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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自回归模型在大坝变形分析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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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变形监测分析的模型与方法主要是针对单点时序的分析，建立大坝位移自回归模型可实现大坝位移

预测预报，但传统自回归模型都是针对单测点进行的，这意味着需要对所有的测点进行建模，将会造成大量模

型冗余．而大坝作为一个整体结构，测点间的位移在空间上是相互关联的。单点自回归模型并未考虑着这种

相关性，为了考虑测点间的这种空间相关性并建立统一的模型，本文采用时空自回归方法对五强溪大坝位移

监测数据进行整体分析，建立了大坝位移的时空自回归模型。通过对大坝引张线测点的建模与预测分析，结

果表明时空自回归模型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可以对位移监测数据序列进行较好的拟合与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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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形分析是大坝安全监测的主要工作，它是

通过对变形监测数据的整理和分析，发掘变形体

的时空特性及变形规律，并建立相关模型对变形

体的发展态势进行预测、预警和预报［１］。时间序

列及系统分析理论具有预测复杂系统发展趋势的

能力，用自回归模型可描述变形体的变形趋势并

进行预报预测［２３］。在传统的大坝变形分析建模

的过程中，通常对单个测点的位移监测序列进行

建模，这意味着需要对所有的测点进行建模，造成

大量模型冗余。而实际上，大坝变形监测数据之

间不仅存在时间相关性，而且大坝作为一个整体

结构，各监测点之间的位移是相互关联的，即存在

空间相关性，因此，针对单测点的变形模型不利于

大坝变形的整体分析。

时空自回归模型 （ｓｐａｃｅｔｉｍｅａｕｔｏｒｅｇｒｅｓ

ｓｉｖｅ，ＳＴＡＲ）是根据时空序列的时间相关性和空

间相关性对序列进行分析的一种建模方法，是对

随机变量内部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考虑观测点

之间相关联的信息，对空间多点的整体变形进行

分析与预报，有可能实现变形分析的较大突破［４］。

本文利用时空自回归模型对五强溪大坝一条引张

线上的多个测点的水平位移序列数据进行建模，

并与单点的时间自回归模型进行对比分析，探讨

其在大坝整体变形分析中的实际应用效果。

１　时空自回归模型

对于平稳的时空序列，其时空自回归滑动平

均（ＳＴＡＲＭＡ）模型的一般形式为
［５］：

狕狋＝

∑
狆

犽＝０
∑

犿犽

犺＝０
φ犽犺犠

（）犺 狕狋－犽－∑
狇

犾＝０
∑

狀犾

犺＝０

θ犾犺犠
（）犺 犪狋－犾＋犪狋

（１）

式中，犪狋为随机误差，服从正态分布；狆、狇分别为

时间自回归和滑动平均阶数；犿犽、狀犽 分别为时间

延迟犽时的空间自回归和滑动平均阶数；犠
（犺）为犺

阶空间延迟的权阵，表示空间上的犺 阶邻接，

犠
（０）＝犈。权重矩阵一般在建立模型时给出。

本文主要讨论空间阶数不随时间阶狆变化

的时空自回归模型：

狕狋＝∑
狆

犽＝０
∑
犿

犺＝０
φ犽犺犠

（犺）狕狋－犽＋犪狋 （２）

　　空间权重矩阵是反映空间相邻点之间的影响

大小，对于分布较规则的区域，空间权重矩阵一般

根据空间的邻近性确定，即与目标点相邻的点对

应的元素为１，其他的对应元素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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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每一个空间点的相邻点的个数不同，导

致空间权阵的影响不一致，为确保每个点空间相

邻点的总影响是一致的。对空间权阵进行标准化

处理：

犠犻犼 ＝
ω犻犼
ω犻．

（３）

式中，ω犻犼为标准化前空间权阵的第犻行第犼列的

元素；ω犻．为空间权阵的第犻行的元素之和；犠犻犼为

标准化后的空间权阵元素。

时空序列建模的主要过程如下［６］。

１）模式识别。通过自相关系数和偏自相关系

数的截尾性确定模型的类型。确定模型阶数常用

的方法是残差平方和准则、白噪声检验准则、

Ａｋａｉｋｅ信息准则
［７］和犉准则等。残差平方和准

则通过高阶模型的残差平方和是否明显低于低阶

模型为标准，没有明确的衡量标准，而且确定的模

型阶数一般较高［７］；白噪声检验准则，由于样本的

局限，残差的统计量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８］；犉准

则，当两个比较模型均不适用时犉准则不能给出

判断；Ａｋａｉｋｅ信息准则考虑了模型阶数的增加，

可能使计算更加复杂，计算误差也会较大。其中，

应用较广泛的Ａｋａｉｋｅ信息准则有：

ＡＩＣ＝ｌｎσ
２
＋狆／犖 （４）

ＢＩＣ＝ｌｎσ
２
＋狆ｌｎ犖／犖 （５）

式中，σ
２ 为残差的方差；狆是模型的阶数；犖 为数

据长度。理论已经证明，ＡＩＣ确定的阶数并不是

其真值的一致性估计；ＢＩＣ更多地考虑了模型的

阶数，也是模型阶数真值的一致性估计［８］，本文选

用ＢＩＣ用以确定模型的阶数；

２）参数估计。时空自回归模型参数估计中常

用的方法有最小二乘法和极大似然估计法。极大

似然估计计算０阶时间延迟对应系数时，需求似

然函数二阶导［９］计算较复杂。本文采用最小二乘

估计。

３）模型检验
［１０］。检验所建立的模型是否适

用，并对参数进行检验。通过构造模型的整体统

计量：

犉＝
犙犚／狆

犙ε／ 犖－狆－（ ）１
～犉 狆，犖－狆－（ ）１ （６）

式中，犖 为样本长度；狆为参数的个数。一般给定

犉检验的显著水平ɑ为０．０５，对模型进行总体的

显著性检验。犉检验只能说明模型在总体上是显

著的，但并不能够保证模型的每一个参数都是显

著的，因此，还需要对每一个参数进行显著性检

验。通过构建统计量：

犜＝ φ犻

σ^ 狇槡犻

～狋犖－狆－（ ）１ （７）

式中，狇犻 为参数φ犻 的协因数；^σ为方差。可以通

过犜检验对每个参数的显著性进行检验，从而来

确定最后的时空自回归模型；可以根据建立的模

型对时空序列进行预测。

２　大坝变形时空自回归模型与分析

２．１　大坝变形数据

五强溪大坝位于湖南省沅陵县境内的沅水干

流上，为混凝重力坝，最大坝高８５．８ｍ，最大底宽

６８ｍ，正常蓄水位１０８ｍ时，总库容４２．９亿 ｍ３。

大坝装有引张线、倒铅锤、静力水准、渗流监测、浮

力监测、水位测量等自动监测系统。本文收集了

２００８０９０１～２０１２０８２８五强溪大坝坝顶引张线上

１７个测点的位移监测数据，数据采样率为１ｄ（实

为１ｄ位移的均值）（图１），为便于比较各测点的时

间序列，将各点的数据逐次加同一常数５。

图１　原始观测值

Ｆｉｇ．１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２．２　大坝时空自回归模型的建立

为了对模型的空间预测能力进行检验，建模

时只选择坝顶引张线中的１６个测点数据参与建

模，其中第８号点不参与建模，用于模型空间预测

精度的检验。具体建模过程如下。

（１）数据预处理。利用３倍中误差法对含有

粗差的数据进行剔除，然后利用拉格朗日插值法

插补缺失的数据。

（２）平稳化位移数据序列经过分析发现，所有

测点位移序列都存在明显的年周期项，为平稳化

数据序列，采用式（８）拟合年周期项：

８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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狔＝犪０＋犪１ｓｉｎ（狋）＋犪２ｃｏｓ（狋） （８）

然后从数据序列中扣除年周期项。

（３）确定空间权重矩阵。张线上相邻监测点

的分布较为均匀（图２），因此，直接利用空间上的

邻接性建立空间权阵，在实验中，先建立前３阶的

空间权阵。由于边点的存在，对空间权阵犠 进行

标准化处理。

（４）模型识别。选取２００８０９０１～２０１１０９

０１经平稳化的数据序列，计算３阶空间延迟和６

阶时间延迟的时空自相关系数（表１）和偏相关系

数（表２）。由表１中的自相关系数和表２中的偏

自相关系数，可知偏自相关系数存在截尾性，适合

建立时空自相关模型。

表３为计算的ＢＩＣ值，可以看出，在空间延迟

为２、时间延迟为２之后ＢＩＣ的值趋于稳定，因此，

可建立ＳＴＡＲ（２，１）模型，具体如式（９）所示。

狕狋＝∑
２

犽＝０
∑
２

犺＝０
φ犽犺犠

（）犺 狕狋－犽＋犪狋 （９）

表１　时空序列的自相关系数

Ｔａｂ．１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时延犽／空延犺 ０ １ ２ ３

１ ０．９８０２ ０．９４９８ ０．９５８３ ０．９２３８

２ ０．９５４１ ０．９２４１ ０．９３２８ ０．８９９１

３ ０．９２５１ ０．８９５５ ０．９０４４ ０．８７１４

４ ０．８９４８ ０．８６５７ ０．８７４６ ０．８４２２

５ ０．８６６０ ０．８３７３ ０．８４６１ ０．８１４２

６ ０．８３８３ ０．８０９６ ０．８１８４ ０．７８６７

表２　时空序列的偏相关系数

Ｔａｂ．２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Ｐａｒｔｉａｌ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时延犽／空延犺 ０ １ ２ ３

１ ０．９８０２ －０．７８４８ －０．３９５９ －０．１３５９

２ －０．１７０５ －０．３４９２ －０．１１８６ ０．０７７５

３ －０．０６３３ －０．１４０２ －０．０３４１ ０．０８４３

４ －０．０３２２ －０．０１０４ －０．０１９６ ０．０３６３

５ ０．０３７１ －０．０２５８ －０．０４２６ ０．０１８２

６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９２２ －０．０３６６ ０．０１６４

图２　引张线测点分布（ＥＸ１＿１ＥＸ１＿１７）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

表３　犅犐犆结果

Ｔａｂ．３　ＢＩＣＶａｌｅｓ

时延犽／空延犺 ０ １ ２ ３

１ －５．３８０１ －６．４０３２ －６．７７７６ －６．８１５５

２ －５．４１８０ －６．５４７７ －６．９０３２ －６．９１６６

３ －５．４２１２ －６．５７８８ －６．９２５９ －６．９３１４

４ －５．４２０９ －６．５７７９ －６．９２４１ －６．９２７７

５ －５．４２４５ －６．５８２６ －６．９２８１ －６．９３０６

６ －５．４２３８ －６．５９２９ －６．９３６２ －６．９３６９

表４　估计参数的犜检验

Ｔａｂ．４　犜ｔｅｓｔｏｆ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φ１０ φ２１ φ１０ φ１１

估计值 ０．２０９ ０．７３８ ０．６１２ －０．０６７

犜检验 ２９．０４７ １０２．０５０ ８５．８６５ －８．２２４

犘值 ０ ０ ０ ０

φ１２ φ２０ φ２１ φ２２

估计值 －０．４５６ ０．３２９ －０．１２２ －０．２４４

犜检验 －４５．３０４ ４６．２５９ －１７．０３４ －２６．９３４

犘值 ０ ０ ０ ０

　　５）参数估计及模型检验。利用平稳化的数

据序列，对模型（９）进行最小二乘估计，模型通过

了犉检验后，对每个模型的参数进行犜检验，结

果见表４。由表４可见所有参数的犘值均为０，明

显小于给定的显著性水平０．０５，故所有参数均通

过犜检验。最终的时空自回归模型为：

狕狋＝０．２０９犠
（）１ 犣狋＋０．７３８犠

（）２ 犣狋＋０．６１２犣狋－１－

０．０６７犠
（）１ 犣狋－１－０．４５６犠

（）２ 犣狋－１＋０．３２９犣狋－２－

０．１２２犠
（）１ 犣狋－２－０．２４４犠

（）２ 犣狋－２ （１０）

２．３　大坝变形时空自回归模型分析

利用已建立的大坝时空自回归模型对引张线

上每个测点进行拟合和预测，对２０１１０９０１～

２０１２０８２８的３６２ｄ进行了预测。为了进行比

较，对每一测点的位移数据序列建立了单点的自

回归模型。选择拟合数据序列与观测数据序列的

相关系数（拟合相关系数）、拟合残差数据序列的

ＲＭＳ值（拟合ＲＭＳ）、预测数据序列与观测数据

序列的相关系数（预测相关系数）、预测残差数据

序列的ＲＭＳ值（预测ＲＭＳ）等４个指标对时空自

回归模型和单点自回归模型进行对比分析，结果

９７８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５年７月

如表５所示。图３为用两种模型往后预测的残差 序列对比图。

图３　拟合点和检核点（Ｅｘ１＿８）的预测残差图

Ｆｉｇ．３　Ｆｉｔｔ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ａｎｄＣｈｅｃｋＰｏｉｎｔ（Ｅｘ１＿８）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Ｐｌｏｔｓ

表５　精度评价／ｍｍ

Ｔａｂ．５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ｍｍ

拟合相

关数

拟合

ＲＭＳ

预测

相关数

预测

ＲＭＳ

ＳＴＡＲ ０．９９７ ０．０３０ ０．９６５ ０．０７１

ＡＲ ０．９８７ ０．０６６ ０．９１５ ０．１３１

Ｅｘ１＿８（ＳＴＡＲ） ０．８５６ ０．２５６

　　从表５和图３的对比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时

空模型在拟合和预测精度上略优于单点自回归模

型。Ｅｘ１＿８点未参与时空自回归模型的建立，其

预测精度与其他点的精度相比略差，但还是能够

对其进行预测，说明时空自回归模型可以预测坝

体上未设立监测点位置的变形，即时空自回归模

型不仅具有时间预测能力，而且还具有一定的空

间预测能力，这一优势是单点自回归模型无法比

拟的。

３　结语

时空自回归模型在时间自回归的基础上考虑

了同一变形体上不同监测点之间的空间相关性，

可以更好地反映时空数据序列的数据结构特征。

基于时空自回归模型的五强溪大坝水平方向的变

形分析建模结果表明，时空自回归模型在拟合和

预测精度方面都与单点模型大致相当，但时空自

回归模型还具有空间预测能力，而且无论大坝监

测点有多少，整个大坝只需建立一个模型。因此，

时空自回归是一种有效的大坝整体变形建模方

法，在变形分析中极具应用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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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０４１１苏门答腊地震同震电离层异常研究

陈　鹏１　陈家君２

１　西安科技大学测绘科学与技术学院，陕西 西安，７１００５４

２　武汉大学测绘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２０１２０４１１０８：３８：３７ＵＴ和１０：４３：０９ＵＴ苏门答腊地区先后发生了 Ｍ８．６级和 Ｍ８．２级强烈地震。

本文采用震中附近地区９个ＩＧＳ连续跟踪站的ＧＰＳ观测数据，对两次地震的同震电离层异常现象进行了探

测与分析。结果表明两次地震之后均出现了明显的同震电离层异常现象，异常出现的时间和异常的幅度与距

震中的距离有关，异常的最大值约为２ＴＥＣＵ，且震中偏北方向的异常最为显著。根据震中到穿刺点的距离，

计算得出两次地震产生的大气声波的传播速度分别为０．７３±０．０６ｋｍ／ｓ和０．６９±０．０４ｋｍ／ｓ，与声波在０～

４５０ｋｍ内的平均传播速度一致。

关键词：地震；同震电离层异常；ＧＰＳ；ＳＴＥＣ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８．４１　　　　文献标志码：Ａ

　　地震是人类面临的危害最为严重的自然灾害

之一，对地震发生机制及地震前后异常现象的研

究具有重要的意义［１］。地震过程中地面或海面的

垂直运动产生的大气声波向上传播，到达电离层

高度后引起电离层电子密度的异常变化的现象称

作同震电离层异常 ＣＩＤｓ（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
［２３］。２００９年 Ａｓｔａｆｙｅｖａ等研究了

１９９４年ＫｕｒｉｌｅＭ８．１级地震同震电离层异常现

象，发现ＣＩＤｓ出现的时间与距震中的距离存在

相关性，且 ＣＩＤｓ有两种不同的速度分量
［４］。

２０１０年Ｌｉｕ等研究发现１９９９年台湾ＣｈｉＣｈｉ地

震同样出现了明显的 ＣＩＤｓ
［５］。２０１１ 年 Ｓａｉｔｏ

等［６］和 Ｔｓｕｇａｗａ 等
［７］均 发 现 ２０１１ 年 日 本

“３·１１”地震之后短时间内出现了显著的同震电

离层异常现象。２０１３年Ｃａｈｙａｄｉ等研究了２００７

年 Ｂｅｎｇｋｕｌｕ Ｍｗ８．５ 级地 震和 ２００５ 年 Ｎｉａｓ

Ｍｗ８．６级地震的同震电离层异常，结果表明地震

１０～１６ｍｉｎ之后震中偏北方向出现了显著地电

离层扰动，进而得出地震产生的声波的传播速度

约为０．７ｋｍ／ｓ
［８］。２０１３年 Ａｓｔａｆｙｅｖａ等发现

ＣＩＤｓ的幅度和持续时间与地震的震级存在明显

的正相关关系［９］。２０１３年蔡华等发现伴随强震

的发生，存在明显的同震电离层扰动现象，这种现

象持续时间较短，在震后大约１０ｍｉｎ达到极值，

然后逐渐消失［１０］。

２０１２０４１１０８：３８：３７ＵＴ和１０：４３：０９ＵＴ

苏门答腊地区分别发生了 Ｍ８．６级（２．３１°Ｎ，

９３．０６°Ｅ）和 Ｍ８．２级（０．８０°Ｎ，９２．４６°Ｅ）地震。本

文利用震中附近ＩＧＳ连续跟踪站的ＧＰＳ观测数

据分析两次剧烈地震的同震电离层异常。

１　数据及处理方法

本文采用ＩＧＳ提供的ＧＰＳ原始观测数据，采

用ＧＰＳ双频相位观测值即可获得信号传播路径

上的总电子含量ＳＴＥＣφ，非常适合进行ＣＩＤｓ探

测。利用ＧＰＳ双频相位观测值计算ＳＴＥＣφ 的公

式可参见相关文献［１１］。

ＧＰＳ卫星的运行轨道较为平滑，同一个地面

跟踪站对相同卫星连续跟踪过程中获得的ＴＥＣ

在电离层平静情况下变化也应较为平滑，而将地

震之后短时间内电离层ＴＥＣ的波动认为是由于

地震引起的同震电离层异常。

本文在数据处理时采用单层电离层的假设，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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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机和卫星连线与该薄层的交点称作电离层穿刺

点ＩＰＰ（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ｐｉｅｒｃｅｐｏｉｎｔ），将ＩＰＰ在地面上的

投影点称作层下点ＳＩＰ（ｓｕｂ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ｐｏｉｎｔ）。

利用得到的ＣＩＤｓ时ＩＰＰ的坐标，根据ＣＩＤｓ

出现的时间和震中到ＩＰＰ的距离即可计算地震

产生的大气声波的传播速度。

２　结果分析

本文对ＧＰＳ数据获得的ＳＴＥＣφ 进行探测，

找出ＣＩＤｓ发生的时刻并计算地震产生的大气声

波的传播速度。每个地面跟踪站可以同时对多颗

卫星进行观测，对应的电离层ＩＰＰ分布于跟踪站

的各个方向，但当大气声波传播到电离层高度时

只有少数卫星的ＩＰＰ刚好经过震中附近地区，因

此，只有少数的卫星能够探测到ＣＩＤｓ。

２．１　犕８．６级地震（０８：３８：３７犝犜）

表１给出了８个跟踪站得到的 ＰＲＮ１６和

ＰＲＮ３２卫星ＣＩＤｓ出现时刻、穿刺点坐标和ＣＩＤｓ

出现时刻ＳＩＰ到震中的距离以及对应的大气声波

的平均传播速度。由表１可知，不同跟踪站计算

得到的大气声波的传播速度为０．６６～０．８４ｋｍ／

ｓ，平均值为０．７３ｋｍ／ｓ，标准差为０．０６ｋｍ／ｓ。

图１给出了 Ｍ８．６级地震同震电离层异常分

布图，图中★为Ｍ８．６级地震的震中，▲为ＩＧＳ连

续跟踪站，蓝色曲线为０８：３０～０９：３０ＵＴＰＲＮ３２

卫星与ｐｓｍｋ、ｐｔｌｏ、ｐｂｌｉ、ｂｔｈｌ、ｐｂｊｏ、ｂｉｔｉ和ｕｍｌｈ

等７个跟踪站ＳＩＰ的轨迹，绿色曲线为相同时间

内ＰＲＮ１６卫星和ｕｍｌｈ跟踪站ＳＩＰ的轨迹，☆为

出现ＣＩＤｓ时ＳＩＰ的位置。由于此次地震的震级

较高，ＣＩＤｓ发生时ＳＩＰ到震中的距离超过了２００

ｋｍ，最大的ｕｍｌｈ站超过５０８ｋｍ。

图１　Ｍ８．６级地震同震电离层异常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Ｍａｐｏｆ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ＡｎｏｍａｌｙＡｆｔｅｒＭ８．６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图２给出了０８：３０～０９：３０ＵＴ内利用双频相

位观测值计算得到的震中附近９个ＩＧＳ连续跟

踪站ＰＲＮ３２卫星电离层ＳＴＥＣ时间序列图。由

图２可知，电离层平静期ＳＴＥＣ的变化非常平滑

且各个跟踪站的ＳＴＥＣ变化趋势一致而当地震

波传播到电离层高度时则使电离层产生了波动，

之后又逐步恢复正常。ｐｓｍｋ、ｐｔｌｏ、ｐｂｌｉ、ｂｔｈｌ、ｐｂ

ｊｏ、ｂｉｔｉ和ｕｍｌｈ等７个跟踪站在地震发生１０～１３

ｍｉｎ后出现了明显的电离层异常现象，其中ｕｍｌｈ

和ｐｂｌｉ的异常现象最为显著，异常出现的位置到

震中的距离分别为５０８．９５ｋｍ和３１７．５６ｋｍ，异

常的幅度分别为２ＴＥＣＵ和１ＴＥＣＵ，而距离震中

最远的ｐｓｋｉ站则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异常现象。

此外，结果表明发生ＣＩＤｓ时ＳＩＰ距震中最

远的ｕｍｌｈ站，声波的传播速度明显高于其他各

个跟踪站，且异常的幅度也是各个跟踪站中最大

的，可初步认为震中偏北方向的ＣＩＤｓ更为强烈。

表１　Ｍ８．６级地震同震电离层异常探测结果表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ｎｏｍａｌｙ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Ｍ８．６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点名 时刻（ＵＴ） ＰＲＮ 纬度／（ｏ） 经度／（ｏ） 距离／（ｋｍ） 速度／（ｋｍ·ｓ－１）

ｐｓｍｋ ０８：５０：３０ ３２ ２．４５９６ ９５．２０５２ ２３８．５７ ０．７５

ｐｔｌｏ ０８：５０：３０ ３２ ２．５０１９ ９５．５７５ ２７９．８８ ０．７８

ｐｂｌｉ ０８：５１：３０ ３２ ４．５２６１ ９４．８６９ ３１７．５６ ０．７４

ｕｍｌｈ ０８：５２：００ １６ ５．１２２ ９４．８４９７ ３７０．１３ ０．７５

ｂｔｈｌ ０８：５２：００ ３２ ２．９６４７ ９５．１０６６ ２３８．３５ ０．６６

ｐｂｊｏ ０８：５２：００ ３２ １．９１９４ ９５．７８５１ ３０５．６０ ０．７１

ｂｉｔｉ ０８：５２：３０ ３２ ３．３９５３ ９５．２１２７ ２６７．４５ ０．６６

ｕｍｌｈ ０８：５２：３０ ３２ ６．８８８ ９３．０８５９ ５０８．９５ ０．８４

　　图３给出了０８：３０～０９：３０ＵＴ内９个ＩＧＳ

连续跟踪站ＰＲＮ１６卫星电离层ＳＴＥＣ时间序列

图。地震产生的大气声波造成了ｕｍｌｈ站在地震

发生之后出现了明显的电离层异常现象，到震中

的距离为３７０．１３ｋｍ，异常的幅度为２ＴＥＣＵ。其

他跟踪站由于距离震中的距离相对较远，异常不

明显。

３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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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８个地面跟踪站与ＰＲＮ３２的ＳＴＥＣ时间序列图

Ｆｉｇ．２　ＳＴＥＣＴｉｍ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ｏｆ８Ｇｒｏｕｎｄ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ＰＲＮ３２

图３　８个地面跟踪站与ＰＲＮ１６的ＳＴＥＣ时间序列图

Ｆｉｇ．３　ＳＴＥＣＴｉｍ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ｏｆ８Ｇｒｏｕｎｄ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ＰＲＮ１６

２．２　犕８．２级地震（１０：４３：０９犝犜）

表２给出了９个跟踪站得到的 ＰＲＮ２０和

ＰＲＮ３２卫星ＣＩＤｓ出现时刻、穿刺点坐标和ＣＩＤｓ

出现时ＳＩＰ到震中的距离，以及大气声波的传播

速度。不同跟踪站计算得到的波的传播速度为

０．６４～０．７８ｋｍ／ｓ，平均值为０．６９ｋｍ／ｓ，标准差

为０．０４ｋｍ／ｓ。

表２　Ｍ８．２级地震同震电离层异常探测结果表

Ｔａｂ．２　Ｔｈｅ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ｎｏｍａｌｙ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Ｍ８．２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点名 时刻／（ＵＴ） ＰＲＮ 纬度／（°） 经度／（°） 距离／ｋｍ 速度／（ｋｍ·ｓ－１）

ｕｍｌｈ １０：５５：００ ３２ １．８６１８ ９３．５８０１ １７１．２０ ０．７０

ｂｉｔｉ １０：５５：３０ ２０ －０．４８１９ ９３．５８３５ １８９．４８ ０．６８

ｐｂｌｉ １０：５５：３０ ２０ ０．６３２４ ９３．２１０３ ８５．２０ ０．６４

ｕｍｌｈ １０：５５：３０ ２０ ３．１４１１ ９１．３８８６ ２８６．１９ ０．７４

ｂｔｈｌ １０：５６：００ ２０ －０．９６１２ ９３．５１６２ ２２８．３７ ０．６８

ｐｓｍｋ １０：５７：００ ２０ －１．６０４７ ９３．６６６５ ２９９．２０ ０．６７

ｐｔｌｏ １０：５７：００ ２０ －１．５８４３ ９４．０１６１ ３１６．５９ ０．６８

ｐｂｊｏ １０：５７：３０ ２０ －２．１３７６ ９４．２３１３ ３８１．４３ ０．７０

ｐｓｋｉ １０：５８：３０ ２０ －２．６７６４ ９５．７７７６ ５３４．１９ ０．７８

ｍｓａｉ １１：００：３０ ２０ －２．９１６７ ９４．７５５９ ４８５．７４ ０．６５

　　图４给出了电离层异常位置分布图，图中★

为Ｍ８．２级地震震中，▲为ＩＧＳ连续跟踪站，蓝色

曲线为１０：３０～１１：３０ＵＴＰＲＮ２０卫星与９个跟

踪站ＳＩＰ的轨迹，绿色曲线为相同时间内ＰＲＮ３２

卫星和ｕｍｌｈ站ＳＩＰ的轨迹，☆为出现电离层扰

动时ＳＩＰ的位置。地震引起的大气声波传播的范

围较大，出现ＣＩＤｓ时ＳＩＰ距震中８５．２０～５３４．１９

ｋｍ。

图５给出了ＰＲＮ２０卫星ＳＴＥＣ时间序列图。

由图可知，当地震产生的大气声波传播到电离层

高度之后破坏了ＳＴＥＣ平稳变化的趋势，出现了

异常的扰动，异常的大小与到震中的距离有关。

ｕｍｌｈ站异常的幅度最大，超过了２ＴＥＣＵ，ｐｔｌｏ、

ｐｓｍｋ、ｐｂｌｉ、ｂｔｈｌ和ｂｉｔｉ等站也出现了明显的异常

现象，ＳＴＥＣ首先表现为异常的增大，然后快速降

低，此后逐步恢复到正常状态。距离震中较远的

ｐｓｋｉ、ｐｂｊｏ和ｍｓａｉ等３个站异常的幅度较小。

图４　Ｍ８．２级地震同震电离层异常探测结果图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ｎｏｍａｌｙ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Ｍ８．２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图６给出了ＰＲＮ３２卫星ＳＴＥＣ时间序列图。

由图６可知，在地震发生之前和地震发生１０ｍ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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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地面跟踪站得到的ＰＲＮ２０卫星ＳＴＥＣ时间序列图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ＳＴＥＣＴｉｍ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ｆｒｏｍＧｒｏｕｎｄ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Ｎ２０

之内，ＳＴＥＣ变化非常平滑且各个站的ＳＴＥＣ均

近似表现为线性增长。随着地震产生的大气声波

传播到电离层高度，各个站产生了不同幅度的异

常，ｕｍｌｈ异常的幅度最大，接近１ＴＥＣＵ，而其他

各个站受地震的影响较小。

图６　地面跟踪站计算得到的ＰＲＮ３２

卫星ＳＴＥＣ时间序列图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ＳＴＥＣＴｉｍ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ｆｒｏｍＧｒｏｕｎｄ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Ｎ３２

３　结　语

本文研究了２０１２０４１１苏门答腊地区两次

Ｍ８．０＋强烈地震同震电离层异常现象，结果表明

地震发生之后１０～１３ｍｉｎ后震中附近出现了明

显的电离层异常现象。

地震产生的声波从地面到电离层高度处传播

的速度分别为０．７３±０．０６ｋｍ／ｓ和０．６９±０．０４

ｋｍ／ｓ，与声波在０～４５０ｋｍ以内的传播的平均速

度０．７１ｋｍ／ｓ非常接近，表明了ＣＩＤｓ很可能是

由地震产生的声波向上传播到电离层高度引起

的。

ｕｍｌｈ站的ＳＩＰ始终位于震中的偏北方向，

ＳＩＰ到震中的距离较远，但异常的幅度却明显高

于其他跟踪站，结果初步表明，这两次地震后

ＣＩＤｓ异常在偏北方向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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犉狅狌狀犱犪狋犻狅狀狊狌狆狆狅狉狋：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Ｎｏ．４１４０４０３１；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ｎ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Ｍａｐｐ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Ｆｕｎｄ，Ｎｏ．１３Ｓ０３；ｔｈｅ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Ｇｅ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ｏｆＳｔａｔｅ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

ａｎｄＭａｐｐｉｎｇＦｕｎｄ，Ｎｏ．２０１４２０．

６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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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犗犚犛网型结构对网络犚犜犓服务性能的影响研究

张　熙１　黄丁发１　廖　华２　周乐韬１　张德强１

１　西南交通大学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四川 成都，６１００３１

２　四川地震局减灾救助研究所，四川 成都，６１００１４

摘　要：网型单元是ＣＯＲＳ网络ＲＴＫ的基本服务单元，定量评价网内各单元的服务能力对于指导和优化

ＣＯＲＳ网络建设有着积极作用。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主参考站服务能力的网型结构评价因子，结合美国

ＣＲＴＮ网５个测站年积日２０１０．９３的数据，分析了网型单元中不同主参考站对网络改正数精度的影响；并针

对川渝ＣＯＲＳ网络２５万ｋｍ２服务范围、８２个三角服务单元，分析了网型结构与区域实时差分定位服务性能

的关系。结果表明，ＣＯＲＳ站网型结构是影响网络ＲＴＫ定位服务性能的主要因素之一；本文提出的网型结构

因子可用于１００ｋｍ级参考站网络网型结构的评价指标。

关键词：ＣＯＲＳ；网络ＲＴＫ；服务性能；网型结构因子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８．４１　　　　文献标志码：Ａ

　　随着ＧＮＳＳ技术在各领域的广泛深入应用，

全球范围各类型 ＣＯＲＳ 网络的建设如火如

荼［１３］。影响网络 ＲＴＫ服务性能的关键在于大

气延迟、卫星轨道等空间相关误差影响的有效建

模。目前，经过精密预报星历修正的卫星轨道在

２００ｋｍ内的误差影响为亚 ｍｍ
［４］，因此，大气延

迟误差就成了影响长距离动态模糊度解算精度的

主要因素。电离层和水汽含量存在各项异性，且

随时 空 变 化 异 常 复 杂，现 有 的 Ｋｌｏｂｕｃｈａｒ、

Ｈｏｐｆｉｅｌｄ等模型
［５６］无法满足 ＲＴＫ的需求。黄

丁发等［７９］利用内插建模得到了１００ｋｍＣＯＲＳ网

络优于４ｃｍ的大气改正精度，并开发成功实用有

效 的 网 络 ＲＴＫ 服 务 系 统 （ＡＲＳＮｅｔ／ＶＥ

ＮＵＳ）
［１０］，进一步证实了基于ＣＯＲＳ网络的区域

大气改正数内插模型能够很好地满足广域ＲＴＫ

的需求。

Ｄｏｒｏｔａ等
［１１１２］的研究和实践显示，网型结

构、站间距会影响动态差分结果的精度和可靠性，

表明ＣＯＲＳ网型与大气改正模型的精度存在直

接关系［７，１３１５］。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网型结构因

子的概念，研究网型结构因子与网络 ＲＴＫ定位

服务性能的关系，得到了有益的结论，定量化地描

述了参考站网络布设的网形结构对网络ＲＴＫ定

位性能的影响，对于优化和提高ＣＯＲＳ网建设与

服务性能评价给出了理论和实用化的技术指标。

１　犆犗犚犛网型结构因子构建

目前用于 ＣＯＲＳ网络的内插模型主要有

ＬＣＭ（线性组合法）、ＬＩＭ（线性内插法）、ＤＩＭ（距

离相关内插法）和ＬＳＭ（低阶表面拟合法），参见

文献［１３］。实践表明，正常情况下，ＬＩＭ 方法在

１００ｋｍ级ＣＯＲＳ网络中体现了良好的大气改正

数内插效果。本文对修正了对流层高差影响的大

气改正数进行统一的ＬＩＭ内插分析。

１．１　内插改正数的精度

由于内插模型会将参考站的残余误差积累到

流动站上，因此实际应用中都以参考站网络的三

角形网作为一个内插单元（服务单元）。假设大气

双差改正数犃狋犿 与ＣＯＲＳ站平面坐标差 （Δ犖，

Δ犈）成线性关系，可以得到大气双差改正数ＬＩＭ

模型如下：

Δ"犃狋犿犻，犫 ＝犪１Δ犖犻，犫＋犪２Δ犈犻，犫＋犪３ （１）

式中，犫是主参考站；犻是参考站编号。当ＣＯＲＳ

站总数狀≥３时，可以求得模型系数阵：

α＝犚３，狀犃狋犿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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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中， α ＝ 犪１ 犪２ 犪［ ］３
Ｔ
３×１； 犃狋犿 ＝

Δ"犃狋犿１，犫



Δ"犃狋犿狀，

熿

燀

燄

燅犫 狀×１

；犚３，狀 ＝ （犅Ｔ犅）－１ 犅Ｔ，犅 ＝

Δ犖１，犫 Δ犈１，犫 １

 

Δ犖狀，犫 Δ犈狀，犫

熿

燀

燄

燅１ 狀×３

。

令犡狌＝ Δ犖狌，犫 Δ犈狌，犫［ ］１ １×３，则流动站狌

与主参考站犫的大气双差改正数为：

Δ"犃狋犿狌，犫 ＝犡狌α （３）

假设已知参考站网的大气双差改正数方差阵为：

犇犃狋犿 ＝

σ
２
１，犫



σ
２
狀，

熿

燀

燄

燅犫 狀×狀

狉（犇犃狋犿）＝狀－１

（４）

式中，狉（）是求矩阵的秩。根据误差传播定律可知

Δ"犃狋犿狌，犫的先验方差为：

σ
２
狌，犫 ＝犡狌犇α犡

Ｔ
狌

犇α ＝犚犇犃狋犿犚
Ｔ

（５）

易知犇α 的秩等于２，即σ
２
狌，犫由内插单元中的任意

两条基线确定；然而，测试结果表明，三角形内插

单元中参考站间基线解算的大气改正数可能存在

不符值（闭合差），从而给不同主参考站的内插服

务带来差异。可见，评价网型结构单元的质量需

要综合考虑各主参考站的服务能力。

１．２　网型结构因子

展开式（５）可知，σ
２
狌，犫的等值线是关于（Δ犖狌，犫，

Δ犈狌，犫）的二元二次函数，通过犇α 对角化可变换为

先验方差分布标准椭圆方程：

狓２

σ
２
狌，犫

λ１

＋
狔
２

σ
２
狌，犫

λ２

＝１ （６）

式中，λ１，λ２；λ１≤λ｛ ｝２ 是犇α 的非零特征值，从而

得到椭圆的面积，即方差小于σ
２
狌，犫的服务面积：

犛犻＝π×
σ
２
狌，犫

λ１λ槡 ２

；犻＝ １，２，｛ ｝３ （７）

　　可知，确定先验方差σ
２
狌，犫后，犛犻只与矩阵犇犃狋犿

和犅有关，而犇犃狋犿是实测精度，犅包含了服务单

元的网型信息。由此，在同时顾及服务单元内各

主参考站的服务面积与服务差异的情况下，作者

提出先验方差小于１ｍｍ２ 时各主参考站服务面

积的总和乘以最小值与最大值的比值作为评价该

网型结构的因子：

犱＝ｓｕｍ（犛
烐烏 烑
）

①

×（ｍｉｎ（犛）／ｍａｘ（犛
烐烏 烑

）

②

） （８）

式中，犛＝ 犛１，犛２，犛｛ ｝３ ；ｓｕｍ、ｍｉｎ、ｍａｘ分别是求

和函数、最小值函数和最大值函数；第①项代表了

服务单元内方差小于１ｍｍ２ 的有效服务面积，第

②项代表了服务单元内不同主参考站服务能力的

差异。根据式（４）可知，该网型结构因子顾及了服

务单元实时的解算质量犇犃狋犿，因此，该因子具有

时效性，且在大气空间变化平稳时，只与网型有

关。

１．３　网型结构因子分布分析

假设测区内的大气延迟改正精度与距离成线

性关系，模拟变化夹角的两条等长基线，如图１所

示，固定犃犅，旋转犃犆。

图１　网型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以０．１ｐｐｍ、０．３ｐｐｍ的等效距离误差，１００ｋｍ

基线长度，模拟测试得到不同夹角∠犅犃犆的网型

结构因子分布曲线分别如图２（ａ）、２（ｂ）所示。

图２　网型结构因子分布曲线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ｏｆ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Ｆａｃｔｏｒ

８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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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２（ａ）和２（ｂ）中清晰显示了在大气变化平

稳时，若∠犅犃犆＝６０°（即△犃犅犆为正三角形），网

型最优；图２（ｃ）是模拟参考站Ａ的大气误差异常

时（１０倍于参考站犅和犆 的大气误差）网型因子

与参考站空间结构的关系，可以看出此时的最佳

网型不再是正三角形，且整体服务质量较差。对

比显示，该网型结构因子能够综合反映参考站空

间分布和大气解算误差信息。具体表现为：测站

网型越好，网型结构因子越大；大气误差越小，网

型结构因子越大。

分别选取图２（ａ）中∠犅犃犆＝６０°和３０°时，各

主参考站服务的先验方差分布情况如图３所示。

图３　不同网型结构各参考站服务的先验方差分布图

Ｆｉｇ．３　Ｐｒｉｏｒ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ＭａｐｓｏｆＥｖｅｒｙ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由图３（ａ）、３（ｂ）对比显示，主参考站的服务

质量分布存在明显的方向性；大气变化平稳的情

况下，夹角方向的服务质量要优于其他方向，且网

型越差，各参考站服务能力的差异越大。

２　主参考站服务质量的差异

为了说明实测中选择不同主参考站的服务质

量存在差异性，实验选取了美国ＣＲＴＮ网５个测

站的年积日２０１０．９３数据，基站分布如图４所示，

最长基线有８３．６ｋｍ，最大高差为７５０ｍ，以对流

层双差改正数内插为例，对比分析了不同主参考

站的影响。

图４　基站分布图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以ｐ４７３ｐ４８６ｐ０６６为三角服务单元，ｐ４８０和

ｐ４８２分别作为网内和网外的流动站改正数校验

点。实验利用ＧＡＭＩＴ软件解算得到各测站一天

１２个时段的天顶对流层延迟量，并以此作为标准

值，统计对比了不同主参考站服务时ＶＥＮＵＳ软

件解算的相应基线对流层双差改正数在校验点的

内插值和外推值偏差。采样间隔为３０ｓ，内插方

法采用ＬＩＭ 模型和Ｓａａｓｔａｍｏｉｎｅｎ模型（标准大

气参数）改正高差影响，ｐ４８０和ｐ４８２在不同主参

考站服务时的改正值偏差序列如图５、图６所示。

统计得到各主参考站的内插和外推精度以及

不同参考站的改正值差异如表１、表２所示。

表１　各主参考站的内插和外推精度／ｍｍ

Ｔａｂ．１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ｅｄａｎｄＥｘｔｒａｐｏｌａｔ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ｆｏｒＥａｃｈ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ｍｍ

参考站 ｐ４８０的改正值精度 ｐ４８２的改正值精度

ｐ４８６ １１ １９

ｐ０６６ ７ ２４

ｐ４７３ ９ ２２

表２　不同参考站的改正值差异／ｍｍ

Ｔａｂ．２　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ｍｏｎｇｔｈ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ｍｍ

校验点 ｐ４８６ｐ０６６ ｐ４８６ｐ４７３ ｐ０６６ｐ４７３

ｐ４８０ １１ ９ ６

ｐ４８２ １１ １０ ７

９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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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各主参考站在ｐ４８０的内插值与标准值的偏差

Ｆｉｇ．５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ｅｄＶａｌｕ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ａｔＰｏｉｎｔｐ４８０

图６　各主参考站在ｐ４８２的外推值与标准值的偏差

Ｆｉｇ．６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ｘｔｒａｐｏｌａｔｅｄＶａｌｕ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ａｔＰｏｉｎｔｐ４８２

　　由上可见，内插精度优于外推精度，且不同主

参考站的改正精度基本一致，但是在单个历元时

刻的改正质量存在ｃｍ级的差异。分析可知，各

参考站卫星观测条件的差异，尤其是低高度角卫

星的影响在长距离基线网解算中越显突出，加之

Ｓａａｓｔａｍｏｉｎｅｎ模型的改正质量的影响，造成了各

主参考站内插质量的差异。

３　网型结构因子实用性验证

川渝ＣＯＲＳ网络有效服务覆盖面积达２５万

ｋｍ２，包括４８个ＣＯＲＳ站，８２个基本服务单元，

平均站间距约８０ｋｍ，具有较好的测试环境。实

验对服务区域内均匀分布的１４１个点的ＲＴＫ初

始化时间、定位精度、外延距离等指标进行了采

样，并与网型结构因子分布情况进行了对比分析。

３．１　川渝犆犗犚犛网络网型结构因子

在ＣＯＲＳ网中选择均匀分布的１０个结构单

元，利用ＶＥＮＵＳ软件进行解算，得到各条基线固

定后双差改正数无异常，等效距离误差平均约为

０．３ｐｐｍ，从而认为在测试期间该网范围的大气

变化平稳。以０．３ｐｐｍ的等效距离误差统计各

服务单元网型结构因子的分布情况如图７所示。

图８显示ＣＯＲＳ网西北部、东部、东南部网

型结构因子较低，统计得到川渝ＣＯＲＳ的网型结

图７　网型结构因子分布图

Ｆｉｇ．７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Ｍａｐｏｆ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ＣＯＲＳ

构因子主要分布在８～１６之间，整网的平均值为

１０．３。

图８　川渝ＣＯＲＳ网型结构因子分布统计直方图

Ｆｉｇ．８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ｏｆ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ＣＯＲＳ’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Ｆａｃｔｏｒｓ

０９８



　第４０卷第７期 张　熙等：ＣＯＲＳ网型结构对网络ＲＴＫ服务性能的影响研究

３．２　网络犚犜犓服务性能指标

初始化时间、定位精度、外延距离等信息是网

络ＲＴＫ服务在客户端的最终体现，常被作为网

络ＲＴＫ服务性能的评定指标。川渝ＣＯＲＳ网络

ＲＴＫ服务性能指标统计结果如下。

１）初始化时间

图９显示整个ＣＯＲＳ网动态测试点的初始

化时间分布大部分比较均匀，网络正北、东北、西

南，尤其东南方向的部分测试点初始化时间明显

增长。统计结果表明本次测试的平均初始化时间

为４６．０ｓ，其中，７０％小于４０ｓ、８６％小于８０ｓ、

９５％小于２４０ｓ。

２）定位精度

对初始化成功的测试点进行内符合精度统

计，得到了如图１０所示的内符合精度均匀性分布

和坐标精度情况。

图９　初始化时间均匀性分布图

Ｆｉｇ．９　Ｕｎｉｆｏｒｍ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ｉｔｉａｌＴｉｍｅ

　　从图１０可以看出，ＣＯＲＳ网东部和东南部误

差显著，而其他区域的水平精度分布比较均匀，且

３个方向具有一致性。受ＧＮＳＳ定位模型影响，

垂向精度整体较水平方向低。平均内符合精度在

北、东、高方向上分别为７．２ｍｍ、６．９ｍｍ、１６．１

ｍｍ。

图１０　内符合精度均匀性分布图与各坐标分量精度直方图

Ｆｉｇ．１０　Ｕｎｉｆｏｒｍ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ｓｏｆＩｎｎｅｒ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３）外延距离

根据图７的网型结构因子分布情况选择了４

条外延线路，统计了流动站用户在超出网络覆盖

区一定范围的服务性能衰减情况。

图１１中记录４种不同网型的外延服务能力，

图上显示ＲＴＫ的初始化时间随外延距离增加而

逐渐增长。其中，图１１（ａ）和１１（ｃ）的外延服务距

离可达３５～５０ｋｍ；图１１（ｂ）外延一定距离后，初

始化时间明显增加；图１１（ｄ）只在网型覆盖边缘

实现了初始化，且初始化时间需要大约３００ｓ。对

比服务单元的网型结构因子可以发现，网型结构

因子大的外延服务能力更强。

３．３　对比分析

将图９～图１１与图７对比可以发现，网型结

构因子与初始化时间、定位精度、外延距离存在明

显的对应关系，显示广域实时差分定位服务性能

受网型结构影响显著。具体表现为网型结构因子

差的区域，初始化时间较长，定位精度较低，有效

外延距离较短。从川渝ＣＯＲＳ网络ＲＴＫ的整体

服务性能来看，该网整体的网型结构良好（平均网

型结构因子为１０．３）。

由于网络ＲＴＫ服务性能还受流动站观测环

境、数据通讯等因素共同影响，加上采样数量有

限，使得对照关系中存在部分差异，但整体分布相

互吻合，说明该网型结构因子是有效的，可以作为

评价ＣＯＲＳ站网型结构的指标；另外，该因子具

有时效性，能够及时反映当前系统各参考站的大

气改正质量，从而可以起到监测ＣＯＲＳ网各服务

单元实时服务性能的作用。

１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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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外延测试点初始化概略图

Ｆｉｇ．１１　Ｉｎｉｔ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ｐｉｔａｘｉａｌＴｅｓｔＰｏｉｎｔｓ

４　结论与建议

本文提出了评价ＣＯＲＳ网络ＲＴＫ服务单元

网型结构因子的概念，该因子以先验方差小于１

ｍｍ２ 时，各主参考站服务面积的总和乘以最小值

与最大值的比值作为评价指标，集中考虑了参考

站网络的空间分布和大气解算误差信息，并通过

理论与实际网络测试分析证明了该指标可用于评

价ＣＯＲＳ网络的实时服务性能。相关研究和实

践成果表明，平面内插模型可以满足１００ｋｍ级

的广域网络ＲＴＫ差分定位服务需求，因此，该因

子可适用于１００ｋｍ级基线网的ＣＯＲＳ网络站网

型结构质量评价指标。

川渝ＣＯＲＳ网络ＲＴＫ服务性能测试结果表

明，ＣＯＲＳ站网型结构是影响广域实时差分定位

服务性能的主要因素之一，建立网型结构因子对

于ＣＯＲＳ网建设、网型优化和服务质量监测等均

有着重要意义；受网型结构影响，网络东南部服务

质量较差，可以通过增设ＣＯＲＳ站或者共享其他

ＣＯＲＳ网以改善该区域的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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