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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流层延迟是影响高精度卫星导航定位的关键因素，也是大气科学研究的重要数据．针对已有全球对流层

延迟模型的模型方程未同时顾及高程、纬度和季节变化以及模型构建时仅使用单一格网点数据等问题，本文提出

了一种对流层天顶延迟（ＺＴＤ）全球模型构建的新方法，即引入滑动窗口算法将全球剖分为大小一致的规则窗口，

利用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全球大地观测系统（ＧＧＯＳ）大气格网产品构建每个窗口同时顾及高程、纬度和季节因子的全球

ＺＴＤ新模型（ＧＧＺＴＤ模型）．联合未参与建模的２０１６年全球ＧＧＯＳ格网产品和２０１６年全球３１６个ＩＧＳ站精密

ＺＴＤ产品，检验了ＧＧＺＴＤ模型的精度和适用性．结果表明：以ＧＧＯＳ大气格网ＺＴＤ产品和ＩＧＳ站ＺＴＤ产品为参

考值，ＧＧＺＴＤ模型在全球的精度分别为３．５８ｃｍ和３．６２ｃｍ，相对于ＵＮＢ３ｍ模型和目前标称精度最优的ＧＰＴ２ｗ

模型计算的ＺＴＤ信息，ＧＧＺＴＤ模型在全球表现出了最优的精度和稳定性，其精度相对于 ＵＮＢ３ｍ模型具有显著

的提升（精度提高了３０％以上），相对于 ＧＰＴ２ｗ模型仍具有一定的改善；在ＺＴＤ计算时 ＧＧＺＴＤ模型相对于

ＧＰＴ２ｗ模型显著地减少了模型参数，尤其相对于ＧＰＴ２ｗ１（减少了９９％）．ＧＧＺＴＤ模型只需输入位置与时间和依

赖相对较少的模型参数则能在全球获得高精度和稳定的ＺＴＤ信息，极大地提升了模型的计算效率．

关键词　ＧＧＺＴＤ模型；全球对流层延迟模型；全球导航卫星系统；ＧＧＯＳ大气格网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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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对流层中蕴含着丰富的气体，当电磁波信号穿

过对流层时，会使这些电磁波信号产生延迟，称为对

流层延迟．对流层延迟是空间大地测量中最主要的

误差源之一，其也是制约高精度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ＧＮＳＳ）导航定位的重要因素．在 ＧＮＳＳ精密数据

处理中，常采用对流层延迟经验模型来估计出对流

层天顶静力学延迟（ＺＨＤ）或ＺＴＤ作为初始值，如

果模型计算的ＺＨＤ或ＺＴＤ初始值不精确，最终也

会影响ＧＮＳＳ定位的精度．由此可见，高精度的对

流层延迟经验模型显得尤为重要，尤其在全球坐标

参考框架建立等ＧＮＳＳ应用中．因此，建立实时高

精度全球对流层延迟模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流层延迟改正模型主要可分为两大类，即需

要实测气象参数的模型和实时对流层延迟模型（非

气象参数模型）．在依赖实测气象参数的对流层延

迟模型中，国际上比较经典的有 Ｈｏｐｆｉｅｌｄ（１９７１）、

Ｓａａｓｔａｍｏｉｎｅｎ（１９７２）和Ｂｌａｃｋ（１９７８）等对流层延迟

模型．由于难以获取全球任意位置实时的实测气象

参数，从而限制了需要实测气象参数的对流层延迟

模型在ＧＮＳＳ导航和实时定位中的应用．为了满足

对流层延迟应用需求的实时性，利用大气再分析资

料构建区域或者全球的实时对流层延迟模型获得广

泛关注，如 ＵＮＢ系列模型（Ｌｅａｎｄｒ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６，

２００８）和ＥＧＮＯＳ模型（Ｐｅｎｎ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１）等．近年

来，随着ＧＰＳ／ＧＮＳＳ导航定位技术的发展，诸多学

者对实时对流层延迟改正模型的构建给予了极大的

关注．如国外学者构建的ＴｒｏｐＧｒｉｄ系列模型（Ｓｃｈüｌｅｒ，

２０１４）和 ＧＰＴ系列模型（Ｂｈｍ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２０１５；

Ｌａｇｌ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３）．与此同时，中国学者在这方面

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Ｓｏｎｇ等（２０１１）利用多年欧洲

中尺度天气预报中心（ＥＣＭＷＦ）大气再分析资料，

构建了适用于中国区域的对流层天顶延迟模型（简

称ＳＨＡＯ模型），其在中国地区的改正精度相对于

ＥＧＮＯＳ模型提升显著．黄良珂等（２０１４）使用数年

ＩＧＳ站的高精度ＺＴＤ数据对ＥＧＮＯＳ模型在亚洲

地区进行了单站精化，构建了亚洲地区的精化模型

（ＳＳＩＥＧＮＯＳ模型），ＳＳＩＥＧＮＯＳ模型能取得较好的

单站ＺＴＤ改正效果，且在长期的ＺＴＤ预报中能保

持稳定的性能．李薇等（２０１２）在分析ＺＴＤ时空特性

基础上，利用多年的美国环境预报中心（ＮＣＥＰ）再

分析资料建立了一种全球格网ＺＴＤ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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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ＧＧｔｒｏｐ模型，该模型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较好的

精度．Ｌｉ等（２０１５）对ＩＧＧｔｒｏｐ模型进行改进，发展

了ＩＧＧｔｒｏｐ＿ｒｉ（犻＝１，２，３）模型，新模型对赤道区域

进行了简化，并极大地减少了模型参数，使新模型更

好地应用于北斗／ＧＮＳＳ的对流层延迟改正．姚宜斌

等（２０１３）利用ＧＧＯＳ大气中心提供的２°×２．５°（纬

度×经度）分辨率ＺＴＤ格网数据，结合球谐函数构

建了全球非气象参数ＧＺＴＤ模型，ＧＺＴＤ模型表现

出了良好的对流层修正效果．此外，姚宜斌等（姚宜

斌等，２０１５；Ｙ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５）先后构建了高时间分

辨率的ＧＺＴＤ６ｈ模型和ＩＴＧ格网模型，新模型相

比于ＧＺＴＤ模型其精度有一定的改善，并提高了时

间分辨率．赵静等（２０１４）利用ＥＣＭＷＦ中心提供

的ＥＲＡＩｎｔｅｒｉｍ资料，构建了顾及垂直剖面函数的

全球非气象参数对流层延迟模型（ＳＨＡＯＨ模型），

该模型具有精度稳定、可适用于任意高度对流层延

迟修正等优点．姚宜斌等（２０１６）联合ＧＧＯＳ大气格

网ＺＴＤ 和ＩＧＳ中心提供的精密 ＺＴＤ 产品，以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的形式存储模型参数，进而构建了

多源数据联合的全球ＺＴＤ模型，新模型表现出全球

适用和区域增强的优点．Ｓｕｎ等（２０１７）基于非线性

假设，利用ＧＧＯＳ大气ＺＴＤ格网产品构建了顾及

ＺＴＤ年周期、半年周期、４个月变化和季度变化的全

球ＺＴＤ格网模型（ＧＺＴＤＳ模型），并结合 ＧＺＴＤＳ

和 ＶＭＦ１ 模型建立了 ＧＳＴＤＳ 模型，结果表明

ＧＺＴＤＳ模型计算ＺＴＤ的性能与 ＧＰＴ２ｗ 模型相

当．Ｌｉ等（２０１８）分别采用指数函数和多项式函数去

表征ＺＴＤ垂直剖面函数的平均值和振幅，最终构建

了两个非气象参数的全球ＺＴＤ模型，即ＩＧＧｔｒｏｐ＿

ＳＨ和ＩＧＧｔｒｏｐ＿ｒＨ模型，这两个新模型均表现出良

好的ＺＴＤ改正性能，ＩＧＧｔｒｏｐ＿ＳＨ模型的性能略优

于ＩＧＧｔｒｏｐ＿ｒＨ 模型．Ｓｕｎ等（２０１９）利用长期的

ＥＲＡＩｎｔｅｒｉｍ数据分析了对流层垂直递减率的精细

季节变化，在此基础上构建了高水平分辨率的全球

格网对流层模型（ＧＴｒｏｐ模型），结果表明该模型较

好地改善了在高海拔地区的ＺＨＤ估计精度．

尽管上述区域或全球对流层延迟模型均表现出

各自的优越性，但仍存在模型方程未同时顾及高程

和纬度因子的影响，且模型构建仅使用单一格网点

数据等不足．相关研究表明ＺＴＤ与高程和纬度均存

在显著的相关性，为此，本文提出引入滑动窗口算法

将全球剖分为大小一致的规则窗口，使用多年的全

球ＧＧＯＳ大气格网ＺＴＤ产品及对应的椭球高数

据，构建全球每个窗口同时顾及高程、纬度和季节变

化的ＺＴＤ 模型，最终建立一种新的高精度全球

ＺＴＤ格网模型（简称ＧＧＺＴＤ模型），并以未参与建

模的全球ＧＧＯＳ大气格网ＺＴＤ数据及全球ＩＧＳ站

精密ＺＴＤ产品为参考值，验证ＧＧＺＴＤ模型在全球

的适用性．

１　ＺＴＤ时空特性分析与 ＧＧＺＴＤ模

型构建

１．１　犣犜犇时空特性分析

相关文献研究表明ＺＴＤ时间序列主要表现为

年周期和半年周期变化，同时在部分地区也表现出

一定的日周期变化（姚宜斌等，２０１３），为了进一步验

证ＺＴＤ值的年周期、半年周期和日周期振幅在全球

的分布，利用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水平分辨率为２°×

２．５°、时间分辨率为６ｈ的全球 ＧＧＯＳ大气格网

ＺＴＤ数据，采用式（１）来计算出全球各格网点ＺＴＤ

值不同周期的振幅值，结果如图１所示．

ＺＴＤ＝犃０＋犃１ｃｏｓ２π
ｄｏｙ
３６５．（ ）２５ ＋犃２ｓｉｎ２π

ｄｏｙ
３６５．（ ）２５

＋犃３ｃｏｓ４π
ｄｏｙ
３６５．（ ）２５ ＋犃４ｓｉｎ４π

ｄｏｙ
３６５．（ ）２５

＋犃５ｃｏｓ２π
ｈｏｄ（ ）２４

＋犃６ｓｉｎ２π
ｈｏｄ（ ）２４

， （１）

式中，犃０ 表示ＺＴＤ年均值，（犃１，犃２）、（犃３，犃４）和

（犃５，犃６）分别表示ＺＴＤ的年周期、半年周期和日周

期的系数，ｄｏｙ表示年积日，ｈｏｄ表示ＵＴＣ时间．

由图１可知，ＺＴＤ平均值的分布与高程和纬度

存在较大关系，其在青藏高原、南极和格陵兰等高海

拔地区的值较小，在海洋地区其平均值较大；对于

ＺＴＤ年周期振幅，其在北半球的年周期振幅值高于

其在南半球的值，在太平洋西部、亚洲东部和南部、

北美洲东南部、非洲、澳大利亚北部等地区表现出显

著的年周期振幅值，在南半球的中高纬度地区其值

相对较小；对于ＺＴＤ的半年周期振幅，其在北半球

的值仍然大于南半球，在中国东北部、亚洲东南部和

低纬度的部分地区存在显著的半年周期振幅值，在

南半球的中高纬度地区仍表现出相对较小的值；对

于ＺＴＤ的日周期振幅，其在低纬度的部分地区表现

出相对较大的日周期振幅值，尤其在南美洲中部和

非洲南部地区存在４～８ｍｍ的日周期振幅值，但是

在全球大部分地区ＺＴＤ的日周期变化较小，其值低

于２ｍｍ．由于在低纬度地区，ＺＴＤ的年周期和半年

周期相对较为显著，此外，该地区的气候较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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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ＧＧＯＳ格网ＺＴＤ数据计算全球ＺＴＤ平均值、年周期、半年周期和日周期分布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ｍｅａｎｖａｌｕｅ，ａｎｎｕａｌ，ｓｅｍｉａｎｎｕａｌａｎｄｄｉｕｒｎａｌ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ｓｏｆ

ＺＴＤ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ＧＧＯＳ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ｇｒｉｄｄｅｄＺＴ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ｏｖｅｒｇｌｏｂｅ

其引起的ＺＴＤ的变化也较为剧烈，尽管在该地区的

部分区域存在４～８ｍｍ 的日周期变化，那么在

ＺＴＤ建模时，这些相对较小的ＺＴＤ日周期变化容

易被ＺＴＤ年周期和半年周期的模型化残差及其他

非季节性信号淹没．因此，为了优化ＺＴＤ建模的模

型参数，提高模型的计算效率，本文模型构建时对

ＺＴＤ的季节变化只考虑其年周期和半年周期．

对于ＺＴＤ在高程上的变化关系方面，常用的

ＺＴＤ垂直剖面函数主要有二次多项式和负指数函

数．Ｓｏｎｇ等（２０１１）指出在１０ｋｍ以下用二次多项式

来表达ＺＴＤ的垂直剖面可获得较好的ＺＴＤ高程改

正效果．赵静等（２０１４）提出了ＺＴＤ的分段垂直剖

面函数，在１７ｋｍ以下的大气层范围内利用多项式

来表达ＺＴＤ的垂直剖面，１７ｋｍ以上采用负指数函

数来进行表达，该分段ＺＴＤ垂直剖面模型获得了良

好的ＺＴＤ高程改正效果．由于本文构建全球ＺＴＤ

模型时采用的是全球ＧＧＯＳ大气格网ＺＴＤ产品及

对应的地表椭球高数据，为了进一步探究地表至１７

ｋｍ高度范围内ＺＴＤ在高程上的变化，本文选取了

全球具有代表性的ＭＥＲＲＡ２分层大气资料的４个

格网点数据，利用积分法计算出４个格网点（地表至

１７ｋｍ高度范围内）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０时刻的ＺＴＤ

分层剖面信息，并采用二次多项式对其进行拟合，结

果如图２所示．图２表明在地表至１７ｋｍ高度范围

内，利用二次多项式可较好地反映ＺＴＤ值在高程上

的变化．同时，为了进一步分析ＺＴＤ在纬度上的变

化，选取经度为１７０°Ｗ 和１７０°Ｅ的所有格网点数

据，针对 每 个 格 网 点 均 从 ５００ ｍ 开 始 积 分 到

ＭＥＲＲＡ２再分析资料最顶层，进而分析ＺＴＤ随纬

度的变化关系，结果如图３所示．由图３可知，在一

定纬度范围内ＺＴＤ在纬度上的变化可表示为近似

线性关系．因此，在本文ＺＴＤ建模中将采用二次多

项式来描述ＺＴＤ的垂直剖面改正，ＺＴＤ在纬度上

变化采用线性函数．

１．２　犌犌犣犜犇模型建立

针对当前全球对流层经验模型的模型方程未同

时顾及高程和纬度的变化及模型构建仅使用单一格

网点数据等问题，结合上述对ＺＴＤ的时空特性分

析，引入滑动窗口算法来解决以上问题．在此，先对

滑动窗口的算法做如下简述．

首先以平面分辨率为２°×２．５°（纬度×经度）进

行全球格网剖分，得到与ＧＧＯＳ大气格网产品相同

大小水平分辨率的格网．滑动窗口算法的关键需要

确定其窗口的大小及其滑动步长，滑动窗口大小的

确定需顾及全球窗口剖分个数的整数性、窗口的连

续性及窗口内模型参数的可求解性等原则．根据以

上原则，本文以３行３列（４°×５°的区域范围）为一

个滑动窗口大小来举例说明滑动窗口算法，其流程

如图４所示．具体过程为：首先利用格网左上角第一

个窗口犖１ 内（每个框表示一个滑动窗口大小）的数

据求出其窗口内的相关模型参数，并将其作为窗口

犖１ 中心格网点（框内黑点）的结果；然后将窗口向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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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ＺＴＤ在高程上变化关系

Ｆｉｇ．２　ＺＴＤｃｈａｎｇｅｓｗｉｔｈ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图３　ＺＴＤ在纬度上变化关系

Ｆｉｇ．３　ＺＴＤｃｈａｎｇｅｓｗｉｔｈ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度东向移动２个格网点，求解新窗口犖２ 内的相关

模型参数，将其作为窗口犖２ 中心格网点的结果，依

次类推求出这一纬度上所有窗口内的相关模型参

数；然后窗口移动到下一纬度（向下移动两个格网

点），以同样的方法求出该纬度所有窗口内的相关模

型参数，以此类推直到求出全球所有窗口内的相关

模型参数．最终获得全球所有窗口内的相关模型参

数，并将其作为各自窗口中心格网点的结果，最后将

全球所有窗口中心格网点组建新的全球格网，如图

４中的黑点和虚线所示．

本文仅探索使用固定的窗口大小（４°×５°）和滑

动步长来构建全球ＺＴＤ模型，即每个窗口包含了９

个格网点，针对每一个窗口，ＧＧＺＴＤ模型在时间尺

度上主要考虑ＺＴＤ的年周期和半年周期特性，在空

间尺度上同时顾及ＺＴＤ在纬度和高程上的变化，由

此可确定全球每个窗口内的ＺＴＤ模型方程如下：

ＺＴＤ（φ，犺，ｄｏｙ）＝犳１（φ，犺）＋犳２（ｄｏｙ）， （２）

其中φ，犺分别表示纬度和高程，ｄｏｙ表示年积日，

犳１（φ，犺）表示纬度和高程对 ＺＴＤ 的共同影响，

犳２（ｄｏｙ）表示ＺＴＤ的季节变化，其分别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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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滑动窗口算法示意图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ｓｌｉｄｉｎｇｗｉｎｄｏｗ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犳１（φ，犺）＝犪０＋犪１φ＋犪２犺＋犪３犺
２， （３）

　　犳２（ｄｏｙ）＝犫０＋犫１ｃｏｓ２π
ｄｏｙ
３６５．（ ）２５ ＋犫２ｓｉｎ２π

ｄｏｙ
３６５．（ ）２５ ＋犫３ｃｏｓ４π

ｄｏｙ
３６５．（ ）２５ ＋犫４ｓｉｎ４π

ｄｏｙ
３６５．（ ）２５ ， （４）

最终可将式（２）改写为

ＺＴＤ（φＴ，λＴ，犺，ｄｏｙ）＝犆０（φ犻，λ犻）＋犆１（φ犻，λ犻）·φＴ＋犆２（φ犻，λ犻）·犺＋犆３（φ犻，λ犻）·犺
２

＋犆４（φ犻，λ犻）ｃｏｓ２π
ｄｏｙ
３６５．（ ）２５ ＋犆５（φ犻，λ犻）ｓｉｎ２π

ｄｏｙ
３６５．（ ）２５

＋犆６（φ犻，λ犻）ｃｏｓ４π
ｄｏｙ
３６５．（ ）２５ ＋犆７（φ犻，λ犻）ｓｉｎ４π

ｄｏｙ
３６５．（ ）２５ ． （５）

式中，（φ犻，λ犻）表示第犻个窗口的几何中心的纬度和

经度，单位均为度；φＴ，λＴ 和犺分别表示目标点的纬

度（单位是°）、经度（单位是°）和高程（单位是ｍ）．犆０

表示ＺＴＤ的年均值，犆１ 表示纬度改正系数，犆２ 和

犆３ 表示高程改正系数，（犆４，犆５）和（犆６，犆７）分别表示

ＺＴＤ的年周期和半年周期系数．利用２００８—２０１５

年水平分辨率为２°×２．５°的全球ＧＧＯＳ大气格网

ＺＴＤ地表数据和对应的全球椭球高数据，根据式

（５）采用最小二乘算法即可求解出全球每个窗口的

模型系数，最终ＧＧＺＴＤ模型的模型系数以４°×５°

的格网形式存储．ＧＧＺＴＤ模型在全球包含了３２４０

个格网点．

ＧＧＺＴＤ模型的使用非常简便，其使用过程如

下：（１）用户提供ｄｏｙ和目标点位置信息，根据目标

点位置信息查找与目标点最近的模型参数格网点；

（２）根据获得的最近的模型参数格网点的模型参数，

并利用式（５）即可计算出目标点的ＺＴＤ信息．

２　ＧＧＺＴＤ模型精度验证

为了验证 ＧＧＺＴＤ 模型在全球的精度和适用

性，选取未参与建模的全ＧＧＯＳ大气格网ＺＴＤ产

品和全球ＩＧＳ中心提供的 ＧＮＳＳＺＴＤ产品为参考

值来验证 ＧＧＺＴＤ模型的精度，并与目前精度标称

最优的 ＧＰＴ２ｗ模型（Ｂｈｍｅｔａｌ．，２０１５）和全球广

泛使用的 ＵＮＢ３ｍ模型（Ｌｅａｎｄｒ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８）进行

７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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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度对比，由于ＧＰＴ２ｗ模型可提供水平分辨率分

别为１°×１°和５°×５°的格网参数，便于后续描述，分

别将其简写为ＧＰＴ２ｗ１和ＧＰＴ２ｗ５．同时，以ｂｉａｓ

（偏差）和 ＲＭＳ误差作为精度指标来评判模型的

精度．

２．１　与全球 犌犌犗犛大气格网犣犜犇产品比较

以ＧＧＯＳ中心提供的未参与建模的２０１６年时间

分辨率为６ｈ（ＵＴＣ００∶００，０６∶００，１２∶００和１８∶００）

的全球ＧＧＯＳ大气格网ＺＴＤ地表产品为参考值，

同时计算出ＧＧＺＴＤ、ＧＰＴ２ｗ１、ＧＰＴ２ｗ５和ＵＮＢ３ｍ

模型在这些格网点处对应时间的ＺＴＤ值，由此可获

得这些模型计算ＺＴＤ的ｂｉａｓ和ＲＭＳ值，结果如表

１、图５和图６所示．

表１　２０１６年全球 犌犌犗犛大气格网犣犜犇产品验证 犌犌犣犜犇、

犌犘犜２狑５、犌犘犜２狑１和犝犖犅３犿模型的精度统计（单位：犮犿）

犜犪犫犾犲１　犈狉狉狅狉狊狋犪狋犻狊狋犻犮狊狅犳犌犌犣犜犇、犌犘犜２狑５、犌犘犜２狑１

犪狀犱犝犖犅３犿犿狅犱犲犾狊狋犲狊狋犲犱狌狊犻狀犵犌犌犗犛犃狋犿狅狊狆犺犲狉犲

犵狉犻犱犱犲犱犣犜犇犱犪狋犪犻狀２０１６（犝狀犻狋：犮犿）

模型 ＵＮＢ３ｍ ＧＰＴ２ｗ５ ＧＰＴ２ｗ１ ＧＧＺＴＤ

ｂｉａｓ

最大值 １５．１１ ２４．７７ ７．４２ ２．８８

最小值 －８．０３ －５．５６ －５．２９ －５．０６

平均值 ３．０８ ０．１５ ０．１８ －０．２３

ＲＭＳ

最大值 １５．７３ ２７．５５ ８．０７ ８．００

最小值 １．０６ １．１０ ０．８４ ０．８５

平均值 ６．１９ ３．７１ ３．６６ ３．５８

　　由表１可知，ＧＧＺＴＤ模型表现出较小的ｂｉａｓ值和

最小的ＲＭＳ，平均ｂｉａｓ值和ＲＭＳ分别为－０．２３ｃｍ和

３．５８ｃｍ，其ｂｉａｓ值和ＲＭＳ变化范围分别为－５．０６ｃｍ

到２．８８ｃｍ和０．８５ｃｍ到８．００ｃｍ；ＧＰＴ２ｗ５表现出了

最大的ｂｉａｓ和ＲＭＳ值，分别为２４．７７ｃｍ和２７．５５ｃｍ，

ＧＰＴ２ｗ１的性能相对较为稳定且精度优于ＧＰＴ２ｗ

５，由此表明ＧＰＴ２ｗ模型通过提高其模型参数的空

间分辨率对其精度具有一定的改善；而 ＵＮＢ３ｍ模

型表现出最大的平均ｂｉａｓ和ＲＭＳ值分别为３．０８ｃｍ

和６．１９ｃｍ，说明ＵＮＢ３ｍ模型在全球存在显著的系

统偏差，主要原因是 ＵＮＢ３ｍ模型提供的模型参数

的空间分辨率较低．在ＲＭＳ方面，相对于ＧＰＴ２ｗ１、

ＧＰＴ２ｗ５和ＵＮＢ３ｍ模型，ＧＧＺＴＤ模型在全球计算

ＺＴＤ的精度分别提升了０．８ｍｍ、１．３ｍｍ和２６．１ｍｍ

（４２％）．由此可见，ＧＧＺＴＤ模型的精度相对于ＵＮＢ３ｍ

模型具有显著的提高，同时相对于目前性能优异的

ＧＰＴ２ｗ模型也具有一定的改善．

图５表明 ＵＮＢ３ｍ 模型在南半球高纬度地区

（纬度大于６０°）、印度洋、太平洋及亚洲西南部和非

洲南部的部分地区出现较大的正ｂｉａｓ值，在低纬度

（３０°Ｓ—３０°Ｎ）的部分地区存在显著的负ｂｉａｓ值，其

在北半球的ｂｉａｓ值明显小于南半球．相对于ＵＮＢ３ｍ

模型，ＧＰＴ２ｗ５和ＧＰＴ２ｗ１均表现出相对较小的

ｂｉａｓ值，但是在太平洋东部和南半球高纬度的部分

地区仍然存在相对较大的正ｂｉａｓ值，尤其是ＧＰＴ２ｗ５

在北美洲南部和印度洋东部的部分地区存在较大的

正ｂｉａｓ值且在该地区出现最大的ｂｉａｓ值，而在低纬

度地区的大西洋、南美洲北部和非洲中部及太平洋

南部的部分地区存在相对较大的负ｂｉａｓ值，而ＧＧＺＴＤ

在全球范围内均表现相对较小的ｂｉａｓ值，其仅在低纬

度的小部分区域存在相对较大的负ｂｉａｓ值．

由图６可知，ＵＮＢ３ｍ模型在整个南半球区域

及北半球低纬度地区存在较大的ＲＭＳ，尤其在南半

球高纬度地区、印度洋东部和太平洋部分地区，其在

南半球的精度也明显低于北半球，主要原因是受

ＵＮＢ３ｍ模型的南北半球对称假设的影响（Ｌｅａｎｄｒｏ

ｅｔａｌ．，２００８），此外，ＵＮＢ３ｍ模型在低纬度地区未

考虑模型参数的年际变化；相对于 ＵＮＢ３ｍ 模型，

ＧＰＴ２ｗ５、ＧＰＴ２ｗ１和ＧＧＺＴＤ模型在全球范围内

表现出较小的ＲＭＳ，但是在低纬度的部分地区（如

大西洋、非洲、太平洋东部地区、中国东南部和澳大

利亚）表现出相对较大的ＲＭＳ，尤其是ＧＰＴ２ｗ５在

北美洲南部的部分地区，由于在这些地区受深对流、

热带海洋气候和热带雨林气候等复杂气候系统的综

合影响，进而引起ＺＴＤ的剧烈变化，因此难以对

ＺＴＤ进行精确模型化；此外，相对于其他地区，低纬

度地区的ＺＴＤ具有较为显著的日周期变化（姚宜斌

等，２０１６），而这三种模型均未顾及ＺＴＤ的日周期

变化，从而导致所有模型在该地区均存在较大的误

差．尽管如此，相对于 ＧＰＴ２ｗ模型计算的ＺＴＤ信

息，ＧＧＺＴＤ模型在太平洋东部、大西洋、北美洲南

部和南极的部分地区仍具有一定的精度提升．因此，

相对于 ＵＮＢ３ｍ 模型，ＧＧＺＴＤ 模型在全球估计

ＺＴＤ的精度具有显著的提高；而相对于目前性能优

异的ＧＰＴ２ｗ模型，ＧＧＺＴＤ模型在部分地区仍具有

一定的精度改善．总之，相对于其他两种模型，ＧＧＺＴＤ

模型在全球估计ＺＴＤ表现出稳定和优异的性能．

２．２　与全球犐犌犛站犣犜犇产品比较

ＩＧＳ中心能提供全球ＩＧＳ站的精密ＺＴＤ产品，

其时间分辨率为５ｍｉｎ，精度优于５ｍｍ（Ｂｙｕｎａｎｄ

ＢａｒＳｅｖｅｒ，２００９），为了进一步验证ＧＧＺＴＤ模型在

全球的精度，利用２０１６年全球ＩＧＳ站精密ＺＴＤ产

８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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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２０１６年全球 ＧＧＯＳ大气格网ＺＴＤ产品验证不同模型的ｂｉａｓ值全球分布

Ｆｉｇ．５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ｂｉａｓｖａｌｉｄａｔｅｄｕｓｉｎｇＧＧＯＳ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ｇｒｉｄｄｅｄＺＴＤｄａｔａｆｏｒａｌｌｍｏｄｅｌｓｉｎ２０１６ｏｖｅｒｇｌｏｂｅ

图６　２０１６年全球ＧＧＯＳ大气格网ＺＴＤ产品验证不同模型的ＲＭＳ全球分布

Ｆｉｇ．６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ＲＭＳｅｒｒｏｒｖａｌｉｄａｔｅｄｕｓｉｎｇＧＧＯＳ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ｇｒｉｄｄｅｄＺＴＤｄａｔａｆｏｒａｌｌｍｏｄｅｌｓｉｎ２０１６ｏｖｅｒｇｌｏｂｅ

品作为参考值对其进行精度检验．由于部分ＩＧＳ站

的数据缺失较为严重，为了保证验证的可靠性，选取

了数据量至少含有１２０天的ＩＧＳ站参与模型检验，

最终在全球选取了２０１６年的３１６个ＩＧＳ站，其点位分

布如图７所示．以２０１６年全球３１６个ＩＧＳ站精密ＺＴＤ

产品为参考值，同时计算出ＧＧＺＴＤ模型、ＵＮＢ３ｍ模

型和ＧＰＴ２ｗ模型在这些ＩＧＳ站的ＺＴＤ值，最终获

得这些模型的ｂｉａｓ和ＲＭＳ值的统计结果，如表２、

９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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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全球３１６个ＩＧＳ站的点位分布

Ｆｉｇ．７　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３１６ＩＧＳ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ｖｅｒｇｌｏｂｅ

表２　２０１６年全球３１６个犐犌犛站犣犜犇产品验证犌犌犣犜犇、

犌犘犜２狑５、犌犘犜２狑１和犝犖犅３犿模型的精度统计（单位：犮犿）

犜犪犫犾犲２　犈狉狉狅狉狊狋犪狋犻狊狋犻犮狊狅犳犌犌犣犜犇、犌犘犜２狑５、犌犘犜２狑１

犪狀犱犝犖犅３犿犿狅犱犲犾狊狋犲狊狋犲犱狌狊犻狀犵３１６犐犌犛犣犜犇犱犪狋犪

犻狀２０１６狅狏犲狉犵犾狅犫犲（犝狀犻狋：犮犿）

模型 ＵＮＢ３ｍ ＧＰＴ２ｗ５ ＧＰＴ２ｗ１ ＧＧＺＴＤ

ｂｉａｓ

最大值 ９．８１ ２．５５ ２．３７ ３．０４

最小值 －７．１８ －４．８４ －４．５７ －３．６２

平均值 ０．６６ －０．６２ －０．５２ －０．５２

ＲＭＳ

最大值 １９．６２ ８．１７ ８．２８ ７．４４

最小值 １．７８ １．７９ １．７７ １．６８

平均值 ５．１５ ３．７５ ３．６９ ３．６２

图８和图９所示．

由表２可知，ＵＮＢ３ｍ模型表现出最大的平均

ｂｉａｓ和ＲＭＳ值，其分别为０．６６ｃｍ和５．１５ｃｍ，与

ＧＧＯＳ大气ＺＴＤ格网产品验证结果一致．ＧＰＴ２ｗ５、

ＧＰＴ２ｗ１和ＧＧＺＴＤ模型均表现出负ｂｉａｓ值，说明这

些模型估计值偏小；相对于 ＵＮＢ３ｍ模型，ＧＰＴ２ｗ

５和ＧＰＴ２ｗ１表现出相对较小的平均ＲＭＳ值分别

为３．７５ｃｍ和３．６９ｃｍ，ＧＰＴ２ｗ１相对于ＧＰＴ２ｗ５

其精度提升了０．６ｍｍ，进一步说明ＧＰＴ２ｗ模型通

过改善模型参数的空间分辨率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

其ＺＴＤ估计的精度．而 ＧＧＺＴＤ模型在所有模型

中表现出最优的性能，其ＲＭＳ变化范围为１．６８～

７．４４ｃｍ，平均值为３．６２ｃｍ，相对于ＵＮＢ３ｍ模型、

ＧＰＴ２ｗ５和ＧＰＴ２ｗ１，其在全球估计ＺＴＤ的精度

分别提升了１５．３ｍｍ（３０％）、１．３ｍｍ和０．７ｍｍ．

进一步表明ＧＧＺＴＤ模型在全球范围内的精度相对

于ＵＮＢ３ｍ模型具有显著的提升，相对于性能优异

的ＧＰＴ２ｗ模型仍具有一定的改善．

由图８可以看出，ＵＮＢ３ｍ模型在南半球中高纬度

地区、澳大利亚、非洲北部、北美洲东部和西南部地区

存在显著的正ｂｉａｓ值，在低纬度、亚洲和欧洲的部分地

区存在显著的负ｂｉａｓ值，在南半球的ｂｉａｓ值要高于北

半球．相对于ＵＮＢ３ｍ模型，ＧＰＴ２ｗ５和ＧＰＴ２ｗ１在

全球范围内表现出相对较小的ｂｉａｓ值，只有在临近

赤道的ＰＮＧＭ 站出现了较大的负ｂｉａｓ值，可能受

赤道附近复杂的气候影响．而ＧＧＺＴＤ在全球范围

内均表现出稳定和相对较小的ｂｉａｓ值，且在南北半

球的ｂｉａｓ值分布较为均匀．图９表明，在 ＲＭＳ方

面，ＵＮＢ３ｍ模型在南半球和低纬度地区仍表现出

较大的 ＲＭＳ值，尤其在南极地区，且在南半球的

ＲＭＳ值明显大于北半球，这与ＧＧＯＳ大气格网ＺＴＤ

产品验证结果一致，进一步说明ＵＮＢ３ｍ模型的南北

半球假设不合理、模型参数空间分辨率偏低和低纬度

地区未顾及年际参数变化．相对于 ＵＮＢ３ｍ模型，

ＧＰＴ２ｗ模型和ＧＧＺＴＤ模型在全球均展现出相对较

小且稳定的ＲＭＳ，但是其在低纬度地区的太平洋和

印度洋的ＧＮＳＳ测站中存在相对较大的ＲＭＳ，由于

在这些地区受热带海洋气候和热带雨林气候等复杂

气候系统的综合影响，从而在ＺＴＤ信息中引入了非

季节性变化信号，导致了ＺＴＤ的异常扰动，因此难

以对ＺＴＤ进行精确模型化．此外，相对于中高纬度

地区，低纬度地区ＺＴＤ也存在较为显著的日周期变

化，然而ＧＰＴ２ｗ模型和 ＧＧＺＴＤ模型未顾及日周

期变化，从而在模型中引入了未模型化的误差．尽管

如此，相对于ＧＰＴ２ｗ模型，ＧＧＺＴＤ模型在非洲东

部、中国东部、欧洲和南极地区的部分 ＧＮＳＳ测站

中仍表现出相对优越的性能．

此外，为了进一步分析这些模型的精度分布情

况，对其ｂｉａｓ和ＲＭＳ结果进行了精度统计，结果如

图１０和图１１所示．图１０表明，从误差分布直方图

可看出ＵＮＢ３ｍ模型具有较小的平均正ｂｉａｓ值，但

是仍然表现出较大数量的正负ｂｉａｓ值的个数，其较

大正ｂｉａｓ值的个数大于较大负ｂｉａｓ值的个数，说明

ＵＮＢ３ｍ模型在全球大部分区域估计的ＺＴＤ值大

于ＩＧＳＺＴＤ值．ＧＰＴ２ｗ５、ＧＰＴ２ｗ１和ＧＧＺＴＤ模

型均表现出较小的平均负ｂｉａｓ值，相对于ＧＰＴ２ｗ５

和ＧＰＴ２ｗ１，ＧＧＺＴＤ模型的ｂｉａｓ值分布更为集中，

而ＧＰＴ２ｗ５相对于ＧＰＴ２ｗ１的ｂｉａｓ分布则较为分

散，由此说明ＧＧＺＴＤ模型比ＧＰＴ２ｗ模型和ＵＮＢ３ｍ

模型更具稳定性．由图１１可知，对于 ＵＮＢ３ｍ模型，

其ＲＭＳ在３～４ｃｍ 的范围占据了最大的比例为

３４％，而小于３ｃｍ的比例仅为１０％，大于６ｃｍ的

比例高达３１％．相对于 ＵＮＢ３ｍ模型，ＧＰＴ２ｗ５和

ＧＰＴ２ｗ１的ＲＭＳ分布具有明显的改善，ＧＰＴ２ｗ５

的ＲＭＳ在低于３ｃｍ的比例中占据了２９％（ＧＰＴ２ｗ１

０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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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２０１６年全球ＩＧＳ站ＺＴＤ产品验证不同模型的ｂｉａｓ值全球分布

Ｆｉｇ．８　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ｂｉａｓｖａｌｉｄａｔｅｄｕｓｉｎｇＩＧＳＺＴＤｄａｔａｉｎ２０１６ｏｖｅｒｇｌｏｂｅ

图９　２０１６年全球ＩＧＳ站ＺＴＤ产品验证不同模型的ＲＭＳ全球分布

Ｆｉｇ．９　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ＲＭＳｅｒｒｏｒｖａｌｉｄａｔｅｄｕｓｉｎｇＩＧＳＺＴＤｄａｔａｉｎ２０１６ｏｖｅｒｇｌｏｂｅ

为３２％），而大于６ｃｍ的ＲＭＳ比例低至６％（ＧＰＴ２ｗ１

为５％），其在低于４ｃｍ的比例分别为６８％和７１％．

在所有模型中，ＧＧＺＴＤ模型在小于３ｃｍ和小于４ｃｍ

的ＲＭＳ分布中均占据了最大比例，其比例分别高达

为３５％和７３％，此外，其在大于６ｃｍ的ＲＭＳ比例

中具有最小值，低至４％．在低于３ｃｍ的ＲＭＳ比例

中，相对于 ＵＮＢ３ｍ 模型、ＧＰＴ２ｗ５和 ＧＰＴ２ｗ１，

ＧＧＺＴＤ模型分别提高了２５％、６％和３％，在低于４ｃｍ

的ＲＭＳ比例中，其分别提高了２９％、５％和２％．由

此进一步表明相对于 ＵＮＢ３ｍ 模型和 ＧＰＴ２ｗ 模

１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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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２０１６年全球ＩＧＳ站ＺＴＤ产品验证不同模型的ｂｉａｓ值直方分布图

Ｆｉｇ．１０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ｏｆｂｉａｓ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ｓｔｅｓｔｅｄｗｉｔｈＩＧＳＺＴＤｄａｔａｉｎ２０１６ｏｖｅｒｇｌｏｂｅ

图１１　２０１６年全球ＩＧＳ站ＺＴＤ产品验证

不同模型的ＲＭＳ比例分布

Ｆｉｇ．１１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ＲＭＳｖａｌｕｅｓ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ｓｔｅｓｔｅｄｗｉｔｈＩＧＳＺＴＤｄａｔａｉｎ２０１６ｏｖｅｒｇｌｏｂｅ

型，ＧＧＺＴＤ模型在全球范围内具有稳定的ＺＴＤ估

计性能及最优的精度．

为了分析ＧＧＺＴＤ模型、ＧＰＴ２ｗ模型和ＵＮＢ３ｍ

模型的季节变化性能，在全球南北半球的高、中和低

纬度地区分别挑选了数据较为齐全的６个具有代表

性的ＩＧＳ站，即 ＫＥＬＹ站、ＢＪＦＳ站、ＢＪＣＯ站、ＰＮＧＭ

站、ＤＵＮＤ站和ＳＹＯＧ站，用于参与模型的季节变化

性能分析，图１２给出了所有模型估计的对应测站的

ＺＴＤ日均ｂｉａｓ时序图．

由图１２可知，位于北半球高纬度地区的ＫＥＬＹ

站，所有模型在春季表现为显著的负ｂｉａｓ值，在其

他季节的变化不明显；对于北半球中纬度地区的

ＢＪＦＳ站，所有模型在夏季均表现出较大的ｂｉａｓ值

（以负ｂｉａｓ值为主），说明北半球的夏季水汽变化较

为剧烈，导致所有模型的ＺＴＤ估计值低于其实测

值，在其他季节里 ＵＮＢ３ｍ模型存在显著的正ｂｉａｓ

值，而ＧＧＺＴＤ模型和ＧＰＴ２ｗ模型的变化不明显，

且在春季和冬季表现出较小的ｂｉａｓ值；对于低纬度

地区的ＢＪＣＯ站和ＰＮＧＭ 站，ＵＮＢ３ｍ模型在全年

均表现为显著的负ｂｉａｓ值，除了在ＢＪＣＯ站的冬季

表现为显著的正ｂｉａｓ值外．对于南半球中纬度地区

的ＤＵＮＤ站，所有模型在春季和冬季均表现出较大

的ｂｉａｓ值，尤其是 ＵＮＢ３ｍ模型，在夏季和秋季则

表现为相对平稳的ｂｉａｓ值，可能是受南半球中纬

度地区冬季和春季的水汽变化剧烈的影响；对于

南半球高纬度地区的ＳＹＯＧ站，ＵＮＢ３ｍ模型在全

年均表现出较大的正ｂｉａｓ值，尤其在春季和冬季，

ＧＰＴ２ｗ５在春季和夏季表现出相对明显的正ｂｉａｓ

值，而ＧＧＺＴＤ模型和ＧＰＴ２ｗ１在全年均体现出相

对较为稳定的ｂｉａｓ值，相对于ＧＰＴ２ｗ１，ＧＧＺＴＤ

２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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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不同模型估计的２０１６年ＺＴＤ值在６个ＩＧＳ站的ｂｉａｓ时间序列（括号内表示每个测站的纬度、经度和高程）

Ｆｉｇ．１２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ＺＴＤｂｉａｓ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ｏｔｈｅＩＧＳｄａｔａｉｎ２０１６（ｔｈｅｂｒａｃｋｅｔ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ａｎｄ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ｏｆｅａｃｈｓｔａｔｉｏｎ）

模型在秋季表现出更为稳定和较小的ｂｉａｓ值．由此

表明，ＵＮＢ３ｍ模型在全球范围内估计ＺＴＤ的ｂｉａｓ

值存在明显季节变化，进一步说明 ＵＮＢ３ｍ模型的

模型参数空间分辨率低下以及南北半球对称的假设

不合理，导致了 ＵＮＢ３ｍ模型在南半球使用存在较

大的偏差，尤其在南半球低纬度地区，而ＧＧＺＴＤ模

型和ＧＰＴ２ｗ模型估计ＺＴＤ的ｂｉａｓ值存在相对较

小的季节变化，相对于ＧＰＴ２ｗ模型，ＧＧＺＴＤ模型

在低纬度地区估计ＺＴＤ值具有显著的精度改善，其

能更好地捕捉ＺＴＤ的季节变化．

为了进一步分析所有模型估计ＺＴＤ的ｂｉａｓ值

和ＲＭＳ在高程上的变化关系，对全球３１６个ＩＧＳ

站按照５００ｍ高程间隔进行分类，最终可分为低于

５００ｍ，５００～１０００ｍ，１０００～１５００ｍ、１５００～２０００ｍ

和大于２５００ｍ等５个高程范围，统计不同模型在每

个高程范围内的ｂｉａｓ值和ＲＭＳ，结果如图１３所示．

图１３　２０１６年全球ＩＧＳ站ＺＴＤ产品验证各模型的

ｂｉａｓ和ＲＭＳ在不同高程范围内的变化

Ｆｉｇ．１３　ＢｉａｓａｎｄＲＭＳｅｒｒｏｒ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ｓ

ｔｅｓｔｅｄｗｉｔｈＺＴＤｆｒｏｍＩＧ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ｒａｎｇｅｉｎ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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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３表明，ＵＮＢ３ｍ模型在海拔大于２０００ｍ时存

在较大的负ｂｉａｓ值，ＧＰＴ２ｗ５、ＧＰＴ２ｗ１和ＧＧＺＴＤ模

型在低于２０００ｍ的高程范围内均体现出相对明显

的负ｂｉａｓ值，所有模型的ｂｉａｓ值在高程上无明显的

变化关系，相对于 ＧＰＴ２ｗ 模型，ＧＧＺＴＤ 模型在

１５００～２０００ｍ高程范围内具有较小的绝对ｂｉａｓ值．

ＵＮＢ３ｍ模型的ＲＭＳ在高程上未发现明显的变化

关系，尽管如此，其在低于５００ｍ和大于２０００ｍ的

高程范围内存在较大的ＲＭＳ，但是总体上，ＧＰＴ２ｗ５、

ＧＰＴ２ｗ１和ＧＧＺＴＤ模型的ＲＭＳ在高程上均存在

随着高程的增大而减小．此外，位于低纬度地区的

ＩＧＳ站其高程大部分低于５００ｍ，导致低于５００ｍ

高程范围的ＲＭＳ较大，且随着高程的增加水汽的

含量及其变化也相应递减，从而更易于对ＺＴＤ模

型化．

如前所述，纬度也是影响ＺＴＤ的主要变化因

子．为了进一步分析不同模型估计ＺＴＤ的ｂｉａｓ值

和ＲＭＳ在纬度上的变化关系，对全球３１６个ＩＧＳ

站按照１５°的纬度间隔进行分类，统计不同模型在每

个纬度范围内的ｂｉａｓ值和ＲＭＳ，结果如图１４所示．

由图１４可知，ＵＮＢ３ｍ模型在南半球１５°以上

范围存在较大的正ｂｉａｓ值，尤其在南半球高纬度地

区，而ＧＰＴ２ｗ５、ＧＰＴ２ｗ１和ＧＧＺＴＤ模型在全球

各纬度范围内均体现出相对较小的负ｂｉａｓ值，相对

于ＧＰＴ２ｗ模型，ＧＧＺＴＤ模型在１５°Ｓ—１５°Ｎ纬度

范围内表现出相对较小的绝对ｂｉａｓ值．在ＲＭＳ方

面，ＵＮＢ３ｍ模型在南半球的纬度范围内的值明显

大于北半球，尤其在南半球的高纬度地区，此外，在低

纬度地区也存在相对较大的ＲＭＳ．对于 ＧＰＴ２ｗ５、

ＧＰＴ２ｗ１和ＧＧＺＴＤ模型，总体上其ＲＭＳ均存在

以赤道向两极减小的趋势．相对于 ＵＮＢ３ｍ 模型，

ＧＧＺＴＤ模型在整个南半球和北半球的低纬度地区

具有显著的精度改善，尤其在南半球；相对于ＧＰＴ２ｗ

模型，ＧＧＺＴＤ模型在南半球纬度大于７５°区域和北

半球低纬度地区仍具有一定的精度提升，尤其在南

半球纬度大于７５°区域．由此表明ＧＧＺＴＤ模型在所

有对比的模型中具有稳定和优越的性能，尤其在南

半球高纬度地区和全球低纬度地区．

３　结论

针对已有对流层延迟模型的模型方程未同时顾

及高程、纬度和季节变化以及模型构建使用单一格

网数据等不足，提出了基于滑动窗口算法的全球

ＺＴＤ模型构建新方法，最终建立了一种新的高精度

全球ＺＴＤ模型（ＧＧＺＴＤ）．同时，联合未参与建模的

全球ＧＧＯＳ大气格网ＺＴＤ产品和全球ＩＧＳ站ＺＴＤ

产品评估了ＧＧＺＴＤ模型在全球的精度和适用性．

结果表明：（１）以全球ＧＧＯＳ大气格网ＺＴＤ产品和全

球ＩＧＳ站精密ＺＴＤ产品为参考值，相对于 ＵＮＢ３ｍ

模型和ＧＰＴ２ｗ模型计算的ＺＴＤ信息，ＧＧＺＴＤ模

型在全球范围内表现出了最优的精度和稳定的性

图１４　２０１６年全球ＩＧＳ站ＺＴＤ产品验证各模型的ｂｉａｓ和ＲＭＳ在不同纬度范围内的变化

Ｆｉｇ．１４　ＢｉａｓａｎｄＲＭＳｅｒｒｏｒ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ｓｔｅｓｔｅｄｗｉｔｈＺＴＤｆｒｏｍＩＧ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ｒａｎｇｅｉｎ２０１６

４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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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尤其是相对于ＵＮＢ３ｍ模型，ＧＧＺＴＤ模型体现

出了显著的精度提升，即便是相对于精度优异的

ＧＰＴ２ｗ模型，其在全球的部分地区也表现出了一

定的精度改善．此外，在季节、高程和纬度变化方面，

ＧＧＺＴＤ模型仍体现出了最优的性能．（２）ＧＧＺＴＤ

模型具有３２４０个格网点，每个格网点包含了８个模

型参数．相对于ＧＰＴ２ｗ１计算ＺＴＤ时所需的模型

参数，ＧＧＺＴＤ模型的模型参数减少了９９％，而相对

于ＧＰＴ２ｗ５，其模型参数减少了６９％．因此，ＧＧＺＴＤ

模型在全球计算ＺＴＤ时只需依赖相对较少的模型参

数，极大地提升了模型的计算效率，进而增强了模型

在全球的适用性．总之，ＧＧＺＴＤ模型仅需要输入位

置和时间参数则能在全球获得较高精度和稳定的

ＺＴＤ信息，且只依赖于相对较少的模型参数，因此

其在全球坐标参考框架建立等 ＧＮＳＳ应用和导航

中具有重要的应用．由于本文在构建ＧＧＺＴＤ模型

时只考虑了固定的窗口大小和滑动步长，在下一步

工作中，将采用高分辨率的ＥＲＡ５资料研究不同窗

口大小和步长的选取对全球ＺＴＤ建模的影响．

致谢　感谢ＧＧＯＳ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机构和ＩＧＳ中心提

供实验数据．

犚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狊

ＢｌａｃｋＨＤ．１９７８．Ａｎｅａｓｉｌｙ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ｏｒｔｈｅｔｒｏｐ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ｒａｎｇｅ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犪犾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犛狅犾犻犱犈犪狉狋犺，

８３（Ｂ４）：１８２５１８２８．

ＢｈｍＪ，ＨｅｉｎｋｅｌｍａｎｎＲ，ＳｃｈｕｈＨ．２００７．ＳｈｏｒｔＮｏｔｅ：Ａｇｌｏｂ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ｆ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ｎ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ｆｏｒｇｅｏｄｅｔｉｃ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

犌犲狅犱犲狊狔，８１（１０）：６７９６８３．

ＢｈｍＪ，ＭｌｌｅｒＧ，ＳｃｈｉｎｄｅｌｅｇｇｅｒＭ，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

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ｓｌａｎｔｄｅｌａｙｓｉｎｔｈｅｔｒｏｐｏｓｐｈｅｒｅ

（ＧＰＴ２ｗ）．犌犘犛犛狅犾狌狋犻狅狀狊，１９（３）：４３３４４１．

ＢｙｕｎＳＨ，ＢａｒＳｅｖｅｒＹＥ．２００９．Ａｎｅｗｔｙｐｅｏｆｔｒｏｐｏｓｐｈｅｒｅｚｅｎｉｔｈ

ｐａｔｈｄｅｌａｙｐｒｏｄｕｃｔ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ＮＳＳｓｅｒｖｉｃｅ．犑狅狌狉狀犪犾

狅犳犌犲狅犱犲狊狔，８３（３４）：１７．

ＨｏｐｆｉｅｌｄＨＳ．１９７１．Ｔｒｏｐ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ａｌｌｙ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ｒａｎｇ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ｓｕｒｆａｃｅｗｅａｔｈｅｒｄａｔａ．犚犪犱犻狅犛犮犻犲狀犮犲，６（３）：

３５７３６７．

ＨｕａｎｇＬＫ，ＬｉｕＬＬ，ＷｅｎＨＹ，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Ｓｉｎｇｌｅｓｉｔ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ａｎｄ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ｒｚｅｎｉｔｈｔｒｏｐ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ｄｅｌａｙｏｆＥＧＮＯＳＭｏｄｅｌｏｖｅｒ

Ａｓｉａａｒｅａ．犃犮狋犪犌犲狅犱犪犲狋犻犮犪犲狋犆犪狉狋狅犵狉犪狆犺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４３

（８）：８０８８１７．

ＬａｇｌｅｒＫ，ＳｃｈｉｎｄｅｌｅｇｇｅｒＭ，ＢｈｍＪ，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ＧＰＴ２：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ｌａｎｔｄｅｌａｙ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ｒａｄｉｏｓｐａｃｅｇｅｏｄｅｔｉｃ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犪犾

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犔犲狋狋犲狉狊，４０（６）：１０６９１０７３．

ＬｅａｎｄｒｏＲＦ，ＳａｎｔｏｓＭＣ，ＬａｎｇｌｅｙＲＢ．２００６．ＵＮＢｎｅｕｔｒａｌ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ｍｏｄｅｌ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ｏｆＩＯＮＮＴＭ

２００６．Ｍｏｎｔｅｒｅｙ，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ＵＳＡ：ＩＯＮ，５６４５７３．

ＬｅａｎｄｒｏＲＦ，ＬａｎｇｌｅｙＲＢ，ＳａｎｔｏｓＭＣ．２００８．ＵＮＢ３ｍ＿ｐａｃｋ：Ａｎｅｕｔｒａｌ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ｄｅｌａｙｐａｃｋａｇｅｆｏｒｒａｄｉ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ｐａｃｅ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犌犘犛

犛狅犾狌狋犻狅狀狊，１２（１）：６５７０．

ＬｉＷ，ＹｕａｎＹＢ，ＯｕＪＫ，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Ａｎｅｗｇｌｏｂａｌｚｅｎｉｔｈｔｒｏｐ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ｄｅｌａｙｍｏｄｅｌＩＧＧｔｒｏｐｆｏｒＧＮＳ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犆犺犻狀犲狊犲犛犮犻犲狀犮犲犅狌犾犾犲狋犻狀，

５７（１７）：２１３２２１３９．

ＬｉＷ，ＹｕａｎＹＢ，ＯｕＪＫ，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Ｎｅｗｖｅｒｓ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ＢＤＳ／

ＧＮＳＳｚｅｎｉｔｈｔｒｏｐ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ｄｅｌａｙ ｍｏｄｅｌＩＧＧｔｒｏｐ．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

犌犲狅犱犲狊狔，８９（１）：７３８０．

ＬｉＷ，ＹｕａｎＹＢ，ＯｕＪＫ，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ＩＧＧｔｒｏｐ＿ＳＨａｎｄＩＧＧｔｒｏｐ＿

ｒＨ：ｔｗ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ｔｒｏｐ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ｄｅｌａｙｍｏｄｅｌｓｂａｓｅｄｏｎ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犐犈犈犈犜狉犪狀狊犪犮狋犻狅狀狊狅狀犌犲狅狊犮犻犲狀犮犲

犪狀犱犚犲犿狅狋犲犛犲狀狊犻狀犵，５６（９）：５２７６５２８８．

ＰｅｎｎａＮ，Ｄｏｄｓｏｎ Ａ，Ｃｈｅｎ Ｗ．２００１．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ＥＧＮＯＳ

ｔｒｏｐ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犜犺犲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犖犪狏犻犵犪狋犻狅狀，５４

（１）：３７５５．

ＳａａｓｔａｍｏｉｎｅｎＪ．１９７２．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ｏｆ

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ｉｃａｌ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犅狌犾犾犲狋犻狀犌é狅犱é狊犻狇狌犲，１０６（１）：３８３３９７．

ＳｃｈüｌｅｒＴ．２０１４．ＴｈｅＴｒｏｐＧｒｉｄ２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ｔｒｏｐ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犌犘犛犛狅犾狌狋犻狅狀狊，１８（１）：１２３１３１．

ＳｏｎｇＳＬ，ＺｈｕＷ Ｙ，ＣｈｅｎＱ Ｍ，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ａ

ｎｅｗｔｒｏｐ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ｄｅｌａｙ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ａｒｅａ．犛犮犻犲狀犮犲

犆犺犻狀犪犘犺狔狊犻犮狊，犕犲犮犺犪狀犻犮狊犪狀犱犃狊狋狉狅狀狅犿狔，５４（１２）：２２７１２２８３．

ＳｕｎＪＬ，ＷｕＺＬ，ＹｉｎＺＤ，ｅｔａｌ．２０１７．Ａ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ＧＮＳＳｔｒｏｐ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ｄｅｌａｙｍｏｄｅｌ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犌犘犛犛狅犾狌狋犻狅狀狊，２１（４）：

１７３５１７４５．

ＳｕｎＺＹ，ＺｈａｎｇＢ，ＹａｏＹＢ．２０１９．Ａｇｌｏｂａｌ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ｔｒｏｐ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ｄｅｌａｙａｎｄ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ｍｅａ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ｗｉｔｈ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ｒ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ｄａｔａｆｒｏｍ１９７９ｔｏ２０１７．犚犲犿狅狋犲

犛犲狀狊犻狀犵，１１（１６）：１８９３．

ＹａｏＹＢ，ＨｅＣＹ，ＺｈａｎｇＢ，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Ａｎｅｗｇｌｏｂａｌｚｅｎｉｔｈｔｒｏｐ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ｄｅｌａｙｍｏｄｅｌＧＺＴＤ．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５６

（７）：２２１８２２２７，ｄｏｉ：１０．６０３８／ｃｊｇ２０１３０７０９．

ＹａｏＹＢ，ＨｕＹＦ，ＹｕＣ．２０１５．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ｇｌｏｂａｌｚｅｎｉｔｈｔｒｏｐ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ｄｅｌａｙｍｏｄｅｌ．犃犮狋犪犌犲狅犱犪犲狋犻犮犪犲狋犆犪狉狋狅犵狉犪狆犺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４（３）：２４２２４９．

ＹａｏＹＢ，ＸｕＣＱ，ＳｈｉＪＢ，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ＩＴＧ：ＡｎｅｗｇｌｏｂａｌＧＮＳＳ

ｔｒｏｐ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犛犮犻犲狀狋犻犳犻犮犚犲狆狅狉狋狊，５：１０２７３．

ＹａｏＹＢ，ＨｕＹＦ，ＺｈａｎｇＢ．２０１６．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ａｇｌｏｂａｌｚｅｎｉｔｈ

ｔｒｏｐ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ｄｅｌａｙｍｏｄｅｌｕｓｉｎｇ ｍｕｌｔｉｓｏｕｒｃｅｄａｔａ．犆犺犻狀犲狊犲犛犮犻犲狀犮犲

犅狌犾犾犲狋犻狀（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６１（２４）：２７３０２７４１．

ＺｈａｏＪＹ，ＳｏｎｇＳＬ，ＣｈｅｎＱ Ｍ，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ａ

ｎｅｗｇｌｏｂａｌ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ｚｅｎｉｔｈｔｒｏｐ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ｄｅｌａ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ｆｏｒｉｔｓ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ｐｒｏｆｉｌｅ．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５７（１０）：３１４０３１５３，ｄｏｉ：１０．６０３８／ｃｊｇ２０１４１００５．

附中文参考文献

黄良珂，刘立龙，文鸿雁等．２０１４．亚洲地区ＥＧＮＯＳ天顶对流层延

迟模型单站修正与精度分析．测绘学报，４３（８）：８０８８１７．

李薇，袁运斌，欧吉坤等．２０１２．全球对流层天顶延迟模型ＩＧＧｔｒｏｐ

的建立与分析．科学通报，５７（１５）：１３１７１３２５．

姚宜斌，何畅勇，张豹等．２０１３．一种新的全球对流层天顶延迟模

型ＧＺＴＤ．地球物理学报，５６（７）：２２１８２２２７，ｄｏｉ：１０．６０３８／

ｃｊｇ２０１３０７０９．

姚宜斌，胡羽丰，余琛．２０１５．一种改进的全球对流层天顶延迟模

型．测绘学报，４４（３）：２４２２４９．

姚宜斌，胡羽丰，张豹．２０１６．利用多源数据构建全球天顶对流层

延迟模型．科学通报，６１（２４）：２７３０２７４１．

赵静，宋淑丽，陈钦明等．２０１４．基于垂直剖面函数式的全球对

流层天顶延迟模型的建立．地球物理学报，５７（１０）：３１４０

３１５３，ｄｏｉ：１０．６０３８／ｃｊｇ２０１４１００５．

（本文编辑　胡素芳）

５９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