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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流层延迟是全球导航卫星系统（Ｇｌｏｂａｌ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ｙｓｔｅｍ，ＧＮＳＳ）导航定位中的重要误差源，其

量值主要受气象条件影响．采用传统对流层建模思路，利用ＧＰＴ２模型来提供相对准确的气温、气压和相对湿度，

然后利用Ｓａａｓｔａｍｏｉｎｅｎ模型来计算天顶对流层延迟，由此构建了ＧＰＴ２＋Ｓａａｓ模型；采用新的对流层建模思路，直

接针对天顶对流层延迟的时空特性建模，构建了与 ＧＰＴ２＋Ｓａａｓ模型相匹配的 ＧＺＴＤＳ格网模型．以 ＧＧＯＳ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格网数据为参考，ＧＰＴ２＋Ｓａａｓ模型（Ｂｉａｓ：０．２ｃｍ；ＲＭＳ：４．２ｃｍ）和 ＧＺＴＤＳ模型（Ｂｉａｓ：０．２ｃｍ；

ＲＭＳ：３．７ｃｍ）较ＵＮＢ３ｍ模型精度分别提升３４％和４３％．以ＩＧ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ＮＳＳＳｅｒｖｉｃｅ）数据为参考，ＧＰＴ２＋

Ｓａａｓ（Ｂｉａｓ：０．５ｃｍ；ＲＭＳ：４．７ｃｍ）和ＧＺＴＤＳ（Ｂｉａｓ：－０．３ｃｍ；ＲＭＳ：３．８ｃｍ）相对 ＵＮＢ３ｍ模型精度分别提升

１０％和２７％．针对ＧＰＴ２＋Ｓａａｓ模型在少数测站出现精度异常的情况进行了研究，探讨了可能的原因．在两种不同

思路构建的精化对流层模型中，ＧＺＴＤＳ模型不仅表现出更高的精度，而且在时间稳定性和地理稳定性上也表现出

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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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ＧＮＳＳ信号穿越中性大气层时会产生时延和弯

曲，导致接收机测距误差，这一误差我们称之为对流

层延迟误差．对流层延迟是非色散性延迟，与信号频

率无关，不能通过不同频率信号的线性组合予以消

除，一般是采用模型进行改正．信号传播路径上的对

流层延迟可以模型化为天顶方向的对流层延迟

（ＺｅｎｉｔｈＴｒｏｐ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Ｄｅｌａｙ，ＺＴＤ）与投影函数

（Ｍａｐｐｉｎｇ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ＭＦ）的乘积，而天顶对流层延

迟又可以模型化为两部分：天顶静力学延迟（Ｚｅｎｉｔｈ

Ｈｙｄ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Ｄｅｌａｙ，ＺＨＤ）和天顶湿延迟（Ｚｅｎｉｔｈ

ＷｅｔＤｅｌａｙ，ＺＷＤ），后者主要由水汽引起．传统的

Ｈｏｐｆｉｅｌｄ模型（Ｈｏｐｆｉｅｌｄ，１９７１）、Ｓａａｓｔａｍｏｉｎｅｎ模

型（Ｓａａｓｔａｍｏｉｎｅｎ，１９７２）和Ｂｌａｃｋ模型（Ｂｌａｃｋ，１９７８）

都是基于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和一些参数假设建立

的，在有实测气象参数的条件下，天顶方向的改正精

度为厘米级．Ｃｏｌｌｉｎｓ和Ｌａｎｇｌｅｙ为美国的广域增强

系统（ＷｉｄｅＡｒｅａＡｕ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ＷＡＡＳ）设计

的无需实测气象参数支持的 ＵＮＢ系列（ＵＮＢ１４、

ＵＮＢ３ｍ等）模型（Ｃｏｌｌｉｎ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６；Ｌｅａｎｄｒｏ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通过使用一个包含有温度、压强、水汽

压（ＵＮＢ３ｍ为相对湿度）、温度垂直递减率、水汽垂

直递减率的气象参数表来提供气象参数，进而利用

Ｓａａｓｔａｍｏｉｎｅｎ模型来计算天顶对流层延迟．其中广

为使用的ＵＮＢ３模型在无气象参数支持下其天顶

方向对流层总延迟的预报精度为５．２ｃｍ，其改进型

ＵＮＢ３ｍ模型的精度为４．９ｃｍ （Ｌｅａｎｄｒｏｅｔａｌ．，

２００６）．类似地，ＥＧＮＯＳ模型是欧盟星基广域增强

系统推荐用户使用的天顶对流层延迟改正模型（

Ｐｅｎｎ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１），其形式与ＵＮＢ３模型相似，由

于采用了简化公式，其精度略差于 ＵＮＢ３模型 （姚

宜斌等，２０１３）．ＵＮＢ系列模型和ＥＧＮＯＳ模型作为

新一代对流层延迟模型，摆脱了对实测气象参数的

依赖，但仍然可以取得与使用实测气象参数的传统

对流层延迟模型相当的精度，极大地方便了用户的

使用（曲伟箐等，２００８）．杨徉等（２０１３）利用ＧＰＴ模

型给出的气温、气压以及 ＵＮＢ３ｍ模型提供的水汽

压参数作为Ｓａａｓｔａｍｏｉｎｅｎ模型的输入参数构建了

综合对流层延迟模型，该模型提高了Ｓａａｓｔａｍｏｉｎｅｎ

模型的适用性，但相比于 ＵＮＢ３ｍ模型和ＥＧＮＯ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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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精度并未有明显提升，其中可能的原因是依然

沿用ＵＮＢ３ｍ模型中比较简单的相对湿度参数导致

对流层延迟中的湿延迟成分估计不准．针对 ＵＮＢ

系列模型、ＥＧＮＯＳ模型等新一代对流层延迟模型

中气象参数表过于简单、不能准确反映全球气象的

不足，Ｌｉ等直接对ＺＴＤ的时空特性建模，建立了复

杂精致的ＩＧＧｔｒｏｐ模型 （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２），虽取得

了良好的精度，但过于复杂的形式限制了它的使用．

后来Ｌｉ等发表了ＩＧＧｔｒｏｐ＿狉犻（犻＝１，２，３）模型，新模

型通过在赤道区域采用更为简洁的算法、在ＺＴＤ变

化较小的区域采用较低的分辨率以及优化的参数存

储方法等措施，使新模型的参数量显著减小，也使新

模型更适用于ＢＤＳ（ＢｅｉＤｏｕＳｙｓｔｅｍ）／ＧＮＳＳ研究

和应用（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５）．

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经验化的对流

层延迟模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针对气象参数建模，

然后利用物理方程计算天顶延迟量；另一种是直接

对天顶延迟建模，不考虑气象参数．本文将分别采用

这两种不同的思路建立时空分辨率接近的精致的对

流层延迟模型，并评估这两种模型的优劣．

２　两种新的对流层延迟改正模型

２．１　犌犘犜２＋犛犪犪狊狋犪犿狅犻狀犲狀模型

ＧＰＴ２模型是基于ＥＲＡＩｎｔｅｒｉｍ （Ｄｅｅｅｔａｌ．，

２０１１）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全球月平均的气压、气温、比

湿的廓线资料建立的气象参数模型，它能以５°或１°

的分辨率提供全球格网点上的气压、温度、温度垂直

递减率、比湿以及ＶＭＦ１（Ｂｏｅｈｍｅｔａｌ．，２００６）干湿

投影函数的系数犪ｈ和犪ｗ（Ｌａｇｌ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３）．在

每个格网点上，每个气象参数狉（狋）的时间变化通过

包含年周期和半年周期的三角函数表达（Ｌａｇｌｅｒ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

狉（狋）＝犃０＋犃１ｃｏｓ
ｄｏｙ
３６５．２５

２（ ）π ＋犅１ｓｉｎ ｄｏｙ
３６５．２５

２（ ）π
＋犃２ｃｏｓ

ｄｏｙ
３６５．２５

４（ ）π ＋犅２ｓｉｎ ｄｏｙ
３６５．２５

４（ ）π ，
（１）

式中的犃０，犃１，犃２，犅１，犅２ 都已事先计算好，并以

格网形式保存在一个文本文件中．

在垂直方向上，Ｌａｇｌｅｒ等假定地球附近的温度

随高度遵循线性变化，而气压的垂直变化则用指数

函数来表达，并采用如下公式（ｈｔｔｐ：／／ｇｇｏｓａｔｍ．ｈｇ．

ｔｕｗｉｅｎ．ａｃ．ａｔ／ＤＥＬＡＹ／ＳＯＵＲＣＥ／ｇｐｔ２．ｍ）对气象

参数进行高度改正（Ｌａｇｌ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３）：

　　犜＝犜０＋ｄ犜·ｄ犺， （２）

犘＝犘０×ｅｘｐ｛－犮×ｄ犺｝／１００， （３）

犮＝犵犿×ｄＭｔｒ／（犚ｇ×犜ｖ）， （４）

　 犵犿 ＝９．７８４×（１．０－２．６６×１０
－３ｃｏｓ（２×ｌａｔ）

－２．８×１０
－７犺ｓ）， （５）

　　犜ｖ＝犜０×（１＋０．６０７７犙）， （６）

　 　犲＝犙×犘／（０．６２２＋０．３７８犙）， （７）

式中犜０，犘０ 分别是格网点上的气温（Ｋ）和气压

（ｈＰａ），犜和犘 分别是由格网点增加ｄ犺高度时的温

度和气压，ｄ犜是温度的垂直递减率，犙是比湿，犲是

水汽压（ｈＰａ）．犵犿 为重力加速度，在ＧＰＴ２模型中取

值９．８０６６５ｍ·ｓ－２．ｄＭｔｒ和犚ｇ 分别是大气摩尔质

量和气体常数，其值分别为２８．９６５×１０－３ｋｇ／ｍｏｌ，

８．３１４３Ｊ／Ｋ／ｍｏｌ．

当使用ＧＰＴ２模型时，输入测站的纬度、经度、

大地高以及观测时刻的约化儒略日，模型根据测站

坐标查找格网文件中与之邻近的四个点，然后根据

儒略日利用式（１）计算格网点上的气象参数，并利用

式（２）—（７）将格网点上的气象参数归算到测站高

度，最后利用双线性内插得出站点位置的气象参数．

可考虑将使用 ＧＰＴ２模型计算的测站位置处的气

象参数带入简化的Ｓａａｓｔａｍｏｉｎｅｎ模型（李征航和黄

劲松，２００５）来计算测站位置处的天顶对流层延迟：

ＺＨＤ＝２２．２７５４×犘／犵犿， （８）

ＺＷＤ＝２２．２７５４×（１２５５／犜＋０．０５）×犲／犵犿， （９）

式中犘和犲的单位都是ｈＰａ，犜的单位为Ｋ．至此，

我们就可以利用 ＧＰＴ２模型和Ｓａａｓｔａｍｏｉｎｅｎ模型

来获取全球任意地点的天顶对流层延迟参数．为

描述方便，以 下将这种 模型称 为 ＧＰＴ２＋Ｓａａｓ

模型．

２．２　犌犣犜犇犛模型

姚宜斌等（２０１３）建立了利用球谐函数表达的全

球对流层天顶延迟模型ＧＺＴＤ．它首先将天顶对流

层延迟参数表达为包含年周期和半年周期的三角函

数，并使用指数函数进行高程改正，其形式可如下

表达：

ＺＴＤ＝ Ａｖｅ＋Ａｍｐ１ｃｏｓ２π
ｄｏｙ－犇１
３６５．（ ）２５

＋Ａｍｐ２ｃｏｓ４π
ｄｏｙ－犇２
３６５．（ ）［ ］２５

·ｅｘｐ（β犺），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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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ＺＴＤ表示天顶总延迟，Ａｖｅ为ＺＴＤ的年均值，

Ａｍｐ１ 为ＺＴＤ年周期项的振幅，Ａｍｐ２ 为半年周期

项的振幅，犇１ 和犇２ 分别为年周期和半年周期的初

始相位，犺为测站高程，β为高程改正系数，全球取平

均值－１．３１３７×１０－４（姚宜斌等，２０１３）．式（１０）的表

达方法与式（１）是等价的．为使用的方便，再利用１０

×１０阶球谐函数对模型系数进行拟合．

ＧＰＴ２模型是利用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共１０年的

ＥＣＭＷＦ（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ｅｎｔｒｅｆｏｒＭｅｄｉｕｍｒａｎｇｅＷｅａｔｈｅｒ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ＥＲＡＩｎｔｅｒｉｍ月平均的气压、气温、比湿和

位势等气象数据来求解式（１）中气象参数的系数，并

在全球范围内以１°和５°的分辨率提供了ＧＰＴ２模型

参数表（ＡＳＣＩＩ格式的１°文件为１４ＭＢ，５°为０．５ＭＢ）

（Ｌａｇｌ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ＧＧＯＳ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提供的ＺＨＤ

和ＺＷＤ也是以ＥＣＭＷＦ的再分析资料为基础计算

的，但它以纬度２°经度２．５°的分辨率提供每天

０∶００，６∶００，１２∶００和１８∶００ＵＴＣ的格网产品．在

本文的研究中，为了最大程度地使新ＧＺＴＤ模型与

ＧＰＴ２模型（５°分辨率的）保持一致（因为２．１中的模

型将 基 于 ＧＰＴ２），我 们 利 用 ＧＧＯＳ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的ＺＨＤ和ＺＷＤ数据在４°×５°（纬度

每隔４°，经度每隔５°）的格网点上拟合（１０）式中的

ＺＴＤ模型系数Ａｖｅ、Ａｍｐ１、Ａｍｐ２、犇１ 和犇２，并不再

用球谐函数进行表达，而直接以文本形式存储这些

格网点上的模型系数信息，由此确立的新模型我们

称之为ＧＺＴＤＳ（分辨率为纬度方向４°，经度方向

５°）．这样确立的ＧＺＴＤＳ模型无论在建模数据源上

还是在模型的分辨率上都最大程度地与 ＧＰＴ２＋

Ｓａａｓ模型保持了一致性，这样更有利于对两种建模

方式本身进行更客观的评估．当使用ＧＺＴＤＳ模型

时，首先根据测站经纬度找到与之邻近的四个格网

点，然后根据公式（１０）和模型系数分别计算四个格

网点上相对于测站高度的ＺＴＤ，最后利用双线性内

插法计算测站位置处的ＺＴＤ．

３　模型验证

３．１　利用犌犌犗犛犃狋犿狅狊狆犺犲狉犲格网数据对模型进行

验证

为了验证两种不同建模方法的正确性和有效

性，我们将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的ＧＧＯＳ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提

供的天顶对流层延迟数据作为参考值，对ＧＰＴ２＋

Ｓａａｓ模型和ＧＺＴＤＳ模型进行了检验，并与新一代

经验模型（这里指ＵＮＢ系列模型和ＥＧＮＯＳ模型）

中表现最好的 ＵＮＢ３ｍ 模型和先前建立的 ＧＺＴＤ

模型进行了比较．在每个格网点上（纬度方向每隔

４°，经度方向每隔５°）我们统计了模型相对于参考值

的平均偏差（Ｂｉａｓ）和均方根误差（ＲＭＳ），图１给出

了四种模型的Ｂｉａｓ和ＲＭＳ在全球的分布情况．

由图１ａ可以看出 ＵＮＢ３ｍ模型在南极和赤道

附近地区存在较大的Ｂｉａｓ和ＲＭＳ，其精度的地理

分布非常不均匀，北半球的精度明显优于南半球．导

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是ＵＮＢ３ｍ的气象参数表过于简

单，它每隔１５纬度才提供５个气象参数的均值和振

幅，且不考虑气象参数的经向变化，并且基于对称假

设简单地将南半球取与北半球相同的气象参数，仅

仅将振幅的符号改变，这样导致模型在南半球精度

很差，尤其是在南半球高纬度地区．图１ｂ中的

ＧＰＴ２＋Ｓａａｓ模型明显优于 ＵＮＢ３ｍ模型，其精度

的地理分布更为均匀，但在赤道地区仍然存在精度

较差的情况．比较图１ｃ和１ｄ可以看出，ＧＺＴＤＳ模

型在全球范围内的精度分布要优于ＧＺＴＤ模型，尤

其是削弱了ＧＺＴＤ模型在中低纬度的误差，这主要

与采用格网模型代替球谐拟合有关，因为直接用格

网方法给出每个点上的模型系数相对于球谐函数拟

合，避免了拟合误差的引入，同时也保留了原有的分

辨率，缺点仅仅是保留了原始的数量较多的参数，同

时更长时间跨度的数据（ＧＺＴＤ 模型８年数据，

ＧＺＴＤＳ模型１０年数据）被用于拟合模型也有利于

提高模型精度．图１ｄ中的ＧＺＴＤＳ模型相比ＧＰＴ２

＋Ｓａａｓ模型有了进一步的改进，尤其是显著消除了

模型在全球范围内的偏差，模型精度有所提高，精度

的地理分布也更为一致．表１统计了四种模型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里的平均Ｂｉａｓ和平均ＲＭＳ，由此可

以更加准确地看出模型的整体精度情况．

表１　利用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的犌犌犗犛犃狋犿狅狊狆犺犲狉犲数据

对四种模型的检验结果（单位：犮犿）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犲狊狋狉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狋犺犲犳狅狌狉犿狅犱犲犾狊犳狉狅犿２０１１狋狅２０１３

狑犻狋犺狉犲狊狆犲犮狋狋狅犌犌犗犛犃狋犿狅狊狆犺犲狉犲犱犪狋犪（狌狀犻狋：犮犿）

Ｙｅａｒ
ＵＮＢ３ｍ ＧＰＴ２＋Ｓａａｓ ＧＺＴＤ ＧＺＴＤＳ

Ｂｉａｓ ＲＭＳ Ｂｉａｓ ＲＭＳ Ｂｉａｓ ＲＭＳ Ｂｉａｓ ＲＭＳ

２０１１ ３．４ ６．４ ０．３ ４．３ ０．２ ４．３ ０．２ ３．７

２０１２ ３．３ ６．４ ０．２ ４．２ ０．１ ４．３ ０．２ ３．６

２０１３ ３．４ ６．５ ０．２ ４．３ ０．１ ４．４ ０．２ ３．７

Ｔｏｔａｌ ３．４ ６．４ ０．２ ４．２ ０．１ ４．３ ０．２ ３．７

　　表１显示了四种模型在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的精度

信息，可以看出四种模型在任意１年或３年里的精

度都是非常稳定的．表现最优的是ＧＺＴＤＳ模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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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相对于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ＧＧＯＳ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的ＺＴＤ数据，四种模型在全球的

Ｂｉａｓ和ＲＭＳ分布（单位：ｃｍ）（根据４°×５°的检验结果画出）

（ａ）ＵＮＢ３ｍ；（ｂ）ＧＰＴ２＋Ｓａａｓ；（ｃ）ＧＺＴＤ；（ｄ）ＧＺＴＤＳ．

Ｆｉｇ．１　ＧｌｏｂａｌＢｉａｓａｎｄＲＭＳ（ｉｎｃｍ）ｗｉｔｈｒｅｓｐｅｃｔｔｏＧＧＯＳ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ＺＴＤ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２０１１ｔｏ２０１３ｆｏｒｔｈｅｆｏｕｒｍｏｄｅｌｓ（ｔｈｅ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ｓ４°×５°）

平均偏差仅为０．２ｃｍ，平均ＲＭＳ为３．７ｃｍ，相对

于ＧＺＴＤ模型精度提高了０．６ｃｍ；其次为ＧＰＴ２＋

Ｓａａｓ模型，最差的是 ＵＮＢ３ｍ模型．需要指出的是

ＵＮＢ３ｍ模型显示了一个较大的平均偏差（～３．４ｃｍ），

这可能是因为用于建模的数据集与参与检验的数据

集存在系统差导致的，在３．２节我们将利用ＩＧＳ提

供的ＧＮＳＳ实测对流层延迟数据对这四种模型进

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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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四种模型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在６条纬度线上的季节变化，参考值为

ＧＧＯＳ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的ＺＴＤ数据，图中用ＺＴＤ表示

（ａ）和（ｂ）分别显示的是模型在北半球和南半球高中低三条纬线上的ＺＴＤ．

Ｆｉｇ．２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ｆｏｕｒｍｏｄｅｌｓａｔ６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ｓｆｒｏｍ２０１１ｔｏ２０１３ｗｉｔｈｒｅｓｐｅｃｔ

ｔｏＧＧＯＳ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ＺＴＤｄａｔａｗｈｉｃｈｉｓｌａｂｅｌｅｄａｓＺＴＤｉｎｔｈｅｆｉｇｕｒｅ

（ａ）ａｎｄ（ｂ）ｓｈｏｗ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ＺＴＤａｔｈｉｇｈ，ｍｉｄｄｌｅ，ｌｏｗ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ｓ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ａｎｄｓｏｕｔｈ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

　　上面对四种模型的精度进行了检验，并给出了

模型精度的地理分布情况，这里我们进一步对模型

的季节变化进行研究分析．由于季节受纬度影响，我

们将同一纬度不同格网点同一天的数据取平均，并

在同一纬度上比较四种模型的表现，这样可以有效

消除纬度对季节变化的影响．我们在高中低纬分别

选择了一特定纬度作为代表，统计了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

四种模型在６条纬线上的季节变化，并将 ＧＧＯＳ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的ＺＴＤ数据作为参照，结果如图２所示．

由图２ａ和２ｂ可以看出ＺＴＤ在低纬度地区的

值较大，高纬度地区的值较小，这主要由于水汽的纬

度差异导致的，即低纬度地区水汽含量丰富，对湿延

迟的贡献较大，而高纬度地区水汽含量较低，对湿延

迟贡献较小．与参考ＺＴＤ值相比，ＧＺＴＤＳ模型与参

考值最吻合，ＧＰＴ２＋Ｓａａｓ模型略差于 ＧＺＴＤＳ模

型，而ＵＮＢ３ｍ模型表现较差，ＧＺＴＤ模型的变化趋

势与ＧＺＴＤＳ模型比较接近．ＧＺＴＤＳ模型和ＧＰＴ２

＋Ｓａａｓ模型在不同纬度既可以表现ＺＴＤ变化的年

周期特性（如３８°Ｎ，７０°Ｎ，６°Ｓ，３８°Ｓ），又能表现其

半年周期特性（如６°Ｎ，７０°Ｓ），而ＵＮＢ３ｍ模型至多

只能表现年周期特性，在低于１５°的纬度区间里，其

ＺＴＤ不再表现时间变化．比较图２ａ和２ｂ中三条纬

度线的分布，可以明显看出ＺＴＤ并不具备南北半球

对称的特性，因此，ＵＮＢ系列模型和ＥＧＮＯＳ模型

中假定南北半球对称的做法是不准确的．以上种种

表明 ＧＺＴＤＳ模型和 ＧＰＴ２＋Ｓａａｓ模型相对于

ＵＮＢ系列模型和ＥＧＮＯＳ模型更加精致，精度和稳

定性更高，是两种具有可用性的不同类型（以

Ｓａａｓｔａｍｏｉｎｅｎ模型中物理方程为基础的模型和纯

以ＺＴＤ统计性质为基础的模型）的精化对流层延迟

经验模型．

３．２　利用犐犌犛实测数据对模型进行验证

由于 ＧＧＯＳ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的数据可能与构建

ＵＮＢ３ｍ模型的数据存在系统性偏差，因此３．１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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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结果可能不能完全准确地反映ＵＮＢ３ｍ模型的

效能．为此，我们将２０１０年全年１２３个ＩＧＳ站上的

ＺＴＤ数据作为参考值，对以上四种模型重新进行了

检验，同样统计了每个测站上模型值与参考值的平

均Ｂｉａｓ和ＲＭＳ．图３按纬度显示的是１２３个测站上

的平均Ｂｉａｓ和ＲＭＳ，表２统计了四种模型的平均

Ｂｉａｓ和ＲＭＳ．

表２　利用２０１０年１２３个犐犌犛站的犣犜犇数据

对四种模型的检验结果（单位：犮犿）

犜犪犫犾犲２　犜犲狊狋狉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狋犺犲犳狅狌狉犿狅犱犲犾狊狑犻狋犺狉犲狊狆犲犮狋狋狅

狋犺犲犣犜犇犱犪狋犪犳狉狅犿１２３犐犌犛狊狋犪狋犻狅狀狊犻狀２０１０（狌狀犻狋：犮犿）

ＵＮＢ３ｍ ＧＰＴ２＋Ｓａａｓ ＧＺＴＤ ＧＺＴＤＳ

平均Ｂｉａｓ ０．９ ０．５ －０．７ －０．３

平均ＲＭＳ ５．２ ４．７ ４．４ ３．８

　　图３显示了四种模型的Ｂｉａｓ和ＲＭＳ随纬度的

变化情况，可以明显看到 ＧＺＴＤＳ模型在各个纬度

的精度比较平稳，波动不大，ＧＺＴＤ模型与之相似；

而ＵＮＢ３ｍ模型和ＧＰＴ２＋Ｓａａｓ模型的精度在不同

纬度都出现了较大的波动．与采用ＧＧＯＳ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格网数据检验的结果类似，ＵＮＢ３ｍ模型在南半球

的精度要明显差于北半球，这与它的球对称假设有

关；ＧＰＴ２＋Ｓａａｓ模型主要在２０°Ｎ—３０°Ｎ之间出现

了三个误差较大的站点（ＫＯＫＶ、ＬＰＡＬ和ＭＡＵＩ），

这三个站都分布在水汽丰富且高程超过１１００ｍ的

地方，高程改正和水汽估计效能不佳可能是导致

ＧＰＴ２＋Ｓａａｓ模型出现较大误差的原因．表２中的

整体统计结果显示ＧＺＴＤＳ模型表现出了与３．１节

中采用ＧＧＯＳ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格网数据进行检验非常

近似的精度，精度依然比 ＧＺＴＤ提升了０．６ｃｍ；

ＧＰＴ２＋Ｓａａｓ模型精度有所下降，ＵＮＢ３ｍ模型的精

度却有所提升．相对于 ＵＮＢ３ｍ模型，ＧＰＴ２＋Ｓａａｓ

模型精度提升１０％，ＧＺＴＤ 模型精度提升１５％，

ＧＺＴＤＳ模型的精度提升了２７％．鉴于这四种模型

都是为导航定位服务，因此采用ＩＧＳ数据对其进行

的检验更客观，也更具参考价值．

为了找出图３中ＧＰＴ２＋Ｓａａｓ模型在三个站点

误差较大的原因，我们给出了模型精度随高程的变

化曲线，如图４所示．

在图４中品红色曲线上数值最大的三个点即是

ＫＯＫＶ（ＲＭＳ：１１．４ｃｍ）、ＬＰＡＬ（ＲＭＳ：１１．９ｃｍ）

和 ＭＡＵＩ（ＲＭＳ：１６．９ｃｍ）测站上的检验结果．尽

管这三个点位于高程较高的区间，但其邻近高程的

其他点并未出现误差大于１０ｃｍ的情况，并且除了

这三个点整条曲线的波动并不大，这说明 ＧＰＴ２＋

Ｓａａｓ模型在这三个站出现较大误差的原因并不是

高程改正不好．由于ＧＺＴＤＳ的模型值与ＧＧＯＳ的

ＺＴＤ数据和ＩＧＳ的ＺＴＤ数据都能很好吻合，这又

排除了ＺＴＤ数据质量不好的可能，故更可能的原因

是ＧＰＴ２模型不能很好地反映这三处气象元素的

实际变化规律，进而导致Ｓａａｓｔａｍｏｉｎｅｎ模型计算

ＺＴＤ不准确．通过图４也可以看出ＵＮＢ３ｍ模型在

图３　利用１２３个ＩＧＳ站２０１０年的数据对四种模型的检验

Ｆｉｇ．３　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ｆｏｕｒｍｏｄｅｌｓｗｉｔｈｒｅｓｐｅｃｔｔｏｔｈｅＺＴＤｄａｔａｆｒｏｍ１２３ＩＧＳ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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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高程区间的改正效果要差于在高高程区间的改正

效果，这与我们之前的研究结果吻合．ＧＺＴＤＳ模型

在各高程区间表现非常平稳，且精度也明显优于

ＵＮＢ３ｍ模型和 ＧＰＴ２＋Ｓａａｓ模型，这进一步证实

了ＧＺＴＤＳ模型的优良性能．

为了确定ＧＰＴ２＋Ｓａａｓ模型在三个点出现大误

差的原因，我们利用２０１０年ＥＣＭＷＦ的地表温度、

气压和水汽压的格网数据，按照式（２）—（７）的方法

将测站邻近四个格网点的气象数据改正到测站高

度，然后利用双线性内插法得到测站位置处的温度、

气压和水汽压，并与ＧＰＴ２模型给出的结果进行比

较，图５显示的是 ＫＯＫＶ站上的ＥＣＭＷＦ数据与

ＧＰＴ２数据对比曲线．

由图５可以粗略地看出来自ＧＰＴ２的气象数据

曲线基本表征了ＥＣＭＷＦ数据的变化规律，其他两

个测站上也出现了近似的情况．表３统计了三个测

站上对应气象数据较差（ＥＣＭＷＦＧＰＴ２）的ＲＭＳ．

对式（８）和式（９）取一阶导数可以更好地显示天

顶延迟误差与气象误差之间的关系，重力加速度近

似值取９．８０６６５ｍ·ｓ－２，温度近似值取２８０Ｋ，水汽

压近似值取１０ｈＰａ，可得：

　　　　δＺＨＤ＝２．２７３δ犘， （１１）

图４　利用１２３个ＩＧＳ站数据对四种模型的检验结果与高程的关系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ａｎｄｔｈｅｈｅｉｇｈｔ

ｆｒｏｍｔｈｅ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ｉｔｈｒｅｓｐｅｃｔｔｏｔｈｅ１２３ＩＧＳ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图５　来自ＥＣＭＷＦ的ＫＯＫＶ测站上的地表温度、气压、水汽压与对应的来自ＧＰＴ２模型的数据的

比较（ＥＣＭＷＦ数据用绿色曲线表示，ＧＰＴ２模型的数据用红色曲线表示）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ｎｄｖａｐｏ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ｆｒｏｍＥＣＭＷＦｄａｔａａｎｄｔｈａｔｆｒｏｍＧＰＴ２ｍｏｄｅｌ

ａｔＩＧＳｓｉｔｅＫＯＫＶ（ｇｒｅｅｎｃｕｒｖ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ＥＣＭＷＦｄａｔａａｎｄｒｅｄｃｕｒｖ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ｄａｔａｆｒｏｍＧＰＴ２ｍｏｄ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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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犓犗犓犞、犔犘犃犔和 犕犃犝犐站上犌犘犜２模型值

相对于犈犆犕犠犉气象数据的ＲＭＳ

犜犪犫犾犲３　ＲＭＳ狅犳犌犘犜２犿狅犱犲犾狑犻狋犺狉犲狊狆犲犮狋狋狅狋犺犲

犈犆犕犠犉犱犪狋犪犪狋犐犌犛狊犻狋犲犓犗犓犞，犔犘犃犔犪狀犱犕犃犝犐

ＲＭＳ

地表温度（Ｋ） 气压（ｈＰａ） 水汽压（ｈＰａ）

ＫＯＫＶ １．３１ ３．３４ １．８２

ＬＰＡＬ ２．１３ ６．２３ １．７８

ＭＡＵＩ １．８８ １１．７４ １．２７

　　　　δＺＷＤ＝－０．１６δ犜＋４．５３δ犲， （１２）

式（１１）、（１２）中的δＺＨＤ和δＺＷＤ的单位都是ｍｍ．

将误差传播率应用于式（１１）和式（１２）并带入表３中

的误差参数可以算出ＫＯＫＶ、ＬＰＡＬ、ＭＡＵＩ站上的

气象误差分别可引起１．１ｃｍ，１．６ｃｍ和２．７ｃｍ的

ＺＴＤ估计误差，这并不会导致ＧＰＴ２＋Ｓａａｓ模型产

生超过１０ｃｍ的误差．为了找到原因，我们直接利用

这三个点邻近四个格网点上的ＥＣＭＷＦ气象数据

来计算ＺＴＤ，然后与直接来自 ＧＧＯＳ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的数据进行比对．分别计算了三个测站邻近四个格

网点上Ｓａａｓｔａｍｏｉｎｅｎ模型利用ＥＣＭＷＦ数据计算

的ＺＴＤ与ＧＧＯＳ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的ＺＴＤ的差值的平

均ＲＭＳ，结果显示ＫＯＫＶ、ＬＰＡＬ、ＭＡＵＩ三个站邻

近四个格网点的平均ＲＭＳ分别为５．５ｃｍ，６．８ｃｍ和

９．０ｃｍ，计算值与实测值差值较大，由于Ｓａａｓｔａｍｏｉｎｅｎ

模型本身具有较高的精度，这说明ＥＣＭＷＦ气象数

据本身在这三个点精度较差是导致二者差别较大的

原因．考虑到ＧＰＴ２经验气象参数相对ＥＣＭＷＦ数

据的差异又可引起１．１ｃｍ，１．６ｃｍ和２．７ｃｍ的

ＺＴＤ估计误差以及超过１ｋｍ的高程归化和平面内

插等引起的误差，导致上述三个点产生超过１０ｃｍ

的误差是非常可能的，其中的主要原因应该是

ＥＣＭＷＦ数据在这三个点质量不佳．

４　结论

遵循传统对流层建模思路，我们利用ＧＰＴ２模

型来提供温度、气压和水汽压等气象参数，然后将这

些参数带入Ｓａａｓｔａｍｏｉｎｅｎ模型计算天顶对流层延

迟，据此建立了精化的ＧＰＴ２＋Ｓａａｓ模型．采用新的

对流层建模思路，我们直接针对ＺＴＤ的时空特性建

模，利用ＧＧＯＳ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的数据直接

构造了ＧＺＴＤＳ格网模型．利用ＧＧＯＳ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的

格网数据对两种新模型进行了检验，并与 ＵＮＢ３ｍ

模型和ＧＺＴＤ模型进行了比较，给出了四种模型精

度的时空分布，结果表明两种新模型的对流层延迟

估计精度均明显优于 ＵＮＢ３ｍ 模型，其中 ＧＺＴＤＳ

模型表现出最佳的精度和稳定性．利用ＩＧＳ的ＺＴＤ

数据对新模型进行检验，给出了客观实用的精度信

息，相对于ＵＮＢ３ｍ模型，ＧＰＴ２＋Ｓａａｓ模型精度提

升１０％，ＧＺＴＤ模型精度提升１５％，ＧＺＴＤＳ模型精

度提升２７％，ＧＰＴ２＋Ｓａａｓ模型和 ＧＺＴＤＳ模型的

高程改正效果也要优于 ＵＮＢ３ｍ模型．针对ＧＰＴ２

＋Ｓａａｓ模型在三个ＩＧＳ站出现较大误差的情况，我

们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确定了ＥＣＭＷＦ气象数据

在这三点的质量不佳是导致误差较大的主要原因．

严格的检验证实：直接对对流层延迟进行建模

是一种可行且可靠的思路，相对于传统的建模思路，

它更加简便并且精度和可靠性也表现出了优于同等

传统模型的潜力，是一种值得推广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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