气压数据分离出静力学延迟的影

响 ,得到各点的湿延迟 。通过对三天内各点湿延

迟的变化趋势及一天中几个小时内湿延迟的分布

的分析 ,得到如下结论与建议 。

1)利用地基 GPS 气象技术可以在短期内观

测出测区内ZWD的变化;

2)在该试验区内 ,各测站解算结果的一致性

(包括变化的一致性)比较好 ,但是由于监测点大

都沿长江布设 ,如果需要更精确地确定该区域的

水汽分布及变化 ,建议合理地分布监测点;

3)地基 GPS 气象技术在水汽含量较高时也

能很好地监测 ZWD的变化;

4)为提高 ZWD的可靠性 ,在实际监测中需

要实测地表气压资料用于ZHD的分离 ,因为由模

型推算的气压值不可避免地受到系统偏差的影

响。另外 ,由于外部数据资料来源有限 ,本文的结

果还有待进一步的外部检核 ,这些工作将在后续

的研究中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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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continuous GPS monitoring data of the eight points of the Three Gorge area , the

Zenith Total Delay over each points are extracted out.When processing theGPS data , we make use of the

observation data of three IGS stations to minimi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ZTDs.After separating the

zenith hydrostatic delay with the extrapolated surface pressure and Saastanmonien model , we get the

zenith wet delay(ZWD).The ZWD sequential lines of all points are consistent.After analyzing the ZWD

distribution figures of 8 hours in this area , some information of variation of the water vapor can be

obtained.The feasibility of monitoring water vapor distribution and variation with ground-based GPS

meteorology is discussed.Some conclusions and suggestions are obtained.

Key words:ground-based GPS meteorology;ZHD;ZTD;ZW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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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ultiple sensors , a synthetic Kalman filtering composed by a kinematic Kalman filtering step and

several static Kalman filtering steps is presented.The new developed robust Kalman filtering and the

adaptively robust Kalman filtering can be easily extended in this kind of synthetic filtering.

Key words:federated Kalman filtering;kinematic filtering;static filtering;data 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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