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犌犘犛参考站对流层湿延迟近实时
估计的三步滤波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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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参考站坐标已知的先验信息，基于组合后的超快星历，提出了一种参考站对流层湿延迟近实时估

计的三步Ｋａｌｍａｎ滤波算法，该方法先利用Ｋａｌｍａｎ滤波分离宽巷模糊度与伪距多路径误差，再基于电离层无

关组合模型，启动Ｋａｌｍａｎ滤波器进行犔１ 模糊度与相对对流层湿延迟的分离，然后利用将正确固定的犔１ 双

差模糊度进行回代的方法，重新构建Ｋａｌｍａｎ滤波器来估计准确的相对对流层湿延迟参数，通过实例验证了

该方法的可行性和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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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流层湿延迟是由大气中的水汽所引起的，

由于水汽分布的不均匀性以及随时间变化的相关

性，从而使现有的对流层湿延迟模型改正精度不

高，成为影响长距离高精度ＧＰＳ定位以及进行天

气预报、天气变化研究的主要因素。近年来，随着

区域ＣＯＲＳ系统的建立和运行，且在该系统的数

据处理中，存在参考站坐标精确已知及参考站网

络冗余观测信息等特点，使得国内外学者对中长

基线参考站间整周模糊度与对流层延迟的解算方

法展开了相关研究。文献［１］提出了一种建立相

对对流层参数吸收对流层双差残差影响的特定几

何对流层降相关思想，并结合正则化法来解算长

基线，以广州的ＣＯＲＳ网数据为例得到了亚ｃｍ

级的定位结果。Ｄａｉ对 ＧＰＳ／ＧＬＯＮＡＳＳ参考站

网络中大气延迟误差的空间和时间的相关性进行

了研究，并建立了相应的模型进行预测，以提高模

糊度实时固定的效率［２］；Ｚｉｎａｓ对利用中心网络参

考站处理的方法来提高单历元模糊度解算进行了

研究［３］；Ｔａｋａｓｕ提出采用扩展卡尔曼滤波的方法

进行长基线中模糊度、电离层延迟及对流层参数

的准确估计，并以多组基准站的数据对所提方法

作了验证［４］；沈雪峰基于星型结构对参考站网络

ＲＴＫ中的对流层延迟及模糊度的解算进行了研

究［５］；杨玲采用自适应滤波算法估计了ＧＮＳＳ基

准站间的对流层延迟［６］。虽然这些算法在模糊度

解算及对流层延迟估计方面都取得了较好的结

果，但未对流层湿延迟的近实时估计作探讨分析，

为此，本文在分析上述算法的基础之上，基于组合

后的超快星历，提出了适合于ＧＰＳ参考站对流层

湿延迟近实时估计的三步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算法，并

以实例验证了本文方法的正确性。

１　三步滤波法近实时估计湿延迟的

解算策略

１．１　宽巷模糊度与伪距多路径分离的 犓犪犾犿犪狀

滤波法

　　一般情况下，ＧＰＳ参考站间的距离可达几十

ｋｍ或上百ｋｍ，在采用双差模式直接对双频犔１、

犔２ 相位的模糊度进行分解时，由于无法消除或减

弱大气延迟误差，使得原始频率整周模糊度的解

算成功率降低，因此，需先对具有较长波长特性的

宽巷模糊度进行解算后，再利用宽巷模糊度的固

定解来确定原始频率的双差整周模糊度。对于参

考站间双差宽巷模糊的计算，可采用双频伪距相

位线性组合的方法进行求解，即 ＭＷ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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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Δ犖犠犔、"Δ犖１、"Δ犖２ 为双差宽巷模糊度、

犔１及犔２频率的双差模糊度，"Δ犘１、"Δ犘２ 为犔１及

犔２频率的双差伪距观测值，"Δφ１、"Δφ２ 为犔１及

犔２频率的双差载波相位观测值；犕犘 为线性组合

后的伪距多路径误差；ε为线性组合后的噪声误

差。在利用式（１）的 ＭＷ 组合求解宽巷模糊度

时，需提供犔１频率上的精码（犘１ 码），但在实际的

测量应用当中，ＧＰＳ接收机通常无法获取犘１ 码

的观测量，若采用Ｃ／Ａ码代替犘１ 码，并继续以式

（１）进行单历元宽巷模糊度求解时，由于Ｃ／Ａ码

受伪距多路径的影响较大，且其观测精度不高，从

而使宽巷模糊度浮点解的精度往往较差，因此，必

须对式（１）中线性组合后的伪距多路径误差与宽

巷模糊度进行分离。由于伪距多路径误差不为常

量，且与一定的时间间隔存在相关性，同时考虑相

位无周跳时整周模糊度存在相等的特性，因此可

建立以宽巷模糊度与伪距多路径误差为状态参数

的状态方程［７８］：

（）犕犘狋


熿

燀

燄

燅０
＝
－１／τ ０［ ］
０ ０

犕犘（狋）

"Δ犖
［ ］

犠犔

（２）

式中，犕犘（狋）


为多路径误差的变化率，τ为相关时

间。同时，以式（１）作为离散系统的观测方程，便

可建立Ｋａｌｍａｎ方程逐历元计算宽巷模糊度的浮

点解及伪距多路径误差的估计值，在获得宽巷模

糊度的浮点解及其相应的方差阵后，便可利用

ＬＡＭＢＤＡ方法来快速确定宽巷整周模糊度。由

于宽巷模糊度之间的相关性很弱，单个历元即可

较好地实现宽巷模糊度的固定，所以，仅对宽巷模

糊度的固定解进行ＯＶＴ（ｏｖｅｒｔｈｅｔｉｍｅ）检验
［９］，

根据ＯＶＴ检验序列，便可使宽巷模糊度正确的

整数解得到确认。

１．２　犔１ 模糊度与相对对流层湿延迟分离的犓犪犾

犿犪狀滤波法

　　当宽巷模糊度"Δ犖犠犔得到固定后，为了消除

电离层延迟对解算犔１ 模糊度"Δ犖１ 产生的影响，

须建立无电离层延迟组合的双差观测方程［１０］：

λ７７，－６０ ７７"Δφ１－６０"Δφ２＋１７"Δ犖１（ ＋

６０"Δ犖 ）犠犔 ＝ "Δρ＋"Δ犜＋"Δδ
（３）

式中，
"Δρ为双差后的卫地距离；"Δ犜 为双差后

的对流层延迟；λ７７，－６０为无电离层组合后相位的

波长；
"Δδ为无电离层组合后相位的观测噪声。

通过分析式（３）可知，宽巷模糊度已被固定，且参

考站的坐标精确已知，所以犔１模糊度的解算精度

主要受双差对流层延迟的影响，需对
"Δ犖１ 与

"Δ犱ｔｒｏｐ进行分离。

由于对流层中的干燥大气比较稳定，且符合

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因此，本文采用精度可达 ｍｍ

级的ＵＮＢ３ｍ对流层延迟模型及ＧＭＦ映射函

数来直接求解
"Δ犜中的干延迟部分。同时，对于

中长距离的两参考站，由于两站的卫星高度角

（犲≥１０°）相差较小，因此，与之相对应的湿映射函

数是近似相等的。基于此条件，便可对
"Δ犜中的

湿延迟部分进行近似相等变换以减少待估参数，

即利用天顶方向的相对湿延迟ＲＺＷＤ来表达：

ＺＷＤ２·"狑犲犻犼（ ）２ －ＺＷＤ１·"狑犲犻犼（ ）１ 

ＲＺＷＤ·"狑犲犻犼（ ）２ （４）

式中，狑（犲）为湿映射函数；犲为卫星高度角；"为单

差算子。同时，由水汽辐射计实际观测的湿延迟

所得到的结果分析表明，天顶湿延迟符合随机游

走模型［１０］，因此，结合式（３）、式（４）便可构建Ｋａｌ

ｍａｎ滤波方程估计以犔１双差模糊度（狀＋１颗卫

星）与天顶方向相对湿延迟为未知参数的状态向

量犡狀＝ "Δ犖
１
１ …

"Δ犖
狀
１［ ］ＲＺＷＤ

Ｔ，其相应

的状态方程为：

犡狀 ＝φ狀，狀－１犡狀－１＋ω狀，ω狀 ～ ０，犙（ ）狀 （５）

式中，φ狀，狀－１为状态转移矩阵；犙狀 为状态噪声的方

差阵。根据滤波方程逐历元估计出犔１双差模糊

度的浮点解及相应的方差阵后，同样基于ＬＡＭＢ

ＤＡ方法来确定参考站间的犔１整周模糊度。由于

犔１双差模糊度对应的波长较短，其模糊度之间的

相关性很强，需对每个历元模糊度固定解的质量

进行Ｒａｔｉｏ检验
［１１］：

ｒａｔｉｏ＝
Ω 犖

⌒

（ ）′

Ω 犖（ ）

⌒ ＝

犖－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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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
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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犖犖 犖－犖（ ）

⌒ ≥犮 （６）

式中，犖、犖

⌒

、犖

⌒

′分别为犔１双差模糊度的浮点解、

固定解的最优值及次优值；犙犖犖为犔１双差模糊度

的方差阵；犮为阀值，犮＝２。显然，Ｒａｔｉｏ值越大，

求解的犔１整周模糊度越可靠。同时，在通过Ｒａ

ｔｉｏ值检验的基础上，附加 ＯＶＴ检验，从而降低

误判的可能性，进一步提高犔１整周模糊度正确值

的可靠性。

１．３　相对对流层湿延迟近实时估计 犓犪犾犿犪狀滤

波法

　　由于双差模糊度本身的整数特性，在未将模

９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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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度正确固定之前，利用消电离层组合模型并通

过Ｋａｌｍａｎ滤波估计出的相对对流层湿延迟是不

够准确的，因为与其一起分离出的犔１模糊度为浮

点值，且模糊度浮点值与整数值之间的差异会使

相对对流层湿延迟的精度受到影响。因此，本文

采用将正确固定的犔１双差模糊度进行回代的方

法，重新构建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器来估计相对对流层

湿延迟参数：

珚犡犽 ＝犎犽，犽－１珚犡犽－１＋珚ω犽，珚ω犽 ～ ０，珚犙（ ）犽

珚犔犽 ＝犅犽珚犡犽＋珋狏犽，珋狏犽 ～ ０，珚犚（ ）｛
犽

（７）

式中，珚犡犽，犽－１为状态参数向量；珚犡犽＝犚犣犠犇；犎犽，犽－１为

状态转移矩阵，犎犽，犽－１＝１；珔犔犽 为观测向量；犅犽 为系

数矩阵，犅犽＝ "狑犲（ ）１２ …
"狑犲狀（ ）［ ］２

Ｔ；珚犙犽、珚犚犽 为

状态噪声矩阵与观测噪声矩阵，其中，珚犙犽＝狇Δ狋。同

时，在以式（７）进行求解的过程中，为了获取近实时

相对对流层湿延迟，需采用实时的精密卫星星历数

据。而ＩＧＳ提供的超快星历所包含的预报星历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ｈａｌｆ）可满足实时性的要求，并且该星历

每６ｈ更新一次，对应的发布时间为ＵＴＣ０３：００、

０９：００、１５：００和２１：００。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预报

星历是通过外推预报得到的，且随着时间跨度的增

大，预报星历的精度也随之降低。所以在单天数据

解算中，就需选取相应时段的预报星历，并对这些

时段的预报星历进行组合以保证卫星星历的实时

性及较高的精度［１１］，再利用式（７）的滤波方程最终

解算近实时相对对流层湿延迟。

２　实例分析

采用美国ＣＯＲＳ网中Ｐ３０４、Ｐ３０５和Ｐ３０６站

２０１００１０３的观测数据作为验证本文方法的实验

数据，该数据的采样率为１５ｓ，３个参考站均采用

双频ＧＰＳ接收机观测记录犔１、犔２载波相位及Ｃ／

Ａ、Ｐ２码，并构成如图１所示的三角形网络，其中

Ｐ３０４、Ｐ３０５和Ｐ３０６站的大地高分别为１７．１８８３

ｍ、９６．０４９３ｍ、８２．５１４０ｍ。

图１　三个参考站所组成的三角形网络

Ｆｉｇ．１　Ｔｈｒｅ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ｍｐｏｓｉｎｇ

ｔｈｅ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Ｎｅｔｗｏｒｋ

在利用本文方法进行求解的过程中，截止高度角

设为１０°，选取Ｐ３０５站作为中心参考站并以组合

后的超快星历作为单天的星历文件来分别求解

犘３０５犘３０６、犘３０５犘３０４参考间的近实时相对对

流层湿延迟。同时，在中心参考站和星历相同的

情况下，采用ＧＡＭＩＴ软件中的ＴＲＡＣＫ模块所

解算的相对对流层湿延迟结果作为验证本文方法

的参考值。于是可得犘３０５犘３０６、犘３０５犘３０４相

应的相对湿延迟比较结果如图２所示。

图２　本文方法与ＧＡＭＩＴ解算的相对对流层湿延迟比较结果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ＴｒｏｐｏｓｐｈｅｒｅＷｅｔＤｅｌａ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ＧＡＭＩＴ

　　由图２可以看出，本文方法与ＧＡＭＩＴ解算

得到的相对对流层湿延迟总体趋势是一致的，且

利用本文方法获取的Ｐ３０５Ｐ３０６站间的相对湿延

迟与ＧＡＭＩＴ所获取的结果吻合程度较高，优于

犘３０５犘３０４站间的湿延迟结果。同时，计算本文

方法与ＧＡＭＩＴ两者解算结果的差值来说明本文

０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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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求解相对对流层湿延迟的质量，两站相应的

精度信息列于表１。

表１　本文方法解算相对对流层湿延迟的精度信息／ｍｍ

Ｔａｂ．１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Ｔｒｏｐｏｓｐｈｅｒｅ

ＷｅｔＤｅｌａｙＵｓｉｎｇ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ｍｍ

站名 最大误差 最小误差 平均误差 中误差

Ｐ３０５Ｐ３０６ １７．０ －２３．１ －０．９ ４．７

Ｐ３０５Ｐ３０４ ３２．５ －９．２ １０．４ １２．４

　　从表１可知，利用本文提出的方法来求解参

考站间相对对流层湿延迟可获得较好的精度，验

证了该方法的可行性和正确性。同时也发现，

Ｐ３０５Ｐ３０４站间的解算精度低于Ｐ３０５Ｐ３０６，其

主要原因在于Ｐ３０４站与中心参考站Ｐ３０５高程

差异大于Ｐ３０６站，从而影响相对对流层湿延迟

的解算，使其精度有所下降。

另一方面，为了便于对本文方法固定宽巷模

糊度和犔１ 模糊度的情况进行分析，以选取某时段

中的两颗卫星ＰＲＮ０６及ＰＲＮ２１为例，与参考卫

星ＰＲＮ１８分别构成卫星对ＰＲＮ０６１８、ＰＲＮ２１

１８来进行说明，得到两组卫星对双差宽巷模糊度

的固定解与浮点解如图３所示，相应地，两组卫星

对的犔１ 双差模糊度的固定过程如图４所示。

图３　两组卫星对宽巷模糊度的固定解与浮点解

Ｆｉｇ．３　Ｆｉｘｅｄ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ｆｌｏａｔ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ＷｉｄｅＩｎｔｅｇｅｒ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ｆｏｒＴｗｏＳｅｔｓｏｆ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Ｐａｉｒ

图４　两组卫星对犔１模糊度的固定过程

Ｆｉｇ．４　Ｆｉｘｅｄ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ｏｆ犔１Ｉｎｔｅｇｅｒ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ｆｏｒＴｗｏＳｅｔｓｏｆ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Ｐａｉｒ

　　从图３可以看出，两组卫星对宽巷模糊度的

浮点解与整数解的差值远小于±０．５周，单个历

元便可固定宽巷模糊度，由此表明，本文所提出的

方法在采用Ｋａｌｍａｎ滤波来分离宽巷模糊度与伪

距多路径误差时，可获得精度较高的宽巷模糊度

浮点解并实现宽巷整周模糊度的快速固定。同

时，从图４可以看出，两卫星对犔１模糊度序列在

临近历元数为９０时，犔１双差模糊度都得到固定，

对于后续所有历元，Ｒａｔｉｏ序列值增大，犔１双差模

糊度的固定解为一条直线序列，表明本文方法解

算的犔１模糊度固定解是可靠的，且在很大程度上

降低了犔１模糊度正确解误判的可能性。此外，在

由３个参考站所组成的三角形网络中，应该满足

３个参考站上相同的卫星对所对应的整周模糊度

之和为零的闭合条件［１３］，因此，将上述两卫星对

宽巷整周模糊度及犔１整周模糊度的闭合结果列

于表２。

由表２可知，３个参考站上两卫星对宽巷整

周模糊度及犔１整周模糊度各自的求和值都为零，

满足闭合条件，进一步验证了本文方法在实现宽

巷、犔１模糊度分解及检验时的正确性。

１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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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两卫星对整周模糊度的闭合结果／周

Ｔａｂ．２　Ｃｌｏｓ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Ｉｎｔｅｇｅｒ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ｆｏｒＴｗｏＳｅｔｓｏｆ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Ｐａｉｒ／ｃｙｃｌｅｓ

卫星对 宽巷整周模糊度 犔１整周模糊度
求和

宽巷 犔１

ＰＲＮ０６１８ －４６６３５６０，５３２２７２３，－６５９１６３ －４２０３０５０，５３２８２８４，－１１２５２３４ ０ ０

ＰＲＮ２１１８ －３９０１９５３，３８１６４５１，８５５０２ －２８５７８４０，４０２９５５３，－１１７１７１３ ０ ０

３　结语

基于组合后的超快星历，提出了一种参考站

对流层湿延迟近实时估计的三步Ｋａｌｍａｎ滤波算

法，通过实例分析表明，利用本文提出的方法来求

解两组参考站近实时对流层湿延迟可获得较好的

精度，验证了该方法的可行性和正确性。同时也

发现，对流层湿延迟的解算精度与基线的长度、高

程差异的大小有关。此外，该方法在求解宽巷模

糊度时，利用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来分离伪距多路径与

宽巷模糊度参数，宽巷模糊度浮点解的精度较高，

可在单个历元内实现宽巷模糊度的快速固定。并

且对于由３个参考站所组成的三角形网络，实例

中同一卫星对宽巷模糊度的固定解及犔１模糊度

的固定解都满足闭合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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