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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卡尔曼滤波估计导航信号电离层差分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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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星基增强系统中估计电离层延迟改正数的问题，提出了利用卡尔曼滤波估计导航信号电离层延

迟的方法。将电离层格网点处的电离层垂直延迟及其变化率作为状态变量进行滤波估计，根据电离层的时域

缓变特性建立了状态模型，基于星基增强系统中使用的格网模型建立了观测模型。仿真结果表明，与传统的

电离层延迟校正方法相比，该方法具有更高的估计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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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离层延迟是影响卫星导航测量与定位精度

最重要的误差源之一［１］。卫星导航增强系统通过

多个连续运行参考站的观测数据对卫星导航信号

的电离层延迟进行实时监测，最终计算生成电离

层差分改正数，并以此校正用户的电离层延迟［２］。

星基增强系统（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ｂａｓｅｄａｕ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ｙｓ

ｔｅｍ，ＳＢＡＳ）采用格网校正法来校正电离层延

迟［３］。传统的电离层改正的格网校正方法［２５］，更

多地借助电离层的经验模型（如Ｋｌｏｂｕｃｈａｒ模型、

Ｂｅｎｔ模型、ＩＲＩ模型），其计算精度不可避免地受

到这一类模型本身精度的影响和制约。同时，这

些方法没有充分利用电离层的时变特性。考虑到

电离层延迟的时域变化较为平缓［６］，本文利用卡

尔曼滤波对导航信号电离层延迟进行估计，通过

仿真对这一方法进行了分析。

１　基于卡尔曼滤波的导航信号电离

层延迟差分校正估计算法

１．１　状态模型

星基增强系统所提供的电离层差分改正数是

电离层格网点处的垂直电离层延迟估计，这就要求

对格网点的垂直电离层延迟进行估计。由于电离

层是时间缓变介质，因此，当时间间隔较短时，电离

层延迟的变化较为缓慢。根据这一特点，对于某一

个电离层格网点，该处犽和犽＋１两个相邻时刻的

垂直电离层延迟犐犵（犽）和犐犵（犽＋１）可以有：

犐犵（犽＋１）＝犐犵（犽）＋犐犵（犽）
．
Δ狋＋

犐犵（犽）
．．
Δ狋
２／２＋… （１）

式中，Δ狋是观测采样时间间隔。由于电离层本身

的时间缓变特性，对于式（１）可取一阶近似得：

犐犵（犽＋１）＝犐犵（犽）＋犐犵（犽）
．
Δ狋 （２）

所以将电离层格网点处的延迟值犐犵和其变化率犐犵
．

作为待估计的状态向量，考虑到某一个电离层格

网点处的延迟估计应与其周围的４个网格有

关［６］，因此，在实际处理中选择待估格网点及其邻

近的４个网格的８个格网点（共９个格网点）进行

联合滤波估计，将这９个格网点上的改正数及其

变化率作为待估状态向量进行联合滤波估计。

建立滤波器的状态方程为：

犡犽 ＝φ犽，犽－１犡犽－１＋犜犽，犽－１狑犽－１ （３）

式中，犡犽是状态变量，包括９个电离层格网点处

的电离层垂直延迟及其变化率：

犡＝ 犐犵，９×１ 犐犵，９×１［ ］． Ｔ

（４）

其中，

犐犵 ＝ 犐犵１ … 犐犵［ ］９
Ｔ

犐犵
．
＝ 犐犵１

．
… 犐犵９［ ］．

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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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犽，犽－１是两个相邻时刻之间的状态转移矩阵，由式

（２）可得：

φ犽，犽－１ ＝
犐９×９ Δ狋犐９×９

０９×９ 犐９×
［ ］

９

（６）

狑犽－１是系统噪声矩阵，仿真分析过程中用高斯白

噪声模拟，其统计特性为 ｃｏｖ 狑犻狑［ ］犼 ＝犙δ犻犼。

犜犽，犽－１是噪声输入矩阵，考虑到状态向量的各个分

量之间无明显的耦合关系，取犜犽，犽－１为９阶单位

矩阵。

１．２　观测模型

为了估计某一个电离层格网点处的垂直延迟

值，可以将格网内的所有电离层穿透点上的延迟

作为观测样本，将所要估计的电离层格网点处的

垂直延迟值作为状态向量的一个分量，然后利用

标准格网模型导出相应的观测模型［６］。

位于某一格网内的任一ＩＰＰ的延迟值可以

使用一定的加权内插模型建模为４个格网点处的

延迟值的线性组合，即采用内插模型表示为［７］：

犐犻ＩＰＰ ＝∑
４

犿＝１

狑犿犐
犿
ＩＧＰ （７）

其中的加权值可以通过双线性模型计算：

狑１ ＝狓狔

狑２ ＝ （１－狓）狔

狑３ ＝ （１－狓）（１－狔）

狑４ ＝狓（１－狔）

（８）

其中，

狓＝φ
ＩＰＰ－φ１

φ２－φ１

狔＝
λＩＰＰ－λ１

λ２－λ１

（９）

　　观测模型可以写为：

犣犽 ＝犎犽犡犽＋犞犽 （１０）

式中，犞犽 是 观 测 噪 声 矩 阵，其 统 计 特 性 为

ｃｏｖ犞犻犞［ ］犼 ＝犚δ犻犼。犣犽是观测向量，假定待求格网

内有狀个穿透点，则：

犣犽 ＝ 犐１ＩＰＰ 犐
２
ＩＰＰ … 犐狀［ ］ＩＰＰ

Ｔ （１１）

犎犽是观测矩阵：

犎犽 ＝ 犠狀×９ ０狀×［ ］９ （１２）

其中，

犠 ＝

狑１１ 狑１２ 狑１３ … 狑１９

狑２１ 狑２２ 狑２３ 狑２９

 

狑狀１ 狑狀２ 狑狀３ … 狑狀

熿

燀

燄

燅９

（１３）

犠 中的元素狑犻犼为第犻个电离层穿透点和第犼个

电离层格网点之间由双线性模型计算出的加权

值。

２　仿真与分析

２．１　仿真条件

采用ＳＰ３格式的精密星历模拟ＧＰＳ卫星的

运动情况，ＳＰ３精密星历文件可以从ＩＧＳ组织的

相关站点获取。对于所需的地面参考站网络，通

过在中国区域内部署２７个参考站点来加以模拟，

２７个参考站的位置分布如表１所示。

表１　参考站布设情况

Ｔａｂ．１　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序号 站点名称 序号 站点名称 序号 站点名称

１ 北京 １０ 海拉尔 １９ 武汉

２ 琼中 １１ 七台河 ２０ 昆明

３ 乌什 １２ 大连 ２１ 贵阳

４ 大庆 １３ 库尔勒 ２２ 衡阳

５ 乌鲁木齐 １４ 呼和浩特 ２３ 咸阳

６ 汕头 １５ 兰州 ２４ 茂名

７ 泸州 １６ 德令哈 ２５ 南沙

８ 温州 １７ 拉萨 ２６ 邵阳

９ 太仓 １８ 郑州 ２７ 漳州

　　仿真起始时间设为２００８０４１２Ｔ００：００：００，

考虑到目前的商用 ＧＮＳＳ接收机一般都具有较

高的观测数据输出速率（一般接收机的数据输出

频率可以达到１０Ｈｚ以上），因此，设定仿真时间

间隔为０．５ｓ。由于电离层格网点处并没有实际

的电离层观测值，因此采用 Ｋｌｏｂｕｃｈａｒ模型模拟

电离层格网点处的真实电离层延迟。仿真计算该

模型所需要的参数从当日的导航电文中直接提

取。滤波初值可取为：

犡０ ＝ 犐０ 犐０［ ］·
Ｔ

犐０ ＝ ［１．５２ １．５１ １．５６ １．４８ １．５０ １．５４

　１．５５ １．４３ １．４９］

犐０
·
＝ ［０．０３２ ０．０１９８ －０．０１７９ ０．０２２１

　０．０２３２ ０．０２８６ ０．０２１７ －０．０１９７

　０．０２４５］

２．２　仿真结果与分析

建立滤波模型为：

犡犽 ＝φ犽，犽－１犡犽－１＋犜犽，犽－１狑犽－１

犣犽 ＝犎犽犡犽＋犞犽
（１４）

其估计流程参见文献［８］。

将电离层参考平面划分为经纬度间隔为５°

的方形电离层网格，可以仿真得到电离层穿透点

的几何分布情况（见图１）。

由图１可见，经度１１０°、纬度４０°处的电离层

格网点周围的穿透点分布密集，观测样本数量充

２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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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电离层穿透点的空间分布

Ｆｉｇ．１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ＰｉｅｒｃｅＰｏｉｎｔｓ

足，故对这一格网点处的电离层垂直延迟进行估

计，其他电离层格网点的估计依此类推即可。仿

真分析结果见图２、３和表２。

图２　两种方法的电离层延迟改正估计对比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ｓｉｏｎｏｆ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ＴｗｏＭｅｔｈｏｄｓ

图３　两种方法的电离层延迟改正误差对比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ｓｉｏｎｏｆ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ＥｒｒｏｒｓｆｒｏｍＴｗｏＭｅｔｈｏｄｓ

表２　两种方法改正数估计精度对比／ｍ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ｓｉｏｎｏｆ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ｆｒｏｍＴｗｏＭｅｔｈｏｄｓ／ｍ

解算方法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均方值

传统的格网校正方法 ０．２１０　 ７．８１Ｅ５ ０．０５５７０．０６９３

本文方法 ０．０２５６１．１８５Ｅ５０．００３１０．０１３６

　　由图２、３和表２可见，本文方法相比于传统

的格网校正方法，估计误差的均值和均方值均有

较大幅度的减小，改正精度有了明显提高。由于

美国ＦＡＡ对于ＳＢＡＳ系统的改正数更新时间间

隔［６］的要求相对于接收机观测量的输出速率来说

要长得多，因此，时域观测样本的数目一般都很充

足，可以利用卡尔曼滤波的方法将这些观测量加

以充分利用，以获取更高精度的估计结果。

３　结　语

本文针对ＳＢＡＳ算法中的电离层延迟改正数

估计问题提出了基于卡尔曼滤波估计的方法。建

立了相应的状态模型和系统模型，并对这一方法

进行了仿真分析。仿真结果表明，卡尔曼滤波估

计方法相对于传统的基于距离加权的估计方法而

言，精度明显提高，可以作为一种适用于ＳＢＡＳ系

统的实时卫星导航信号电离层延迟改正数的估计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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