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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适应犓犪犾犿犪狀滤波用于犌犘犛层析大气湿折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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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分析Ｋａｌｍａｎ滤波层析方法的基础上，将基于指数渐消因子的自适应Ｋａｌｍａｎ滤波方法用于层析大

气湿折射率，并结合香港地区ＣＯＲＳ网观测资料及探空气象观测资料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该方法能够长

时间以较高精度反演湿折射率垂直轮廓线，较好地反映了大气的实际状况，有效避免了一般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可

能出现的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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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汽是地球大气重要的组成部分，影响着辐

射平衡、能量输送以及云和降水的形成，因此成为

大气探测中重要的探测内容。地基ＧＰＳ大气探

测水汽技术以其全天候、准实时、自动化、高时空

分辨率、低成本等优点成为探测大气业务手段的

重要补充。近年来，随着地基ＧＰＳ观测网络的不

断加密，基于地基ＧＰＳ网层析大气水汽三维分布

技术逐渐发展起来，此技术将ＧＰＳ反演大气水汽

信息的维度由一维拓展为三维，可以更好地反映

大气水汽时空的分布与变化，因此成为目前ＧＰＳ

气象学的研究热点之一［１８］。其中，基于 Ｋａｌｍａｎ

滤波断层扫描反演大气水汽三维分布的方法无需

借助过多的约束条件，可以独立、快速地计算出大

气水汽的三维分布信息［２］。但是，该方法现阶段

也存在不足，其中包括滤波结果的不稳定等。针

对这一不足，本文提出将基于指数渐消因子的自

适应Ｋａｌｍａｎ滤波用于大气水汽层析计算，并利

用香港卫星定位参考网观测数据对该方法进行了

验证。

１　自适应犓犪犾犿犪狀滤波层析算法

１．１　滤波方程的建立

在高精度ＧＰＳ定位中，ＧＰＳ测站天顶方向

对流层总延迟ＺＴＤ会作为误差参数而予以估计，

且能够达到很高的精度［３］。ＺＴＤ可分为天顶静

力延迟（ＺＨＤ）和天顶非静力延迟（ＺＷＤ），ＺＨＤ

可以由静力延迟模型结合地面气象观测资料得到

很高精度的估计［４］，进而由ＺＷＤ＝ＺＴＤ－ＺＨＤ

便可分离出天顶湿延迟，由此计算的ＺＷＤ是大

气分布球对称假设下各方向湿延迟在天顶方向的

平均，而大气的实际分布是不均匀的，因此，高精

度ＧＰＳ数据处理软件也可估计对流层水平梯度

参数Δ犔ｇｒａｄｉｅｎｔ，以描述大气分布在方位上的不对

称性。

假设地基ＧＰＳ网某时段的观测值对观测区

域上空形成稠密采样，将此观测区域划分为若干

等体积的网格，若假设在此时段内网格中的水汽

均匀分布，且保持恒定，倾斜路径湿延迟等于

ＧＰＳ信号经过的所有网格湿延迟之和，则ＳＷＤ

可表示为如下离散形式：

ＳＷＤ犻 ＝∑
犼

Δ狊（犻，犼）狓（犼） （１）

式中，Δ狊（犻，犼）表示 ＧＰＳ卫星犻穿越网格犼的路

程；狓（犼）表示网格犼内的湿折射率。所有ＳＷＤ

便可组成如下观测方程：

犔ＳＷＤ ＝犃犡＋Δ （２）

　　受地面ＧＰＳ观测站和ＧＰＳ卫星数量及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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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的限制，网格模型中难免存在众多没有ＧＰＳ

卫星信号穿过的网格，式（２）组成的观测方程组为

不适定方程组。因此，需进一步假设一定时间内

所有网格内的湿折射率参数符合高斯马尔科夫

随机游走平稳过程，即相邻时刻同一网格湿折射

率满足如下关系式：

犡犽＋１ ＝犡犽＋Ω犽 （３）

式中，犡犽 为犽时刻网格湿折射率的状态向量；Ω犽

为犽时刻的动态噪声向量。

由式（２）、垂直约束方程
［５］和式（３）分别组成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观测方程和状态方程，即可估计湿

折射率状态向量。各网格湿折射率的初值及不同

网格状态协方差、动态噪声协方差的计算公式见

文献［６７］。其中，σ０ 为经验值，本文取σ０＝３０

ｍｍ／ｋｍ。各网格状态方差及动态噪声方差由递

减指数形式给出［８］，垂直约束方差取１０２。

但是，Ｋａｌｍａｎ滤波状态噪声的方差协方差

阵实际上是难以准确给出的，而这可能造成Ｋａｌ

ｍａｎ滤波结果随着滤波时间的延长而发散。因

此，本文提出一种基于指数渐消因子的自适应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方法，以避免滤波发散的出现。

１．２　基于指数渐消因子的自适应犓犪犾犿犪狀滤波

令

狕犽 ＝犔犽－犎狊（犽）犡（犽／犽－１） （４）

式中，狕犽称为新息（或实测残差序列）；犔犽、犎狊为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观测方程观测值向量以及状态向量

的系数矩阵。设新息的平方和与理论残差协方差

迹的比值为α犽，则：

α犽 ＝狕
Ｔ
犽狕犽／ｔｒａｃｅ（犈（狕

Ｔ
犽狕犽）） （５）

犈（狕Ｔ犽狕犽）＝犎狊（犽）Φ犽，犽－１犇狓（犽）Φ
Ｔ
犽，犽－１犎

Ｔ
狊（犽）＋

犎狊（犽）犇Ω（犽）犎
Ｔ
狊（犽）＋犇Δ（犽）

（６）

式中，Φ犽，犽－１为状态转移矩阵；犇狓（犽）、犇Ω（犽）和

犇Δ（犽）分别为状态协方差矩阵、动态噪声协方差

矩阵和观测误差协方差矩阵。令

λ犽 ＝
ｅα犽－１（α犽 ≥１）

１（α犽 ＜１
｛ ）

（７）

式中，λ犽 为渐消因子
［９］。Ｋａｌｍａｎ滤波一步预测

方差阵变为：

犇狓（犽＋１／犽）＝λ犽犇狓（犽／犽）＋犇Ω（犽） （８）

　　利用该算法可以减少模型以及动态噪声误差

导致的滤波结果偏差，计算量较小，有利于估计较

多的待估参数。

１．３　状态向量的水平方向高斯平滑

上文提到网格模型存在众多没有观测值通过

的网格，观测信息对于这些网格的影响有限。对

于这些网格，本文利用水平方向高斯平滑公式，由

这些网格的相邻网格湿折射率计算其状态值。水

平方向高斯平滑公式如下［１０１１］：

狓′犻
０犼０＝∑

犻
０＋Δ犻

犻
０－Δ犻∑

犼０＋Δ犼

犼０－Δ犼
α犻，犼，犽狓犻，犼／（∑

犻
０＋Δ犻

犻
０－Δ犻∑

犼０＋Δ犼

犼０－Δ犼
α犻，犼）

（９）

式中，

α犻犼 ＝ｅ
－（狓－狓０

）２／２σ
２
１·ｅ

－（狔－狔０
）２／２σ

２
２ （１０）

狓′犻
０
，犼０
为待求网格的湿折射率；Δ犻、Δ犼为平滑范围，

取值以１或２为宜；σ１、σ２ 为平滑因子，当其取值

为０．５～２时，结果较好
［１］，本文取值为１．５。滤

波状态方差协方差量也应由误差传播定律而相应

改变。

２　试验结果分析

２．１　数据资料

本文选取了香港卫星定位参考网２００７年第

１８２天以及２０１０年第１７４～１７６天两个时间段的

观测数据进行试验。香港卫星定位参考网由香港

地政署和香港海事处在整个香港地区建立的１３

个ＧＰＳ连续运行参考站组成，站间距为７～２７

ｋｍ
［４］。因香港地区范围较小，处理 ＧＰＳ数据时

还加入了ＫＵＭＮ、ＳＨＡＯ、ＴＷＴＦ三个ＩＧＳ跟踪

站，以削弱ＧＰＳ观测资料之间的相关性。首先采

用ＧＡＭＩＴ软件包解算出各站的天顶湿延迟，天

顶湿延迟和水平梯度参数时间分辨率分别为１ｈ

和２ｈ，投影函数为ＧＭＦ；然后采用顾及残差的算

法获取穿过网格模型顶层的ＧＰＳ倾斜路径湿延

迟。以倾斜路径湿延迟为观测值，层析窗口取

１ｈ，采用本文提出的算法得到每１ｈ一次的湿折

射率空间三维分布。同时，本文还获取了香港京

世柏气象站（ＨＫＫＰ）相应天０时与１２时（ＵＴＣ，

下同）的探空资料，利用 ＨＫＫＰ站上空的层析湿

折射率轮廓线与探空轮廓线进行比较，以验证本

文方法的精度。

２．２　层析湿折射率垂直轮廓线结果分析

本文将层析区域划分为５×５×１０个网格，网

格纬线方向长约７ｋｍ，经线方向长约１０ｋｍ，垂

直方向高１ｋｍ。水平方向格网划分及测站分布

如图１所示。

在探空资料处理方面，为了避免直接内插水

汽压造成的误差，本文采用了首先内插各层网格

中间高度的温度与露点值，进而计算其水汽压和

湿折射率的方法。图２给出了前述两个时间段

不同时刻层析湿折射率轮廓线与探空轮廓线的比

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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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水平方向格网划分及测站分布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Ｖｏｘｅｌｓａｎｄ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较。第一个试验时间段与文献［６］一致，但是并未

出现如其所述的随高度增加层析结果趋于不稳定

的现象，本文的结果在各高度层都与探空结果符

合较好；第二个时间段持续３ｄ，滤波结果也一直

保持着较高精度。以探空湿折射率为真值，表１

给出了除去滤波初始时刻的各层湿折射率层析值

的中误差（ＲＭＳＥ）。由表１可以看出，中下层误

差相对高层较大，这主要是由于中下层湿折射率

值本身就较上层要大。

图２　京世柏站层析湿折射率轮廓线与探空湿折射率轮廓线的比较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ＮｗＰｒｏｆｉｌｅｂｙＲａｄｉｏｓｏｎｄｅａｎｄ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ｔＨＫＫＰＳｔａｔｉｏｎ

　　观测值残差Δ犻＝犾犻－犅犻狓犽 反映了滤波反演

的湿折射率精度，本文统计了两个时段全部有效

观测值残差的分布区间，结果如图３所示。可见，

绝大多数观测值残差都在±１０ｍｍ以内，这表明

滤波反演湿折射率与观测值能够较好地符合，结

果较为可靠。图４则给出了上述残差绝对值的平

均数的时间序列。可以看到，初始历元残差绝对

值的平均数较大，但随后其值一直保持较小，说明

滤波结果并未随时间的推移而发散。

图３　全部有效倾斜路径湿

延迟计算残差分布统计图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ｓｉ

ｄｕａｌｓｆｏｒＡｌｌＳｌａｎｔＷｅｔＤｅｌａｙ

Ｕｓｅｄｂｙｔｈｅ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图４　各历元残差

绝对值平均数

Ｆｉｇ．４　Ａｖｅｒａｇｅｏｆ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

ｉｎＥａｃｈＥｐｏｃｈ

表１　各层湿折射率层析值中误差（犎犓犓犘站）

Ｔａｂ．１　ＲＭＳＥｏｆｔｈｅＷｅｔ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ｂｙ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ｔＨＫＫＰＳｔａｔｉｏｎ

高度／ｋｍ ０．５ １．５ ２．５ ３．５ ４．５ ５．５ ６．５ ７．５ ８．５ ９．５

中误差／（ｍｍ·ｋｍ－１） ５．５６ ６．９９ ６．７５ ５．７６ ３．５６ ３．７４ ３．５１ １．５９ １．９４ ２．７１

２．３　层析湿折射率三维分布

图５给出了由上述层析试验得到的２０１０年第

１７６天１２时和２０时湿折射率三维分布图。可以看

到，中高层湿折射率较小，分布也较为均匀，而下层

湿折射率要大很多。另外，图５（ｂ）中底层湿折射

率较图５（ａ）明显要大，说明层析区域底层大气２０

时较１２时要湿润。根据香港天文台数据记录显

示，当地时间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６日４时，全港地区有

明显降雨发生，该时刻正好对应着图５（ｂ）。

图５　层析得到的２０１０年１７６天１２时与２０

时湿折射率三维分布图

Ｆｉｇ．５　３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ｔ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ｂｙ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ｔ１２：００ａｎｄ２０：００ｏｎ２５Ｊｕｎｅ，２０１０

１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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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　语

本文验证了基于指数渐消因子的自适应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用于层析大气湿折射率的可行性，

且精度较高。与探空数据的比较证明，该方法可

以较好地层析得到湿折射率的垂直轮廓线；观测

值残差统计分析及其时间序列表明，该方法能够

较好地符合ＧＰＳ观测资料，并且可以避免因滤波

初值偏差而导致的滤波结果发散。进一步的定量

分析还有待更多的数据支持以及更多的深入研

究。

致谢：感谢美国 ＭＩＴ 授权使用 ＧＡＭＩＴ／

ＧＬＯＢＫ软件，以及香港地政总署测绘处提供的

香港定位参考网观测数据和香港京世柏气象站提

供的探空数据。

参　考　文　献

［１］　ＢｅｎｄｅｒＭ，ＤｉｃｋＧ，ＧｅＭａｏｒｏｎｇ，ｅｔ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ｏｆａＧＮＳＳ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ｕｒ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Ｓｙｓｔｅｍ

Ｕｓｉｎｇ Ａｌｇｅｂｒａｉｃ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Ｓｐａｃ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１，４７（１０）：１７０４

１７２０

［２］　张双成．地基ＧＰＳ遥感水汽空间分布技术及其应

用的研究［Ｄ］．武汉：武汉大学，２００９

［３］　张瑞，宋伟伟，朱爽．地基ＧＰＳ遥感天顶水汽含量

方法研究［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２０１０，

３５（６）：６９１６９３

［４］　陈永奇，刘焱雄，王晓亚，等．香港实时ＧＰＳ水汽监

测系统的若干关键技术［Ｊ］．测绘学报，２００７，３６

（１）：９１２

［５］　ＥｌｏｓｅｇｕｉＰ，ＲｕｉｓＡ，ＤａｖｉｓＪＬ，ｅｔａｌ．ＡｎＥｘｐｅｒｉ

ｍｅｎｔｆｏ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ｎｄ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ｒＵｓｉｎｇＧＰＳＤａｔａ［Ｊ］．

Ｐｈｙｓｉｃｓａｎｄ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１９９８，２３（１）：

１２５１３０

［６］　张双成，叶世榕，万蓉，等．基于Ｋａｌｍａｎ滤波的断层

扫描初步层析水汽湿折射率分布［Ｊ］．武汉大学学

报·信息科学版，２００８，３３（８）：７９６７９９

［７］　Ｌｕｂｏｍｉｒ Ｐ，Ｇｒａｄｉｎａｒｓｋ Ｙ．ＧｒｏｕｎｄＢａｓｅｄ ＧＰＳ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ＲｅａｌＤａｔ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

ｃｉｅｔｙｏｆＪａｐａｎ，２００４，８２（１Ｂ）：５５１５６０

［８］　ＧｒａｄｉｎａｒｓｋｙＬＰ．Ｓｅｎｓｉｎｇ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ＷａｔｅｒＶａ

ｐｏｒＵｓｉｎｇＲａｄｉｏＷａｖｅｓ［Ｄ］．Ｇｏｔｈｅｎｂｕｒｇ：Ｃｈａｌｍｅｒ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２

［９］　孙章国，钱峰．一种基于指数渐消因子的自适应卡

尔曼滤波算法［Ｊ］．电子测量技术，２０１０，３３（１）：

４０４２

［１０］ＣａｏＹｕｎｃｈａｎｇ，Ｃｈｅｎ Ｙｏｎｇｑｉ，ＬｉＰｉｎｇｗｈａ．Ｗｅｔ

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ｗｉｔｈ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ｒｄＫａｌ

ｍａｎＦｉｌｔｅｒＭｅｔｈｏｄ［Ｊ］．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６，２３（５）：６９３６９９

［１１］宋淑丽．地基 ＧＰＳ网对水汽三维分布的监测及其

在气象学中的应用［Ｄ］．上海：中国科学院上海天

文台，２００４

第一作者简介：江鹏，博士生，研究方向为ＧＰＳ气象学。

Ｅｍａｉｌ：ｊｉａｎｇｐｅｎｇ１９８８０７０７＠１６３．ｃｏｍ

犌狉狅狌狀犱犫犪狊犲犱犌犘犛犜狅犿狅犵狉犪狆犺狔狅犳犠犲狋犚犲犳狉犪犮狋犻狏犻狋狔狑犻狋犺

犃犱犪狆狋犻狏犲犓犪犾犿犪狀犉犻犾狋犲狉

犑犐犃犖犌犘犲狀犵
１
　犢犈犛犺犻狉狅狀犵

１
　犎犈犛犺狌犼犻狀犵

２
　犔犐犝犢犪狀狔犪狀

１

（１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ＧＮＳＳ，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２　Ｆｕｊｉａｎ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ｐｐｉｎ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２０５ＨｕａｌｉｎＲｏａｄ，Ｆｕｚｈｏｕ３５０００３，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Ａｎ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ｆａｄ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Ｋａｌｍａｎｆｉｌｔｅｒ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ｎｓｔｅａｄｏｆ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Ｋａｌｍａｎｆｉｌｔｅｒｉｓ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ｇｒｏｕｎｄｂａｓｅｄＧＰＳ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ｗｅｔｒｅ

ｆ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Ｔｗ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ｅｒｉｏｄｓｏｆＧＰＳ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ａｎｄ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ｆｒｏｍ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ＣＯＲＳａ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ｔｏ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ｅｔｈｅ３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ｔ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ｗｉｔｈｔｏｍｏ

ｇｒａｐｈｉｃ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ｃａｎ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ｔｈｅｗｅｔ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ｆｉｌｅａｎｄ３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ｐｒｅｃｉｓｅｌｙｗｉｔｈｉｎａｌｏｎｇ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ａｎｙ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Ｋａｌｍａｎｆｉｌｔｅｒ；ＧＰＳ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ｗｅｔ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ＪＩＡＮＧＰｅｎｇ，Ｐｈ．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ＧＰＳ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

Ｅｍａｉｌ：ｊｉａｎｇｐｅｎｇ１９８８０７０７＠１６３．ｃｏｍ

２０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