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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线相位中心偏移和变化对高精度
犌犘犛数据处理的影响

郭际明１　史俊波１　汪　伟１

（１　武汉大学测绘学院，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介绍了ＧＰＳ天线相位中心偏移、变化的校准方法和ＧＰＳ天线相位中心改化的原理，并通过ＧＡＭＩＴ

软件描述了改化算法。计算了天线相位中心变化对ＧＰＳ定位结果的影响，给出了高精度ＧＰＳ数据处理中关

于天线相位中心改化的方法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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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ＰＳ天线相位中心偏移是指天线平均相位

中心相对于天线参考点的位置，ＧＰＳ天线相位中

心变化是指天线瞬时相位中心相对于天线平均相

位中心的偏差，ＧＰＳ天线相位中心改化是指将微

波天线接收卫星的瞬时相位中心改化到地面标

石，其对高精度ｍｍ级的ＧＰＳ应用有着非常重要

的影响。例如，在通过联测ＩＧＳ跟踪站传递高精

度ＧＰＳ网的基准坐标时，忽略天线相位中心改化

可以对高程方向产生ｃｍ级的误差
［１］。

本文从天线相位中心偏移和变化着手，提出

了在高精度ＧＰＳ数据处理中关于天线相位中心

改化的方法和建议。

１　犌犘犛天线相位中心偏移和变化

在ＧＰＳ定位测量中，所测定的伪距和相位观

测量都是卫星与接收机相位中心之间的距离，要

将测量结果归化到地面标石中心，需要知道相位

中心相对于地面标石中心的位置。而实际可量测

的是天线参考点相对于地面标石中心的位置，因

此就需要知道天线相位中心相对于天线参考点的

位置。

在实际测量中，天线相位中心的瞬时位置时

刻变化［１］。天线相位中心校准是指测定天线相位

中心相对于天线参考点的偏移和变化量，主要有

相对校准和绝对校准［２］。绝对校准需要专门的微

波暗室和技术专家，校准费用非常昂贵。相对校

准费用低，容易实现，而且与绝对校准结果之间的

较差不超过２ｍｍ
［３］，目前国内一般采用相对校

准模式［３７］。

美国国家大地测量局（ＮＧＳ）提供的天线相

位中心改正值是采用相对校准模型测定的［１］，参

考天线为ＪＰＬＤ／Ｍ＋ｃｒＴ。

２　犌犘犛天线相位中心改化原理

在外业测量中，能够直接得到的是地面标石

到天线参考点或者天线盘面上某些可量测到的几

何点之间的垂高或斜高。因此，在ＧＰＳ数据处理

时，首先需要将这个高度改化为瞬时相位中心与

地面标石间的距离。

地面标石到瞬时相位中心的高度改化犎

分为

３部分：

犎


＝犺


１＋犺


２＋犺


３ （１）

其中，犺


１ 是地面标石到天线参考点 ＡＲＰ之间的

高度；犺


２ 是天线参考点到平均相位中心的偏移，

即天线相位中心偏移ＰＣＯ；犺


３ 是瞬时相位中心相

对于平均相位中心的相位中心变化ＰＣ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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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犌犘犛天线相位中心变化改化算法

３．１　对天线相位中心偏移犘犆犗的改正

ＨＩＳＵＢ是ＧＡＭＩＴ的子程序，用于改正天线相

位中心偏移ＰＣＯ，它将水平方向偏移和垂直方向偏

移分开处理。其中，对水平方向偏移的算法是：

犗犔
１
（２）＝犘犔

１
（２）＋狉狀 （２）

犗犔
１
（３）＝犘犔

１
（３）＋狉犲 （３）

犗犔
２
（２）＝犘犔

２
（２）＋狉狀 （４）

犗犔
２
（３）＝犘犔

２
（３）＋狉犲 （５）

对垂直方向偏移的算法是（假设量测的是斜高）：

犗犔
１
（１）＝ｓｑｒｔ（（狉

２
狌）－（犚

２））＋犘犔
１
（１）（６）

犗犔
２
（１）＝ｓｑｒｔ（（狉

２
狌）－（犚

２））＋犘犔
２
（１）（７）

其中，狉狀 和狉犲 分别对应外业实际测量时的北、东

方向偏移量，如果没有出现偏心测量的情况，这两

项均为０；狉狌 为外业量测的斜高，犚 为天线盘半

径；犘犔犻（１）、犘犔犻（２）和犘犔犻
（３）分别对应犔犻（犻＝１，２）

信号天线平均相位中心相对于天线参考点的高、

北、东方向偏移量。

３．２　对天线相位中心变化犘犆犞的改正

Ｇｅｔ＿ａｎｔｐｃｖ是 ＧＡＭＩＴ对天线相位中心变

化ＰＣＶ改正的子程序，有３种模型可供选择。

１）ＮＯＮＥ

该模型对天线相位中心变化不进行改正，即

Δ犡犔
１
＝Δ犡犔

２
＝０。

２）ＥＬＥＶ

该模型将天线相位中心变化看成是卫星高度

角的函数，采用线性插值算法计算：

犐ｉｎｄ ＝ｉｎｔ（狓１／Δ犐）＋１ （８）

犐ｆｒａｃｔ＝ｄｏｕｂｌｅ（狓１／Δ犐）＋１ （９）

Δ犡＝Δ犡（犐ｉｎｄ）＋［Δ犡（犐ｉｎｄ＋１）－

　Δ犡（犐ｉｎｄ）］×（犐ｆｒａｃｔ－犐ｉｎｄ） （１０）

其中，狓１ 为插值点的高度角；Δ犐为高度角间隔；

Δ犡（犐ｉｎｄ）为对应于每隔５°的采样点改正值。

３）ＡＺＥＬ

该模型将天线相位中心变化看成是卫星高度

角和方位角的函数，采用双线性插值算法计算。

考虑到ＧＰＳ天线相位中心变化的方位角影

响都是对称的［１］，以及ＧＡＭＩＴ默认的天线模型

表并没有提供方位角影响的信息［８］，因此采用

ＡＺＥＬ模型和ＥＬＥＶ模型的计算结果是一样的。

４　算例分析

　　为验证天线相位中心变化对高精度ＧＰＳ数

据处理带来的影响，下面对某品牌ＧＰＳ天线进行

有无天线相位中心变化改正作比较分析。

算例数据选取某大桥２００６年ＧＰＳ复测网中

坐标传递点ＢＧ０２与ＢＪＦＳ、ＷＵＨＮ和ＳＨＡＯ三

个ＩＧＳ跟踪站点，观测时长超过２４ｈ。

ＢＪＦＳ、ＷＵＨＮ、ＳＨＡＯ站的天线型号分别为

ＡＳＨ７００９３６Ｂ＿Ｍ、ＡＳＨ７００９３６Ｅ、ＡＯＡＤ／Ｍ＿Ｔ所

对应的随高度角变化的相位中心变化均为０。

ＢＧ０２站ＧＰＳ天线型号为ＴＲＭ３９１０５．００，对应的

随高度角变化的相位中心变化如图１。

图１　ＴＲＭ３９１０５．００天线相位中心变化改正值

Ｆｉｇ．１　Ｖａｌｕｅｓｆｏｒ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ｎｇＰｈａｓｅＣｅｎｔｅ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ＲＭ３９１０５．００

为比较有无天线相位中心变化改正对 ＧＰＳ

定位测量的影响，本文首先设计了两套计算方案。

方案１：３个跟踪站天线相位中心变化不改

正，坐标传递点天线相位中心变化不改正。

方案２：３个跟踪站天线相位中心变化不改

正，坐标传递点天线相位中心变化按高度角函数

进行改正。

基线处理采用ＧＡＭＩＴ１０．２１版，观测值类型

为ＬＣ＿ＨＥＬＰ，基线结果分析见表１。

从表１中可以看出，６条基线的犖、犈方向变

化都在７．２ｍｍ以下；与ＢＧ０２点无关的３条基

线犝 方向变化较小，在４ｍｍ之内；与ＢＧ０２点有

关的３条基线犝 方向变化较大，在－６～－４ｃｍ

之间。

网平差采用ＣｏｓａＧＰＳ软件，点位结果分析见

表２。从表２可以看出，水平方向变化量为０，大

地高方向变化量为５．１ｃｍ，点位精度相当。

该ＧＰＳ网共１２个测站，采用了 ＴＲＩＭＢＬＥ

两种天线。其中，ＢＧ０５、ＳＺＳ８、ＺＸ０２点使用的是

ＴＲＭ４１２４９．００天线，ＢＧ０２在坐标传递时使用

ＴＲＭ４１２４９．００ 天 线， 在 其 他 时 段 使 用

ＴＲＭ３９１０５．００天线，其余所有网点统一采用

ＴＲＭ３９１０５．００天线。

为分析天线相位中心变化对整网平差的影

响，本文又设计了３套计算方案。

４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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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基线结果分析

Ｔａｂ．１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ｒ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ｓ

基线起始点名 犖／ｍ 犈／ｍ 犝／ｍ

方案１ ８５４６２２．４１５０ －４８２１５５．２０９３ ７６１６３．５０４８

ＢＧ０２ ＢＪＦＳ 方案２ ８５４６２２．４０７８ －４８２１５５．２０４６ ７６１６３．５５３６

差值 ０．００７２ －０．００４７ －０．０４８８

方案１ －７３０４７．１７５７ ２００８６．９６７５ ４５４．８５６０

ＢＧ０２ ＳＨＡＯ 方案２ －７３０４７．１７５２ ２００８６．９６７６ ４５４．９０９３

差值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５３３

方案１ －１１６６２９．２２７９ －６３４９６０．９２８０ －３２７２５．９４１０

ＢＧ０２ ＷＵＨＮ 方案２ －１１６６２９．２２８７ －６３４９６０．９２８４ －３２７２５．８９１１

差值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４９９

方案１ －９２５６４３．９３７０ ５０５６８２．５１６４ －８８０７９．５５６０

ＢＪＦＳ ＳＨＡＯ 方案２ －９２５６４３．９３７０ ５０５６８２．５１６０ －８８０７９．５５２１

差值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９

方案１ －１００１５６１．１２８８ －１４７３１５．０１０６ －８１１６３．５８２８

ＢＪＦＳ ＷＵＨＮ 方案２ －１００１５６１．１２９０ －１４７３１５．０１１９ －８１１６３．５８２４

差值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０４

方案１ －４２７３６．７６５２ －６５５１６７．７３６４ －３３８５０．０６６６

ＳＨＡＯ ＷＵＨＮ 方案２ －４２７３６．７６５９ －６５５１６７．７３７１ －３３８５０．０７００

差值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３４４

表２　点位结果分析

Ｔａｂ．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ｒ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狓／ｍ 狔／ｍ 犎／ｍ

方案１ ３５１５０５１．０６４ ５００４８２．２２０ １８．７４６

点位精度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０８８

方案２ ３５１５０５１．０６４ ５００４８２．２２０ １８．６９５

点位精度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０８５

差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５１

　　方案３：计算坐标传递点坐标时，不考虑天线

相位中心变化；由坐标传递点计算整网所有网点

坐标时，全部不考虑天线相位中心变化的影响。

方案４：计算坐标传递点坐标时，考虑天线相

位中心变化；由坐标传递点计算整网所有网点坐

标时，全部考虑天线相位中心变化的影响。

方案５：计算坐标传递点坐标时，不考虑天线

相位中心变化；由坐标传递点计算整网所有网点

坐标时，全部考虑天线相位中心变化的影响。

表３给出了方案３计算的点位坐标与方案４

计算结果的较差，以及方案３计算的点位坐标与

方案５计算结果的较差。

从方 案 ３ 与 方 案 ４ 的 较 差 可 以 看 出，

ＴＲＭ４１２４９．００型和ＴＲＭ３９１０５．００型天线的相

位中心变化对水平方向定位结果影响很小，可以

忽略；对高程方向定位结果的影响分别在４．５～

５．１ｃｍ、５．２～５．９ｃｍ的范围内。

从方案３与方案５的较差可以看出，在传递

点坐标相同的前提下，整网平差可以消除同一型

号天线相位中心变化的大部分影响；考虑到同一

型号天线的相位中心变化存在着ｍｍ级的差异，

表３　３种方案计算结果的较差

Ｔａｂ．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ｒｅｅＳｃｈｅｍｅｓ

点号
方案３与方案４的较差 方案３与方案５的较差

Δ狓／ｍ Δ狔／ｍ Δ犎／ｍ Δ狓／ｍ Δ狔／ｍ Δ犎／ｍ

ＢＧ０２ ０ ０ ０．０５１ ０ ０ ０

ＢＧ０１ ０ ０ ０．０５７ ０ ０ ０．００６

ＢＧ１１ ０ ０ ０．０５９ ０ ０ ０．００８

ＢＧ０５ ０ ０ ０．０４５ ０ ０ －０．００６

ＺＸ０１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５９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８

ＳＺＳ１ ０ ０ ０．０５９ ０ ０ ０．００７

ＳＺＳ５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５７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６

ＢＧ０６ ０ ０．００１０．０５８ ０ ０ ０．００７

ＳＺＳ８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４６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５

ＺＸ０４ ０ ０ ０．０５５ ０ ０ ０．００４

ＳＺ０２ ０ ０．００１０．０５２ 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ＺＸ０２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４８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３

这种影响是不能完全抵消的。

５　结　语

１）ＧＰＳ数据处理时，天线相位中心变化并不

影响水平方向的定位结果，只影响高程方向的定

位结果；

２）在高等级 ＧＰＳ网联测数据处理中，天线

相位中心变化ＰＣＶ的影响应予以考虑；

３）不论是长基线的坐标基准传递，还是短基

线的工程测量网平差，即使测量采用同种型号的

天线，天线相位中心变化ＰＣＶ也无法完全抵消，

应采用改正模型；

４）在高精度工程施工测量中，要求建立高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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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ＧＰＳ测量控制网，在数据处理时，应对天线

相位中心变化进行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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