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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三频数据最优组合求解电离层延迟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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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利用双频观测值估计双差电离层延迟量时间长、精度低等问题，基于三频载波观测值，提出了一

种适用于长距离双差电离层延迟量实时估计的方法。首先，根据不同观测值线性组合的误差特性，选择求解

电离层延迟量的最优组合观测值；然后，在准确获取最优组合观测值对应模糊度的基础上求解电离层延迟量

初值；最后，引入平滑思想，通过 Ｈａｔｃｈ滤波进一步优化电离层延迟量初值。算例分析表明，只要利用几十甚

至十几个历元，双差电离层延迟量估值精度即可有效控制在２ｃｍ之内，实现了长距离双差电离层延迟量实

时、高精度估计。

关键词：双差电离层延迟；三频载波；最优组合；长距离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８．４２　　　文献标志码：Ａ

　　电离层延迟误差是影响卫星导航定位的主要

误差之一。在长距离相对定位中，由于空间误差

相关性降低，双差电离层误差甚至达到数米，严重

影响导航定位的实时性和可靠性。因此，若能够

实时较准确地估计出双差电离层误差的大小，尽

可能消除或削弱其影响，则对提高定位的可靠性

以及建立区域空间电离层实时估计模型都具有重

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在双频观测值中，电离层延迟量的求解主要

采用双频Ｐ码法
［１］、载波相位平滑伪距法［２４］，但

由于载波相位观测量受整周未知数影响，而伪距

观测量精度较差，电离层延迟量估计误差在短时

间内一般为分米级至亚米级，甚至米级［４］，因此，

如何实时准确估计电离层延迟量一直是卫星导航

定位领域研究的热点。当前，随着全球卫星导航

系统逐步进入多频率多系统的联合定位新时代，

多个频率的观测模式更有利于形成多种特性较优

的线性组合，从而给如何消除或削弱电离层延迟

误差、提高实时定位效果带来了机遇。因此，本文

基于ＧＰＳ三频观测数据，根据不同频率观测值线

性组合的误差特性选择最优组合，同时引入平滑

思想，给出了一种适用于长距离双差电离层延迟

量的实时、解算方法。

１　三频观测值线性组合及误差分析

　　以犔１ 载波为例，顾及双差对流层、电离层延

迟误差以及观测噪声影响，双差载波观测方程可

表示为：

λ１ "Δφ１ ＝ "Δρ－"Δ犐１＋"Δ犜＋λ１ "Δ犖１＋"Δε１

（１）

式中，
"Δ为双差算子；"Δφ１ 为双差载波观测量；λ１

为载波观测值波长；
"Δρ为双差卫地距；"Δ犜为双

差对流层延迟误差；
"Δ犐１、"Δ犖１、"Δε１ 分别为基础

载波犔１ 对应的双差电离层延迟误差、双差模糊度

以及双差观测噪声。ＧＰＳ现代化后将形成犔１、犔２

及犔５ 三个载波，对应频率分别为犳１、犳２ 及犳５，假

设犔１、犔２ 及犔５ 观测值组合系数分别为犻、犼、犽（任

意整数），则组合双差载波观测量
"ΔΦ犆（犻，犼，犽）表

示为［５］：

"ΔΦ犆 ＝犻"ΔΦ１＋犼"ΔΦ２＋犽"ΔΦ５ （２）

结合
"ΔΦ１、"ΔΦ２ 及"ΔΦ５ 得：

λ犆 "ΔΦ犆 ＝ "Δρ－α犐（犻，犼，犽）"Δ犐１＋

"Δ犜＋λ犆 "Δ犖犆＋"Δε犆
（３）

式中，λ犆、"Δ犖犆、"Δε犆 依次为组合观测量"ΔΦ犆 对

应的波长、模糊度及观测噪声。组合后的波长λ犆

及模糊度
"Δ犖犆 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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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犆 ＝
λ１λ２λ５

犻λ２λ５＋犼λ１λ５＋犽λ１λ２

"Δ犖犆 ＝犻"Δ犖１＋犼"Δ犖２＋犽"Δ犖

烅

烄

烆 ５

（４）

　　式（３）表明以距离为单位，组合后对流层误差

影响不变。相对于犔１ 载波，电离层误差增加了组

合影响系数α犐（犻，犼，犽）：

α犐（犻，犼，犽）＝
犳
２
１（犻／犳１＋犼／犳２＋犽／犳５）

犻·犳１＋犼·犳２＋犽·犳５
（５）

　　对于观测噪声，假设各频率载波双差观测值

随机噪声相同，即σ"Δ犔１
＝σ"Δ犔２

＝σ"Δ犔５
＝σ"Δ犔，结合

误差传播定律，以距离为单位的组合观测值随机

噪声误差可表示为［６］：

σ"Δε犆 ＝
（犻·犳１）

２
＋（犼·犳２）

２
＋（犽·犳５）槡

２

犻·犳１＋犼·犳２＋犽·犳５
σ"Δ犔

＝βε（犻，犼，犽）σ"Δ犔 （６）

　　可以看出，不同的犻、犼、犽组合对应的各项误

差影响各不相同，通常难以找到一组能够同时满

足所有误差都最小的组合。因此，可以根据数据

解算的不同特点及不同目的来选择最合适的组合

观测值，这也是本文求解双差电离层延迟量的主

要思想。

２　双差电离层延迟量实时解算

２．１　电离层延迟量一般解法

依据组合波长的长度，将组合观测量分为超

宽巷（λ犆＞２．９３ｍ）、宽巷（０．７５ｍ＜λ犆＜２．９３

ｍ）、中巷（０．１９ｍ＜λ犆＜０．７５ｍ）以及窄巷（λ犆＜

０．１９ｍ）观测量
［７］。参考式（３），假设两组超宽巷

观测量
"ΔΦ犆１（犻，犼，犽）、"ΔΦ犆２（犿，狀，犾）分别为：

λ犆
１
"ΔΦ犆

１
＝ "Δρ＋"Δ犜－α犐（犻，犼，犽）·

"Δ犐１＋λ犆
１
·"Δ犖犆１＋"Δε犆１

λ犆
２
"ΔΦ犆

２
＝ "Δρ＋"Δ犜－α犐（犿，狀，犾）·

"Δ犐１＋λ犆
２
·"Δ犖犆

２
＋"Δε犆

烅

烄

烆
２

（７）

由式（７）可求犔１ 载波双差电离层延迟量"Δ犐１：

"Δ犐１ ＝
λ犆

１
"ΔΦ犆

１
－λ犆

２
"ΔΦ犆

２

α犐（犿，狀，犾）－α犐（犻，犼，犽）
－

λ犆
１
·"Δ犖犆

１
－λ犆

２
·"Δ犖犆

２

α犐（犿，狀，犾）－α犐（犻，犼，犽）
＋

"Δε犆
２
－"Δε犆

１

α犐（犿，狀，犾）－α犐（犻，犼，犽）

（８）

　　暂不考虑观测噪声的影响，从式（８）中可以看

出，影响电离层延迟量求解的主要未知参数为超

宽巷观测量对应模糊度
"Δ犖犆

１
、
"Δ犖犆

２
。由于超

宽巷波长长，相关误差影响通常不足０．５周，因

此，采用简单的四舍五入法可获得成功率很高的

超宽巷模糊度固定解。

２．２　基于最优组合的电离层延迟量改进

很明显，§２．１节求解的电离层延迟量估值

主要是受观测噪声影响，其精度取决于组合观

测噪声及电离层影响系数的相关性，根据误差

传播定律，结合式（６），电离层延迟量的方差可

表示为：

σ
２
"Δ犐 ＝

σ
２
"Δε犆

１
＋σ

２
"Δε犆

２

（α犐（犿，狀，犾）－α犐（犻，犼，犽））
２

＝ β
２
ε（犻，犼，犽）＋β

２
ε（犿，狀，犾）

（α犐（犿，狀，犾）－α犐（犻，犼，犽））
２σ
２
"Δ犔

（９）

式中，σ"Δ犔为载波双差观测噪声方差，参阅文献

［７］，取σ
２
"Δ犔＝０．０１

２ ｍ。可见，对于不同组合，求

解的电离层延迟量精度是不一样的。文献［８］给

出了求解超宽巷模糊度
"Δ犖犆１、"Δ犖犆２成功率非常

高的两个观测量Φ（０，１，－１）及Φ（１，－６，５），然

而，若采用这两个组合估计电离层延迟量，根据式

（９），其方差达到了±０．６６３ｍ，精度较低，其原因

主要在于线性组合放大了观测噪声。因此，必须

选择合适的两个观测量以保证所求电离层方差最

小。然而，电离层方差较小的观测量通常观测波

长λ犆 较短，对应模糊度采用常规方法很难准确求

取。考虑到所有超宽巷和宽巷观测值中只有两个

是独立的［９］，因此，可利用上述两观测量Φ（０，１，

－１）、Φ（１，－６，５）所求模糊度，经线性变换反求

模糊度成功率低但具有最小电离层方差的其他超

宽巷或宽巷观测量对应的模糊度，从而获得较高

精度的电离层估值。

根据上述分析，求解较高精度电离层延迟量

的两个组合观测量Φ（犻，犼，犽）首先必需满足同解

算超宽巷模糊度成功率高的组合观测量Φ（０，１，

－１）、Φ（１，－６，５）线性相关，即：

Φ（犻，犼，犽）＝α·Φ（０，１，－１）＋β·Φ（１，－６，５）

（１０）

式中，α、β为不同时取零的任意整数。将式（１０）

展开，进一步整理得：

犻＋犼＋犽＝０ （１１）

结合超宽巷及宽巷组合条件［５］：

犻∈ ［－５７，５８］，犼∈ ［－１１，１２］，

犽＝ ［－（
１５４

１１５
犻＋
２４

２３
犼）］ （１２）

式中，［（·）］表示向＋#

取整函数。根据式（１１）、

（１２）两个条件进行搜索，一共可获得７１个超宽巷、

宽巷观测量，这７１个观测量对应的模糊度都可以

由Φ（０，１，－１）、Φ（１，－６，５）模糊度间接获得。在

这些观测量中选择两个最优的组合求解电离层量，

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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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必需满足所求电离层延迟量方差最小：

σ
２
"Δ犐 ＝ β

２
ε（犻，犼，犽）＋β

２
ε（犿，狀，犾）

（α犐（犿，狀，犾）－α犐（犻，犼，犽））
２σ
２
犔

＝ｍｉｎ （１３）

　　根据上述条件进一步搜索比较，即可获得求

解电离层延迟量方差最小的两个最优组合观测量

Φ（－１，１１，－１０）、Φ（１，－６，５），对应电离层方差

为±０．５８８ｍ。图１为卫星仰角不同的两颗卫星

ＰＲＮ０６及ＰＲＮ１６，分别采用双频伪距法及最优

组合法估计电离层延迟量情况。可以看出，受伪

距观测精度影响，双频伪距法估计的双差电离层

延迟量波动范围较大，达到了米级；而基于最优组

合法估计的电离层延迟量由于采用了精度较高的

载波相位观测量，整体估计精度较高。

图１　双频伪距与最优组合求解电离层比较

Ｆｉｇ．１　ＩｏｎｏｓｈｐｅｒｉｃＤｅｌａｙ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Ｄｕａｌ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ＰｓｅｕｄｏＲａｎｇｅ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ａｌ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２．３　基于平滑方法的电离层延迟量优化

虽然基于最优组合所求的电离层延迟量精度

得到了一定的提高，但观测噪声的影响仍较大。

因此，本文引入利用高精度观测值变化量平滑低

精度观测值的平滑思想，通过观测噪声小的双频

基础载波犔１、犔２ 构造几何无关组合，经历元间求

差获得较高精度的电离层延迟量变化值，从而实

现平滑电离层延迟量估值。

对于 犔１、犔２ 基础载波观测量，可认为是

Φ（１，０，０）、Φ（０，１，０）两种特殊组合，参照式（８）可

得狋时刻电离层延迟量"Δ^犐１（狋）为：

"Δ^犐１（狋）＝
λ１ "ΔΦ１－λ２ "ΔΦ２

０．６４６９
－

λ１ "Δ犖１－λ２ "Δ犖２
０．６４６９

＋
"Δε２－"Δε１
０．６４６９

（１４）

式中，犳
２
１

犳
２
２

－１＝０．６４６９。当σ
２
"Δ犔＝０．０１

２ ｍ时，对

应电离层误差仅为０．０２ｍ，完全可忽略观测噪声

影响。将式（１４）历元间求差，消除整周模糊度参

数，得到电离层延迟量历元间变化量为：

"Δ^犐１（狋，狋－１）＝ "Δ^犐１（狋）－"Δ^犐１（狋－１）

＝
λ１ "ΔΦ１（狋，狋－１）－λ２ "ΔΦ２（狋，狋－１）

０．６４６９

（１５）

假设狋时刻通过上述组合Φ（－１，１１，－１０）及

Φ（１，－６，５）获得电离层延迟量估值为"Δ犐犆
１
（狋），

取加权因子 狑＝１／犻（犻为观测历元数），采用

Ｈａｔｃｈ滤波平滑 "Δ犐犆
１
（狋），得狋时刻的平滑值

"Δ犐
～

１（狋）为：

"Δ犐
～

１（狋）＝狑 "Δ犐犆
１
（狋）＋

（１－狑）（"Δ珘犐１（狋－１）＋"Δ^犐１（狋，狋－１））
（１６）

　　通过多个历元的平滑即可有效提高电离层延

迟量的估值精度。

３　算例分析

选取江苏省连续运行参考站ＪＳＣＯＲＳ中

ｂｔｘｕ、ｃｚｌｙ两参考站２０ｍｉｎ观测数据，采样率１

ｓ，基线长１９６ｋｍ，通过模拟仿真获得犔５ 载波观

测量。该观测时段中除参考卫星外，共视卫星为

６颗。首先，通过常规超宽巷模糊度解算方法分

别求解两组合观测量Φ（０，１，－１）、Φ（１，－６，５）

对应的双差模糊度，实验表明单历元所求模糊度

成功率达到１００％
［８］。然后，由线性关系即可准

确获得组合观测量Φ（－１，１１，－１０）对应的双差

模糊度。在此基础上，通过Φ（－１，１１，－１０）、Φ

（１，－６，５）两个最优组合观测量求解电离层延迟

量初值，并经 Ｈａｔｃｈ滤波逐历元平滑，进一步优

化电离层延迟量估值。此外，为了更好地分析比

较所求电离层延迟量的精度，实验中利用式（１４）

求得精度较高的双差电离层延迟量（式中双差

犔１、犔２ 模糊度通过事后精密处理软件获得），将其

作为准确值，以检验估值效果。

选取仰角最低的ＰＲＮ０６（９°～１８°）以及仰角

最高的ＰＲＮ１６（５１°～５９°）两颗卫星对应的电离层

延迟量进行分析。图２为电离层延迟量最优组合

２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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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算值与平滑值的比较情况。

可以看出，尽管利用最优组合观测量进行估

计，但组合观测量仍放大了观测噪声的影响，所得

双差电离层延迟量波动较大，影响甚至达到了分

米级，而经 Ｈａｔｃｈ滤波平滑后的估值波动范围

小，效果明显较好。结合图３平滑值与准确值的

比较，尽管在前几十个历元平滑值与准确值差别

较大，但随着历元数的增多，无论是低仰角卫星还

是高仰角卫星，平滑值逐渐趋近于准确值，电离层

延迟量估值精度较高。

图２　电离层最优组合解算值与平滑值比较

Ｆｉｇ．２　ＩｏｎｏｓｈｐｅｒｉｃＤｅｌａｙ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Ｏｐｔｉｍａｌ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ＳｍｏｏｔｈｅｄＶａｌｕｅｓ

图３　电离层平滑值与准确值比较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ＩｏｎｏｓｈｐｅｒｉｃＤｅｌａ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ｍｏｏｔｈｅｄＶａｌｕｅｓａｎｄＥｘａｃｔＶａｌｕｅｓ

　　为了更好地描述估值平滑的效果，图４给出

了所有共视卫星双差电离层延迟量平滑值与准确

值差值随历元变化的情况。总体上看，只要经过

几十甚至十几个历元，所有卫星双差电离层延迟

量估值即可有效控制在２ｃｍ之内，且随着历元数

的增多平滑精度提高。因此，本文采用的基于最

优组合的高精度电离层延迟变化量平滑低精度电

离层估值方法，能够有效提高双差电离层延迟量

的实时估值精度。

４　结　语

本文基于ＧＰＳ三频观测数据，结合高精度观

测值变化量平滑低精度观测值的平滑思想，根据

不同观测值线性组合的误差特性选择电离层求解

的最优组合观测值，提出了一种适用于长距离双

差电离层延迟量的实时解算方法。算例中，只要

经过几十甚至少数十几个历元，双差电离层延迟

量估值即可有效控制在２ｃｍ之内，在很大程度上

图４　所有卫星电离层平滑值精度

Ｆｉｇ．４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Ｉｏｎｏｓｈｐｅｒｉｃ

ＤｅｌａｙｆｏｒＡｌｌ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

提高了电离层延迟量估计的精度，从而有利于提

高卫星导航定位的可靠性以及建立区域空间电离

层实时估计模型。此外，此方法也有助于我国北

斗及其他导航系统多频数据的处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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