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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利用非组合精密单点定位（ＰＰＰ）提取区域电离层延迟的方法，并将区域电离层延迟内插

至用户站实施单频仿动态ＰＰＰ，以检验电离层延迟的提取精度。结果表明，电离层延迟内插精度受电离层活

动变化影响较小，２ｄ内均能保证优于１ｄｍ；单频仿动态ＰＰＰ的定位精度在平面方向约为４～５ｃｍ，高程方向

优于１ｄｍ；为便于比较分析，在仿用户站分别采用半和改正模型和全球电离层格网模型实施单频仿动态

ＰＰＰ，其定位精度分别为平面４～７ｄｍ，高程１ｍ左右。

关键词：非组合精密单点定位；区域电离层延迟；连续运行参考系统；单频仿动态精密单点定位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８．４１

　　电离层延迟是ＧＮＳＳ用户实施单频ＰＰＰ最

主要的误差源。目前，一般采用ＩＧＳ发布的全球

电离层云图（ｇｌｏｂａｌ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ｅｍａｐ，ＧＩＭ）产

品［１］或形成半和观测值［２］削弱或消除其影响。两

种处理电离层延迟误差的方法的单频ＰＰＰ定位

精度相当，分别约为静态１～２ｄｍ，动态 ｍ级
［３］。

该精度目前仅能满足部分低精度导航定位、小比

例尺地图成图等应用，而对于部分中等精度的工

程应用而言，如工程放样、大比例尺制图、精细农

业等，尚不能满足要求［４８］。

本文对目前常用的区域电离层建模方法作了

以下几方面的改进：① 利用非组合ＰＰＰ取代相

位平滑伪距技术［９１０］，提取包含站星仪器偏差的

电离层延迟，以充分利用参考站坐标已知信息，提

高结果可靠性；② 将分离仪器偏差后的视线方向

电离层延迟逐卫星、逐历元内插至用户站，该内插

过程可更好地捕获电离层的局部特性，以提高用

户改正精度［１１］。

１　非组合犘犘犘的电离层延迟估计

非组合ＰＰＰ采用ＧＮＳＳ双频原始观测值作

为基本观测量，基于卡尔曼滤波算法，将站星视线

方向的电离层延迟连同其余未知参数一起估计，

该延迟历元间的平稳变化可在滤波状态方程中被

合理模型化（如随机游走过程），以加速滤波收敛，

提高参数估计的可靠性［１２１３］。

某历元时刻犻接收机狉至卫星狊的双频观测

方程可简要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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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ＰＰＰ的实施过程中，一般采用ＩＧＳ发布的精密

钟差产品改正式（１）中的观测值，卫星钟差可表达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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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ｄ狋狊和ｄ狋狊犐 分别为卫星钟差的“真值”和ＩＧＳ

发布值，两者存在系统偏差。由于ＩＧＳ采用无电

离层组合码和相位观测值计算卫星钟差，故产品

中包含了相应卫星硬件延迟犫狊犼（犼＝１，２）的影响。

当利用式（２）的卫星钟差产品改正式（１）中的

观测值时，将引入多余的卫星硬件延迟效应，该硬

件延迟可被接收机钟差、电离层延迟以及双频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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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度参数充分吸收，其中可估的电离层延迟参数

可表示为［１２１４］：

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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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本文中基于ＣＯＲＳ系统的区域电离层

延迟提取而言，各参考站坐标先验已知，故ρ
狊
狉 可

精确确定，采用Ｓａａｓｔａｍｏｉｎｅｎ模型改正对流层延

迟中干分量部分，残余的湿分量可利用ＧＭＦ函

数投影至天顶，作为未知参数进行估计［４］，其中未

知参数包括天顶对流层延迟、接收机钟差、电离层

延迟估值以及双频模糊度参数。本文采用扩展卡

尔曼滤波进行参数估计，具体形式在很多文献中

已有介绍，这里不再详细说明［１３１５］。

２　区域电离层延迟提取与内插

２．１　仪器偏差分离

式（３）中的仪器偏差项犅狉＋犅
狊可采用电离层

薄层模型结合相应的投影函数估计得到［９１０，１２］，

该模型假定电离层为距离地球表面一定高度 犎

的薄层（理论上，犎 一般选取为３５０ｋｍ、４００ｋｍ

或４５０ｋｍ），同时将电离层斜延迟（ｓｌａｎｔＴＥＣ，

ｓＴＥＣ）投影至穿刺点处的垂直延迟（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ＴＥＣ，ｖＴＥＣ），其具体公式为
［１２］：

犐ｓＴＥＣ ≈ｓｅｃ狕′·犐ｖＴＥＣ （４）

利用数学函数模型化犐ｖＴＥＣ的时空变化特性。本

文采用二次多项式进行单站电离层建模：

犐ｖＴＥＣ ＝犪（狋）＋犫（狋）·ｄ狓＋犮（狋）·ｄ狔 （５）

式中，狋为观测时刻；ｄ狓 和 ｄ狔 分别为 ｄ狓＝

λ犘－λ（ ）犚 ｃｏｓ（）φ 和ｄ狔＝μ犘－μ犚；λ和φ为地理经

纬度；μ为地磁纬度；下标犘 和犚 分别为穿刺点

和测站；本文假定未知参数犪、犫和犮为与时间相

关的分段函数，在时间间隔 狋犽，狋犽＋Δ［ ］狋 为常数，

即犪（狋）＝犪犽，犫（狋）＝犫犽，犮（狋）＝犮犽，其中Δ狋为间隔

长度，本文取为５ｍｉｎ。

联合式（３）～式（５）可得利用ＰＰＰ电离层延

迟估计站星仪器偏差的观测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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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狋在 狋犽，狋犽＋Δ［ ］狋 内，其余项含义与式（３）一

致。

采用式（６），联合所有测站的电离层延迟可有

效估计犅狊狉，其估值精度一般可达０．１ｎｓ，将犅
狊
狉 估

值从式（３）中扣除，即可得到用于内插的视线方向

“干净”电离层延迟。

２．２　电离层延迟内插

为便于用户端实施高精度的单频ＰＰＰ，本文

采用逐卫星、逐历元内插的方式，以有效预测用户

位置的电离层影响。具体内插过程如下。

１）将当前历元时刻，某卫星至各参考站的

“干净”电离层斜延迟ｓＴＥＣ投影至对应穿刺点处

的垂直延迟ｖＴＥＣ，计算并保存各穿刺点的位置；

２）计算该卫星至用户站视线对应的穿刺点

位置，以及步骤１）中各穿刺点的距离；

３）采用距离加权，将步骤１）中各穿刺点处的

ｖＴＥＣ内插至用户站对应穿刺点，并采用式（４）中

的投影函数将该ｖＴＥＣ内插值转换到站星视线方

向的斜延迟，以改正对应的单频观测值。

本文提出的区域电离层延迟提取、仪器偏差

分离以及内插电离层延迟至用户站实施单频

ＰＰＰ的具体流程，如图１所示。

图１　基于非组合ＰＰＰ的区域电离层延迟提取与

内插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Ｕｎ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ＰＰＰｂａｓｅ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ｅ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

３　实验分析

为检验本文提出算法的有效性，选取华北某

省ＣＯＲＳ系统５个参考站２００９年年积日１１９和

２１８共２ｄ的观测数据进行实验（分别对应电离层

活动平静和扰动时期，ｈｔｔｐ：／／ｆｔｐ．ｇｗｄｇ．ｄｅ／ｐｕｂ／

ｇｅｏｐｈｙｓ／ｋｐａｐ／ｔａｂ／），各参考站的相对位置及站

间距如图２所示。

由图２可知，各参考站间距离约为７０～１００

ｋｍ，仿用户站ＡＧ至各参考站间距离均在５０～６０

ｋｍ左右。基于上述２ｄ的数据，图３中给出了

ＡＧ站部分卫星电离层延迟内插值与采用非组合

ＰＰＰ分离得到的对应结果间的差异。以 ＡＧ站

非组合ＰＰＰ电离层延迟估值为参考。

由图３知，相同卫星不同天的内插结果差异

不明显（如ＰＲＮ２９），表明本内插方法受电离层

活动影响不大；考虑到非组合ＰＰＰ估计得到的电

离层延迟精度较高，图３中的差异可以合理地反

１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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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参考站网分布及站间距，其中ＡＧ为仿用户站

Ｆｉｇ．２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Ｉｎｔｅｒｓｔ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ｓ，ＡＧｉｓ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ＵｓｅｒＳｔａｔｉｏｎ

映出内插精度，显见，内插误差大部分时刻均不超

过５ｃｍ，进而反映了本文提出的区域延迟提取和

内插方法具有较高的精度和可靠性。

以２００９年年积日２１８的实验数据为例，采用

ＡＧ站经电离层延迟内插值改正后的单频观测值

实施仿动态ＰＰＰ定位，各坐标分量误差结果及收

敛特性如图４所示。为便于比较，图４给出了基

于相同的观测数据，电离层延迟分别采用半和改

正和ＧＩＭ模型进行修正后的定位结果。３种模

型仿动态ＰＰＰ定位误差结果的统计性质如表１

所示。

图３　ＲＰＮ２和２９至仿用户站ＡＧ的电离层延迟内插误差

Ｆｉｇ．３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ｅｄ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ｅＤｅｌａｙｓｆｒｏｍ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ＰＲＮ２＆２９ｔｏ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Ｕｓｅｒ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Ｇ

图４　仿用户站ＡＧ单频仿动态ＰＰＰ定位误差

Ｆｉｇ．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Ｓｉｎｇｌ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ＰＰＰ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表１　单频ＰＰＰ实验各坐标分量定位误差的统计性质／ｍ

Ｔａｂ．１　Ｓｕｍｍａｒｙ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ＥｒｒｏｒｓｗｉｔｈＳｉｎｇｌ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ＰＰＰ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坐标分量
区域电离层模型 半和模型 ＧＩＭ模型

均值 标准差 ＲＭＳ 均值 标准差 ＲＭＳ 均值 标准差 ＲＭＳ

北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７ ０．３９ ０．３９ －０．０６ ０．５２ ０．６０

东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４３ ０．４３ ０．０７ ０．５９ ０．６７

天顶 ０．０３ ０．０６ ０．０８ ０．０６ ０．６９ ０．７６ ０．１７ ０．９８ １．０９

　　图４中的３种定位结果的差异仅在于不同的

电离层延迟的改正方法，其余各类参数在滤波过

程中均设置一致（如观测噪声、过程噪声等），以合

理比较各类电离层模型的修正效果。

从图４和表１可知，采用区域电离层延迟改

正得到的动态定位结果收敛特性较好，约３０ｍｉｎ

即可收敛至亚 ｍ级的定位精度；滤波收敛后，定

位误差分别为平面４～５ｃｍ，高程１ｄｍ左右；比

较而言，采用半和模型或ＧＩＭ模型得到的定位结

果精度相当，分别为平面４～７ｄｍ，高程１ｍ左

右，且半和改正模型定位精度略优于ＧＩＭ模型结

果，原因可能在于较强的电离层活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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