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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讨论了建立基于ＥＯＦ（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ｒｕｎｃｔｉｏｎ）的实时三维电离层模型的方法，利用欧洲区域

１４个ＩＧＳ跟踪站全天的观测数据模拟实时数据流进行了实验，将这种方法与二维球谐函数模型的结果进行

了比较，结果显示基于ＥＯＦ的实时三维电离层模型全天的模型残差以及与实测值偏差的均方根都在０．２ｍ

以内，优于二维球谐函数模型。

关键词：ＥＯＦ；实时；三维电离层模型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８．４１

　　二维电离层模型通过假设电离层集中在距地

面一定高度无限薄的一个薄层上，在忽略电离层

垂直分布的情况下，获得了一种易于实现的电离

层建模方法［１］。由于ＧＰＳ信号的路径并不总是

垂直于这个假设的薄层，考虑到不同高度角的信

号穿越电离层的路径长度不同，需要有一个投影

函数将斜路径的电离层延迟投影到垂直于电离层

薄层的方向。但仅依靠经验的投影函数将斜路径

的电离层延迟投影到垂直方向，其中产生的误差

对电离层模型的影响是一个仍需深入研究的问

题，尤其是卫星高度角很低的时候。

三维的电离层模型不但不存在投影函数所产

生的问题，同时可以提供电子密度在空间的三维

分布信息，以供空间物理等多方面的研究需要。

基于这些优点，在二维电离层模型完善的同时三

维电离层模型的方法也在不断发展［２７］。

１　基本原理

建立三维电离层模型的方法一般可以分为以

下两大类：① 将空间划分成一定数量的网格，即

基于像素基的层析方法［２５］；② 采用一定函数描

述电子密度在垂直方向的分布，即基于函数基的

三维电离层模型［６８］。国内已经有学者开展了基

于像素基方法的研究［４５］，并且取得了许多进展，

但对基于函数基的三维电离层模型的研究仍然相

对较少，而一种实时的三维电离层模型可以在多

大程度上提高二维电离层模型的精度，是一个值

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以建立广域电离层改正模型从而改善区域内

用户定位精度为目的，本文讨论了实时建立三维

电离层模型的方法。这种方法的基本原理是将电

子密度在水平方向的分布用低阶球谐函数表

示［９］，垂直方向用数个ＥＯＦ表征，这样在地磁、日

固框架内，地表上空任意一点处的电子密度可以

表示为：

犖犲（犺，，θ）＝Γ（犺）犢（，θ） （１）

式中，犢（，θ）是表征电子密度在水平方向分布情

况的球谐函数；代表地磁纬度；θ代表日固经度；

Γ（犺）是表征垂直方向电子密度分布的ＥＯＦ；犺为

高程。对电子密度沿实际信号的传播路径进行积

分便可以得到每个信号路径上的ＴＥＣ（ｔｏｔａｌｅｌｅｃ

ｔｒｏｎｃｏｎｔｅｎｔ）。其具体的表达式为：

ＴＥＣ犻 ＝∫
狉
ｓａｔ

狉
ｒｅ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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犽＝１

犮犽Γ犓（犺））∑

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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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０
∑
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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珚犘狀犿（ｓｉｎ）

（犪狀犿ｃｏｓ犿θ＋犫狀犿ｓｉｎ犿θ）ｄ狉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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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珚犘狀犿是正则化勒让德级数；犪狀犿、犫狀犿和犮犽 是待

估的系数。在获取了每个信号路径上ＴＥＣ的前

提下，可以通过估计式（２）中ＥＯＦ和球谐函数相

应的系数建立一个三维电离层模型。

２　获取犈犗犉的方法与估计策略

２．１　获取犈犗犉

ＥＯＦ对于表征大量数据的变化，是一种简单

而有效的方法，在地球物理的相关研究中应用广

泛。从大量的采样数据中获取ＥＯＦ的基本原理

就是获取一个时间序列的协方差矩阵，然后采用

特征值分解的方法获取此协方差矩阵的特征值和

特征向量［１０］。

本文实验中用来获取 ＥＯＦ 的数据由ＩＲＩ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ｌ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ｅ）模型计算而

来。ＩＲＩ模型综合了全球范围的电离层探测声

纳、散射雷达等众多电离层探测仪器的观测数据，

描述了５０ｋｍ～１５００ｋｍ范围内电离层密度和温

度的月平均变化［１１］。计算 ＥＯＦ的具体流程如

下。

１）通过ＩＲＩ模型获取测区中心位置且与观

测数据同时期的电离层剖面时间序列；

２）求取这个时间序列的协方差矩阵；

３）对此协方差矩阵进行特征值分解从而求

取相应的ＥＯＦ。

从上述时间序列的协方差矩阵获取的非零的

特征值为：１．６６８１×１０１１，１．８２×１０９，１．３×１０８，

其对应的３个特征向量如图１所示。

图１　表征电子密度垂直分布的３个特征向量

Ｆｉｇ．１　Ｅｉｇｅｎｖｅｃｔｏｒｓ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ｔｈｅ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Ｄｅｎｓｉｔｙ

本文实验中就选取这３个ＥＯＦ的线性组合

作为刻画电子密度垂直分布的函数，从而结合表

征电子密度水平分布的球谐函数建立三维电离层

模型。

２．２　估计策略

对于模拟的实时数据流，首先利用文献［１２］

的方法实时求解ＤＣＢ（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ｃｏｄｅｂｉａｓ），从

而从每历元所有测站的观测数据中获取绝对电离

层延迟信息。然后利用Ｋａｌｍａｎ滤波的方法对每

历元的模型系数进行估计。模型系数的变化用一

阶高斯马尔科夫过程描述，其自相关函数为：

犚狓（τ）＝σ
２ｅ
－β狘τ狘 （３）

　　考虑到本文实验采用的数据为区域观测网数

据，描述电子密度水平分布的低阶球谐函数的阶

数取为３，这种情况下球谐函数的系数总共有１６

个，另外由于采用了３个ＥＯＦ向量，所以待估参

数的总数为１６×３＝４８个。

３　实验方法

本文的实验采用了２００８年年积日００１天欧

洲地区１４个ＩＧＳ站的观测数据，测站分布如图２

所示，其中１３个测站的观测数据用来建立电离层

模型，ＦＦＭＪ站的数据用来检核模型的精度，处理

过程中按历元读取相应时刻所有测站观测数据，

模拟实时数据流进行逐次处理，观测数据截止高

度角取为１０°。

图２　实验测站分布图

Ｆｉｇ．２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为更为明确地显示基于ＥＯＦ的三维电离层

模型的结果，本文同时用二维球谐函数模型的方

法，采用与文中基于ＥＯＦ的实时三维电离层方法

完全一致的策略，实时估计球谐函数模型的系数，

最后将实时二维球谐函数模型和基于ＥＯＦ的三

维电离层模型的结果进行了比较。

４　结果分析

利用１３个站的数据，采用上述的实时估计策

略，分别建立二维的球谐函数模型和基于ＥＯＦ的

三维电离层模型，统计每历元的残差，全天实时建

４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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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的残差结果如图３所示。

图３　１３个站全天的模型残差

Ｆｉｇ．３　１３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ｏｆＷｈｏｌｅＤａｙ

图３（ａ）为采用二维球谐函数模型时全天观

测数据的残差，图３（ｂ）为基于ＥＯＦ的三维电离

层模型的残差，可以看到三维电离层模型的残差

较二维球谐函数的方法有明显的减小。统计这两

种方法全天残差的 ＲＭＳ分别为０．３０和０．２０。

这两组结果对应的直方图如图４所示。

图４　残差分布直方图

Ｆｉｇ．４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ｏｆ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图中柱体的间距是０．３ｍ，可以看到，二维球

谐函数方法的残差只有４０％在［－０．１５，０．１５］的

区间，而基于ＥＯＦ的三维电离层模型方法有超过

６０％的残差位于这一区间。

为进一步检验本文方法的外符合精度，采用

ＦＦＭＪ站的观测数据作为检核，首先估计ＦＦＭＪ

站的测站和卫星的ＤＣＢ，并将其从实际观测值中

扣除，从而获取ＦＦＭＪ站每个历元的所有观测值

的绝对电离层延迟信息，以作为真值。分别利用

二维球谐函数模型和基于ＥＯＦ的三维电离层模

型估计每历元ＦＦＭＪ站每个观测值穿刺点处的

ＶＴＥＣ（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ｔｏｔ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ｃｏｎｔｅｎｔ），然后将此

ＶＴＥＣ按照观测值的几何结构投影到测站卫星

连线方向，再用上述真值减掉估计值，算出的偏差

如图５所示。

图５　两种方法估计值与实际观测值的偏差

Ｆｉｇ．５　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ＴｗｏＭｅｔｈｏｄｓ

图５（ａ）是二维球谐函数模型的估计值与实

测值的偏差，图５（ｂ）为本文方法的偏差，可以看

出基于ＥＯＦ的三维电离层模型的精度优于二维

的球谐函数模型。统计两种方法全天偏差的

ＲＭＳ分别为０．２７和０．１９，这两组偏差相应的直

方图如图６所示。

图６　偏差分布直方图

Ｆｉｇ．６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ｏｆＥｒｒｏｒｓ

可以看到，二维球谐函数模型的估计偏差有

少于４０％落在［－０．１５，０．１５］的区间，而基于

ＥＯＦ的三维电离层方法在这一区间的残差超过

６０％。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ＦＦＭＪ测站位于整个测

区的正中央，所以其统计结果比较好，如果用测区

边缘或外部测站的数据进行检验，结果会有所不

同。限于篇幅，本文没有一一列出。

另外，残差的大小一定程度上依赖观测值的

质量，本文对原始观测数据的预处理是通过

Ｈａｔｃｈ滤波，用载波相位观测值平滑伪距观测信

息。如果两次周跳发生的时间间隔比较短，上述

平滑的作用并不明显，得到的电离层观测值仍然

以伪距为主。受伪距噪声的影响，相应的时刻残

差也会较大。根据作者的经验，这种情况在低高

度角（１０°～１５°）时出现的几率较大。因此，更完

５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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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的预处理方法如删除低高度角时短弧段数据等

会进一步改善本文实验的结果。

５　结　语

本文讨论了基于ＥＯＦ的方法建立实时电离

层模型的方法，并用模拟实时数据流将这一方法

的结果与二维球谐函数模型的方法进行了比较，

结果显示这种基于ＥＯＦ的三维电离层模型的精

度较二维球谐函数的方法有明显提高，残差和与

实测值偏差的均方根都在０．２ｍ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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