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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利用单站地基ＧＰＳ多普勒频移实时估计弯曲角的方法，该方法克服了探空法和模型法的局

限，可以全天候观测，适合于实时应用。实验结果显示，ＧＰＳ结果与探空结果具有较好的一致性，且在低仰角

范围内优于模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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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弯曲角不仅可以通过折射率剖面利用射线描

迹法计算获得，而且可以通过ＧＰＳ多普勒获得。

折射率剖面可以通过３种方法获得：探空、模型和

数值天气预报，其中，探空方法基于实测数据，精

度最好，后两种模型存在精度不够的问题。然而，

利用ＧＰＳ多普勒频移计算弯曲角，与探空方法相

比，具有成本低、全天候观测、操作简单和可移动

性强等优点。因此，把ＧＰＳ与传统的大气探测方

法相结合，对大气科学、气象和测控等领域的发展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文献［１３］的基础上，结合ＩＧＳ超快速星历

ＩＧＵ和单点定位方法，本文给出了单站地基ＧＰＳ

实时估计弯曲角的方法。

１　利用探空或模型剖面计算弯曲角

该方法是基于大气球面分层的斯涅尔定律，

利用大气折射率剖面，使用射线描迹方法计算获

得弯曲角。大气折射率剖面可以通过探空或模型

方法获得。

在地球大气中，考虑到大气折射指数约为１，

为了使用方便，在电波传播中常用犖＝（狀－１）×

１０６ 表示折射率。对于中性大气，一般情况下，折

射率犖 是大气状态（大气压强犘、气温犜 和水汽

压犲）的函数。文献［４］给出了一个比较准确的大

气折射率的表达式：

犖 ＝犽１
犘犱
犜
犣－１
犱 ＋犽２

犲
犜
犣－１
狑 ＋犽３

犲

犜２
犣－１狑 （１）

式中各参数意义参见文献［４］。

Ｈｏｐｆｉｅｌｄ模型
［５］又称为双四次方折射指数模

型，形式为 ：

犖（犺）＝犖犺（犺）＋犖狑（犺）

犖犻（犺）＝
犖犻０

犎犻－犺０
（犎犻－犺）

４，（犻＝犺，狑，犺≥犎犻）

犖犻＝０，（犻＝犺，狑，犺≥犎犻）

（２）

式中各参数意义参见文献［５］。

图１给出了射线的几何示意图。点犃 和犅

分别对应接收机和发射机，球中心狅被认为是地

球椭圆体局部弯曲的中心。由斯涅尔定律：

狀１狉１ｓｉｎφ１ ＝狀狉ｓｉｎφ＝犪 （３）

其中，狀为射线任意点处的折射率指数；狉为射线

中任意点到地心狅的距离；φ为狉点视在天顶角；

狉１ 为犃点到地心狅的距离；φ１ 为犃 点视在天顶

角；狀１ 为犃点处的折射率指数；犪为常数。另外，

图１中的φ２ 为犅点视在天顶角。

对式（３）求微分，有：

ｄφ＝－ｔａｎφ（ｄ狀／狀＋ｄ狉／狉） （４）

而ｄ狉＝ｄ犺，ｔａｎφ·ｄ狉＝ｔａｎφ·ｄ犺＝狉ｄθ。因此

ｄθ＝ｔａｎφ·ｄ狉／狉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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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射线的几何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ＲａｙＴｒａｃｉｎｇ

又α＋φ１＝θ＋φ，其中，θ为点犃 和犅 与狅之间的

夹角，α为弯曲角，所以

ｄα＝ｄθ＋ｄφ （６）

ｄα＝－
ｔａｎφ
狀
ｄ狀 （７）

对式（７）进行积分，即可得到弯曲角：

α＝∫
犺

犺
１

－
１

狀
ｄ狀／ｄ犺ｔａｎφｄ犺

＝－犪∫
犺

犺
１

１

狀
ｄ狀
ｄ犺

１

狉２狀２－犪槡
２
ｄ犺

（８）

２　利用犌犘犛多普勒频移计算弯曲角

ＧＰＳ信号多普勒频移主要与信号发射端和

接收端的速度向量有关。对于静态地基接收机其

速度为零，那么接收端处 ＧＰＳ信号多普勒频移

犳犱 为：

犳犱 ＝－犳狏２犮
－１ｃｏｓ（狉－φ２） （９）

其中，犳为载波频率；犮为真空中光速；狏２ 为发射端

的速度；γ为地心至发射端方向与速度向量之间的

夹角。根据式（９）和测量的多普勒频移可以计算φ２：

φ２ ＝γ－ａｒｃｃｏｓ（－犳犱犮／犳狏２） （１０）

其中，φ１ 是计算弯曲角的必需量，可以根据斯涅

尔定律获得：

φ１ ＝ａｒｃｓｉｎ［狉２ｓｉｎφ２／狉１狀（狉１）］ （１１）

那么弯曲角α为：

α＝θ－φ１＋φ２ （１２）

对于ＧＰＳ观测，狉１、狉２、狏２、θ、γ１ 都是已知的。在利

用式（１１）计算φ１ 的过程中，当仰角β为负时，计

算的φ１ 替换为π－φ１。

对于在地球表面接收到的ＧＰＳ信号，多普勒

频移大小量级约为１０３ Ｈｚ，主要是由卫星运动引

起的。地面的多普勒频移观测值还包括大气折

射、卫星和接收机钟差、测量噪声、多路径效应等

引起的多普勒频移。中性大气折射引起的多普勒

频移部分大小量级约为１Ｈｚ。为得到准确的弯

曲角，在ＧＰＳ数据处理中，必须消除其他误差引

起的多普勒频移［１］。单站地基ＧＰＳ实时估计弯

曲角的过程为：首先，根据高仰角ＧＰＳ观测值和

ＩＧＵ星历，估计出准确的接收机位置和钟差，从

而可以消除接收机钟差引起的多普勒频移误差，

大小量级约为１０－３Ｈｚ，引起的弯曲角大小量级约

为（１０－４）°；然后，利用无电离层组合值消除电离

层引起的多普勒频移误差，大小量级约为１０－２

Ｈｚ，引起的弯曲角大小量级约为（１０－４）°；ＩＧＵ提

供的卫星轨道和钟差作为已知数，可以认为已经

消除了卫星部分引起的多普勒频移误差；多路径

引起的多普勒误差与天线周围环境和接收机的性

能有关，大小量级约为１０－２Ｈｚ，引起的弯曲角大

小量级约为（１０－３）°，在低仰角时高达（１０－２）°
［１］；

接收机测量噪声引起的多普勒频移较小，可忽略

不计。在消除这些误差之后，根据式（９）～（１２）就

可以获得实时准确的弯曲角。

３　实例分析

选择青岛和汕头ＧＰＳ站的数据进行处理，其

中，２００９年７月，在汕头ＧＰＳ站开展了一次ＧＰＳ

综合 观 测 实 验。实 验 的 主 要 设 备 有 徕 卡

ＧＲＸ１２００双频 ＧＰＳ接收机、ＡＸ１２０２ＧＧ天线、

维萨拉温湿压传感器和维萨拉无线电探空设备。

徕卡ＧＲＸ１２００接收机和 ＡＸ１２０２ＧＧ天线

利用ＳｍａｒｔＴｒａｃｋ＋技术
［６］，具有很强的弱信号和

低仰角信号跟踪能力，可以获得包括低仰角范围

的高质量数据，可以抑制大部分多路径。采用载

波相位平滑技术改善了码伪距观测值的精度。

青岛和汕头ＧＰＳ数据都是在静态模式下采

集的，采样率为３０ｓ。地面气象数据采样率为１

ｍｉｎ，汕头探空数据采样率为２ｓ。青岛ＧＰＳ站时

间为２００８年８月１３日至１８日，汕头ＧＰＳ站时

间为２００９年７月２日至１４日。ＧＰＳ数据处理软

件采用自主研发的基于 Ｍａｔｌａｂ的单站非差处理

软件［７］。由于 ＧＰＳ可视卫星较多，为了方便比

较，下面给出的ＧＰＳ结果都是对应一次探空时间

内所有可视卫星结果的插值结果。

图２给出了青岛和汕头ＧＰＳ站的弯曲角结

果，包括探空（Ｒａｄｉｏｓｏｎｄｅ）、Ｈｏｐｆｉｅｌｄ模型和ＧＰＳ

结果。其中，ＧＰＳｉｇｓ和 ＧＰＳｉｇｕ分别表示利用

ＩＧＳ的精密星历和超快速星历的估计结果。ＩＧＳ

精密星历是非常准确的星历，可以作为参考值进

行对比。为了清楚显示结果，图２中只给出了０°

至２０°之间的结果，因为高仰角对应的弯曲角特

２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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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小。从图２中可以看出，ＧＰＳ结果与探空结果

比较吻合，ＧＰＳｉｇｕ与ＧＰＳｉｇｓ的结果比较接近。

整体上看，Ｈｏｐｆｉｅｌｄ模型结果比较平滑，实际大气

不会像模型那么平滑，而ＧＰＳ结果有小的波动，

更接近实际情况。

图２　青岛和汕头ＧＰＳ站的弯曲角

Ｆｉｇ．２　ＢｅｎｄｉｎｇＡｎｇｌｅｓａｔＱｉｎｇｄａｏａｎｄ

ＳｈａｎｔｏｕＧＰＳＳｔａｔｉｏｎ

以探 空 结 果 为 真 值，图 ３ 给 出 ＧＰＳ 和

Ｈｏｐｆｉｅｌｄ结果的平均误差。从图３中可以看出，

在高仰角范围内，ＧＰＳ和Ｈｏｐｆｉｅｌｄ的平均误差大

小在一个量级。在低仰角范围内（＜１０°），ＧＰＳ的

平均误差明显小于 Ｈｏｐｆｉｅｌｄ的误差，与 Ｈｏｐｆｉｅｌｄ

模型相比，ＧＰＳ结果改善了５０％以上。ＧＰＳｉｇｕ

和ＧＰＳｉｇｓ的误差比较相近，说明与精密星历相

比，利用超快速星历估计弯曲角是可以接受的。

图３　青岛和汕头ＧＰＳ站弯曲角的误差

Ｆｉｇ．３　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ＢｅｎｄｉｎｇＡｎｇｌｅｓａｔＱｉｎｇｄａｏａｎｄ

ＳｈａｎｔｏｕＧＰＳＳｔａｔｉｏｎ

因此，总体上可以说利用ＧＰＳ实时估计弯曲

角是可行和有效的。但是，从图３中可以看出，

ＧＰＳ结果与探空结果还有一些偏差，原因可能

为：① 基于探空剖面的计算结果是假设大气是球

对称的，但实际大气是不对称的，且青岛和汕头的

探空站都处在海陆交界环境，大气变化更加复杂，

而ＧＰＳ结果是来自不同方位卫星结果的插值，这

种计算方法的不同会引起一些偏差。② 探空结果

在一次探空结束才能获得，具有１～２ｈ的延迟，而

ＧＰＳ结果是一段时间内各个仰角之间的插值，这种

时间上的差别也会引起偏差。③ 探空方法由于风

的原因，实测剖面都是在斜路径方向上的，不是绝

对天顶方向的剖面，而实际计算都假设实测剖面为

天顶方向的，这种假设也会引起一定的偏差。图４

给出了汕头站７月１４日一次探空的路径图，图５

给出了对应图４探空时间内的ＧＰＳ卫星方位，从

图中可以看出探空路径非常复杂，半径达４４ｋｍ，

且本次实验期间探空半径最大超过１００ｋｍ，而大

部分ＧＰＳ卫星与探空都不在一个方位上。④ 在低

仰角范围内，ＧＰＳ信号受多路径效应影响较大，特

别是码伪距观测值，但在数据处理过程中没有完

全去除多路径效应，这也会导致一定的偏差。

图４　探空路径图

Ｆｉｇ．４　ＰａｔｈＲａｄｉｏｓｏｎｄｅ

图５　探空时间内对应的ＧＰＳ卫星方位

Ｆｉｇ．５　Ａｚｉｍｕｔｈｏｆ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ｉｎ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Ｒａｄｉｏｓｏｎｄｅ

４　结　语

本文介绍了计算弯曲角的传统方法和基于单

３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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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地基ＧＰＳ多普勒频移实时估计弯曲角的方法。

实验结果显示，ＧＰＳ结果与探空结果具有很好的

一致性，且在低仰角范围内明显优于 Ｈｏｐｆｉｅｌｄ模

型，初步表明利用单站地基ＧＰＳ实时估计弯曲角

是可行和有效的。本文还对ＧＰＳ与探空结果之

间存在偏差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其中，有关多路

径效应的建模和消除方法将在下一步工作中继续

研究，进一步提高弯曲角的精度。另外，随着多个

卫星导航系统的出现，将研究基于组合导航系统

计算弯曲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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