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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GNSS)低轨卫星导航增强电离层延迟改正方法，

该方法采用低轨卫星GNSS接收机载荷接收到的

GNSS卫星导航信号，为地球表面用户提供导航增

强电离层信息，在该方法中，低轨卫星作为一个

移动的导航增强基准站，对全球电离层进行连续

观测，生成电离层延迟改正信息，将这些信息发

送给地面用户，获得增强的导航性能。本发明所

述方法电离层延迟改正数据的全球覆盖，而不是

区域覆盖，尤其是能覆盖广大的海洋区域；提供

电离层梯度数据，对电离层延迟改正的精度更

高；对电离层活动状态和事件进行在轨监测，为

地面用户提供电离层延迟改正完备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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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低轨卫星导航增强电离层延迟改正参数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以低轨卫

星为运动载体平台，以搭载在该平台上的载荷对地球电离层进行连续观测，获得电离层的

电子密度分布，为卫星导航系统用户提供电离层延迟改正参数信息，提高卫星导航定位的

精确度、可靠性和完备性，

所述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发射一组低轨卫星，低轨卫星上搭载有GNSS接收机，接收GNSS卫星的多频信号；

步骤2、低轨卫星上的搭载的GNSS接收机确定低轨卫星的位置，并由此确定低轨卫星的

轨道参数；

步骤3、利用低轨卫星上的搭载的GNSS接收机的多频信号确定信号传播路径上的电离

层电子含量；

步骤4、根据低轨卫星的运行轨道，利用低轨卫星上搭载的GNSS接收机的多频信号确定

一个区域范围的电离层电子含量分布；

步骤5、根据低轨卫星的运行轨道，利用低轨卫星上搭载的GNSS接收机的多频信号确定

一个区域范围的电离层电子含量梯度，得出电离层电子含量变化的空间分布；

步骤6、根据低轨卫星的运行轨道，利用低轨卫星上搭载的GNSS接收机的多频信号监测

电离层事件是否发生；电离层事件发生时，计算该电离层事件发生的时间、位置和幅度的参

数信息；

步骤7、由步骤3-6计算的电离层数据建立适当的电离层模型，利用该电离层模型能够

计算地球表面任意位置的电离层延迟改正参数；步骤7在低轨卫星上完成，或者将有关数据

传输到地面站，在地面站计算机完成；

步骤8、将步骤7计算的电离层模型发送到地球表面用户GNSS接收机，输入用户的粗位

置、时间和卫星位置到该电离层模型，该电离层模型输出相应的电离层延迟改正参数；

步骤9、按步骤8计算所有卫星的电离层延迟改正参数，在GNSS定位数学模型中对观测

信号中的电离层延迟误差进行改正，获得改进的定位结果。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载荷包括GNSS接收机和其他对地球电

离层电子数量、电子温度、电子密度、碰撞频率、离子温度、离子密度、离子成分和电离层物

理参数进行观测的设备。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使用系统包括：GNSS卫星星座；低

轨卫星星座；搭载于低轨卫星的仪器设备；低轨卫星搭载的数据传输通信链路；地面增强数

据处理系统；地球表面GNSS用户，所述GNSS卫星星座包括中国的北斗导航系统、美国的GPS

全球定位系统、俄罗斯的GLONASS系统、欧盟的Galileo导航系统。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具体为：将GNSS接收机搭载于低轨卫

星，接收卫星导航定位信号，确定低轨卫星的位置，同时利用GNSS接收机的观测值计算电离

层电子含量。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5具体为：利用搭载于低轨卫星的GNSS

接收机的观测值计算低轨卫星所在不同位置的电子含量，进一步计算电离层电子含量变化

在三维空间的梯度。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7具体为：利用搭载于低轨卫星的GNSS

接收机的观测值计算卫星所在不同位置的电子含量，建立电离层模型，该电离层模型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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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推算其他GNSS用户所在位置的电离层延迟改正参数。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07390233 B

3



一种低轨卫星导航增强电离层延迟改正参数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卫星定位导航增强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低轨卫星导航增强电离层

延迟改正参数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电离层是距地面高度约为60-1000km范围内部分离子化的大气层，该区域内的大

气分子或原子在太阳紫外线、X射线、高能粒子以及其他宇宙射线的作用下电离生成大量的

自由电子和正、负离子，是日地空间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电离层作为一种传播介质造成不

同波段的无线电波在电离层中被反射、折射、散射和吸收，从而对通信和广播造成一定程度

的影响。在如今全球导航卫星系统迅猛发展的时代，对电层活动进行有效监测和预报，对揭

示电离层的活动规律、提高卫星导航用户的导航定精度都具有非常重的要意义。

[0003] 由电离层引起的GNSS导航信号时延可达数米甚至百米级，影响着导航系统的应用

模式与服务范围，同时也不断推动着电离层的深入研究。自美国在上世纪_50年代末期建立

多普勒卫星导航系统以来，目前各国都在积极发展、建立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目前已建成

的卫星导航系统包括美国GPS(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俄罗斯GLONASS(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正在建设的系统有欧盟的Galileo以及中国的BDS。这极

大的增加了空中可视卫星数量和连续运行GNSS观测站的数目，为高精度、高分辨率地连续

监测电离层相关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数据资源。目前，各GNSS拥有国正在从提高导航定

位精度与提高导航服务水平等方面加紧对系统改善与升级。在系统建设与改善的各个环节

都要求进行充分的考虑，同样对电离层监测及修正的技术指标与性能也需要尽可能提高。

因此，精确改正电离层延迟误差的影响，一直是卫星导航研究及应用中的热点问题。

[0004] GNSS测量中，单频GNSS接收机用户采用的电离层延迟改正参数方法主要基于电离

层理论模型、经验模型，以及利用GNSS实测数据建立的电离层实测模型。双频或多频GNSS接

收机用户可以采用双频或多频数据组成无电离层延迟的线性组合观测值，求解电离层延

迟，但必须考虑信号在卫星内的时延差。

[0005] 常见的理论模型包括论:GTIM(Global  Theoretical  Ionosphere  Model) ,FLIP

(FieldLine  Inter-hemispheric  plasma  model)、SUPIM(Sheffield  University 

Plasmasphere-Ionosphere  model)、TDIM(Time-dependent  Ionosphere  model) ,SAMI2等，

其中有些模型需要经验的中性大气模型如MSIS(Mass  Spectrometer  IncoherentScatter 

Model)和HWM(Horizontal  Wind  Model)作为输入或者由观测数据确定中性大气密度和中

性风。上述模型是区域性的主要覆盖中低纬度地区，也有全球电离层理论模型:NCAR

(Na tional  Center  f or  Atmos pheric  Resea rch) ，TIGCM (Thermos phere 

IonosphereGeneral  circulation  model)和CTIM(Coupled  Thermosphere  Ionosphere 

Model)。他们求解中性大气方程以便确定中性大气的组成和动力学成分，并在模型内部将

电离层动力学和中性大气动力学两部分进行藕合。尽管理论模型有利于观察输入的各种物

理参数的相对影响及其可能的变化，但过于复杂，难于直接应用于GNSS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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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经验模型是一种应用非常广泛的电离层表述方式，人们通过数学表达将一系列时

间、空间上离散的观测数据模型化，从而实现对电离层参数连续性变化的描述。常见的经验

模型包括国际参考电离层模型

[0007] IRI,Bent模型、Nequik模型、klobuchar模型等。虽然经验模型较理论模型更为简

洁，但模型精度不能在全球所有区域得到保证，对于高精度定位用户、以及特殊区域用户而

言，仅采用经验模型进行电离层改正是不可取的。

[0008] 利用实测数据建立的全球性VTEC模型主要有IGS提供的VTEC格网图GIM(Grid 

Ionospheric  TEC  Map)和CODE提供的球谐函数模型。IGS通过对各分析中心提供的电离层

TEC格网进行加权平均得到最终的电离层TEC格网，用户在时间、经度、和纬度间进行内插

后，即可获得某时某地的VTEC值。CODE利用地面跟踪站上的GNSS观测资料，采用了15阶15次

的球谐函数的形式建立了全球性的VTEC模型，采用最小二乘整体估计，同步估计3天的球谐

函数模型系数。区域性的VTEC模型较多地采用曲面拟合模型，还可利用距离加权法来建立

格网模型，也可采用多面函数来建立VTEC模型，建模精度大体相同。虽然实测模型对比经验

模型更能反映电离层的实际状况，但都是基于地面跟踪站的观测资料，故受限于跟踪站的

分布，海洋沙漠等区域由于测站较少甚至缺失，实测模型在这些区域的精度并不理想，因此

不能满足所有用户的需求。

[0009] 为了提高GNSS导航定位的精度与可靠性，满足实时高精度导航定位的需求，需要

使用增强系统生成GNSS定位误差改正数，并提供给终端用户。根据改正数播放的方式，可以

分为地基增强系统和星基增强系统；根据改正数工作覆盖范围不同，可以分为局域增强系

统和广域增强系统等。地基增强系统(GBAS，ground-based  augmentation  systems)和星基

增强系统(SBAS，satellite-based  augmentation  systems) ,都需要在地面布设连续运行

参考站，利用这些地面参考站观测的GNSS数据计算所覆盖区域的电离层延迟改正参数，通

过通信链路将这些改正数发送到GNSS用户，在用户端的GNSS定位计算中应用这些误差改正

数以提高定位精度。其不同之处在于，地基增强系统使用地面通信传输链路，如无线电台或

互联网等；而星基增强系统需将地面数据处理中心计算的电离层改正数上传到地球同步轨

道卫星，再由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向地面用户发送。无论是地基还是星基增强系统均依赖于

一定数量的地面参考站，以及相应的基础设施和通信设施，运行和维护花费较大人力物力。

[0010] 地基增强系统包括美国CORS系统、欧洲的EPN系统、德国的SAPOS系统、日本的

GeoNet系统，以及我国当前正在建设中的北斗地基增强系统。地基增强差分系统由连续运

行基准站网、系统控制与数据中心、数据通信网络以及用户应用子系统等组成，其中，基准

站子系统主要由天线、接收机、通信设备、供电设备、避雷设备、气象设备及观测室等组成。

星基增强系统也称“广域增强系统”包括美国的WAAS、欧洲的EGNOS、日本的MSAS以及印度的

GAGAN等系统，它在大范围内布设地面参考站，计算增强改正信号，通过地球静止轨道卫星

广播增强信号来提高地面GNSS用户的定位精度。由于空中和海上无法建立连续运行参考站

(CORS)作为基准站，因此航空和航海等大尺度应用中，无法使用地面上的局域差分技术，只

能通过星基广域增强系统来提高GNSS用户的性能。不论是地基增强系统还是星基增强系

统，都需要在地面布设连续运行参考站，运行和维护花费较大人力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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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11]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低轨卫星导航增强电离层延迟改正参数方

法，所述方法以低轨航天器为运动载体平台，以搭载在该平台上的载荷对地球电离层进行

连续观测，获得电离层的电子密度分布，为卫星导航系统用户提供电离层延迟改正参数信

息，提高卫星导航定位的精确度、可靠性和完备性；

[0012] 进一步地，低轨航天器运动载体包括低轨运行的人造卫星和其他运行轨道离地面

高度小于2000公里的无人运动载体；

[0013] 进一步地，地球电离层观测载荷包括卫星导航接收机和其他对地球电离层电子数

量、电子温度、电子密度、碰撞频率、离子温度、离子密度、离子成分电和离层物理参数进行

观测的设备；

[0014] 进一步地，所述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15] 步骤1、发射一组低轨卫星，低轨卫星上搭载有GNSS接收机，接收GNSS卫星的双频

或多频信号；

[0016] 步骤2、低轨卫星上的搭载的GNSS接收机确定低轨卫星的位置，并由此确定低轨卫

星的轨道参数；

[0017] 步骤3、利用低轨卫星上的搭载的GNSS接收机的双频或多频信号确定信号传播路

径上的电离层电子含量；

[0018] 步骤4、根据低轨卫星的运行轨道，利用低轨卫星上搭载的GNSS接收机的双频或多

频信号确定一个区域或全球范围的电离层电子含量分布；

[0019] 步骤5、根据低轨卫星的运行轨道，利用低轨卫星上搭载的GNSS接收机的双频或多

频信号确定一个区域或全球范围的电离层电子含量梯度，得出电离层电子含量变化的空间

分布；

[0020] 步骤6、根据低轨卫星的运行轨道，利用低轨卫星上搭载的GNSS接收机的双频或多

频信号监测电离层事件是否发生；电离层事件发生时，计算该电离层事件发生的时间、位置

和幅度的参数信息；

[0021] 步骤7、由步骤3-6计算的电离层数据建立适当的电离层模型，利用该电离层模型

计算地球表面任意位置的电离层延迟改正参数延迟改正参数；步骤7可以在低轨卫星上完

成，也可以将有关数据传输到地面站，在地面站计算机完成；

[0022] 步骤8、将步骤7计算的电离层模型发送到地球表面用户GNSS接收机，输入用户的

粗位置、时间和卫星位置到该电离层模型，该电离层模型输出相应的电离层延迟改正参数

延迟改正参数；

[0023] 步骤9、按步骤8计算所有卫星的电离层延迟改正参数延迟改正参数，在GNSS定位

数学模型中对观测信号中的电离层延迟误差进行改正，获得改进的定位结果；

[0024] 进一步地，所述GNSS系统包括中国的北斗导航系统、美国的GPS全球定位系统、俄

罗斯的GLONASS系统、欧洲的Galileo导航系统，以及上述两种或多种系统的任意组合；

[0025] 进一步地，步骤3具体为：将GNSS卫星导航接收机搭载于低轨航天器，接收卫星导

航定位信号，确定低轨卫星的位置，同时利用导航接收机的观测值计算电离层电子含量，并

依据该接收机位置的电子含量，推算其他GNSS用户所在位置的电离层延迟改正参数延迟改

正参数，将该推算的延迟改正参数用于GNSS用户位置解算；

说　明　书 3/6 页

6

CN 107390233 B

6



[0026] 进一步地，步骤5具体为：利用搭载于低轨航天器的GNSS卫星导航接收机的观测值

计算航天器所在不同位置的电子含量，进一步计算电离层电子含量变化在三维空间的梯

度；

[0027] 进一步地，步骤7具体为：利用搭载于低轨航天器的GNSS卫星导航接收机的观测值

计算航天器所在不同位置的电子含量，建立电离层的电子含量模型，该电子含量模型可以

用于推算其他GNSS用户所在位置的电离层延迟改正参数延迟改正参数；

[0028] 进一步地，步骤8具体为：使用低轨航天器所载的计算机计算用户位置电离层延迟

改正参数，根据低轨航天器观测值在轨推算其他GNSS用户，包括地球表面用户所在位置的

电离层延迟改正参数延迟改正参数；

[0029] 进一步地，步骤9具体为：在数据计算中心计算用户位置电离层延迟改正参数，将

低轨航天器观测值发送至数据计算中心，数据计算中心推算其他GNSS用户，包括地球表面

用户所在位置的电离层延迟改正参数延迟改正参数；

[0030] 进一步地，所述利用低轨航天器所搭载的载荷设备，包括GNSS接收机、电离层垂测

仪和电离层顶部探测仪，观测的电离层物理参数数据确定一系列电离层事件是否发生，观

测的电离层物理参数数据包括上层电离层变化、电离层闪烁、磁暴、电离层暴、质子暴和电

离层行扰；

[003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0032] 1)全球范围广域覆盖，本发明利用低轨卫星星座作为移动基站，能对全球或广域

范围的电离层进行连续观测，不受地面陆地覆盖范围或地面基础设施的制约，能真正在广

域甚至全球范围内提供统一的电离层改正增强服务，包括海洋、沙漠、山区等地基增强系统

不能覆盖的区域；

[0033] 2)系统低成本，使用较少的卫星及其电离层观测载荷即能覆盖广域或全球范围，

采用无线卫星通信方法减少了地面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这两方面都减少了系统的成本，

在广域或全球范围内通过统一的系统，进行自动化观测、数据处理，提供统一的导航定位增

强服务，减少整体系统的成本；

[0034] 3)电离层状态综合观测与监测，与地基增强系统类似，低轨卫星搭载的GNSS接收

机观测电离层电子含量，同时，基于低轨卫星作为移动基站快速运动的特性，可以计算所覆

盖区域电离层电子含量的梯度分布；

[0035] 4)低轨卫星运行轨道位于电离层高度范围中，通过在低轨卫星上搭载电离层状态

监测设备，能够实时对电离层事件进行监测，用户接收机基于该类事件信息能够在GNSS信

号跟踪、数字信号处理和定位解算中进行适当的自适应处理，提高GNSS用户的定位精度和

可靠性。

附图说明

[0036] 图1为本发明低轨卫星电离层延迟改正参数增强方法的结构示意图；

[0037] 图2为本发明低轨卫星电离层延迟改正参数增强方法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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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描述。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于解释本发明，并

不用于限定本发明。相反，本发明涵盖任何由权利要求定义的在本发明的精髓和范围上做

的替代、修改、等效方法以及方案。进一步，为了使公众对本发明有更好的了解，在下文对本

发明的细节描述中，详尽描述了一些特定的细节部分。对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没有这些细

节部分的描述也可以完全理解本发明。

[0039]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但不作为对本发明的限定。

下面为本发明的举出最佳实施例：

[0040] 如图1所示，本发明所述方法使用系统包括，1)GNSS卫星星座；2)低轨卫星星座；3)

搭载于低轨卫星的仪器设备；4)低轨卫星搭载的数据传输通信链路；5)地面增强数据处理

系统；6)地球表面GNSS用户。接下来简要介绍每部分组成。1)GNSS卫星星座包括已建成的美

国GPS(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俄罗斯GLONASS(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以及正在建设的系统欧盟的Galileo、中国的北斗导航定位系统等。这些星座主要

由MEO,GEO,IGSO卫星组成，卫星轨道高度较高，处于磁层中。2)低轨卫星星座，其飞行轨道

高度要求处于电离层中。3)搭载于低轨卫星的仪器设备主要有双频或多频GNSS接收机、小

型电离层光度计TIP、信标仪、射频信标发射机、离子速度计、星载计算设备等。其中GNSS双

频或多频接收机进行定轨卫星精密定位定轨和电离层电子含量测量。小型电离层光度计推

算卫星至地球方向的电子密度总量。信标仪使用无线电发射机发射电磁波信号，经由分布

于各地接受站接受后，推算在超电离层高度的高解析度的电子密度场和总电子含量(TEC)。

射频信标发射机、离子速度计等用于提供更为丰富的电离层参量，更好监测电离层细节变

化和特殊现象。星载计算设备具有足够的数据记录容量及预处理、处理功能，能定期或实时

将观测数据、解算数据传输到地面计算中心、地面用户。4)低轨卫星搭载的数据传输通信链

路用于把低轨卫星观测数据、解算数据传输到地面计算中心或地面GNSS用户(依导航增强

数据是在卫星计算机处理还是在地面数据处理系统处理)。5)地面增强数据处理系统。接收

并处理低轨卫星的观测数据，生成导航增强电离层改正参数数据，并通过通信系统将增强

数据发送给GNSS用户。6)地球表面GNSS用户包括拥有GNSS单频、双频、多频接收机的GNSS导

航定位和授时用户。

[0041] 如图2所示，本发明提供一种低轨卫星导航增强电离层延迟改正参数方法，包括如

下步骤：首先发射一组低轨卫星，低轨卫星上搭载有GNSS双频或多频接收机及其他电离层

观测设备，低轨卫星上的搭载的GNSS接收机接受GNSS卫星信号确定低轨卫星的位置，并由

此确定低轨卫星的轨道参数，同时利用双频或多频数据，解算出信号传播路径上的电离层

电子含量TEC；根据低轨卫星的运行轨道，以及信号传播路径上的电离层电子含量TEC，确定

一个区域或全球范围的电离层电子含量分布(二维空间分布)、电离层电子含量梯度(电离

层电子含量变化的三维空间分布)；结合GNSS观测的TEC参数和信标仪等其他电离层物理观

测设备监测电离层事件是否发生，事件发生时，计算该事件发生的时间、位置、幅度等参数

信息；利用区域或全球的电离层电子含量分布、电离层电子含量梯度、电离层事件等数据建

立适当的电离层模型，利用该模型可以计算地球表面任意位置的电离层延迟改正参数(这

一步骤可以在低轨卫星上完成，也可以将有关数据传输到地面站，在地面站计算机完成)；

低轨卫星或地面计算中心将计算的电离层模型发送到地球表面用户GNSS接收机，用户输入

粗位置、时间和卫星位置到该电离层模型，该模型输出相应的电离层延迟改正参数；计算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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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所有卫星到用户端的电离层延迟改正参数，在GNSS定位数学模型中对观测信号中的电离

层延迟误差进行改正，获得改进的定位结果。

[0042] 以上所述的实施例，只是本发明较优选的具体实施方式的一种，本领域的技术人

员在本发明技术方案范围内进行的通常变化和替换都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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