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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海量地基ＧＰＳ双频观测为电离层延迟建模提供了高分辨率时空覆盖的数据源。尽管如此，穿刺点的

数量及空间分布、观测精度影响着建模精度。ＧＬＯＮＡＳＳ／ＧＰＳ兼容接收机增加了可观测的卫星数，改善了穿

刺点的几何分布。基于此，完整地给出了ＧＬＯＮＡＳＳ／ＧＰＳ联合全球电离层延迟建模的算法实现以及数据处

理策略。实测数据表明，在当前ＩＧＳ站网分布下，ＧＬＯＮＡＳＳ数据改善了全球电离层延迟模型化效果；卫星的

ＤＣＢ稳定性优于接收机的ＤＣＢ，但ＧＬＯＮＡＳＳ卫星ＤＣＢ稳定性差于ＧＰＳ卫星。

关键词：ＧＮＳＳ；ＧＩＭ；ＤＣＢ；球谐函数；ＴＥＣ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８．４１

　　自２００００５美国取消ＳＡ政策以后，电离层

延迟误差是ＧＮＳＳ导航定位中最显著的误差源。

利用电离层模型进行改正是减弱或消除电离层折

射影响的方法之一。ＧＰＳ广播星历采用 Ｋｌｏｂｕ

ｃｈａｒ模型，Ｇａｌｌｉｌｅｏ广播星历拟采用 Ｎｅｑｕｉｃｋ模

型，这几种模型都是在全球范围内大尺度长周期

平均的经验模型，但电离层延迟修正精度不理想。

ＧＮＳＳ双频接收机用户可以用双频改正方法比较

理想地消除电离层延迟。对于广大的 ＧＮＳＳ单

频接收机用户而言，则必须经过电离层延迟模型

改正。

利用ＧＮＳＳ双频观测建立的电离层延迟模

型能比较精确地修正电离层延迟。国际上利用地

基ＧＰＳ数据建立电离层延迟模型已经取得了重

大进展。国际 ＧＮＳＳ 服务组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ＮＳＳ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ＧＳ）于１９９８年成立ＩＧＳ电离层

工作组，经过５ａ努力，于２００３年正式决定提供

电离 层 ＶＴＥＣ 服 务；目 前，美 国 ＪＰＬ、欧 洲

ＣＯＤＥ、ＥＳＡ、ＵＰＣ等４家分析中心在从事全球电

离层延迟日常数据处理和产品发布［１２］。国内，武

汉大学、上海天文台、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

研究［３８］等单位也开展了相关研究。尽管如此，利

用地基ＧＮＳＳ建立电离层延迟模型，仍有许多问

题需要探索。本文主要探讨了联合 ＧＰＳ、ＧＬＯ

ＮＡＳＳ建立全球电离层延迟模型的相关问题，并

分析ＧＬＯＮＡＳＳ数据对全球电离层延迟建模的

贡献。

１　数据处理策略

１．１　观测方程

根据电离层单层模型假设，利用 ＧＮＳＳ观

测，进行电离层延迟建模球谐函数模型化的观测

方程，可参见文献［１，５］。这里特别说明的是，由

于ＧＬＯＮＡＳＳ采用了频分多址（ＦＤＭＡ）的信号

体制，各卫星的信号频率犳１、犳２ 都不相同，在利用

ＧＬＯＮＡＳＳ数据进行电离层延迟模型化时，双频

伪距之差转化到总电子含量 ＴＥＣ时的系数与

ＧＰＳ的９．５２４３７略有不同
［９］。

１．２　分段估计策略

全球电离层延迟建模时，地磁日固坐标系已

经将全球范围内ＴＥＣ随地方时的大尺度变化变

成了准静态［１］；但电离层受底层大气、地磁扰动等

不规则影响，小尺度随机变化频繁。数据处理中，

通常采用分段常数或分段线性对其进行逼近。

分段常数数据处理策略通常认为在地磁日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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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系中电离层延迟的全球分布在一段时间内固

定不变，用一组固定的参数表示，时段内任意时刻

的电离层延迟模型参数都相等。

分段线性数据处理策略则认为，不同时刻全

球电离层延迟的分布并不完全相同，只估计特定

时刻的模型参数，将其他时刻的电离层延迟参数

视为两个相邻特定时刻电离层模型系数的线性组

合。相比分段常数，分段线性更符合客观规律。

本文在联合ＧＰＳ／ＧＬＯＮＡＳＳ观测进行全球

电离层延迟建模时采用了分段线性的方法，将一

天的观测按时段长度２ｈ分成１３个节点。球谐

函数最高阶数为１５阶，卫星、测站各自的硬件延

迟偏差认为是常数，每天只估计一组。为此，需要

求解的参数个数为：

犖 ＝犖Ｇｓｉｔｅ＋犖Ｇｓａｔ＋犖Ｒｓｉｔｅ＋

犖Ｒｓａｔ＋１３×（１＋１５）×（１＋１５）

式中，犖Ｇｓｉｔｅ、犖Ｒｓｉｔｅ分别为ＧＰＳ、ＧＬＯＮＡＳＳ测站总

数；犖Ｇｓａｔ、犖Ｒｓａｔ为观测的 ＧＰＳ、ＧＬＯＮＡＳＳ卫星

数。

１．３　硬件延迟偏差处理方法

对于卫星导航系统及其应用终端而言，硬件

延迟是指ＧＮＳＳ信号在卫星内部从产生到发射

完成这一过程中信号传播产生的时间延迟，或者

接收机中ＧＮＳＳ信号从天线接收到数字中频输

出这一过程中产生的时延。硬件延迟一般可分为

测码伪距的硬件延迟和载波相位的硬件延迟，分

别称为Ｔｇｄ
［１０］和 ＵＰＤ

［１１］。受ＧＮＳＳ信号产生、

传输和发射设备所处环境（温度／气压）变化的影

响，硬件延迟的稳定性差异较大。对于卫星而言，

由于星载设备的温控等非常精确，卫星的硬件延

迟相当稳定。硬件延迟偏差是不同频率的ＧＮＳＳ

信号（犔１／犔２ 载波、Ｃ／Ａ码、犘１／犘２ 码）在卫星或者

接收机内部时延的差值；对于测距码而言，即是码

间差分偏差（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ｃｏｄｅｂｉａｓ，ＤＣＢ），该偏差

相对于硬件延迟本身稳定性更好。

ＧＮＳＳ电离层延迟观测量犘２犘１ 必须扣掉

ＤＣＢ后才能转换成ＴＥＣ。然而，ＧＮＳＳ电离层延

迟建模的观测方程中，测站、卫星的硬件延迟偏差

参数列相关，无法直接分离。为此，ＩＧＳ组织采用

了重心基准［１］，将所有卫星的硬件延迟之和假定

为零。该基准不会对电离层模型参数造成影响。

仅使用ＧＰＳ数据进行全球电离层延迟建模

时，只需添加所有ＧＰＳ卫星的ＤＣＢ之和为零的

约束条件；使用 ＧＰＳ／ＧＬＯＮＡＳＳ双系统观测数

据时，则还需要添加所有 ＧＬＯＮＡＳＳ卫星 ＤＣＢ

之和为零的约束条件。详细策略可参见文献［１，

５，７，９］。

１．４　时段间参数相关性处理

电离层的大尺度变化主要是受太阳活动和地

球磁场的影响，在日固地磁坐标系下，电离层延

迟周日变化主项被吸收，利用球谐函数进行全球

电离层延迟建模时，可认为短时间内电离层延迟

各待估系数基本不变。为此，在上述分段线性中

加入球谐模型系数时段相关性的约束条件如下：

犡犻＋１－犡犻＝０，犻＝１，２，…，１２

式中，犡犻为第犻个节点处电离层延迟模型系数，

此约束条件以虚拟观测的方式加入［５］。

１．５　法方程形成

为减少稀疏矩阵０元素相乘耗费计算资源，

程序实现中宜采用法方程叠加方式。各站星观测

的法方程形成过程如插页Ⅰ图１所示。图中数组

前半部分为观测所在时刻两相邻节点的电离层延

迟系数，中间部分为接收机的硬件延迟偏差，最后

部分为卫星的硬件延迟偏差。

采用分段线性处理策略时，所有观测量按上

述方法形成法方程，并累加到总的法方程中。法

方程的最终形式如插页Ⅰ图２所示。插页Ⅰ图２

中参数犡 的排列方式为：犡＝［犡ｃｏｅｆ　ＤＣＢＧｓｉｔｅ　

ＤＣＢＧｓａｔ　ＤＣＢＲｓｉｔ　ＤＣＢＲｓａｔ］，具体过程可参见文

献［１３］。

２　数据分析

插页Ⅰ图３给出了２０１００１１０ＵＴＣ时间

１１：００～１２：００共计６０ｍｉｎ（采样间隔３０ｓ）的穿

刺点和跟踪站的分布情况。选取的２２５个跟踪站

中有８４个站是 ＧＰＳ／ＧＬＯＮＡＳＳ双模站。图中

绿色圆点是ＧＰＳ单系统跟踪站，红色六角形是双

模跟踪站，土黄色点序列是根据ＧＰＳ观测计算的

电离层穿刺点（ＩＰＰ），青蓝色点序列是根据ＧＬＯ

ＮＡＳＳ观测计算的ＩＰＰ点。当天可利用的南纬

６０°以南的７个测站中有５个测站可跟踪到ＧＬＯ

ＮＡＳＳ数据；插页Ⅰ图３表明，ＧＬＯＮＡＳＳ系统可

增加南纬６０°以南、新西兰岛周围、南太平洋地

区、北亚等地区ＩＰＰ点数量和覆盖范围。

２．１　格网ＴＥＣ分析

插页Ⅰ图４给出了２０１０年年积日０１０天

ＵＴＣ１２：００ＣＯＤＧ、ＷＨＵＧ （ＧＮＳＳ）、ＷＨＵＧ

（ＧＰＳ）的差异图。结合插页Ⅰ图３的穿刺点分布

可以看出，在高纬度地区等缺乏观测数据的区域，

ＷＨＵＧ与ＣＯＤＧ的差异为２～３ＴＥＣＵ左右，某

些区域超过５ＴＥＣＵ，在ＴＥＣ峰值区域，两者之

７８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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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差异很大，达５ＴＥＣＵ以上。插页Ⅰ图４（ａ）

ＷＨＵＧ（ＧＮＳＳ）与 ＷＨＵＧ（ＧＰＳ）的差异图中，

ＶＴＥＣ差异均值为０．１５ＴＥＣＵ，ＲＭＳ为０．３２

ＴＥＣＵ，高纬度地区两者差异达１ＴＥＣＵ以上，加

入ＧＬＯＮＡＳＳ数据后这些区域的格网 ＶＴＥＣ升

高１ＴＥＣＵ左右，另外海洋地区ＶＴＥＣ也略有提

高。插页Ⅰ图４（ｂ）是ＣＯＤＧ与 ＷＨＵＧ（ＧＮＳＳ）

的差异图，均值 ０．６６ ＴＥＣＵ，ＲＭＳ 为 １．６９

ＴＥＣＵ，插页 Ⅰ 图 ４（ｃ）是 ＣＯＤＧ 与 ＷＨＵＧ

（ＧＰＳ）的差异图，均值为０．８１ＴＥＣＵ，ＲＭＳ为

１．８５ ＴＥＣＵ，加 入 ＧＬＯＮＡＳＳ 数 据 减 小 了

ＷＨＵＧ与ＣＯＤＧ的差异。

为进一步说明 ＧＬＯＮＡＳＳ数据对电离层延

迟模型的影响，本文将全球分为９０°～６０°，６０°～

４５°，４５°～３０°等１０个纬度带，统计了 ＣＯＤＧ、

ＷＨＵＧ（ＧＮＳＳ）和 ＷＨＵＧ（ＧＰＳ）３者之间ＴＥＣ

差异ＲＭＳ，插页Ⅰ图５为２０１０年００１～０８１天的

ＲＭＳ均值结果，表明 ＷＨＵＧ 与 ＣＯＤＧ 差异

ＲＭＳ在南半球普遍大于北半球。另外，ＷＨＵＧ

（ＧＮＳＳ）与 ＣＯＤＧ 格 网 差 异 的 ＲＭＳ 小 于

ＷＨＵＧ（ＧＰＳ）与ＣＯＤＧ，说明联合ＧＬＯＮＡＳＳ数

据减小了 ＷＨＵＧ 与 ＣＯＤＧ 的差异。插页Ⅰ

图５（ｂ）是 ＷＨＵＧ（ＧＮＳＳ）与 ＷＨＵＧ（ＧＰＳ）差异

ＲＭＳ按照纬度带的统计结果，两者ＲＭＳ基本在

０．２～０．４ＴＥＣＵ，在低纬度 ＴＥＣ含量较高区域

差异可达０．４ＴＥＣＵ，并且南半球普遍高于北半

球，这是因为南半球ＧＬＯＮＡＳＳ观测值数目占南

半球总观测值数目比重相比北半球偏高。

２．２　卫星硬件延迟偏差ＤＣＢ分析

全球电离层建模中ＤＣＢ一般按单天解算，求

解的精度和稳定性可作为模型精度的反映。插页

Ⅱ图６、图７给出了部分 ＧＰＳ、ＧＬＯＮＡＳＳ卫星

ＤＣＢ的结果。插页 Ⅱ 图 ６ 中绿色点线图是

ＣＯＤＧ给出的犘１犘２ 间的卫星ＤＣＢ结果，蓝色

倒三角线图和红色正三角线图分别是本文只使用

ＧＰＳ数据、使用双系统数据计算的卫星犆１犘２ 的

ＤＣＢ 结 果。可 以 看 出，ＷＨＵＧ （ＧＮＳＳ）与

ＷＨＵＧ（ＧＰＳ）之间的解算结果一致性非常好，加

入ＧＬＯＮＡＳＳ数据对ＧＰＳ卫星ＤＣＢ稳定性没有

明显影响；另外，本文的ＧＰＳ卫星ＤＣＢ稳定性与

ＣＯＤＧ的结果相当，标准差都在０．１ｎｓ以内。

插页Ⅱ图７给出了 ＧＬＯＮＡＳＳ系统卫星

ＧＲＮ１１、ＧＲＮ１３、ＧＲＮ２１号３颗卫星的犆１犘２的

ＤＣＢ，犪、犫、犮采用犱的形式，蓝色点线图是ＣＯＤＧ

给出的相应卫星的犘１犘２ 的ＤＣＢ结果。图中显

示，与ＧＰＳ卫星相比，ＧＬＯＮＡＳＳ卫星ＤＣＢ稳定

性差，这是由于只有少数测站能观测到 ＧＬＯ

ＮＡＳＳ卫星，用于解算ＧＬＯＮＡＳＳ卫星ＤＣＢ的数

据相比 ＧＰＳ少。此外，本文解算的 ＧＬＯＮＡＳＳ

卫星ＤＣＢ标准差在０．３ｎｓ左右，而ＣＯＤＧ给出

的ＤＣＢ标准差在０．１５ｎｓ左右。这可能与本文

使用的 ＧＬＯＮＡＳＳ数据较少有关；本文采用的

ＧＬＯＮＡＳＳ测站约为８０～１００，而 ＣＯＤＧ 约为

１１０～１２０。

２．３　接收机硬件延迟偏差犇犆犅分析

接收机硬件延迟偏差稳定性也是衡量电离层

模型化精度的重要手段。

本文南纬６０°以南ＩＧＳ跟踪站只有７个，其

中５个测站跟踪到ＧＬＯＮＡＳＳ。由于南纬６０°以

南ＧＮＳＳ测站相对很少，加入ＧＬＯＮＡＳＳ数据对

该区域测站接收机ＤＣＢ计算结果的影响相对较

大。插页Ⅱ图８给出了２０１０年测站 ｍｃｍ４、ｏｈｉ２

测站的接收机ＤＣＢ时序图。插页Ⅱ图８表明，相

对于卫星的ＤＣＢ，接收机ＤＣＢ的稳定性差，主要

原因是用于计算测站ＤＣＢ的数据只是本测站观

测到的数据，而用于估计卫星ＤＣＢ的数据则是所

有测站观测到的数据，两者数据量与空间几何分

布不同。

插页Ⅱ图９给出了７个测站ＤＣＢ的标准偏

差（ＳＴＤ），插页Ⅱ图９（ａ）、９（ｂ）分别是接收机对

ＧＰＳ、ＧＬＯＮＡＳＳ信号的ＤＣＢ结果。插页Ⅱ图９

表明，本文计算的ＧＰＳ的接收机ＤＣＢ的ＳＴＤ在

０．２～０．８ｎｓ之间，精度与 ＣＯＤＧ 结果相当，

ＧＬＯＮＡＳＳ数据对ＧＰＳ接收机ＤＣＢ估计的稳定

性贡献有好有坏；ＧＬＯＮＡＳＳ 接收机 ＤＣＢ 的

ＳＴＤ在０．４ｎｓ以上，稳定性不如 ＧＰＳ信号的

ＤＣＢ。一方面是可用ＧＬＯＮＡＳＳ卫星数（１７颗）

少于ＧＰＳ卫星数（３２颗），用于计算 ＧＬＯＮＡＳＳ

接收机 ＤＣＢ的数据少；另一方面，由于 ＧＬＯ

ＮＡＳＳ系统采用频分多址的设计，每台 ＧＬＯ

ＮＡＳＳ接收机对每颗卫星的ＤＣＢ偏差不同；而本

文采用ＩＧＳ数据处理策略忽略了该特性。

３　结　语

本文主要介绍了利用ＩＧＳ 提供的 ＧＰＳ／

ＧＬＯＮＡＳＳ数据联合建立全球电离层延迟模型的

数据处理方法和结果。分析表明，ＧＬＯＮＡＳＳ数

据改善了全球电离层延迟模型化；卫星ＤＣＢ结果

的稳定性优于接收机 ＤＣＢ 结果；本文结果与

ＣＯＤＥ结果在北半球一致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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