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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设计４种实验方案分析了对流层延迟参数估计方法对ＰＰＰ数据处理的影响。结果表明，采用分段线

性方法估计天顶湿延迟比分段常数方法估计得到的天顶湿延迟、定位结果精度略高；静态ＰＰＰ解算得到的天

顶对流层湿延迟优于５ｍｍ，高程方向的定位精度可达１ｃｍ左右；动态ＰＰＰ定位精度略低，高程方向可达２

ｃｍ左右。同时，考虑对流层湿延迟水平梯度在一定程度上能改善ＰＰＰ的处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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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流层延迟（ＺＰＤ）是精密单点定位的重要误

差源之一，其改正方法主要是通过计算天顶方向

的延迟，然后利用相应的投影函数如 ＮＭＦ、

ＧＭＦ、ＶＭＦ等将其投影至信号传播路径方向上，

它主要包含静力学延迟和湿延迟两部分。静力学

延迟通过现有模型可以得到较好的改正，但湿延

迟变化比较复杂，且与多种因素有关，用现有的

Ｈｏｐｆｉｅｌｄ模型、Ｓａａｓｔａｍｏｎｉｅｎｔ等模型难以对其进

行精确改正［２］。针对天顶湿延迟部分，目前提出

的较为有效的解决方法有：① 在观测时段较短

时，如２ｈ以内，用一个参数估计天顶对流层湿延

迟；② 分段常数法，即将整个观测时段分为若干

个区间，在每个区间内（一般为２ｈ）各引入一个

天顶对流层湿延迟参数；③ 分段线性法，即假设整

个时段内各站天顶方向对流层延迟均匀变化，故时

段内任一时刻的天顶对流层延迟可用一个线性函

数表示［３］。此外，根据是否考虑水平方向延迟的变

化，还可以适当引入梯度函数对模型进一步精化。

因此，在ＰＰＰ数据处理时就存在多种对流层延迟

估计方法可供选择。本文主要讨论在天顶对流层

湿延迟参数估计中，分别使用分段常数和分段线性

估计方法，以及是否考虑水平延迟梯度对精密单点

定位的影响，包括对ＺＰＤ、坐标解算的影响。采用

的软件平台为武汉大学研发的ＴｒｉＰ２．０版
［４，５］，投

影函数统一使用ＧＭＦ模型。

１　实验数据及处理方案

为了分析对流层湿延迟估计方法对ＺＰＤ、测

站坐标估计的影响，笔者处理了大量ＩＧＳ跟踪站

２００８年全年的观测数据，数据采样间隔为３０ｓ，

卫星截止高度角设为１０°。限于篇幅，本文仅选

取了其中部分核心站进行分析。具体处理方法及

分析方案如下。

方案一　选用分段常数法估计对流层天顶湿

延迟（ＴｒｉＰＺＰＤ），并与ＣＯＤＥ提供的ＺＰＤ文件

（ＣＯＤＥＺＰＤ）进行比较。由于后者是目前公认精

度较高（优于５ｍｍ）的对流层延迟改正产品，因

此，两者的互差（一致性）反映了 ＴｒｉＰ软件的

ＺＰＤ估计精度。

方案二　选取ＡＬＧＯ、ＦＡＩＲ、ＧＯＬＤ、ＫＯＫＢ

和 ＭＤＯＬ共５个站２００８年７月（年积日为１８３

至２１３）的观测数据分别利用分段常数和分段线

性法估计ＺＰＤ，并与ＣＯＤＥＺＰＤ进行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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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段常数法和分段线性法估计ＺＰＤ的精度。

方案三　选取ＦＡＩＲ和 ＭＤＯ１站２００８年全

年的观测数据，分别利用分段常数和分段线性法

估计ＺＰＤ，并将ＴｒｉＰ最终定位结果与ＩＧＳ发布

的ＳＩＮＥＸ文件的周解进行比较，得到两种不同

ＺＰＤ估计方法对高程方向定位结果的影响。

方案四　选取ＡＬＧＯ和ＧＯＬＤ站２００８年７

月份观测数据，分别在考虑水平延迟梯度和忽略

水平延迟梯度情况下，采用分段线性法估计

ＺＰＤ，并与ＣＯＤＥＺＰＤ进行比较，分析水平延迟

梯度对ＺＰＤ估计的影响。

２　实验结果与分析

２．１　犜狉犻犘犣犘犇与犆犗犇犈犣犘犇比较

根据方案一，以ＦＡＩＲ站和 ＭＤＯ１站为例，

分别给出了这两个站２００８年７月份 ＴｒｉＰＺＰＤ

结果与ＣＯＤＥＺＰＤ产品每天１２个ＺＰＤ估值的

变化曲线。如图１所示，图中圆点代表 ＣＯＤＥ

ＺＰＤ，方形代表ＴｒｉＰＺＰＤ。

图１表明 ＴｒｉＰＺＰＤ结果与 ＣＯＤＥＺＰＤ产

品吻合较好。为进一步分析其一致性，将 ＡＬ

ＧＯ、ＦＡＩＲ、ＧＯＬＤ、ＫＯＫＢ和 ＭＤＯ１共５个站的

ＴｒｉＰＺＰＤ与ＣＯＤＥＺＰＤ值进行求差，得到二者

的互差，并对每天１２个互差进行均值与均方差统

计，如图２所示。

图２表明，整个７月份内，利用ＴｒｉＰ软件对

上述５个ＩＧＳ跟踪站估计的ＺＰＤ值与ＣＯＤＥ发

布的ＺＰＤ产品的平均偏差和均方差均为几个

ｍｍ，最大值不超过８ｍｍ。除ＭＤＯ１站个别几天

的结果较差，其他４个跟踪站大部分时间的平均

偏差在５ｍｍ以内，且平均偏差接近于零。因此，

基于ＴｒｉＰ软件进行ＰＰＰ解算得到的ＺＰＤ值与

ＣＯＤＥ发布的ＺＰＤ产品具有较好的一致性，能达

到５ｍｍ左右的精度。

２．２　不同估计方法对犣犘犇估值精度的影响

根据方案二，得到 ＡＬＧＯ 站和 ＧＯＬＤ 站

２００８年７月份的 ＴｒｉＰＺＰＤ与ＣＯＤＥＺＰＤ的互

差，如图３、图４所示，“ｃｏｎｓｔ”代表分段常数法，

“ｌｉｎｅ”代表分段线性法。

图１　２００８年７月的比较结果

Ｆｉｇ．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
　　　　

图２　ＴｒｉＰＺＰＤ与ＣＯＤＥＺＰＤ互差结果

Ｆｉｇ．２　ＴｒｉＰＺＰＤａｎｄＣＯＤＥＺＰＤ

图３　ＡＬＧＯ站两种对流层估计方法估计ＺＰＤ

Ｆｉｇ．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ｎＡＬＧＯＳｔａｔｉｏｎ
　　　　　　　　

图４　ＧＯＬＤ站两种对流层估计方法估计ＺＰＤ

Ｆｉｇ．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ｎＧＯＬＤＳｔａｔｉｏｎ

　　图３、图４表明，无论是均值还是标准差，两

种不同的对流层参数估计方法对ＺＰＤ估计的影

响差异较小，两种方法在不同的时刻各有优劣，但

其互差一般也不超过２ｍｍ，且大多数情况下都

小于１ｍｍ。从整体上看，分段线性方法略优于

分段常数方法。

２．３　不同估计方法对犘犘犘定位精度的影响

根据方案三，可得到 ＦＡＩＲ站和 ＭＤＯ１站

２００８年每天的单天整体解在高程方向的定位精

度，如图５～图６所示。其中标记ｃｏｎｓｔ为使用分

段常数法估计ＺＰＤ得到的高程方向定位精度，标

记ｌｉｎｅ为使用分段线性法估计ＺＰＤ对应的高程

定位精度。

从图５和图６中不难发现，使用两种ＺＰＤ估

计方法得到的高程定位精度均在１ｃｍ左右，长期

统计特性如表１所示，其均值和均方差为几个ｍｍ。

１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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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ＦＡＩＲ站２００８年高程定位偏差

Ｆｉｇ．５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ＰＰＰｏｎＦＡＩＲＳｉｔｅ
　　　

图６　ＭＤＯ１站２００８年高程定位偏差

Ｆｉｇ．６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ＰＰＰｏｎＭＤＯ１Ｓｉｔｅ

两者互差更小，仅为亚 ｍｍ级。因此，对于长时

间的静态平滑，使用分段常数和分段线性法估计

ＺＰＤ对ＰＰＰ高程方向的定位精度几乎一致，影响

甚小。

表１　犉犃犐犚站和 犕犇犗１站高程方向定位精度统计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ｎＦＡＩＲ

ａｎｄＭＤＯ１Ｓｉｔｅｓ

分段线性法 分段常数法

平均值 均方差 平均值 均方差

ＦＡＩＲ －０．００３６ ０．００７３ －０．００３６ ０．００７３

ＭＤＯ１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７８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７７

２．４　水平梯度对犣犘犇参数估计的影响

同样，在考虑水平延迟梯度的前提下，分析各

种对流层延迟估计方法对ＰＰＰ处理结果的影响。

限于篇幅，这里仅讨论在加水平梯度和不加水平

梯度两种情况下，使用分段线性法对ＺＰＤ参数估

计的精度影响。

根据方案四，可得到ＡＬＧＯ和ＧＯＬＤ站２００８

年７月份加与不加水平梯度估计ＺＰＤ的偏差均值

和标准差，如图７、图８所示。其中横轴代表年积

日，纵轴为相应的ＺＰＤ偏差均值或标准差，“ｗｉｔｈ”

标记表示考虑水平梯度的ＺＰＤ偏差，“ｗｉｔｈｏｕｔ”标

记表示没有考虑水平梯度的ＺＰＤ偏差。

图７　ＡＬＧＯ站７月份ＺＰＤ估计偏差

Ｆｉｇ．７　ＺＰＤ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ｏｎＡＬＧＯＳｉｔｅ
　　　　　

图８　ＧＯＬＤ站７月ＺＰＤ估计偏差

Ｆｉｇ．８　ＺＰＤ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ｏｎＧＯＬＤＳｉｔｅ

　　从均值角度分析，加与不加水平梯度在不同

测站上各有优劣，其中在ＡＬＧＯ测站上不加水平

梯度估计ＺＰＤ结果略优于加水平梯度的结果，而

在ＧＯＬＤ测站上加上水平梯度估计ＺＰＤ大多数

情况下要好于不加水平梯度的估计结果。从均方

差角度分析，无论是ＡＬＧＯ站还是ＧＯＬＤ站，考

虑水平梯度的ＺＰＤ估值偏差均略小于不加水平

梯度的结果。尽管如此，由于两者的差异太小，基

本上都在１ｍｍ以内，因此，可以认为加水平梯度

对ＺＰＤ估计精度的改善较小，几乎可以忽略。此

外，我们还对是否考虑水平梯度时使用分段线性

法对ＰＰＰ定位结果的影响进行了大量实验分析，

其结论基本与前面不考虑水平梯度时的定位结果

一致，故不再赘述。

３　结论与建议

综合上述大量的实验结果与分析得出，利用

ＴｒｉＰ软件解算得到的天顶对流层延迟ＺＰＤ，与

ＣＯＤＥ提供的参考ＺＰＤ值符合得较好，平均偏差

和均方差都在５ｍｍ左右。采用不同的ＺＰＤ估

计方法解算ＺＰＤ和高程方向的定位精度差异较

小；分段线性方法略优于分段常数方法。此外，引

入水平梯度对ＺＰＤ解算的精度略有改善。

因此利用ＴｒｉＰ软件，采用单站观测数据，无

需引入远程测站，解算天顶对流层延迟的精度基

本可以吻合在５ｍｍ以内的精度，将其应用于大

气水汽反演能够达到１ｍｍ的精度
［７］，具有重要

２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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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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