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７卷 第１期

２０１２年１月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３７Ｎｏ．１

Ｊａｎ．２０１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９１６。

项目来源：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资助（２００８ＢＡＪ１１Ｂ０５）；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科研基金资助项目（２０１００４１６）。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８６０（２０１２）０１００７３０４ 文献标志码：Ａ

基于映射函数网络犚犜犓的大气误差内插估计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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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比较分析已有内插模型的基础上，以卫星高度角、参考站高程、距离为变量，以大气映射函数为基本

模型，提出了一种新的适用于高程差异大的大气误差内插模型。利用江苏连续运行参考站系统部分参考站数

据，采用不同的内插模型进行处理、比较与分析。结果表明，对于高程差异大、卫星高度角小的用户站，映射函

数估计方法、低阶曲面模型能够准确地估计出其与主参考站之间双差对流层误差，其最大均方差不超过２

ｃｍ；映射函数估计双差电离层误差方法与低阶曲面模型、线性内插模型的估计精度相当。在以上４种方法的

比较中，距离线性内插模型的估计精度最差，将近５ｃ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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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８．４１

　　准确估计出用户与参考站间距离相关的大气

误差是网络ＲＴＫ的关键技术
［１２］。目前，主要估

计模型有线性组合模型［３］、距离线性内插模型

（ＤＩＭ）
［４］、线性内插模型（ＬＩＭ）

［５］、低阶曲面模型

（ＬＳＭ）
［６］、最小二乘配置内插方法等［６］。Ｄａｉ对

以上模型进行比较发现，ＬＳＣ模型稍微好于ＬＩＭ

模型，而其他模型则要稍差于ＬＩＭ模型
［７］。但这

些模型都未考虑到与观测值的关系，不适用于非

正常气候条件，函数模型不是从大气环境下研究

产生的，其在双差观测值中消除了大部分函数的

相关性［５］。本文以卫星高度角、参考站高程、距离

为变量，以大气映射函数为基本模型，提出了一种

能够准确估计出区域性的高程差异大的双差对流

层误差、双差电离层误差的估计函数模型（ｍａｐ

ｐｉｎｇ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ＭＦＥＭ）。

１　基于投影函数的估计方法

１．１　双层对流层误差估计模型

鉴于卫星高度角和测站高程是影响对流层误

差估计的显著因子，估计函数将以高度角、测站高

差为变量，以主参考站对流层天顶延迟、所有非主

参考站高程的平均高程处的对流层天顶方向延迟

以及其随高程差异变化的变化率为系数，基本模

型为：

!Δδρ犲，ｔｒｏｐ＝犓狉０（ＭＦ（犈
犼
狉０）－ＭＦ（犈

狉
狉０））＋

　犓狉，犎（ｍｅａｎ）（ＭＦ（犈犼狉犻）－ＭＦ（犈
狉
狉犻））＋

　Δ犓（犎狉犻－犎ｍｅａｎ）（ＭＦ（犈犼狉犻）－ＭＦ（犈
狉
狉犻））

犎ｍｅａｎ＝
１

狀－１∑
狀－１

犻＝１

犎狉犻

ＭＦ（犈）＝１／ｓｉｎ（（犈
２
＋６．２５）１／２

烅

烄

烆 ）

（１）

１．２　双差电离层误差估计模型

电离层的基本改正项为：

δρｉｏｎ＝－犮
４０．３

犳
２ ＴＥＣ （２）

式中，ＴＥＣ（ｔｏｔ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ｃｏｎｔｅｎｔ）为沿电磁波传

播路径的电子总量。设天顶方向上的电子总量为

ＴＥＣ狏，则倾角为犈方向的电子总量为ＴＥＣ犿：

ＴＥＣ犿 ＝ＴＥＣ狏ＭＦ（犈） （３）

式中，ＭＦ（犈）为投影函数，经典的投影函数有

Ｋｌｏｂｕｃｈａｒ模型：

ＭＦ（犈）＝１＋２
９６０－犈

９０（ ）０

３

（４）

则用户与主参考站间的双差电离层误差的估计函

数以卫星高度角为变量，同时考虑到不同观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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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的天顶方向的电子总量存在差异，则各非主参

考站与主参考站间的距离和用户间与主参考站间

的距离之差也作为一个变量，相应地，模型的系数

分别为主参考站、用户站的天顶方向的电子总量

和电子总量随距离变化的改正数，其基本模型为：

!Δδρ犲，ｉｏｎ＝－犮
４０．３

犳
２
｛ＴＥＣ狉０［ＭＦ（犈犼狉０）－

ＭＦ（犈狉狉０）］＋ＴＥＣ狌［ＭＦ（犈犼狉犻）－ＭＦ（犈
狉
狉犻）］＋

ΔＴＥＣ（犱狉犻，狉０－犱狌，狉０）［ＭＦ（犈犼狉犻）－ＭＦ（犈
狉
狉犻）］｝

（５）

２　数据分析

　　为了验证基于投影函数的估计方法的准确

性、可行性、优越性，利用图１所示的部分江苏

ＣＯＲＳ基准站２００９１１２８Ｔ０时～２００９１１２８Ｔ２：

００时（格林尼治时间）的观测数据，采样率为１ｓ，

分别采用 ＭＦＥＭ、ＬＳＭ、ＬＩＭ、ＤＩＭ 等４种方法

对双差对流层、电离层误差进行了估计并与其真

值进行了比较分析。令高程为２７ｍ的江宁参考

站（ＮＪＪＮ）为主参考站，洪泽 （ＢＴＨＺ）、浦口

（ＮＪＰＫ）、六合（ＮＪＬＨ）、扬州（ＢＦＹＺ）等４个参考

站为辅参考站，其高程分别为１４ｍ、３５ｍ、６１ｍ、

３１ｍ ；ＮＪＨＺ为用户站，数据分析时其高程是一

变化值，分别设为５０ｍ、１００ｍ、２００ｍ、３００ｍ、４００

ｍ、５００ｍ。首先根据参考站的纬度、高程、卫星高

度角，由Ｎｉｅｌｌ模型估计出４个辅参考站、不同高

程的用户站与主参考站之间的双差对流层误

差［９１０］；由４个辅参考站、用户站与主参考站的载

波相位观测值和其间的双差模糊度估计出它们之

间的双差电离层误差［１１］。其中，用户站ＮＪＨＺ与

主参考站ＮＪＪＮ之间的双差对流层、电离层误差

可以认为是其真值。然后，针对不同高程、不同的

卫星高度角，采用 ＭＦＥＭ、ＬＳＭ、ＬＩＭ、ＤＩＭ 等４

种方法估计 ＮＪＨＺＮＪＪＮ 之间的双差对流层误

差与其真值比较分析如表１、图２、图３所示；采用

图１　参考站、流动站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Ｕｓｅｒ

ＭＦＥＭ、ＬＳＭ、ＬＩＭ、ＤＩＭ 等４种不同方法估计的

ＮＪＨＺＮＪＪＮ之间的双差电离层误差与其真值比

较分析如表２、图４所示。

表１　估计对流层误差均方差／ｍ

Ｔａｂ．１　ＭｅａｎＳｑｕａｒｅＥｒｒｏｒｏｆＴｒｏｐｏｓｐｈｅｒｅＥｒｒｏｒ

高程
模型

ＭＦＥＭ ＬＳＭ ＬＩＭ ＤＩＭ

５０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５０ ０．０４０５

１００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１９８ ０．０３１４

２００ ０．００３７ ０．００４９ ０．０４８６ ０．０３１０

３００ ０．００７０ ０．００６８ ０．０７６６ ０．０５０３

４００ ０．０１１３ ０．００８０ ０．１０３６ ０．０７４３

５００ ０．０１６４ ０．００８６ ０．１２９７ ０．０９９０

图２　双差对流层误差与高度角之间的关系

Ｆｉｇ．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ｏｕｂｌ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ｒｏｐｏｓｐｈｅｒｅ

Ｅｒｒｏｒａｎｄ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ＭＦＥＭ、ＬＳＭ、ＬＩＭ、ＤＩＭ 估计的 ＮＪＨＺ

ＮＪＪＮ之间的双差对流层误差与其真值之间的比

较，由表１、图２、图３分析可得如下结论。

１）表１为 ＭＦＥＭ、ＬＳＭ、ＬＩＭ、ＤＩＭ 等４种

方法估计的双差对流层误差的均方差。随着用户

站高程的增大，ＭＦＥＭ、ＬＳＭ、ＬＩＭ、ＤＩＭ 估计的

双差对流层误差的均方差都增大，其中 ＬＩＭ、

ＤＩＭ 两 种 方 法 比 较 显 著，都 达 到 了 ｄｍ；而

ＭＦＥＭ、ＬＳＭ 两种方法都远好于 ＬＩＭ、ＤＩＭ，两

者的均方差都小于２ｃｍ，且之间的差异仅在 ｍｍ

级，对于ＲＴＫ定位结果的影响可忽略不计；当高

程小于３００ｍ时，ＭＦＥＭ 略优于ＬＳＭ，而高程超

过３００ｍ时，ＬＳＭ则优于 ＭＦＥＭ。

２）图２为由上述４种方法估计高程为５０ｍ

用户站与主参考站之间不同高度角卫星的双差对

流层误差，参考卫星为ＰＲＮ１９。对于高度角大于

３７°的卫星，４种方法估计的双差对流层误差与其

真值都小于１ｃｍ，但相对而言，ＭＦＥＭ、ＬＳＭ 的

估计精度要高于ＤＩＭ和ＬＩＭ；高度角小于３７°的

卫星，ＬＩＭ、ＤＩＭ的估计误差将迅速增大，ＬＩＭ 最

大达 到 ０．１５ ｍ，ＤＩＭ 最 大 为０．０５ｍ，而

ＭＦＥＭ、ＬＳＭ的估计误差则显著小于前两者，当

高度角小于２０°时，两者的估计误差都仅为１ｃｍ。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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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ＰＲＮ１１四种估计方法估计的双差对流层误差与其真值随测站高程的变化

Ｆｉｇ．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ｍｏｎｇＤｏｕｂｌ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ｒｏｐｏｓｐｈｅｒｅＥｒｒｏｒｂｙＦｏｕ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ｒｕｅ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ＨｅｉｇｈｔｏｆＵｓｅｒＳｔａｔｉｏｎ

　　３）图３为４种方法估计的处于不同高程的

用户站的高度角小于２０°的ＰＲＮ１１卫星的双差

对流层误差，由于在同一位置，高程也大，其双差

对流层误差也相对较大。同时该卫星为新升卫

星，其高度角将逐渐增大，ＤＩＭ、ＬＩＭ 估值与其真

值的拟合程度显著差于ＬＳＭ、ＭＦＥＭ，但随着卫

星高度角的增大，４种方法的估值的拟合程度将

越来越好；随着高程的逐渐增大，ＭＦＥＭ、ＬＳＭ的

拟合误差将逐渐增大，但 ＭＦＥＭ大于ＬＳＭ，当高

程为５００ｍ时，前者的拟合误差将达１０ｃｍ，而

ＬＳＭ仅为１ｃｍ。

４）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的 ＭＦＥＭ 方法与

ＬＳＭ方法的估计精度相当，且两种方法的估计精

度都显著高于ＬＩＭ 和ＤＩＭ；对于高程差异大、卫

星高度角小的用户站，ＭＦＥＭ、ＬＳＭ 能够准确地

估计出其与主参考站之间双差对流层误差，其最

大均方差不超过２ｃｍ，这有利于高山地区利用低

高度角卫星实现网络ＲＴＫ。

ＭＦＥＭ、ＬＳＭ、ＬＩＭ、ＤＩＭ 估 计 的 ＮＪＨＺ

ＮＪＪＮ之间的双差电离层误差与其真值之间的比

较，由表２、图４分析可得如下结论。

表２　电离层误差估值数理统计／ｍ

Ｔａｂ．２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ｅ

ＥｒｒｏｒＶａｌｕｅ

模型 ＭＦＥＭ ＬＳＭ ＬＩＭ ＤＩＭ

最大差值 ０．０４２ ０．０４５ ０．０５０ ０．０７３

最小差值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３２

均方差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８ ０．０４８

　　１）表２为４种不同方法估计的双差电离层

误差的数理统计结果。本文提出的 ＭＦＥＭ 的估

计精度与ＬＳＭ、ＬＩＭ 相当，ＭＦＥＭ 和ＬＳＭ 的估

计均方差小于３ｃｍ，而 ＤＩＭ 的估计精度相对

较差。

２）图４为卫星ＰＲＮ６四种不同方法估计的

双差电离层误差与其真值的拟合图。由图４可

见，ＭＦＥＭ 和 ＬＳＭ 的拟合程度要好于 ＬＩＭ、

ＤＩＭ，其中ＤＩＭ的拟合程度最差。

３）综上所述，本文所提出的 ＭＦＥＭ 双差电

离层误差估计方法与ＬＳＭ、ＬＩＭ 的估计精度相

当。在以上４种方法的比较中，ＤＩＭ 的估计精度

最差，将近５ｃｍ。

图４　ＰＲＮ６四种方法的双差电离层误差

Ｆｉｇ．４　Ｄｏｕｂｌ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ｅＥｒｒｏｒｓｏｆ

ＰＲＮ６ｂｙＦｏｕｒＭｅｔｈｏｄｓ

３　结　语

本文提出的 ＭＦＥＭ 方法与ＬＳＭ 方法的估

计精度相当，且两种方法的估计精度都显著高于

ＬＩＭ和ＤＩＭ；对于高程差异大、卫星高度角小的

用户站，ＭＦＥＭ、ＬＳＭ 能够准确地估计出其与主

参考站之间双差对流层误差，其最大均方差不超

过２ｃｍ，将保证高山地区利用低高度角卫星实现

网络定位的精度；对于双差电离层误差，本文所提

出的 ＭＦＥＭ 方法与 ＬＳＭ、ＬＩＭ 的估计精度相

当，ＤＩＭ的估计精度最差，其估计误差将近５ｃ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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