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４卷 第４期

２００９年４月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３４Ｎｏ．４

Ａｐｒ．２００９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０１２０。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８６０（２００９）０４０４４４０５ 文献标志码：Ａ

局部电离层异常对局域增强
系统的影响及其监测方法

牛　飞１
，２
　韩春好２　张义生１

（１　信息工程大学测绘学院，郑州市陇海中路６６号，４５００５２）

（２　北京市５１３６信箱，１０００９４）

摘　要：传统的局域增强系统认为影响用户和基准站伪距的观测误差是基本相同的，因而可通过伪距差分技

术将这部分误差消除，但为发生电离层风暴时，叠加在基准站和用户伪距上的电离层延迟误差将会不同，因此

会影响定位结果。本文利用ＣＣＤＭＡ算法和ＤＳＣＭＡ算法对电离层异常进行探测，并对伪距差分技术进行

改进。仿真结果显示，这种方法可有效减小局部电离层异常对ＣＡＴⅢ飞行阶段的威胁。

关键词：卫星导航；局域增强；电离层异常；完好性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８．４２

１　局部电离层风暴模型的构建

局部电离层风暴是一个较为复杂的变化过

程，但在较小的区域内可以将其简单化、模型化，

用图１来表示，这种模型可以有效地反映最坏情

况假设并得出有用的结论。

图１　电离层异常模型

Ｆｉｇ．１　Ｍｏｄｅｌｏｆ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ｅＡｎｏｌａｍｙ

如图１所示，可把局部电离层风暴看作是等

电子密度的梯形区域，伪距域上的误差项之一（电

离层延迟）可以近似地理解为穿透这个梯形区域

的距离。该电离层异常模型主要由三个参数组

成：电离层风暴向前推进的速度，电离层风暴梯

度，电离层风暴的宽度（从电离层开始发生变化到

电离层趋于稳定的距离）。其中，电离层风暴梯度

和宽度是其静态属性，而电离层风暴推进速度是

其动态属性，由此，还可推出电离层风暴所产生的

最大延迟犇ｍａｘ。此外，飞机的飞行方向和速度也

将直接影响到电离层风暴［１］。

２　局部电离层异常监测方法

２．１　时间域电离层异常监测

时间域电离层异常是指用户在视线方向上电

离层延迟随时间发生较快、较大变化，使得伪距差

分改正数的修正频度无法跟上电离层的变化速

度。针对对这种时间域电离层异常，本文提供了

两种监测方法———ＣＣＤＭＡ算法（ｃｏｄｅｃａｒｒｉｅｒｄｉ

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ａｇｏｒｉｔｈｍ，码载偏离度探测法）

和ＤＳＣＭＡ算法（ｄｏｕｂｌｅｓｍｏｏｔｈｉｎｇｃｏｄｅｍｏｎｉｔｏｒ

ａｇｏｒｉｔｈｍ，双平滑伪距法）。

２．１．１　ＣＣＤＭＡ算法

ＣＣＤＭＡ算法是通过在飞机上安装机载设备

来探测局部电离层异常。该设备用于监测码载偏

离度（伪码和相位偏差的历元差），见式（１）的变

化，并将其与限值比较从而判断是否有电离层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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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的发生，被探测出有异常的伪距观测量将不用

于定位解算。瞬间的码载偏离度通常比较小，往

往被湮没在噪声当中，例如，电离层风暴强度为

２００ｍｍ／ｋｍ，飞机的飞行速度为７０ｍ／ｓ，则瞬间

的码载偏离度为１４ｍｍ／ｓ。因此，需要采用滤波

器来探测湮没在噪声中的电离层异常：

ｄ狕犼 ＝ ρ犼－（λ／２π）犼 － ρ犼－１－（λ／２π）犼－１

（１）

　　ＣＣＤＭＡ算法采用两种滤波器，其一是：

犇犼 ＝ （１－犽）犇犼－１＋犽·ｄ狕犼 （２）

式中，犽为权因子，它等于采样间隔／２００ｓ；ρ犻为犻

时刻伪距观测量；犻为犻时刻载波相位观测量；λ

为载波相位的波长。

第二种滤波器是：

犣犼 ＝ （１－犽）犣犼－１＋犽·ｄ狕犼 （３）

犇犼 ＝ （１－犽）犇犼－１＋犽·犣犼 （４）

式中，犽为权因子，它等于采样间隔／１００ｓ。

上述两种滤波器是两种典型的低通滤波器，

通过该滤波器可以将输入滤波器数据中的高频噪

声滤除，输出低频的电离层风暴所引起的码载偏

离度变化量。当有电离层异常发生时，该滤波器

将会探测到并发出警告。

２．１．２　ＤＳＣＭＡ算法

ＤＳＣＭＡ算法是由机载设备和地面设备共同

组合的监测方法，这种算法使用两种不同时间间隔

对伪距进行平滑，如图２所示。第一种时间间隔取

１００ｓ，与目前地基增强系统平滑时间一致；第二种

平滑时间间隔较短一些。如何选取主要从两方面

考虑，平滑时间既不能太长，要使滤波器对码载偏

离比足够敏感，又不能太短，要保证一定的平滑伪距

精度。综合考虑，本文对第二种平滑时间间隔取

３０ｓ。

图２　ＤＳＣＭＡ算法流程图

Ｆｉｇ．２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ＤＳＣＭＡ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ＤＳＣＭＡ算法相位平滑伪距滤波公式为：

ρ１（狋）＝α１ρ（狋）＋（１－α１）［ρ１（狋－Δ犜１）＋

　λ／２π（（狋）－（狋－Δ犜１））］ （５）

ρ２（狋）＝α２ρ（狋）＋（１－α２）［ρ２（狋－Δ犜２）＋

　λ／２π（（狋）－（狋－Δ犜２））］ （６）

ｄρ犪，犻（狋）＝ρ１（狋）－ρ２（狋） （７）

　　 由图２可以看出，ＤＳＣＭＡ算法能在伪距域

探测由于电离层风暴所导致的异常并将其排除。

这种探测可在伪距差分之前进行，也可在伪距差

分之后进行。因此，ＤＳＣＭＡ算法在伪距域的监

测可独立进行而不需要地面站的支持，这一点与

ＣＣＤＭＡ算法有些类似。

２．２　空间域电离层异常监测

空间域电离层异常是指在局域增强服务区

内，用户和基准站在卫星视线方向上的电离层延

迟存在较大差别，如模型１所述，用户和基准站之

间电离层区域分布不均匀且存在一个较大梯度。

本文提出了一种ＤＲＳＭＡ算法（ｄｏｕｂｌ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ｍｏｎｉｔｏｒａｇｏｒｉｔｈｍ，双基准站电离层异常

监测法）。

如图３所示，在机场局域增强区域内飞机着

陆跑道方向布设两个基准站犃和犅，若两基准站

间距足够小（１０ｋｍ），可认为两基准站都在电离

层风暴区内，则基准站犃和基准站犅 的伪距差分

改正数可表示为：

Δρ犃，犻（狋）＝ρ犃，犻（狋）－ρ
０
犃，犻（狋） （８）

ρ犃，犻（狋）＝ρ
０
犃，犻（狋）＋Δρ

犃，犻
ｅｐｈ＋Δρ

犃，犻
ｃｌｋ ＋Δρ

犃，犻
ｉｏｎ ＋

　Δρ
犃，犻
ｔｒｏｐ＋Δρ

犃，犻
ｍｕｌｐａｔｈ＋ε

犃，犻 （９）

Δρ犅，犻（狋）＝ρ犅，犻（狋）－ρ
０
犅，犻（狋） （１０）

ρ犅，犻（狋）＝ρ
０
犅，犻（狋）＋Δρ

犅，犻
ｅｐｈ＋Δρ

犅，犻
ｃｌｋ ＋Δρ

犅，犻
ｉｏｎ ＋

　Δρ
犅，犻
ｔｒｏｐ＋Δρ

犅，犻
ｍｕｌｐａｔｈ＋ε

犅，犻 （１１）

式中，ρ犃，犻（狋）和ρ犅，犻（狋）为伪距观测值，ρ
０
犃，犻（狋）和ρ

０
犅，犻

（狋）为 距 离 计 算 值，Δρ
犃，犻
ｅｐｈ、Δρ

犃，犻
ｃｌｋ、Δρ

犃，犻
ｉｏｎ、Δρ

犃，犻
ｔｒｏｐ、

Δρ
犃，犻
ｍｕｌｐａｔｈ、ε

犃，犻分别为基准站犃 对卫星犻观测的星历

误差、星钟误差、电离层误差、对流层误差、多路径

误差和观测噪声。首先通过对伪距进行载波相位

平滑处理有效消除多路径误差和观测噪声，并认

为两基准站对同一颗卫星伪距观测的星历误差、

星钟误差、对流层误差相同。将两基准站的伪距

差分改正数再次作差，可得到两基准站卫星视线

上的电离层延迟差别：

Δρ
犃犅，犻
ｉｏｎ （狋）＝Δρ犃，犻（狋）－Δρ犅，犻（狋） （１２）

则电离层风暴梯度犽可表示为：

犽＝
Δρ

犃犅，犻
ｉｏｎ （狋）

犗犫犻（狋）·Δ犣
（１３）

式中，犗犫犻（狋）为狋时刻卫星犻的倾斜因子；Δ犣为两

５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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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基准站犃 和犅 之间的距离。

图３　ＤＲＳＭＡ算法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ｏｆＤＲＳＭＡ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若电离层风暴梯度犽大于限值，则说明两基

准站之间存在空间域电离层异常。

２．３　伪距差分改进算法

当发生局部电离层异常时，用户与基准站之

间的伪距差分改正不再是空间域和时间域强相

关。本文提出由基准站提供伪距差分改正数和电

离层风暴梯度，并与用户自身探测电离层异常相

结合的方法：

ρ
犻
ｃｏｒｒ（狋）＝ρ

犻
狌（狋）＋Δρ

犻（狋０）＋犽·Δ狕·犗犫犻（狋）＋

　∑
狋

狋０

ΔρｉｏｎΔ狋 （１４）

Δρｉｏｎ＝犕犱／２Δ狋 （１５）

式中，ρ
犻
ｃｏｒｒ（狋）为狋时刻用户端修正后的伪距值；ρ

犻
狌

（狋）为狋时刻用户端修正前的伪距观测值；Δρ
犻（狋０）

为狋０ 时刻基准站发播的伪距改正数；Δ狕为用户

到基准站之间的距离；Δρｉｏｎ为电离层风暴闪烁强

度；犕犱为码载偏离度滤波输出值；Δ狋为采样点时

间间隔；当用户探测到电离层异常时，计算出电离

层风暴闪烁强度 Δρｉｏｎ，参见式（１５），并按照式

（１４）对用户伪距进行修正，然后再进行定位解算。

２．４　电离层异常监测流程

对局部电离层风暴的监测采用地面设备监测

和机载设备监测相结合的方法，地面设备主要监

测空间域电离层异常，机载设备主要监测时间域

电离层异常，具体流程如图４所示。

３　计算与分析

３．１　数据源仿真

本文对上述两种电离层异常监测算法进行模

拟仿真分析，仿真数据源是设定时间段内用户所

图４　电离层异常监测流程图

Ｆｉｇ．４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ｅＡｎｏｍａｌｙ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接收到的伪距和载波相位观测量。对伪距和载波

相位观测值的仿真就是在卫星和用户真实距离上

加入各种误差源，通常认为这些误差是统计独立

的，且ＵＲＥ（等效用户距离误差）可近似为零均值

高斯分布，主要包括：① 空间飞行器部分的卫星

星历误差、卫星星钟误差与设备延迟误差；② 信

号传播途径的电离层信号传播延迟、对流层信号

传播延迟和多路径效应；③ 用户部分的用户接收

机测量误差和通道偏差。

根据数理统计理论，可以近似地认为卫星钟

差、卫星星历误差、电离层延迟误差和对流层误差

服从一阶马尔可夫过程，接收机噪声误差和设备

延迟误差服从正态过程，多路经误差服从独立随

机过程，令ＵＲＥ的均方差为５．０ｍ。

对电离层异常的仿真是在整个观测时段

４０００～６０００ｓ中加入一个推进速度狏＝２００ｍ／

ｓ，梯度犽＝４０ｍｍ／ｋｍ，宽度狑＝２５ｋｍ的电离层

风暴模型。

３．２　局部电离层异常监测算例

ＣＣＤＭＡ算法对电离层异常的探测是通过计

算码载偏离度来实现的，如果码载偏离度为零则

说明电离层平稳，如码载偏离度不为零则说明有

电离层波动，见式（１）。通过计算得到的码载偏离

度往往是被湮没在噪声当中的，如图５所示，统计

其均方差为４．１５ｍ，从图５中检测不到电离层异

常，因此，需要对仿真时段观测数据进行滤波。

ＣＣＤＭＡ算法采用第一和第二两种滤波器对

观测时段内的码载偏离度进行滤波。图６是采用

第一种滤波器对加电离层异常的码载偏离度滤波

输出结果，参见式（２），其均方差为０．０２９ｍ。从

滤波结果可以看出，观测噪声被大大消除了。从

图６中可以看出，在４０００～６０００ｓ观测时段有

异常起伏，但不是很明显。图７是采用第二滤波

器对加电离层异常的码载偏离度的滤波输出结

果。从图７中可以看出，在４０００～６０００ｓ观

测时段有明显异常起伏，统计异常时段（４０００～

６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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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ＣＣＤＭＡ算

法输出图

Ｆｉｇ．５　Ｍａｐｏｆ

ＣＣＤＭＡ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图６　ＣＣＤＭＡ算法

第一滤波器输出图

Ｆｉｇ．６　ＭａｐｏｆＦｉｌｔｅｒ１Ｅｘｐｏｒｔ

ｏｆＣＣＤＭＡ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图７　ＣＣＤＭＡ算法

第二滤波器输出图

Ｆｉｇ．７　ＭａｐｏｆＦｉｌｔｅｒ２Ｅｘｐ

ｏｒｔｏｆＣＣＤＭＡ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图８　ＤＳＣＭＡＦ３

滤波器输出图

Ｆｉｇ．８　ＭａｐｏｆＦｉｌｔｅｒ３Ｅｘｐ

ｏｒｔｏｆＤＳＣＭＡＡｌｇｔｉｔｈｍ

６０００ｓ）的码载偏离度均值为０．０１６１ｍ。

ＤＳＣＭＡ算法采用两个不同时间间隔（分别

为１００ｓ和３０ｓ）对伪距进行相位平滑（Ｆ３滤波

器），然后再作差，参见式（５）～式（７），称之为双平

滑伪距差。图８是采用 Ｆ４滤波器对４０００～

６０００ｓ时段内加电离层异常的仿真数据进行双

平滑伪距作差处理。从图８中可明显看出，在

４０００～６０００ｓ时段有明显上升波形，在６０００ｓ

后又逐渐回归到零均值。

ＤＲＳＭＡ算法监测两基准站之间的伪距修正

差。图９为正常电离层情况下使用Ｆ１滤波器的

两基准站之间的伪距修正差，图１０为电离层异常

情况下使用Ｆ１滤波器的两基准站之间的伪距修

正差，在４０００～６０００ｓ时段两基准站间存在一

图９　电离层正常时

ＤＲＳＭＡ算法第

一滤波器输出图

Ｆｉｇ．９　ＮｏｒｍａｌＳｔａｔｅｏｆ

Ｆｉｌｔｅｒ１ＥｘｐｏｒｔｏｆＤＲＳＭＡ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图１０　电离层异常时

ＤＲＳＭＡ算法第一

滤波器输出图

Ｆｉｇ．１０　ＡｎｏｍａｌｙＳｔａｔｅｏｆ

Ｆｉｌｔｅｒ１ＥｘｐｏｒｔｏｆＤＲＳＭＡ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均值为０．４ｍ的电离层延迟差。

当电离层风暴发生时，使用传统的局域增强

伪距差分算法计算定位解垂直坐标计算值与理论

值之差，统计其均方差为１．８３ｍ，可以发现垂直

方向定位结果存在－２．１ｍ 的偏差，如图１１所

示。使用改进后的算法计算定位解垂直坐标计算

值与理论值之差，统计其均方差为１．７８ｍ，计算

值与理论值偏差为０．０７ｍ，如图１２所示。使用

改进伪距差分算法无论是外符合精度还是内符合

精度都有所提高，尤其是外符合精度，说明系统误

差明显减少。

图１１　改进差分算法

前垂直定位误差

Ｆｉｇ．１１　Ｅｒｒｏｒｏｆ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ＢｅｆｏｒｅＭｏｄｉｆｉｎｇ

Ａｌｇｒｉｔｈｍ

　

图１２　改进差分算法

垂直定位误差

Ｆｉｇ．１２　Ｅｒｒｏｒｏｆ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Ｍｏｄｉｆｉｎｇ

Ａｌｇｒｉｔｈｍ

３．３　局部电离层异常监测算法比较分析

对于时间域电离层异常，通过统计３种滤波

器输出的均方差σｉｏｎ＿ｔｉｍｅ，可以计算３种滤波器所

能探测到的电离层异常极限值犜ｉｏｎ＿ｔｉｍｅ。若通过

滤波器输出的数值大于犜ｉｏｎ＿ｔｉｍｅ，需发出告警，说

明当前有电离层波动现象发生：

犜ｉｏｎ＿ｔｉｍｅ＝５σｉｏｎ＿ｔｉｍｅ

　　统计未加电离层异常仿真观测时段的３种滤

波器输出均方差，见表１。由表１可以看出，Ｆ２

滤波器对电离层异常最敏感，可以探测到电离层

异常为０．００５８ｍ／ｓ的波动，Ｆ３滤波器次之，Ｆ１

滤波器效果最差。

表１　３种滤波器探测到的异常限值

Ｔａｂ．１　Ｔａｂｌｅｏｆ狀ＴｈｒｅｅＦｉｌｔｅｒｓ

σｉｏｎ＿ｔｉｍｅ／ｍ 犜ｉｏｎ＿ｔｉｍｅ／ｍ
可探测到的电离层异

常Δρｉｏｎ／（ｍ·ｓ
－１）

滤波器Ｆ１ ０．０１４７ ０．０７３５
犜犱
２
＝０．０３７

滤波器Ｆ２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１１５
犜犱
２
＝０．００５８

滤波器Ｆ３ ０．９１４ ４．５７
犜犱

２（Δ犜１－Δ犜２）
＝０．０２８

　　当电离层没有发生扰动时，由ＴＥＣ梯度导致

的垂直电离层延迟差一般在１０ｋｍ间隔距离上

处于０．０２～０．０５ｍ的范围内。当空间域电离层

７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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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时（两基准站相距Δ犜＝１０ｋｍ），由计算结果

可得，使用Ｆ１滤波器的ＤＲＳＭＡ算法输出的噪

声为σｉｏｎ＿ｓｐａｃｅ＝０．０４７ｍ，则ＤＲＳＭＡ算法可检测

到的限值为犜ｉｏｎ＿ｓｐａｃｅ：

犜ｉｏｎ＿ｓｐａｃｅ＝５
σｉｏｎ＿ｓｐａｃｅ

Δ犜
＝０．０２３５ｍ／ｋｍ

则当ＴＥＣ梯度导致的垂直电离层延迟差大于

０．０２３５ｍ／ｋｍ时，ＤＲＳＭＡ算法可以检测到。

４　结　语

１）局部电离层异常会使局域差分系统用户

和基准站之间的系统误差去相关化，使得系统伪

距差分改正数修正精度下降；

２）通过分析ＣＣＤＭＡ算法和ＤＳＣＭＡ算法

计算结果，得出ＣＣＤＭＡ算法和ＤＳＣＭＡ算法中

Ｆ２滤波器对时间域电离层异常最灵敏，Ｆ３滤波

器次之，Ｆ１滤波器效果最差；

３）使用Ｆ１滤波器的ＤＲＳＭＡ算法对局部电

离层风暴梯度较为敏感，可探测到０．０２３５ｍ／ｋｍ

局部电离层梯度，对监测空间域电离层异常比较

有效；

４）改进后伪距差分定位算法有效减小用户

定位系统偏差，提高了定位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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