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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ＩＧＳ提供的精密星历及精密钟差，分别采用卡尔曼滤波法、双差法对天顶对流层延迟进行估计，

并与ＩＧＳ提供的测站天顶延迟进行对比。根据所解算的天顶对流层延迟，利用经验模型求解天顶干延迟，最

后分离出天顶湿延迟，进行大气可降水分的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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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基ＧＰＳ技术作为一种新型大气探测实用技

术，通过高覆盖率的地基ＧＰＳ网络提供高时空分

辨率的水汽探测技术，可有效地弥补传统探测技术

在时间和空间分辨率上的不足，提供高精度、大范

围、快速变化的水汽分布信息［１］。目前，常用的利

用地基ＧＰＳ观测值估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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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在球对称大气假设和忽略地形不规则情况

下，任意方向的对流层延迟总可分为“干延迟”和

“湿延迟”两项［３］。利用地基ＧＰＳ数据遥感水汽

时，通常是将测站天顶对流层总延迟作为参数进

行估计，然后利用经验模型求解天顶干延迟，最后

分离出天顶湿延迟进行大气可降水分的求解。本

文主要研究采用精密单点定位（ＰＰＰ）模式及双差

模式估计天顶对流层延迟ＺＴＤ的方法。

１　天顶对流层延迟估计

１．１　利用犘犘犘估计天顶对流层延迟

单点定位中，线性化伪距观测的观测方程

为［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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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犘犘使用的是载波相位观测值，其线性化的观测

方程可写为：

λφ犻 ＝－犾犻犞犡 －犿犻犞犢 －狀犻犞犣－犮犞狋犚 －λ犖犻＋

犮犞狋犛犻 ＋ρ
０
犻 －（犞ｉｏｎ）犻－（犞ｔｒｏｐ）犻＋∑δ犻 （２）

　　利用ＰＰＰ估计对流层天顶延迟时，为消除坐

标参数，一般采用已知站点的观测值，并且将精密

星历和精密卫星钟差代入观测方程，以固定卫星

轨道和消去卫星钟差项。同时，采用双频观测值

消除电离层影响。其伪距与载波相位观测方程则

转化为［２］：

狏犼狆（犻）＝ρ（犻）＋犮·δ狋（犻）＋δρ狕犱（犻）·

犕（θ
犻（犻））－犘犼（犻）＋ε狆 （３）

狏犼Φ（犻）＝ρ（犻）＋犮·δ狋（犻）＋δρ狕犱（犻）·

犕（θ
犻（犻））－λ·犖犼（犻）－λ·Φ犼（犻）＋ε狆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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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ρ狕犱（犻）、犕（θ
犻（犻））

为天顶对流层延迟和相应的投影函数，本文中投

影函数采用ＮＭＦ模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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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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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消除了电离层影响的

组合观测值的模糊度参数。

根据上述观测方程，并构建未知参数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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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利用卡尔曼滤波法进行参数解算，可以得到

每个历元的天顶对流层延迟改正值。

１．２　利用双差消参数法估计天顶对流层延迟

一般情况下，大气状态变化较稳定。在一两

个小时内，同一测站上方的天顶对流层延迟变化

很小，可以认为其不发生变化，因此，可以在两个

小时内求取一个天顶对流层延迟改正值。利用双

差消参数法估计对流层天顶延迟时，不需要准确

知道测站坐标，只需要近似坐标，以求得对流层投

影函数值；将精密星历和精密卫星钟差代入观测

方程，以固定卫星轨道和消去卫星钟差项，同时，

采用双频观测值消除电离层影响。其载波相位观

测方程转化为：

狏犼Φ（犻）＝－犾犻犞犡 －犿犻犞犢 －狀犻犞犣＋ρ（犻）＋犮·δ狋（犻）＋

δρ狕犱（犻）·犕（θ
犻（犻））－λ·犖犼（犻）－λ·Φ犼（犻）＋ε狆

（５）

首先，在卫星间求一次差，消去接收机钟差，此时

观测方程为：

Δ狏犼
，犽
Φ （犻）＝－Δ犾犻犞犡 －Δ犿犻犞犢 －Δ狀犻犞犣＋

Δρ（犻）＋Δδρ狕犱（犻）·犕（θ
犻（犻））－Δλ·犖犼（犻）－

Δλ·Φ犼（犻）＋ε狆 （６）

式中，犼、犽分别表示两颗卫星。

然后，在不同历元间作二次差，则可消去整周

模糊度及坐标参数。此时，观测方程中仅剩下对

流层天顶延迟参数及观测噪声，观测方程为：

Δ狏犼
，犽
Φ （犻）＝Δρ（犻）＋δρ狕犱（犻）·

Δ犕（θ
犻（犻））＋ε狆 （７）

　　此时可用最小二乘解算δρ狕犱，在解算时需要

谨慎定权。理论上，时间间隔越近的观测值的权

应该较大，但是时间间隔越近，也意味着观测时卫

星网形变化越小，观测值越近似，易造成方程病

态。本文中，以间隔时间１ｈ为单位权，定权方案

为：

犘犻，犼 ＝ｆａｂｓ（犜犻－犜犼）／３６００ （８）

２　水汽含量计算

为获取天顶湿延迟，必须分离出天顶干延迟。

天顶干延迟比较有规律，可以按不同的模型来推

算，如Ｓａａｓｔａｍｏｉｎｅｎ模型、Ｈｏｐｆｉｅｌｄ模型和Ｂｌａｃｋ

模型等。测站天顶干延迟模型的精确度对于分离

湿分量延迟和求解累积大气可降水分具有极其重

要的影响［４］。本文根据Ｓａａｓｔａｍｏｉｎｅｎ经验模型

求解天顶干延迟，Ｓａａｓｔａｍｏｉｎｅｎ模型如式（９）所

示，单位为ｍｍ：

Δ犇犣，Ｄｒｙ＝２．２７６８×
犘

犳（犅，犎）
（９）

　　解算出测站天顶干延迟后，可分离出天顶湿

延迟：

ＺＷＤ＝ＺＴＤ－ＺＨＤ （１０）

　　１９９６年Ｂｕｓｉｎｇｅｒ等人给出的经验公式将天

顶湿延迟ＺＷＤ转化为可降水份ＰＷＶ：

ＰＷＶ＝Π·ＺＷＤ （１１）

式中，Π＝１０
６·［（犽２＋犽３／犜犿）·犚狏］

－１为转换系

数，与对流层加权平均温度有关。该式也是地基

ＧＰＳ遥感水汽的基本方程。计算出天顶湿延迟

ＺＷＤ后再利用转换系数Π就可以确定大气可降

水量。

加权平均温度犜犿是ＧＰＳ遥感水汽的关键参

数。如果犜犿取为固定值，相应的Π 则应变为一

个常数，一般近似地取为０．１５，即１ｍｍ的可降

水量对应约６．７ｍｍ的对流层湿延迟，它的最大

变化幅度是 １５％。这是确定 Π 最简便的方

法［５，６］，本文中采用该方法确定Π，最终根据（１１）

求得ＰＷＶ。

３　实验与分析

３．１　数据说明

实验数据采用ＩＧＳ跟踪站 ＨＯＬＭ 站２００９

年００１～３３０年积日共３３０ｄ的观测数据及ＩＧＳ

事后精密星历和３０ｓ精密钟差。

３．２　实验结果

由于ＩＧＳ跟踪站仅提供测站的天顶对流层

延迟，而不提供测站水汽含量数据，因此，仅利用

两种方法计算得出的ＺＴＤ与其结果进行对比，结

果见图１～３及表１。

表１　双差法与卡尔曼滤波法的精度统计结果／ｍ

Ｔａｂ．１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Ｄｏｕｂｌ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ＫａｌｍａｎＦｉｌｔｅｒＭｅｔｈｏｄ／ｍ

双差法 卡尔曼滤波法

精度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５

４　结　语

本文分别采用卡尔曼滤波法、双差法对天顶

对流层延迟进行估计，并与ＩＧＳ提供的测站天顶

延迟进行对比。两种方法计算所得的天顶对流层

延迟与ＩＧＳ所提供的天顶对流层延迟趋势相同，

历元间最大差值不超过２ｃｍ。采用卡尔曼滤波

法估计天顶对流层的精度稍高，而双差法数学模

２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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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０９年年积日００１～３００ＨＯＬＭ

站天顶方向ＰＷＶ

Ｆｉｇ．１　ＺｅｎｉｔｈＰＷＶｏｆ

ＨＯＬＭｆｒｏｍＤＯＹ

００１ｔｏ３００ｉｎ２００９

　　

图２　ＩＧＳ站所提供与两种方法

解算的ＺＰＤ值

Ｆｉｇ．２　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ＺＰＤ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ｉｎＴｗｏ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ｂｙＩＧＳ

　　

图３　ＩＧＳ站所提供与两种方法

解算的ＺＰＤ差值

Ｆｉｇ．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ｆＺＰＤ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ｉｎＴｗｏ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ｂｙＩＧＳ

型简单，运算量较少，也能获得相当的精度。由于

未有其他手段获取测站水汽含量数据，无法进行

精度对比。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将考虑采用并址

的ＧＰＳ测站ＳＡ１０和微波辐射计 ＷＶＲ 观测数

据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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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ｂ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ＺＴＤ；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Ｋａｌｍａｎｆｉｌｔｅｒ；ｄｏｕｂｌ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ｍｅｔｈｏｄ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ＺＨＡＮＧＲｕｉ，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ＧＰＳ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ｈｉｇｈ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ｄａｔａ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ｒｕｉ＿ｓｇｇ＠１２６．ｃｏｍ

３９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