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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相位平滑伪距和最小二乘曲面函数
建立西安市区域电离层延迟模型

涂　锐１　张　勤１　黄观文１　凌　晴１

（１　长安大学地测学院，西安市雁塔路１２６号，７１００５４）

摘　要：利用相位平滑伪距观测值，并采用附有限制条件的序贯最小二乘曲面拟合方法，研究构建了西安区域

电离层延迟模型。该模型的内符合平均精度为６．９ｃｍ，外符合平均精度为８．８ｃｍ，通过与全球格网电离层延

迟模型计算的电子含量进行对比，并将两种模型进行单频ＰＰＰ定位测试。结果显示，区域电离层延迟模型的

精度明显优于格网电离层延迟模型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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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离层延迟是影响 ＧＮＳＳ技术精度最严重

的误差源之一，它能否得到有效的消除或减弱直

接决定众多单频 ＧＮＳＳ接收机用户导航与定位

的精度与可靠性［１］。随着全国ＧＰＳ永久监测网

的布设以及各城市区域ＣＯＲＳ站的建立，这种稠

密的、连续运行的ＧＰＳ多功能监测网为进行区域

及全球电离层动态监测和建模研究提供了平台，

同时也为监测电离层电子含量（简称ＴＥＣ）的周

日、季节性变化、半年度、年度变化提供了可能［２］。

本文利用西安市地裂缝与地面沉降的ＧＰＳ观测

资料，建立了西安市区域电离层延迟模型。

１　区域电离层延迟模型的建立

１．１　基于相位平滑伪距测定犞犜犈犆

建立区域电离层延迟模型，首先要测定ＴＥＣ

的值，可以利用ＧＰＳ双频组合观测值测定电离层

ＴＥＣ。为了提高实测ＴＥＣ的精度，首先对双频伪

距观测值进行载波相位平滑［３］，其测定ＴＥＣ的

公式如下［３，４］：

ＴＥＣ＝９．５２４３７（（Δ犘２犘１）ｓｍ＋犅） （１）

式中，（Δ犘２犘１）ｓｍ为载波平滑伪距后犔４ 的观测

值；犅为ＧＰＳ系统的组合硬件延迟（卫星和接收

机两个频率的硬件延迟的差分之和，每一站一星

对应一个硬件延迟犅）。采用电离层单层模型
［５］，

将信号传播路径上的总电子含量ＴＥＣ转化为天

顶方向的总电子含量（简称ＶＴＥＣ）：

ＶＴＥＣ＝ＴＥＣ·ｃｏｓ犣′ （２）

其中，犣′为卫星在电离层星下点处的天顶角。卫

星、接收机、电离层平均高度的集合关系以及犣′

的关系参见文献［５，６］。

１．２　建立区域犞犜犈犆模型

利用区域内各ＧＰＳ点上的双频观测值实际

测定该点的电离层延迟，通过曲面拟合函数来建

立区域内的电离层延迟模型。根据电离层电子含

量的分布特性，该模型是将ＶＴＥＣ看作纬差和太

阳时角差的函数，其表达式如下［４］：

ＶＴＥＣ＝犳（φ，狊，狋）＝

∑
狀

犻＝０
∑
犿

犽＝０

犈犻犽（φ－φ０）
犻（狊－狊０）

犽 （３）

式中，φ０ 为测区中心点的地理纬度；狊０ 为测区中

心点（φ０，λ０）在该时段中央时刻狋０ 的太阳时角；

狊－狊０＝（λ－λ０）＋（狋－狋０）；λ为信号路径与单层交

点的地理经度；狋１ 为观测时刻；狀、犿为曲面拟合模

型中泰勒级数展开的阶数，狀、犿 以及单层高度的

选择参见文献［３５］。本文中（φ－φ０）取１阶，

（狊－狊０）取２阶，单层高度为４００ｋｍ，时段长度为

４ｈ，全天２４ｈ共６个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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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模型间全天电离层总电子含量的连

续性，在测区中心上空选取１°×１°的网格，在选取

的网格点上构造总电子含量相等的限制条件［７］，

公式如下：

犳犻（φ犵，狊犵，狋）＝犳犻＋１（φ犵，狊犵，狋），犻＝１，…，５（４）

式中，（φ犵，狊犵）为网格点的地理坐标；狋为时间段衔

接处的时间；犻表示一天中第犻个模型。

１．３　附有限制条件的序贯平差模型

由式（３）得到简化的观测方程组为：

犞
狀×１
＝犃

狀×狌
犡
∧

狌×１
－犔 （５）

式中，狀为观测量的个数；狌为参数个数（包含模

型参数和硬件延迟参数）。由式（４）得到限制条件

方程为：

犆
狊×狌
犡
∧

狌×１
－犠犡

狊×１
＝０ （６）

狊为约束条件个数（在本文中，夏季６个模型、２０

个约束条件；冬季３个模型、８个约束条件）。考

虑到电离层延迟监测的观测量较大，直接利用最

小二乘求解困难，速度极慢，本文采用附有限制条

件的序贯平差［８］进行求解。

２　西安市区域电离层延迟模型的建

立

２．１　数据来源及建模思路

西安市地裂缝与地面沉降监测共有２４个

ＧＰＳ监测点，各点平均边长不超过３０ｋｍ，每年冬

夏季各监测一次，采用６台接收机同步观测，每个

监测点每期至少监测２ｄ，部分监测点监测３ｄ，采

样间隔３０ｓ，每期监测１２ｄ，夏季数据采集２４ｈ，

冬季采集１２ｈ，共有２００５年冬季到２００９年夏季

４年８期的观测资料。对于每天观测的６个站的

数据，选取空间边长较大的４个站作为基准站建

立区域电离层模型，剩下的２个站作为模型精度

检核站，４ｈ建立一个模型，夏季全天共６个模

型，冬季全天共３个模型，每个模型６个参数。

２．２　具体实现步骤

１）数据预处理，进行相位平滑伪距；

２）由式（１）、式（２）求解实测ＶＴＥＣ；

３）按式（３）建立曲面拟合电离层延迟模型；

４）进行附有限制条件的序贯平差，求解出区

域电离层延迟模型系数；

５）模型精度检核及单频ＰＰＰ实验，具体的

程序设计流程如图１所示。

图１　电离层延迟模型构建的程序设计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ＤｅｌａｙＭｏｄｅｌ

３　区域电离层延迟模型算例分析

３．１　内、外符合精度统计

将基准站实测的电离层延迟值（Ｓｕｒｖｅｙ）与区

域模型计算值（ＡｒｅａＭｏｄｅｌ）之间的差值按式（７）

进行内符合精度统计。图２是２００８年７月１１日

ＸＪ０１站和ＸＪ０３站上空实测的 ＶＴＥＣ和模型计

算的ＶＴＥＣ的对比，从图中可以看出模型值与实

测值一致。

δ＝±
［狏狏］

狀－槡 １
（７）

图２　ＸＪ０１测站和ＸＪ０３测站上空电离层ＴＥＣ实测

值与模型值对比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ＴＥＣ

Ｖａｌｕｅｓａｎ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ＶａｌｕｅｓＯｖｅｒＧＰＳ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

ＸＪ０１ａｎｄＸＪ０３

　　表１列出了２００８年７月１１日４个基准站６

个时段的内符合精度，可见，内符合平均精度为

６．９ｃｍ。

为了进一步检核区域电离层延迟模型的精

度，将２００８年７月１１日检核站ＸＪ０６和ＸＪ０９实

测的ＶＴＥＣ（Ｓｕｒｖｅｙ）和单站模型计算的 ＶＴＥＣ

（ＳｉｎｇｌｅＭｏｄｅｌ）以及区域模型计算的ＶＴＥＣ（Ａｒ

ｅａＭｏｄｅｌ）进行对比，如图３所示。表２是按式

（７）计算得到的外符合精度统计结果，可见，外符

合平均精度为８．８ｃｍ。

９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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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０８年７月１１日区域电离层模型的内

符合精度／ｍ

Ｔａｂ．１　Ｉｎｎｅｒ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Ｄｅｌａｙ

Ｍｏｄｅｌｉｎ１１，Ｊｕｌｙ，２００８／ｍ

点号 时段１ 时段２ 时段３ 时段４ 时段５ 时段６

ＸＪＡ４ ０．０６４ ０．０６３ ０．０４６ ０．０６８ ０．０７１ ０．０５０

ＸＪ０１ ０．０７４ ０．０３８ Ｊ０．０３９ ０．０７４ ０．０８５ ０．０３３

ＸＪ０２ ０．０７３ ０．０４８ ０．０７１ ０．０６２ ０．０７０ ０．０８９

ＸＪ０３ ０．１０８ ０．０９４ ０．０４３ ０．１０４ ０．０７８ ０．１１３

图３　ＸＪ０６测站和ＸＪ０９测站上空电离层ＴＥＣ

实测值与模型值对比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ＴＥＣ

Ｖａｌｕｅｓａｎ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ＶａｌｕｅｓＯｖｅｒＧＰＳ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ＸＪ０６ａｎｄＸＪ０９

表２　２００８年７月１０日、１１日区域电离层延迟模型的

外符合精度／ｍ

Ｔａｂ．２　Ｏｕｔｅｒ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Ｄｅｌａｙ

Ｍｏｄｅｌｉｎ１０ａｎｄ１１，Ｊｕｌｙ，２００８／ｍ

时间 点号 时段１ 时段２ 时段３ 时段４ 时段５ 时段６

７月１０日
ＸＪ０６ ０．０８５ ０．１４３ ０．１２５ ０．０９８ ０．０６７ ０．０７７

ＸＪＡ３０．０９１ ０．１１８ ０．０４９ ０．０８９ ０．０５７ ０．０５３

７月１１日
ＸＪ０９ ０．０９９ ０．０７１ ０．０３８ ０．０８６ ０．０７６ ０．０４６

ＸＪ０６ ０．０９８ ０．１６０ ０．１５９ ０．１０５ ０．０５６ ０．０５３

３．２　区域模型与格网模型计算的犞犜犈犆的对比

将区域电离层延迟模型与ＩＧＳ站提供的全

球格网电离层模型进行比较，下载了２００８年７月

１０日、１１日的电离层格网文件，该文件每２ｈ生

成一 个 格 网 图，内 插 得 到 各 测 站 对 应 时 间

的ＶＴＥＣ。将全球格网电离层模型计算的ＸＪ０２

（１９２ｄ）和ＸＪ０３（１９３ｄ）的ＶＴＥＣ（ＧｒｉｄＭｏｄｅｌ）和

西安市区域电离层延迟模型计算的 ＶＴＥＣ（Ａｒｅ

ａＭｏｄｅｌ）日变化曲线绘于图４中。从图４可以看

出，两个模型存在较大的偏差，原因可能在于全球

格网模型监测站分布稀疏不均匀，不能准确反映

小区域的电离层电子含量的大小及变化；且ＩＧＳ

的格网电离层延迟模型由于是分段计算，未加约

束条件，因此引起时段间不连续。

图４　ＸＪ０２测站和ＸＪ０３测站上空格网模型计算

ＶＴＥＣ与区域模型计算ＶＴＥＣ对比

Ｆｉｇ．４　ＶＴＥＣ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ＧｒｉｄＭｏｄｅｌ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ＶＴＥＣＯｖｅｒＧＰＳ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ｆＸＪ０２ａｎｄＸＪ０３

表３是２００８年７月１０日全球格网模型计算

的电离层延迟的外符合精度（计算中以ＧＰＳ实测

的电离层延迟为真值），从表中得出，全球格网电

离层模型的外符合平均精度仅为４４．５ｃｍ，明显

低于§３．１中区域电离层延迟模型８．８ｃｍ的外

符合平均精度。

３．３　对单频犘犘犘定位结果的影响比较

为了比较区域电离层延迟模型和全球格网电

离层延迟模型对单频ＰＰＰ定位结果的影响，分别

对ＸＪ０３、ＸＪ０４、ＸＪ０６、ＸＪＡ３四个站２００９年６月

２０日的犔１、犆１ 观测值进行单频静态ＰＰＰ实验，

定位结果如表４所示。可以看出，区域电离层延

迟模型的精度明显高于格网电离层延迟模型的

精度。

表３　格网电离层延迟模型的外符合精度／ｍ

Ｔａｂ．３　Ｏｕｔｅｒ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ｆＧｒｉｄ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ＤｅｌａｙＭｏｄｅｌ／ｍ

点号 时段１ 时段２ 时段３ 时段４ 时段５ 时段６ 时段７ 时段８ 时段９ 时段１０ 时段１１ 时段１２

ＸＪ０６ ０．１０１ ０．２３６ ０．１６８ ０．３００ ０．７２５ ０．７３９ ０．４５７ ０．７９９ ０．６５３ ０．５７４ ０．４４８ ０．２５３

ＸＪＡ３ ０．２３２ ０．３８７ ０．３０５ ０．３７９ ０．７４７ ０．６５３ ０．３５８ ０．６９２ ０．５４９ ０．４４９ ０．３２６ ０．１５９

表４　不同的电离层延迟模型对单频犘犘犘定位结果的影响比较／犿

Ｔａｂ．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ｏｎＳｉｎｇｌ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ＰＰＰ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ｙＶａｒｉｏｕｓ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ＤｅｌａｙＭｏｄｅｌ／ｍ

点位

全球格网电离层延迟模型 西安市曲面拟合模型

ＲＭＳ

犡 犢 犣

点位

ＲＭＳ

ＲＭ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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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西安市近３年电离层冬夏季变化分析

采用区域电离层模型分析了近３年西安市电离

层夏冬季的变化情况，将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的６期观测

资料分别实测出各天的ＶＴＥＣ，并建立区域模型模

拟出相应的ＶＴＥＣ，以年积日为单位，绘出各期１２ｄ

电子含量的变化图，其中第二期监测点较少，实测７

ｄ，其他各期均１２ｄ。限于篇幅有限，文中仅列出了

２００７年冬夏季电离层的变化图，如图５所示。

图５　２００７年夏季和冬季区域电离层模型计算的

西安市上空ＶＴＥＣ与实测ＶＴＥＣ的日变化图

Ｆｉｇ．５　Ｄａｉｌ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ＶＴＥＣＣｏｍｐｕｔｅｄｆｒｏｍ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ＶＴＥＣｉｎ

ＳｕｍｍｅｒａｎｄｉｎＷｉｎｔｅｒｏｆ２００７ＯｖｅｒＸｉ’ａｎ

从日变化曲线可以看出，每天的电子含量规

律性变化从ＵＴＣ时间０点开始先增加，６点左右

达到峰值，后又下降，夜间趋于平缓状态，到２０点

后又开始回升。从６期观测时间内冬夏季电子含

量的总体变化可以得出，夏季电离层比较活跃，电

子含量日变化幅度较大，最小值不到４个ＴＥＣＵ，

最大值接近２８个ＴＥＣＵ，西安市电离层电子含量

夏季平均约为４～２０个ＴＥＣＵ，冬季平均约为４

～１１个ＴＥＣＵ，并且不同年份的夏季或冬季的电

子含量也不一样，夏季２００８年的电子含量比

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６年少，冬季２００６年的电子含量比

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８年多。从同一季节连续１２ｄ的变

化可以看出，不同天的电子含量变化既有规律性，

又有差异性。这种差异可能是全球格网模型监测

站分布稀疏不均匀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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