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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简要描述精密单点定位估计天顶对流层延迟方法的基础上，分别采用ＩＧＳ事后产品和实时产品处

理了若干ＩＧＳ跟踪站数据，估计出各站天顶对流层延迟，其中，实时精密卫星星历与钟差处理方案采用事后

下载实时产品、事后模拟实时处理的方式。与ＩＧＳ结果相比，利用精密单点定位方法，采用ＩＧＳ事后精密星

历与卫星钟差估计的结果无明显的偏差，其精度优于６ｍｍ；采用实时精密卫星星历与卫星钟差模拟估计的

结果精度优于２０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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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美国学者首先提出了地基

ＧＰＳ探测大气技术
［１］；后来，Ｂｅｖｉｓ等人推导了利

用ＧＰＳ估计出天顶方向的大气延迟计算大气中

的可降水量的方法［２］，随后开展的一系列利用地

基ＧＰＳ探测大气的实验，验证了ＧＰＳ用于大气

探测和天气预报的可行性［３，４］。目前，地基 ＧＰＳ

探测水汽技术已成为常规探空观测水汽的有效补

充，并在气象科学研究和业务领域得到了广泛的

应用。常用的利用地基ＧＰＳ观测值估计出天顶

方向的大气延迟方法包括双差网解法和非差精密

单点定位法。双差网解法是估计站点间的天顶对

流层相对延迟，对于小区域站网计算的天顶湿延

迟存在系统偏差。为了改进此方法，Ｄｕａｎ等人提

出了引入远距离测站估计对流层绝对时延的方

法［５］，这也是目前大多数ＧＰＳ水汽观测所采用的

方法。如果利用双差网解法实时或准实时地估计

对流层延迟，需要实时或准实时获得远距离测站

观测数据，这对远距离测站的数据通讯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与常用的双差估计对流层延迟方法相

比，精密单点定位估计方法具有估计模型简单，站

站之间不相关，无需引入远距离测站即可估计绝

对时延，处理大规模数据速度快等优点，适合实时

或近实时处理ＧＰＳ水汽观测的数据。本文分别

采用ＩＧＳ事后精密星历与卫星钟差、实时精密卫

星星历与卫星钟差处理了若干ＩＧＳ跟踪站数据，

分析了精密单点定位方法估计天顶对流层延迟的

精度，以探索适合于实时估计对流层延迟的方法。

１　精密单点定位估计对流层延迟方

法

１．１　数学模型

在非差数据处理中，一般是将精密星历和精

密卫星钟差代入观测方程，固定卫星轨道和消去

卫星钟差项，并且采用双频观测值消除了电离层

影响，其观测值误差方程为［６］：

狏犼狆（犻）＝ρ
犼（犻）＋犮·δ狋（犻）＋δρｚｄ（犻）·犕（θ

犻（犻））－

　　　犘犼（犻）＋ε狆 （１）

狏犼Φ（犻）＝ρ
犼（犻）＋犮·δ狋（犻）＋δρｚｄ（犻）·犕（θ

犻（犻））＋

　　　λ·犖犼（犻）－λ·Φ犼（犻）＋εΦ （２）

式中，犼为卫星号；犻为相应的观测历元；犮为真空

中的光速；δ狋（犻）为接收机钟差；δρｚｄ（犻）、犕（θ
犻（犻））

为天顶对流层延迟和相应的投影函数；θ
犻（犻）为犼

卫星的高度角；ε狆、εΦ 为多路径、观测噪声等未模

型化的误差影响；犘犼（犻）、Φ犼（犻）为相应卫星犻历元

消除了电离层影响的组合观测值；λ为相应的波

长；ρ
犼（犻）为信号发射时刻的卫星位置到信号接收

时刻接收机位置之间的几何距离；犖犼（犻）为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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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电离层影响的组合观测值的模糊度参数。

由于估计天顶延迟的投影函数是在假设大气

呈对称性分布的前提下，只考虑其与气温、气压、

相对湿度及卫星高度角的关系，未考虑大气方位

不对称性分布的影响，为此，相关学者引进了对流

层水平梯度引起的信号延迟模型，以考虑大气方

位不对称性分布的影响。实验证明，估计水平梯

度参数可提高定位精度，特别是卫星高度角较低

时，估计水平梯度有明显的作用。一般估计对流

层水平梯度的北方向和东方向两个向量参数，具

体的估计公式为［７］：

Δ犇＝犿（犲）ｃｏｔ犲（犌犖ｃｏｓ＋犌犈ｓｉｎ） （３）

式中，Δ犇为水平梯度引起的信号延迟改正；犲为

高度角；犿（犲）为投影函数；为方位角；犌犖、犌犈 为

水平梯度北方向和东方向的向量。

结合式（１）至式（３），即可以采用精密单点定位

方法估计天顶对流层延迟及对流层水平梯度参数。

１．２　参数估计与误差处理

在精密单点定位估计对流层延迟参数时，一

般采用消除电离层影响的Ｐ码伪距观测值和载

波相位观测值作为数据处理的观测值，并通过高

度角定权的方式对观测值进行定权，但在数据预

处理时，需利用如宽巷、窄巷、电离层组合等多种

组合观测值进行周跳的探测与修复。数据处理

中，在考虑潮汐改正（包括固体潮、极移潮汐、海洋

潮汐）、相对论、相位缠绕、卫星及接收机天线相位

中心改正等的基础上，采用最小二乘滤波方式解

算测站坐标、对流层天顶延迟和水平梯度、接收机

钟差及载波相位模糊度等参数。具体参数估计策

略如表１所示。

２　估计结果分析

为了验证方法的有效性和精度，实验选取了

表１　估计参数及其估计策略

Ｔａｂ．１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估计参数 估计策略

测站坐标
估计，常数处理，先验约束１００ｍ、１００ｍ、

１００ｍ

接收机钟差 估计，白噪声，先验约束３００ｋｍ

对流层天顶延迟
估计，投影函数为ＶＭＦ［８］，随机游走，

２０ｃｍ＋２ｃｍ／槡犺

对流层天顶

水平梯度

估计北方向和东方向两参数，

２０ｍｍ＋５ｍｍ／槡犺

模糊度
估计，常数处理，周跳发生后重置参数，先验

约束２００００ｋｍ

ＡＬＧＯ、ＦＡＩＲ、ＫＯＫＢ、ＯＮＳＡ、ＷＴＺＲ 五个ＩＧＳ

跟踪站２００８年０７７～０８１年积日共５ｄ的观测数

据，分别采用４种方案进行精密单点定位处理，估

计这些跟踪站的天顶对流层延迟。４种方案分别

为：① 采用ＩＧＳ事后精密星历和精密钟差，对每

个测站每天的数据进行单天解处理；② 采用ＩＧＳ

分析中心的实时星历与实时钟差，对每个测站每

天的数据进行单天解事后模拟实时解算；③ 采用

ＩＧＳ事后精密星历和精密钟差，将每个测站５ｄ

的观测数据连成一个连续弧段进行滤波处理；④

采用ＩＧＳ分析中心的实时星历与实时钟差，将每

个测站５ｄ的观测数据连成一个连续弧段进行事

后模拟实时处理。

为了分析不同精度的卫星星历、卫星钟差对

估计天顶对流层延迟的影响，在解算过程中，４种

方案均采用前面描述的误差处理模型与参数估计

策略，参数估计间隔为５ｍｉｎ。为了消除数据处

理初始阶段参数估计精度较低的影响，在方案①

和②中，利用后向滤波方式提高单天解中初始阶

段参数估计的精度，而在方案③和④中，则采用增

加处理０７６ｄ的观测数据，但不统计分析０７６ｄ的

估计结果，以保证０７７～０８１ｄ的估计结果已收

敛。

为了分析各种方案天顶对流层的估计结果，

以ＩＧＳ提供的各站天顶对流层延迟作为参考值，

并与上述４种方案估计出的天顶对流层延迟相比

较，分析参数估计偏差和精度等指标。

图１为各站采用不同方案的估计结果及ＩＧＳ

提供的参考值。分析图１可知，各种方案估计出

的结果在趋势上均与ＩＧＳ提供的结果一致，即使

是天顶对流层变化剧烈时，精密单点定位方法仍

然能有效地估计天顶对流层延迟。图中显示的

ＩＧＳ提供的结果较为平滑，是因为它综合了各分

析中心的结果。比较方案①与③，方案③的结果

较为平滑，且与ＩＧＳ结果符合得最好，而方案 ①

的结果抖动较大，其原因应该是方案③采用的是

多天滤波方式，能够提供精度很高的先验信息，保

证了参数估计的精度。但方案②和④估计的结果

抖动均较大，这主要是因为实时卫星星历和钟差

的精度较低，对天顶对流层延迟估计的结果造成

较大的影响。且图中明显显示出ＩＧＳ事后精密

星历和精密钟差处理的结果优于实时星历与实时

钟差的结果，验证了星历和钟差精度对结果估计

精度的影响，这也可从表２的结果中分析得出。

分析表２结果可知，方案③的结果与ＩＧＳ提

供的天顶对流层估计值无明显的系统性偏差，且

９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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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各站各种估计方案的估计结果

Ｆｉｇ．１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ＥａｃｈＳｔ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表２　各站各种方案５ｄ的估计值与犐犌犛结果比较／ｍｍ

Ｔａｂ．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Ｅａｃｈ

Ｓｔａｔｉｏｎ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ｒｏｍ

ＩＧ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ｍｍ

测站 方案① 方案② 方案③ 方案④

ＡＬＧＯ
偏差 ０．１ ８．１ ０．６ １４．０

ＲＭＳ ７．１ １０．６ ５．９ １３．７

ＦＡＩＲ
偏差 ３．６ ３．４ ３．７ ５．９

ＲＭＳ ６．４ ７．２ ３．７ １０．６

ＫＯＫＢ
偏差 －２．５ ４．９ １．１ ９．６

ＲＭＳ １０．６ ９．８ ５．２ １６．９

ＯＮＳＡ
偏差 １．１ ５．８ －０．４ ５．７

ＲＭＳ ６．０ ７．１ ３．３ １１．２

ＷＴＺＲ
偏差 １．４ ６．４ －０．４ ７．５

ＲＭＳ ７．５ ８．８ ４．３ １２．６

ＲＭＳ值均小于６ｍｍ，说明利用精密单点定位方

法，采用单站观测数据，无需引入远程测站，即可

估计出无明显系统偏差、精度可以达到 ｍｍ级的

绝对天顶对流层延迟。方案③的偏差和ＲＭＳ整

体上均优于方案①，方案④的结果稍差于方案②

的结果，表明卫星星历和钟差精度对估计天顶对

流层具有重要的影响，如果要提高实时估计天顶

对流层的精度，需要研究如何提高实时星历和卫

星钟差的估计精度。由于事后精密卫星星历和钟

差的精度高，估计天顶对流层过程中的估计参数

的精度高，可以提供很好的先验信息，采用连续滤

波的方式可以提高解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而实时

星历和卫星钟差的精度较差，估计参数的精度也

稍差，其滤波状态方程提供的先验信息的精度也

较差，连续滤波方式无法提高解的精度，因此，提

高实时连续滤波方式解的精度、稳定性、可靠性是

下一步要做的工作。利用实时星历和卫星钟差，

单天解方式估计的对流层天顶延迟精度优于１２

ｍｍ，利用滑动求解可将单天解方式应用于准实

时对流层延迟解算，连续滤波方式的精度优于２０

ｍｍ，适用于实时估计模式，利用它反演的大气可

降水汽的精度可以达到ｍｍ级。

３　结　语

研究适合于实时估计对流层延迟的数据处理

方法具有现实意义，本文在简要讨论精密单点定

位估计对流层延迟方法的基础上，详细讨论了精

密星历和钟差、数据处理方法对估计对流层延迟

的影响。提高精密单点定位方法实时估计天顶对

流层的精度，关键在于提高实时卫星星历和钟差

的精度。研究高精度实时卫星星历和钟差估计方

法是下一步要开展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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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主要内容预告

 面向服务的数字城市共享平台框架的设计与实现 　　　　　　　　李德仁，等

 地理信息标准研制国内外进展及思考 马胜男，等

 附非负约束平差模型的最小二乘估计 宋迎春，等

 基于立体图像的牙体重定位分析 张剑清，等

 一种顾及几何特征的云模型遥感影像分割方法 巫兆聪，等

 基于主成分融合信息失真的城市ＩＫＯＮＯＳ影像阴影自动提取研究 李存军，等

 树状河系主流的自动推理 郭庆胜，等

 一种新的基于云模型的宗地地价评估方法 胡石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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