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犌犖犛犛电离层延迟模型的数学统一与方法扩展

李征航１　陈　锴１　刘万科１　王文丽１

（１　武汉大学测绘学院，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总结了当前广泛研究的利用ＧＮＳＳ观测数据建立电离层延迟模型的基本理论，并从数学上利用第一

类算子方程统一现有的模型。着重分析了电离层 ＶＴＥＣ的数学模拟和逼近方法，提出了建立模型的方法上

的一系列扩展，从数学角度分析模型各种处理方式上的潜在问题，并给出了简单的单站模型计算实例，实证了

理论的正确性。

关键词：ＧＮＳＳ；电离层延迟；球谐模型；多项式模型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８．４１

　　电离层主要是由太阳远紫外和紫外辐射、软

Ｘ射线辐射以及高能粒子沉降等过程导致中性大

气电离形成的，其形态结构会随着太阳活动周期、

季节以及地方时的变化而表现出不同的特征［１］。

ＧＮＳＳ电磁波信号穿过电离层时，受到电离层的

吸收而产生延迟。ＧＮＳＳ电离层延迟模型的研究

起因于卫星导航定位系统中电离层延迟误差的消

除。在此之前有双频改正法、差分ＧＰＳ定位法、

半和改正法等方法，同时还有一些经验模型，如

Ｂｅｎｔ、Ｋｌｏｂｕｃｈａｒ、ＩＲＩ模型（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ｆｅｒ

ｅｎｃｅ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ｅ）等。但是，利用这些模型计算得

到的电离层延迟的精度一般都不太好。非经验模

型有多项式模型、广义三角级数模型、多面函数模

型等。由于逼近方法的不断改进和逼近精度的提

高，高精度、近实时、高分辨率的时间和空间监测

逐渐成为可能，ＧＮＳＳ电离层延迟模型对电离层

活动的监测也越来越实用，并为电离层活动及其

所反映的太阳活动规律的监测和研究提供了一条

新的途径［３］。１９９８年国际ＧＰＳ服务（（ＩＧＳ）意识

到ＧＰＳ是监测电离层活动的重要技术手段，决定

提供电离层服务，随后越来越多的区域性连续运

行跟踪网络开始提供电离层产品和服务。本文在

现有的研究基础上，从数学角度统一了现有的模

型，并扩展了电离层延迟模型的研究方法。

１　犌犖犛犛电离层延迟模型的数学统一

定义１　设犉和犝 均为度量空间（分别称之

为解空间与数据空间），ρ犉、ρ犝分别为犉 和犝 的度

量，算子犃：犉→犝 映射犉 到犝（犃 为线性映射或

非线性映射），则有形式：

犃狕＝狌，狕∈犉，狌∈犝 （１）

称为第一类算子方程形式［４］。

ＧＮＳＳ电离层延迟模型本身和观测方程都可

以统一到第一类算子方程。对于层析模型，犃 为

积分算子（也可认为是线性算子）；对于单层模型，

犃为线性算子。

利用ＧＮＳＳ的观测值建立电离层延迟模型，

从电离层的物理表示上主要分为两类———单层模

型和层析模型［５７］。观测方程一般表述为：

犔＝犿犳（犈）·犓·ＶＴＥＣ＋犅狉＋犅狊＋ε （２）

　　采用ＧＮＳＳ观测数据建立电离层延迟模型

的过程，可以用数学语言（第一类算子方程）表述

为，建立模型的过程就是设计解空间犉 和算子

犃：犉→犝 的过程。设计解空间犉，必须先分析电

离层的物理特性，确定建立模型的参变量，选取与

电离层物理性态相近似的数学过程，建立观测值

与参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确定某种数值过程，这

个数值过程就是算子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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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模型的方法扩展

定理１　设犎＝犎１犎２，若｛犲
１
狀｝狀∈犖，｛犲

２
狀｝狀

∈犖 分别为Ｈｉｌｂｅｒｔ空间 犎１ 和 犎２ 的Ｒｉｅｓｚ基，

则｛犲１狀犲
２
犿｝（狀，犿∈犖）是 犎 的一组Ｒｉｅｓｚ基。如

果两组基都是正交规范的，则张量积基也是规范

正交的［９］。

现有的模型和算法大都可以归结为模型

ＶＴＥＣ＝犳（φ，狊），其中，（φ，狊）为纬度和太阳时角。

在较短的时间内，太阳辐射强度的变化较小，电离

层ＶＴＥＣ随时间的变化和随经度方向的变化具

有一致性。但太阳并非静止的，太阳辐射强度随

时间的改变而改变。硬件延迟随时间的变化比较

小，在建立观测方程时，作为常数参数参与估计。

由于时段较短，分离出来的硬件延迟不稳定。文

献［７］在算法方面进行了改进，将时间作为一个独

立的坐标分量参与模型估计。

令犎 为定义在电离层ＶＴＥＣ框架下的基函

数序列犵狀（φ，λ，狋）（Ｒｉｅｓｚ基）张成的空间：

犎 ＝ｓｐａｎ［犵１（φ，λ，狋），…，犵狀（φ，λ，狋）］ （３）

式中，犵犻（φ，λ，狋）为Ｒｉｅｓｚ基函数序列，则可以在犎

中找到合适的基函数，实现对ＶＴＥＣ＝犳φ，λ，（ ）狋 的

最佳逼近。即存在犘（φ，λ，狋）∈犎，使得：

犘（φ，λ，狋）＝ｌｉｍ
狀→∞∑

狀

犻＝１

犪犻犵犻（φ，λ，狋） （４）

ζ＝ ‖犳（φ，λ，狋）－犘（φ，λ，狋）‖ ＝ｍｉｎ （５）

式中，ζ为犳（φ，λ，狋）到函数空间 犎 的距离，定义

为模型误差。由于 犎 仍然是三参数基函数张成

的函数空间，所以可以依据定理１对基函数进行

进一步处理。犔、犅、犜 分别是参考框架下三个分

量上的基函数张成的函数空间，犎 为犔、犅、犜 的

张量积函数空间，表示如下：

犔＝ｓｐａｎ狀（λ｛ ｝） 犅＝ｓｐａｎψ狀（φ｛ ｝）

犜＝ｓｐａｎξ狀（狋｛ ｝） （６）

犎 ＝犔犅犜 （７）

于是，

犘（φ，λ，狋）＝ｌｉｍ
狀→∞∑

狀

狊＝１

犪狊ψ犻（φ）犼（λ）ξ犽（狋），

狀＝犻·犼·犽 （８）

　　在实际应用中，往往不能将基函数的阶次取到

无穷。

３　建立模型的基函数的选取及其特性

电离层延迟模型的建立既要综合考虑ＶＴＥＣ

的短时变化特性，也要考虑硬件延迟的稳定变化

特性。要得到比较稳定的硬件延迟解，需要达到

一定长度的观测时段，但时段长度的加大，会使

ＶＴＥＣ的变化更加复杂。取１ｄ为观测数据长

度，则基函数的选择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１）正交基函数序列作为基函数。采用正交

多项式作为其基函数，常用的如契比雪夫多项式、

勒让德多项式、三角级数等，优点在于函数表达式

简单，ＶＴＥＣ回复算法也比较简单，采用正交的

基函数，保证了算法上的稳定性。但是由于我们

在算法的实现上一般采用有限数目低阶次的正交

多项式，函数的逼近性能取决于待拟合函数和基

函数之间的相关性，相关性越强，逼近效果越好。

低阶的正交多项式系不一定为最优的基函数系，

为了提高精度则需要增加基函数项数；但基函数

项数过多会发生过度拟合的龙格现象，表现为全

局最优，在复杂条件下ＶＴＥＣ的反演精度较低。

２）区域分解。即全区域上的 ＶＴＥＣ可以看

成无数小区域上的分片连续函数，然后在各个区

域上进行拟合，相应的区域分化为各个分量分区

后的乘积区域。区域分解可以在每个小区域上以

较少低次的基函数实现模型较高精度的逼近。但

是由于在小区域上采用是解析函数，区域与区域

之间反演出来的ＶＴＥＣ不连续，建立模型时需要

附加边界条件。图１是采用文献［２］中多项式模

型（ＶＴＥＣ模型）拟合和反演得到的２００４０１０１

武汉站测站上空的ＶＴＥＣ时序图，图１（ａ）为多项

式在纬度和太阳时角上分别取２、４次，图１（ｂ）为

多项式在纬度和太阳时角上分别取３、５次。从图

中可以看出，电离层延迟模型的每一时段都用一

个多项式来表示，在时段与时段的边缘，反演出来

的ＶＴＥＣ并不连续。

图１　多项式模型（ＶＴＥＣ模型
［２］）中分时段求解的

武汉测站上的ＶＴＥＣ时序图

Ｆｉｇ．１　ＶＴＥＣ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ａｌｓｏｎＷｕｈａｎＳｉｔｅＯｕｔｐｕｔ

ｆｒｏｍＰｏｌｙｎｏｍｉａｌＭｏｄｅｌ（ＶＴＥＣＭｏｄｅｌ
［２］）

３）混合基函数的选取方法。混合基函数的

选取方法是指在分析 ＶＴＥＣ各个坐标分量的变

化复杂程度时，依据不同的变化特性选择不同的

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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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函数，根据变化的复杂性选择是否采用区域分

解，亦即可以在一个坐标分量上采用泰勒多项式

（如φ分量），一个坐标分量上采用正交多项式（如

λ分量上采用契比雪夫多项式），一个坐标分量上

采用样条基函数（如狋分量）。在本文实例中，在

纬度和经度方向上则采用简单多项式级数作为基

函数，在时间方向上采用三角级数作为基函数。

４）小波基函数。小波是泛函分析、调和分

析、时频分析、数值分析、逼近理论和广义函数理

论等众多学科知识的完美结合［８］。在电离层

ＶＴＥＣ的数学逼近模型中，小波基函数同样可以

多分辨、多尺度地反映电离层局部区域和时域的

变化特征及异常。小波基函数也可以和其他的基

函数混合使用。

４　一个单站模型实例

ＶＴＥＣ在纬度和经度方向上变化比较平缓，

可以取规格化了的简单多项式为基函数；在时间

轴上因变化复杂，可以取规格化的三角级数作为

基函数：

ＶＴＥＣ＝犘狀（φ，λ，狋）＝

∑［犪狀Δλ
犻·Δφ

犻ｃｏｓ（犽·２π·
狋－狋０
犜
）＋

犫狀Δλ
犻
Δφ

犻ｓｉｎ（犽·２π·
狋－狋０
犜
）］ （９）

其中，Ｔ＝犿犪狓（ｔ）－犿犻狀（ｔ），ｔ０＝［犿犪狓（ｔ）＋犿犻狀

（ｔ１）］／２。

利用犌犘犛双频观测数据建立观测方程为：

犔＝犿犳（犈）·犽·ＶＴＥＣ＋犫 （１０）

代入上式，转化为矩阵表达为：

犔＝犃犡＋犅犫 （１１）

最后按最小二乘平差求解。

为验证该三角多项式模型的正确性，处理了

２００３年ＩＧＳ跟踪站Ｄａｖ１全年和武汉站两个月的

ＧＰＳ观测数据，数据采样间隔为３０ｓ。采用单站

处理模式，在模型中认为硬件延迟在１ｄ的时间

内是缓慢变化的，视为常数；同时也考虑了地磁场

的高阶影响。本文统计分析了武汉站 ＶＴＥＣ的

变化（图２）、模型的内符合精度（图３）、硬件延迟

（图４）和硬件延迟的标准方差（表１）。

图２　武汉ＩＧＳ站单站ＧＰＳ数据计算的

测站上空的ＶＴＥＣ／ＴＥＣＵ

Ｆｉｇ．２　ＶＴＥＣｏｖｅｒＤａｖ１ＩＧＳＳｔａｔｉｏｎ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ＵｓｉｎｇＳｉｎｇｌ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ＧＰＳＤａｔａ

表１　犇犪狏１站２００３年观测到的硬件延迟（卫星＋接收机）标准方差／ｍ

Ｔａｂ．１　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Ｐｌｕｓ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ＨａｒｄｗａｒｅＢｉａｓＳＴＤＥＶｏｆＤａｖ１ｉｎ２００３

ＰＲＮＮｕｍｂｅｒ ＳＴＤＥＶ／ｍ

（ＰＲＮ０１～０５） ０．４１７６４５ ０．４３６２１７ ０．４３８７４９ ０．４４９４６８ ０．４６８０５７

（ＰＲＮ０６～１０） ０．４８８８４６ ０．４６４３５１ ０．４３１３６７ ０．４６２４８２ ０．３５９１５

（ＰＲＮ１１～１５） ０．３９５５９６ ０．４９２２７ ０．５３８２１９ ０．４３９０２

（ＰＲＮ１６～２０） ０．２９９７０９ ０．５０６９５９ ０．４６６６４７ ０．４３３５１７

（ＰＲＮ２１～２５） ０．２８３７８２ ０．６０４９９９ ０．４９６４６７ ０．４０５８６５ ０．５７６０８３

（ＰＲＮ２６～３０） ０．４３１６１９ ０．４３５５８４ ０．４３３５０９ ０．４１３８０６ ０．４５４２７１

（ＰＲＮ３１） ０．４１５６０３

　　图２为２００３年１月１０日和１６日武汉ＩＧＳ

站单站ＧＰＳ数据计算的测站上空的ＶＴＥＣ时序

图。武汉站经度为１１４．３５°，属东８区，世界时

ＵＴ５：００～ＵＴ７：００达峰值，对应于图中历元６００

左右，大体符合电离层电子含量峰值实际情况。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电离层ＶＴＥＣ峰值的出现

的影响因素主要为太阳的能够使大气电离的辐射

电波的辐射通量和电子含量的产生与消失平衡。

图１是武汉站２００４０１０１日的ＶＴＥＣ图，而该天

的ＶＴＥＣ峰值出现在历元１０００前，时间大约为

地方时ＬＴ１４：００，ＵＴ８：００，与图２表示的峰值相

差１ｈ左右。有时武汉站上空 ＶＴＥＣ的值也会

出现双峰的现象，峰值表征的是电离层ＶＴＥＣ的

一个变化。

符合精度表征了在给定电离层物理条件下的

模型的拟合能力，或者在给定条件下电离层变化

的复杂性和观测值的观测精度。图３为采用该模

型算法求解武汉站电离层延迟的２００３年１～２月

数据计算的符合精度曲线。结果表明，模型符合

精度优于０．１ｍ，多数情况优于０．０６ｍ，证明了

模型有较好的拟合效果。需要说明的是，内符合

精度不能表征电离层反演的绝对精度。

图４给出了２００３年南极戴维斯站７号卫星

和２８号卫星的硬件延迟与接收机硬件延迟之和。

１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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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数据计算的符合精度曲线

Ｆｉｇ．３　ＭｏｄｅｌＩｎｎｅｒ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ｉｎＪａｎｕａｒｙａｎｄ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０３ＵｓｉｎｇＷｕｈａｎＳｔａｔｉｏｎＧＰＳＤａｔａ

图４　ｄａｖ１２００３年硬件延迟年变化曲线图

Ｆｉｇ．４　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Ｐｌｕｓ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ＨａｒｄｗａｒｅＢｉａｓＡｎｎｕ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ｏｆｄａｖ１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０３

在模型中，人为硬件延迟是一个数值比较稳

定的值，每一天当作一个常数解。从图中可以看

出，该模型可以解出比较稳定的硬件延迟。

表１进一步给出了２００３年该站所有卫星与

测站硬件延迟和的标准方差统计结果。硬件延迟

的ＳＴＤＥＶ是假设硬件延迟在这两个月时间里的

数学期望是一常数，表示了模型求解的硬件延迟

与该常数偏离的程度，表征模型解的稳定性能。

表中硬件延迟ＳＴＤＥＶ的数值说明，模型求解出

来的ＶＴＥＣ的绝对精度大致在３～７个 ＴＥＣＵ

内，相当于０．３～０．７ｍ的信号延迟差量，与ＩＧＳ

电离层延迟产品２～８个ＴＥＣＵ的绝对精度大致

相当。表中ＰＲＮ１２和ＰＲＮ１９的ＳＴＤＥＶ 为空

白，说明该卫星已经退役，或者观测数据中没有该

卫星信号，或者数据处理时由于该卫星观测数据

过少，模型中增加该卫星的硬件延迟参数会影响

模型解，故此删除该卫星数据。

本文在常用的利用ＧＰＳ观测数据建立电离

层延迟模型的建模方法中通过数学抽象，建立了

统一的建模方法，并在此基础上详细分析了建模

过程中基函数的选取的多样性与可能出现的问

题。然而，电离层延迟模型的关键不在于此而在

于怎样才能分离出正确的硬件延迟，怎样才能确

认硬件延迟解的正确与否。确认了硬件延迟解的

有效性，才能确定模型的有效性。国内外所有基

于ＧＰＳ观测值的电离层产品及其相应的算法中，

这个硬件延迟偏差的有效性检验始终还是一个未

解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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