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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非气象参数对流层延迟估计
模型加速犘犘犘收敛

姚宜斌１　余　琛１　胡羽丰１　刘　强１

１　武汉大学测绘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基于非气象参数的对流层延迟估计建模的研究日趋成熟，其应用范围也不断拓宽。主要研究了其在

精密单点定位中的应用，从定位精度和收敛时间两个方面分析了其应用效果。经过实验验证，在应用了非气

象参数估计模型以后，定位的收敛时间得到显著改善，加快了约２３％，同时其对定位精度的影响不显著。

关键词：非气象参数估计模型；精密单点定位；收敛时间；对流层延迟估计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８；Ｐ２０７　　文献标志码：Ａ

　　卫星电磁波信号从发射到接收机接收期间，

受大气影响必然会产生大气延迟。在 ＧＮＳＳ导

航定位中，将大气延迟分为两类，即延迟量与信号

频率无关的对流层延迟和与频率有关的电离层延

迟。电离层延迟可以利用双频观测值组成无电离

层组合模型有效消除，所以如何正确估计并改正

对流层延迟是高精度 ＧＮＳＳ导航定位的重要课

题之一。以往对对流层延迟的估计需要借助实测

气象参数，这无疑对定位带来了不便。随着观测

手段的革新以及观测数据序列的积累，许多学者

和机构相继研究出了精度较高且不需借助实测气

象参数的全球对流层延迟估计模型。

在导航定位中，一般将信号在对流层传播路

径上的斜延迟通过映射函数投影到天顶方向，因

此，通常对天顶对流层延迟（ｚｅｎｉｔｈｔｒｏｐ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ｄｅｌａｙ，ＺＴＤ）进行建模。Ｃｏｌｌｉｎｓ和Ｌａｎｇｌｅｙ
［１］为

美国广域增强导航系统的推广应用建立了 ＵＮＢ

模型，经过不断 发 展 改 进，形 成 了 ＵＮＢ１４、

ＵＮＢ３ｍ、ＵＮＢ．ｎａ等系列模型，但这种模型只考

虑了ＺＴＤ的纬向变化，全球平均偏差３～５ｃｍ。

ＥＧＮＯＳ模型是欧盟星基广域增强系统采用的天

顶对流层延迟改正模型，其精度总体上与采用实

测气象参数的 Ｈｏｐｆｉｅｌｄ和Ｓａａｓｔａｍｏｉｎｅｎ模型相

当［２］。李薇等根据美国国家环境预报中心（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ｃｅｎ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ＮＣＥＰ）再分析资料采用三维空间参数表构建了

最新的ＩＧＧｔｒｏｐ全球对流层延迟经验模型，精度

有明显改善［３］。姚宜斌等人利用 ＧＧＯＳ（ｇｌｏｂａｌ

ｇｅｏｄｅｔｉｃｏｂｓｅｒｖ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提供的

全球天顶对流层延迟格网数据，使用球谐函数建

立全球非气象参数对流层天顶延迟模型（ｇｌｏｂａｌ

ｚｅｎｉｔｈｔｒｏｐ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ｄｅｌａｙ，ＧＺＴＤ），其精度与ＩＧ

Ｇｔｒｏｐ相当，全球平均偏差仅为０．２ｃｍ，但模型所

用的参数较ＩＧＧｔｒｏｐ模型有大幅度减少
［４］。这

些模型都是在不需要外部条件的情况下将某一时

间段已有的全球范围内的对流层延迟数据利用某

种数学模型拟合出的一套高精度的、便于应用的

ＺＴＤ估计函数。ＭｃＧｒａｗ通过多组对比试验认

为，在向多频多系统导航定位发展过程中，更可靠

的对流层延迟模型将有助于改善导航的定位

水平［５］。

精密单点定位技术（ｐｒｅｃｉｓｅｐｏｉｎｔｐｏｓｉｔｉｏ

ｎｉｎｇ，ＰＰＰ）已广泛应用于精密定轨、ＧＰＳ气象学

以及精密授时等领域，并得到了良好的效果［６］。

但是在采用无电离层组合观测值的传统ＰＰＰ解

算中，需要经过３０ｍｉｎ左右的收敛时间才能达到

ｃｍ级的定位精度
［７］。如何加快收敛时间，已经成

为限制ＰＰＰ发展的关键问题
［８］。传统ＰＰＰ对于

对流层延迟的处理是利用标准气象参数的Ｓａａｓ

ｔａｍｏｉｎｅｎ模型改正干延迟，然后将残余的湿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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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待估参数，利用随机游走的方法同坐标参数

一起估计。本文将自主研发的 ＧＺＴＤ模型应用

到ＰＰＰ中，将ＧＺＴＤ计算出的对流层延迟改正到

伪距和相位观测值上，从而不估计对流层延迟参

数，从定位精度特别是收敛时间两方面研究非气

象参数对流层延迟估计模型在 ＰＰＰ中的应用

效果。

１　非气象参数对流层延迟估计模型

１．１　犌犣犜犇模型的建立

通过对ＧＧＯＳ提供的全球天顶对流层延迟

格网数据的时空分布特性进行分析可知，ＺＴＤ存

在年周期变化和半年周期变化，且受高度变化的

影响，同时还与纬度有关。首先将全球日平均

ＺＴＤ格网时间序列按式（１）进行拟合：

ＺＴＤ＝ 犪０＋犪１ｃｏｓ２π
ｄｏｙ－犪２
３６５．（ ）２５［ ＋

犪３ｃｏｓ４π
ｄｏｙ－犪４
３６５．（ ）］２５

ｅｘｐβ（ ）犺 （１）

式中，ｄｏｙ为年积日；犺为高度；犪０、犪１、犪３ 分别为

在海平面上的ＺＴＤ年均值、年周期变化振幅和半

年周期变化振幅；犪２、犪４ 分别为年周期变化和半

年周期变化相位，在 ＧＰＴ模型
［９］和 ＧＷＭＴ模

型［１０］中，犪２ 一般取固定值２８，但在建立ＧＺＴＤ过

程中，将其参数化处理，以提高模型精度；β为将犺

高度处的ＺＴＤ改正到海平面处的改正常数，取经

验值－０．０００１３１３７。

然后估计不同区域位置的差异，采用１０阶

１０次的球谐函数将上述５个参数进行球谐展开，

犪犻＝∑
１０

狀＝０
∑
１０

犿＝０

犘狀犿（ｓｉｎφ）· 犃犻狀犿ｃｏｓ（犿λ［ ）＋

犅犻狀犿ｓｉｎ（犿λ ］）　（犻＝０，１，…，４） （２）

其中，犘狀犿为勒让德多项式；φ和λ分别为格网点

纬度和经度；犃犻狀犿和犅
犻
狀犿为使用最小二乘确定的球

谐函数狀阶犿 次系数（共５×１２１个非零系数）。

使用以上球谐函数展开ＺＴＤ变化特征参数

建立的全球天顶对流层延迟ＺＴＤ模型，不仅建模

方法简洁，计算简便，且该模型能有效地反映天顶

对流层延迟经向、纬向和高程方向的空间变化

特征。

１．２　传统精密单点定位模型

精密单点定位是利用精度较高的精密星历和

精密钟差产品，将尽可能多的误差项，如固体潮、

天线相位缠绕误差、天线相位中心偏差等利用较

为精确的模型进行改正，将对流层湿延迟当作未

知参数用随机游走或分段线性的方法进行估计，

从而达到ｃｍ 甚至 ｍｍ 级的定位精度
［１１］。ＧＰＳ

的观测值包括伪距和相位，基本观测方程可以参

照Ｔｅｕｎｉｓｓｅｎ和 Ｋｌｅｕｓｂｅｒｇ给出的形式
［１２］，天顶

干延迟（利用标准气象参数Ｓａａｓｔａｍｏｉｎｅｎ模型计

算）已经事先改正，则观测方程可以写为：

犆犛犚 ＝ρ
犛
犚 ＋犅犚＋犜

犛
犚＋犇

犛
犚＋ε

犛
犚 （３）

犔犛犚 ＝ρ
犛
犚 ＋犅犚＋犜

犛
犚＋λ犖

犛
犚＋犇

犛
犚＋ε

犛
犚 （４）

式中，上、下标犛、犚分别代表卫星、测站编号；犔犛犚

和犆犛犚 分别为无电离层组合相位和伪距观测值；

ρ
犛
犚＝珤犡

犛－珤犡犚 代表卫星与测站之间的几何距离；

犅犚 代表接收机钟差；犜
犛
犚 代表信号传播路径上的

对流层湿延迟；λ为无电离层组合观测值对应的

波长；犖犛犚 为无电离层组合整周模糊度，以周为单

位；犇犛犚 代表天线相位中心偏差、硬件延迟及多路

径效应等的影响；ε
犛
犚 代表观测值噪声。以上模型

中，相位初始偏差包含在模糊度参数中［１３］，卫星

星历和伪距的双频码偏差ＤＣＢ已经利用ＩＧＳ提

供的产品事先改正。传统定位模型将天顶对流层

延迟作为参数进行估计，其优点是保证了定位结

果在高程方向上的精度，得到一个精度较高的天

顶对流层延迟产品，避免了引入估计模型而带来

的模型误差。

１．３　无大气延迟的精密单点定位模型

将ＧＺＴＤ计算出的对流层延迟直接改正到

伪距和相位观测值上，可以得到无大气延迟参数

的精密单点定位模型：

犆犛犚 ＝ρ
犛
犚 ＋犅犚＋犇

犛
犚＋ε

犛
犚 （５）

犔犛犚 ＝ρ
犛
犚 ＋犅犚＋λ犖

犛
犚＋犇

犛
犚＋ε

犛
犚 （６）

可以看出，无大气延迟参数模型的观测方程待估

参数少了一个，当观测卫星数仅有４颗时，也可以

保证系数矩阵满秩。这种方法减少了参数个数，

对于整周模糊度的分离与固定有较大帮助，有可

能会加快精密单点定位的收敛时间。另一方面，

如果所应用的非气象参数对流层延迟估计模型具

有较高的精度，其定位精度较传统精密单点定位

不会有大的损失。

本文采用卡尔曼滤波实现以上模型，在没有

发生周跳的情况下，模糊度参数是常数，坐标参数

的状态根据测站的运动情况来确定，静态定位中

将其当作常数处理。接收机钟差视为白噪声。用

于对比分析的传统模型中的湿延迟参数利用随机

游走方法进行估计，投影函数选择 ＮＭＦ 模

型［１４］。

９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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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实验与分析

为了验证非气象参数的对流层延迟估计模型

在精密单点定位中的应用效果，选取了全球分布

的２０个ＩＧＳ跟踪站（图１），首先利用ＴＥＱＣ编辑

并剔除含有粗差的数据，然后用自主研发的ＰＰＰ

软件Ｐａｓｓｉｏｎ计算了２０１１年全年的数据，得到每

个站当天的单天解。从定位精度和收敛时间两个

方面对两种模型的计算结果进行了分析。

图１　ＩＧＳ站点全球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ＩＧＳＳｉｔｅｓ

为了便于对比分析两种方法的精度差异，对

于单天定位解，采用 ＭＡＥ指标进行统计，

ＭＡＥ＝
１

狀∑
狀

犻＝１

犡犻－犡 （７）

其中，犡犻是收敛以后参与计算的第犻个历元的定位

结果；犡是真值（由ＩＧＳ分析中心提供）；狀是收敛

以后参与计算的历元数。实际应用中，静态ＰＰＰ解

算的定位精度常用定位偏差（ｂｉａｓ）来评定，

ｂｉａｓ＝
１

狀∑
狀

犻＝１

（犡犻－犡） （８）

　　与 ＭＡＥ不同的是，ｂｉａｓ可以正负相互抵消，

从而可以通过平滑得到较好的单天解精度。在数

量上，ｂｉａｓ普遍比 ＭＡＥ要小。

对于收敛时间，本文规定，从开始解算的历元

找起，如果某一历元的平面偏差小于１０ｃｍ，天顶

方向偏差小于１５ｃｍ，并且从这一历元往后的连

续２０个历元的平均偏差也满足此要求，则从定位

起始到该历元所需的观测时间即为收敛时间。

２．１　定位精度的对比

由于对流层延迟对天顶方向坐标参数的影响

较大，对平面方向坐标参数的影响较小，故传统模

型和无大气延迟模型的精度区别主要体现在天顶

方向上。图２显示了利用两种模型计算出的各站

平均单天解平面方向的 ＭＡＥ。可以看出，平面

ＭＡＥ都保持在５ｃｍ以内，两种模型平均 ＭＡＥ

之差基本都在１ｃｍ以内，没有明显差异。另外，

两种模型全年平面定位的平均偏差分别为１．１２

ｃｍ和１．１３ｃｍ，仅差别０．１ｍｍ，这表明利用了非

气象参数对流层延迟估计参数后，精密单点定位

的平面定位精度基本不变。这一方面是因为对流

层延迟本身就对平面方向的定位精度影响较小；

另一方面，由于在建立非气象参数对流层估计模

型中，所用的数据在全球分布的水平分辨率较高，

且分布均匀，故平面精度较高。

图２　平面方向日平均精度对比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ａｙＡｖｅｒａｇｅ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ｉｎＰｌａｎａｒ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图３显示了利用两种模型计算出的各站平均

单天解天顶方向的 ＭＡＥ。可以看出，传统模型

的天顶坐标参数精度略优于无大气延迟模型，但

两者差距大都保持在１ｃｍ 以内，平均差异为

０．４８ｃｍ。经过统计，两种模型全年天顶方向的平

均偏差分别为１．９８ｃｍ和２．１１ｃｍ，传统模型比

无大气延迟模型的定位偏差小１．３ｍｍ，这表明

非气象参数对流层估计模型对精密单点定位的天

图３　天顶方向日平均精度对比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ａｙＡｖｅｒａｇｅ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ｉｎＺｅｎｉｔｈ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０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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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方向精度的影响相对较大，但在允许范围以内。

同平面方向不同，对流层延迟对天顶方向的影响

较大，并且非气象参数模型建立所用的数据垂直分

辨率较低，不能精细表达延迟与高程的关系，故在

天顶方向上的精度相对较低。由于实际应用中，精

密单点定位在不固定模糊度的情况下，天顶方向的

定位偏差约为±２ｃｍ，也在可容许范围之内。随着

对流层观测资料垂直分辨率的提高，通过进一步精

化ＧＺＴＤ模型，这一影响会逐渐减弱。

２．２　收敛时间的对比

图４显示了ＢＡＫＯ等４个ＩＧＳ站２０１１年１

月１５日天顶方向坐标参数收敛时间上的改善情

况。横坐标表示定位时间，纵坐标表示定位偏差

ＭＡＥ。可以看出，无大气延迟模型在定位初期的

偏差比传统模型要小，特别是首历元，其定位精度

一般要比传统模型高一个数量级，从而比传统模

型收敛更快，且在收敛以前，偏差的变化相对于传

统模型更为平滑，不会出现较大甚至剧烈的波动。

随着观测时间加长，特别是在收敛以后，无大气延

迟模型与传统模型的定位结果趋于一致。图４中

显示的４个站中较明显的ＢＡＫＯ站，在定位开始

时，无大气延迟模型就能很快收敛到ｃｍ级，并没

有较大幅度的波动，而传统模型则存在４０ｃｍ的

大波动，减慢了收敛时间。改善程度相对较弱的

ＮＹＡ１站虽然都有一个大的波动，但传统模型的

波动幅度接近４０ｃｍ，而无大气延迟模型方法的

波动幅度仅为２０ｃｍ，缩小了近一倍。

图４　第１５天部分站不同模型定位收敛情况对比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Ｔｉｍ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ｓｏｎＳｏｍ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ｔＤＯＹ０１５

图５显示了各站平均收敛时间的对比，其中

无大气延迟模型的收敛时间明显短于传统模型，

两者差距最大可达８．５ｍｉｎ。两种模型的平均收

敛时间分别为２０．５５ｍｉｎ和１５．８７５ｍｉｎ，无大气

延迟模型比传统模型收敛加快了约２３％。非气

象参数对流层延迟估计模型十分有效地缩短了精

密单点定位解算的收敛时间，而较快的收敛时间

对于整周模糊度的固定有很大的帮助。

图５　各站不同模型的收敛时间对比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Ｔｉｍ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ｓｏｎＡｌｌ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图６显示了ＢＪＦＳ站１４号卫星和１８号卫星

模糊度收敛时间的对比。横坐标表示定位时间，

纵坐标表示各历元模糊度大小。此处的模糊度均

为浮点解，因为模糊度参数会吸收一些未模型化

的误差，如硬件延迟等，受其影响，两种方法计算

所得的模糊度可能略有差异。在实际观测中，因

为存在周跳以及测站视线等原因，模糊度参数会

频繁地进行重收敛。无大气延迟模型在收敛期间

模糊度参数的变化较平缓，并能很快收敛，表１统

计了图６所示卫星模糊度收敛期间的标准差，无

图６　ＢＪＦＳ站２颗卫星不同时间段

的模糊度参数收敛情况对比

Ｆｉｇ．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ｓｏｎＳｏｍ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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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延迟相对于传统模型改善均在５０％以上。

同天顶方向的坐标参数一样，随着观测时间的增

长，两种模型趋于一致。这充分说明无大气延迟

模型能使模糊度参数与其他参数更快分离，并很

快收敛，对快速固定有着重要意义。

表１　两种模型模糊度收敛期间标准差统计

Ｔａｂ．１　 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ＭｏｄｅｌｓＤｕｒｉｎｇＣｏｎｖｅｒｇｅ

传统模

型／ｍ

无大气

延迟／ｍ

改善程

度／％

ＰＲＮ１４时段１ ０．１０９ ０．０１８ ８０

ＰＲＮ１４时段２ ０．１０７ ０．０５０ ５３

ＰＲＮ１８时段１ ０．１４２ ０．０２４ ８３

ＰＲＮ１８时段２ ０．０４４ ０．００９ ７９

３　结　语

本文主要研究了非气象参数对流层延迟估计

模型在精密单点定位中的应用，通过实验分析对

比了应用非气象参数对流层延迟估计模型得到的

无大气延迟精密单点定位模型和传统精密单点定

位模型在精度和收敛时间两方面的异同。

１）无大气延迟模型与传统模型在平面方向的

精度相当，在天顶方向上传统模型略优，但其差异

很小，且在容许范围之内。总的来说，将非气象参

数估计模型应用到精密单点定位中，可以达到预

期的精度要求。

２）利用无大气延迟模型显著改善了精密单点

定位计算初期的性能，使精密单点定位的收敛时

间加快了约２３％，在短时间内就能获得良好的定

位精度。

３）无大气延迟模型改善了模糊度的收敛及重

收敛过程，在发生周跳或有新卫星加入时，能更快

地使模糊度参数收敛，加速模糊度的固定。

随着模型的精化和对流层观测资料的不断丰

富，尤其是垂直分辨率较高的观测资料的增多，非

气象参数对流层延迟估计模型的精度也会不断提

高，对精密单点定位的作用也会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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