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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频接收机高精度近实时犌犖犛犛气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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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新的区域电离层模型ＳＥＩＤ，结合大范围近实时气象反演的特点对该模型构建方法进行了一定发

展，提出了一套基于双频参考站网的ＧＮＳＳ单频接收机大范围近实时气象监测网解数据处理策略，并利用山

西ＣＯＲＳ网及周边多个ＩＧＳ站连续一周的实测数据，对在不同范围参考网内应用该策略实现单频接收机近

实时气象反演的精度和可行性进行了验证分析。实验结果表明，对于山西省内２４９ｋｍ以下的参考网，利用

网内单频接收机能够满足区域近实时１～２ｍｍ精度ＰＷＶ的反演要求。

关键词：单频；混合模式；近实时；气象监测；历元差分电离层模型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８．４２

　　ＧＮＳＳ气象学（ＧＮＳＳ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ＧＮＳＳ／

ＭＥＴ）是近十几年来蓬勃发展起来，融合了大地

测量、天文、气象、卫星、信息处理等多种技术的一

门交叉性前沿学科。现有的研究表明，为了利用

地基 ＧＮＳＳ 以较高精度获取大气可降水量

（ＰＷＶ）并对其进行短时间预报分析，必须对现有

ＧＮＳＳ气象监测网进行大规模的加密，以便形成

一套站间距离在数ｋｍ、高时空分辨率的气象监

测系统［１２］。目前，ＧＮＳＳ气象学研究一般都采用

双频接收机，其主要原因是为了消除电离层误差

的影响。如全部采用 ＧＮＳＳ双频接收机对现有

气象监测网进行加密，其成本非常昂贵，这必然会

极大地限制 ＧＮＳＳ技术在该领域未来的应用和

发展。因此，如何削弱电离层误差的影响，利用相

对廉价的单频接收机部分取代双频接收机是目前

国内外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之一。

构建区域电离层模型是 ＧＮＳＳ单频接收机

消除电离层延迟影响的有效方法，为此Ｄｅｎｇ等

于２００９年提出了一种新的区域电离层模型构建

方 法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ｅｐｏｃ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ｉｏｎｏ

ｓｐｈｅｒｉｃｄｅｌａｙｍｏｄｅｌ，ＳＥＩＤ），该方法利用电离层

组合观测值犔４ 的历元间变化信息，对测区内各可

视卫星分别建模［３］。

１　犛犈犐犇模型及发展

根据Ｄｅｎｇ等提出的ＳＥＩＤ模型构建思想
［３］，

对于一段连续无周跳的观测数据，如果能精确获

取各历元电离层延迟相对初始时刻的变化量并对

载波相位观测值进行改正，则残余的电离层延迟

常量部分可被模糊度参数吸收。对于各参考站与

该卫星连线间所受电离层延迟，将其在相邻历元

间的变化信息在对应电离层穿刺点（ＩＰＰ）处进行

平面拟合建模。

对于参考网内的单频测站，内插得到历元间

电离层延迟的变化信息，并根据式（１）积分得到各

历元相对初始历元犼０ 的电离层延迟变化量珟犔４

（犼０，犼）：

珟犔４（犼０，犼）＝ ∑
犼

犽＝犼０＋１

δ珟犔４（犽－１，犽） （１）

此时既可对犔１ 观测值进行电离层延迟改正，也可

按照式（２）构造模拟的犔２ 观测值：

珟犔２（犼）＝犔１（犼）－珟犔４（犼０，犼） （２）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初始历元电离层延迟常

量部分是未知的，且无法通过测站间或卫星间差

分的方式消除，因此，模拟得到的犔２ 观测值其模



　第３７卷第１期 邹　璇等：单频接收机高精度近实时ＧＮＳＳ气象研究

糊度将不再具有整数特性。

对于较大范围控制网的数据处理，此时可用

于建模的双频参考站数量较多，且不规则地分布在

一个较大区域内。按照最初的ＳＥＩＤ模型构建方

法，是利用测区内全部参考站双频数据对每颗可视

卫星分别构建统一的区域电离层模型。为了避免

较远距离参考站对构建区域电离层模型可能引入

的误差，且考虑到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剖分唯一、最优的

特点［５］，根据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划分方法将全部参

考站定义为若干个三角子网，并对各子网按照

式（３）分别构建每颗可视卫星的区域电离层模型：

犪２ ＝

（δ犔４，２－δ犔４，１）（λ１－λ０）－（δ犔４，１－δ犔４，０）（λ２－λ１）
（θ２－θ１）（λ１－λ０）－（θ１－θ０）（λ２－λ１）

犪１ ＝
δ犔４，１－δ犔４，０－犪２θ１＋犪２θ０

λ１－λ０

犪０ ＝δ犔４，０－犪１λ０－犪２θ

烅

烄

烆 ０

（３）

式中，δ犔４，犻为历元间犔４ 变化量；θ犻、λ犻 为相应ＩＰＰ

处大地坐标；犪０、犪１ 和犪２ 为解算得到的模型系数；

犻为参考站索引。

对于网内的单频接收机，便可根据其ＩＰＰ处

大地坐标（θ，λ）按照式（４）内插得到相邻历元间测

站处的离层延迟变化信息：

δ犔４（犽－１，犽）＝犪０＋犪１λ＋犪２θ （４）

　　与原有ＳＥＩＤ模型相比，式（３）中不存在冗余

观测值，因此，任一参考站的数据不连续均会中断

模型构建，从而使模拟得到的犔２ 观测值必须增加

一组新的模糊度参数。在ＧＮＳＳ数据处理中，过

多的模糊度参数将会降低解的强度。以３０ｓ采样

间隔的观测数据为例，对于发生周跳或数据缺失

的历元段如果其数据缺失小于２ｍｉｎ，且缺失数

据前后至少存在３ｍｉｎ的有效观测数据，则对该

时段内历元间电离层延迟δ犔４ 的变化趋势进行拟

合，以尝试修复数据缺失部分的观测值。

２　单频接收机大范围近实时气象监

测网解数据处理策略

　　目前的ＧＮＳＳ气象学研究一般可采用ＰＰＰ

和网解两类数据处理模式。其中ＰＰＰ是基于相

关参数域信息的精密测量模式，因此，需要提供较

高精度的卫星轨道和钟差产品。由于近实时气象

反演时仅能采用ＩＧＵ精密预报星历，其精度约为

５～１０ｃｍ。如固定卫星轨道和钟差并采用非差模

式反演气象参数，该部分误差将可能被引入测站

处气象反演结果。因此，在非差处理模式下，用户

需要首先结合区域参考网的实测数据对ＩＧＵ星

历进行精化，其程序实现较为繁琐。

网解模式则是根据测站间误差的相关性，在

观测值域利用主参考站数据对误差（卫星硬件延

迟、卫星钟差和部分卫星轨道误差）进行代替。原

本存在于参数域的卫星轨道误差在不同测站处的

影响是不一致的，通过松弛卫星轨道并估计３个

主要的轨道参数可以有效减弱卫星轨道误差对气

象反演的影响［６］。因此，网解模式下可直接采用

ＩＧＵ星历，其程序实现也较为简便。

考虑到大范围 ＧＮＳＳ气象监测网解模式下

数据处理的特点，本文设计的基于双频参考站网

的ＧＮＳＳ单频接收机大范围近实时气象监测网

解数据处理策略如图１所示。首先对各参考站的

双频观测数据进行预处理以探测其中的周跳和粗

差观测值［７］，并采用多项式拟合的方法对小的数

据缺失进行修复，得到干净的历元间电离层延迟

变化信息δ犔４。将整个双频参考网按照Ｄｅｌａｕｎａｙ

方法定义为若干个三角子网，分别对各子网构建

每颗可视卫星的区域电离层模型，计算得到的各

历元电离层模型系数以子网为单位被保存到指定

文件。对于测区内任一单频测站，根据其测站近

似坐标搜索包含该测站的三角子网，并利用相应

图１　基于双频参考站网的ＧＮＳＳ单频接收机近实时

气象监测网解数据处理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Ｄａｔａ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ＳｃｈｅｍｅｏｆＮｅａｒ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Ｗｅａｔｈｅｒ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ｆｏｒＧＮＳＳ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ｗｉｔｈＭｉｘｅｄ

ＳｉｎｇｌｅａｎｄＤｕａｌ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ｓ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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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离层模型系数按照式（１）～式（４）构造得到标准

ＲＩＮＥＸ格式的模拟双频观测数据。该模拟双频

数据可与对应子网参考站处实测双频数据一起采

用现有各类ＧＮＳＳ双频数据处理软件，按照网解

模式进行联合解算。

为了有效反演测站处气象信息，数据处理时

应设定较低的卫星截止高度角（如７°）。将其中

一个测站的近似坐标强约束为其真值，而对其余

各测站近似坐标给予相对松弛的约束，以避免将

测站处先验坐标误差引入最终的气象反演结果。

对于近实时ＧＮＳＳ气象监测数据处理，在网解模

式时通过松弛卫星轨道并估计３个主要的轨道参

数以便有效减弱卫星轨道误差对于气象反演的影

响。同时，为了降低网内测站间距较小引起的气

象参数相关性误差，进一步提高解算结果的精度

和可靠性，在网解时需联测多个远距离参考站（网

外距离大于５００ｋｍ）。

３　实验方法与结果分析

３．１　实验方法

为了有效验证本文提出的数据处理策略对于

不同站间距离参考网内单频接收机网解模式下近

实时气象反演的实用效果，从山西省ＣＯＲＳ网选

取５４个双频观测站于２００９年０６６～０７２间 为 期

７ｄ的一组实测双频数据模拟了一个近实时

ＧＮＳＳ单频与双频接收机混合模式气象监测系

统。通过设定不同测站作为参考站，本文分析了

参考站间平均距离为１２４ｋｍ、２０１ｋｍ和２４９ｋｍ的

３组单频监测网（图２），并分别按照ＳＥＩＤ方法构建

各三角子网的区域电离层模型，除参考网之外的网

内各测站被假定为单频测站用于检验分析。

数据处理采用高精度 ＧＮＳＳ科研分析软件

ＧＡＭＩＴ（１０．３５），数据采样率为３０ｓ，卫星截止高

度角７°，连续观测２４ｍｉｎ，联测测区周边８个ＩＧＳ

连续运行参考站的观测数据，采用各测站 ｍｍ级

精度的已知测站坐标作为起算坐标并对其中１个

测站的坐标进行强约束，天线相位中心按高度角

函数法（ＥＬＥＶ）改正，进行固体潮、大洋潮、极潮、

引力延迟等各项模型改正，加载全球气温气压模

型ＧＰＴ，采用Ｓａａｓｔａｍｏｉｎｅｎ对流层改正模型及

ＧＭＦ映射函数，松弛卫星轨道并按照分段线性法

（ＰＷＬ）每隔２ｈ估计一组测站处ＺＴＤ。

以下分析都是基于采用该数据处理方案，并利

用实测双频数据及ＩＧＳ精密星历反演得到的ＺＴＤ

为真值这一假设，将利用单频观测数据、ＩＧＳ精密

预报星历及构建的区域电离层模型时的气象反演

结果与假定真值（最优解）进行比较，以分析按照本

文提出的数据处理策略，选取不同尺度参考网时网

内单频接收机区域近实时的ＺＴＤ反演结果。

图２　测站分布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３．２　结果分析

图３为采用本文提出的数据处理策略时，监

测站ｌｏｕｆ于３种尺度参考网中ＺＴＤ反演结果与

假定真值的比较．从图中可以看到，按照本文提出

的数据处理策略，采用单频数据与双频数据的解

算结果基本是一致的。本文仅以ｌｏｕｆ站为例进

行了说明，实验结果表明，其余单频监测站均可得

到与ｌｏｕｆ站类似的ＺＴＤ反演结果。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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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给出了３种不同尺度参考网内单频接收

机区域近实时ＺＴＤ反演结果较其假定真值的误

差（ＲＭＳ）。可以看到，对于参考站间平均距离为

１２４ｋｍ的参考网，利用网内单频接收机反演ＺＴＤ

的精度为４．６ｍｍ，且其精度会随所选取参考网

站间距离的增加而下降，尤其是对于尺度大于

２００ｋｍ的参考网，其下降趋势更为明显。不过即

使对于站间平均距离为２４９ｋｍ的参考网，网内

单频测站依旧可以反演得到精度优于６．４ｍｍ

的ＺＴＤ结果，能够满足区域近实时大气可降水量

图３　检测站ｌｏｕｆ在３组单频检测网中的ＺＴＤ解算结果

Ｆｉｇ．３　ＺＴ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Ｌｏｕｆｆｏｒｔｈｅ３Ｄｅｎ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ＰＷＶ）１～２ｍｍ的测量精度要求。

图４　网内单频监测站近实时ＺＴＤ解算精度

随参考网站间距离的变化

Ｆｉｇ．４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ｏｆｔｈｅＺＴＤ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ｎｔｈ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４　结　语

本文利用山西省ＣＯＲＳ网及周边多个ＩＧＳ

站的观测数据模拟了一个近实时的 ＧＮＳＳ单频

与双频接收机混合模式气象监测系统，并将ＺＴＤ

解算结果与利用实测双频数据及ＩＧＳ精密星历

的反演结果进行比较。实验结果表明，本文对

ＳＥＩＤ模型的发展，以及所提出的基于双频参考站

网的ＧＮＳＳ单频接收机近实时气象监测网解数

据处理策略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和实用价值。与采

用双频接收机的解算结果相比，对于站间距离

１２０ｋｍ以下的双频参考站网，网内单频接收机大

气可降水量（ＰＷＶ）反演结果优于０．７７ｍｍ，即使

对于参考站间平均距离为２４９ｋｍ的参考网，网

内单频测站依旧能够满足区域近实时１～２ｍｍ

精度ＰＷＶ的反演要求。该成果能够有效满足气

象部门进行灾害性天气预报特别是暴雨短时临近

预报的精度需求，并为后续利用单频接收机进行

区域层析水汽三维分布和同化水汽结果奠定了研

究基础。

致谢：感谢德国地学研究中心葛茂荣博士对

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感谢山西省测绘局

提供了部分实验数据；感谢麻省理工学院授权使

用ＧＡＭＩＴ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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