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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个新的重力场反演方法，该方法利用由星载ＧＰＳ相位数据直接求得的卫星平均加速度来反

演地球重力场，而无需计算卫星的几何轨道。该方法的优点在于无需求解模糊度参数，并且相邻历元间的系

统误差可以有效消除。利用ＣＨＡＭＰ和ＧＲＡＣＥ卫星数据反演重力场模型的算例显示，利用该方法相比利

用几何轨道反演重力场获得的重力场模型质量可提高２０％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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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代卫星重力计划（ＣＨＡＭＰ、ＧＲＡＣＥ、

ＧＯＣＥ等）开辟了全球重力场模型反演的新纪元，

ＣＨＡＭＰ卫星３３个月数据求解的地球重力场模

型较之前多颗卫星２０ａ资料解算的重力场模型

在长波长的精度及可靠性方面均有大幅提高［１］。

利用ＧＲＡＣＥ卫星解算的重力场模型较之前的模

型，在４００ｋｍ波长的精度方面改善了一个数量

级以上，大地水准面的精度改善了３ｃｍ，重力异

常的精度改善了０．４ｍＧａｌ
［２］。因此，重力卫星计

划的数据处理一直是大地测量研究领域的热点问

题。尽管目前ＣＨＡＭＰ卫星的高低跟踪ＧＰＳ数

据所包含的重力场信息不如ＧＲＡＣＥ卫星 ＫＢＲ

数据提供的精度高，但随着卫星轨道高度的降低，

相同精度的ＧＰＳ数据中所包含的重力场信息将

明显改善。得益于高精度的几何学轨道，出现了

很多基于ＣＨＡＭＰ卫星几何轨道的重力场反演

方法，如能量法［３］、加速度法［４，５］等。其中Ｄｉｔｍａｒ

等提出的平均加速度法，通过插值平滑的参考重

力场来建立观测方程，避免了传统加速度法中需

要插值几何轨道而引入的插值误差，可以更为有

效地利用几何轨道信息［５］，基于该方法也获得了

较好的结果［６］。

１　数据处理策略

１．１　平均加速度法反演地球重力场

本文使用平均加速度法反演地球重力场［５］，

卫星的平均加速度还可以认为是时间区间［Δ狋，

Δ狋］内卫星瞬时加速度的加权平均值，从而与地球

重力场模型系数建立观测方程。其中平均加速度

可表示为：

珔犪（狋）＝∫
Δ狋

－Δ狋
狑（狊）犪（狋＋狊）ｄ狊 （１）

式中，权函数狑（狊）为分段线性函数：

狑（狊）＝
Δ狋－狘狊狘

Δ狋
２

（２）

则（１）式中平均加速度可进一步表示为：

∫
Δ狋

－Δ狋
狑（狊）犪（狋＋狊）ｄ狊

＝
１

Δ（ ）狋 ２∫
０

－Δ狋
Δ狋＋（ ）狊犪狋＋（ ）狊ｄ狊｛ ＋

∫
Δ狋

０
Δ狋－（ ）狊犪狋＋（ ）狊ｄ｝狊

＝
１

Δ（ ）狋 ２ Δ狋＋（ ）狊狏狋＋（ ）狊
０

狊＝－Δ狋
｛ －

∫
０

－Δ狋
狏狋＋（ ）狊ｄ狊＋ Δ狋－（ ）狊狏狋＋（ ）狊

Δ狋

狊＝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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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Δ狋

０
狏狋＋（ ）狊ｄ｝狊 ＝ １

Δ（ ）狋 ２ 狓狋－Δ（ ）狋｛ －

２ （）狓狋＋狓狋＋Δ（ ）｝狋

（３）

　　式（１）中犪（狋＋狊）为（狋＋狊）时刻的瞬时加速

度，可以与地球重力场球谐系数建立直接的对应

关系；式（３）中狓（狋）是狋时刻卫星的位置矢量，Δ狋

为轨道采样间隔。因此，如果将ＧＰＳ观测值与平

均加速度建立关系，则能够与地球重力场球谐系

数建立观测方程。

１．２　利用犌犘犛观测值计算卫星平均加速度

采用ＧＰＳ观测值获取卫星的平均加速度可

以采用以下三种方式：

１．２．１　几何轨道三点差分

利用观测值实施几何学精密定轨获得各个时

刻的卫星位置，然后采用位置三点差分：

珔犪犻（狋）＝
（狓犻＋１－狓犻）－（狓犻－狓犻－１）

Δ狋
２

（４）

１．２．２　载波历元单差

先由相邻两个历元卫星ＧＰＳ观测值单差计

算得到相邻历元位置差，然后进一步组合得到平

均加速度，三个连续历元的载波观测方程：

犃犻－１狓犻－１ ＝犾犻－１

犃犻狓犻 ＝犾犻

犃犻＋１狓犻＋１ ＝犾犻＋１

（５）

将其进行差分可得到相邻历元差分观测方程：

犃犻＋１ 狓犻＋１－狓（ ）犻 ＋ 犃犻＋１－犃（ ）犻狓犻 ＝犾犻＋１－犾犻

犃犻 狓犻－狓犻－（ ）１ ＋ 犃犻－犃犻－（ ）１ 狓犻－１ ＝犾犻－犾犻－１

（６）

可以在求得 狓犻＋１－狓（ ）犻 ／Δ狋和 狓犻－狓犻（ ）－１ ／Δ狋（本

文称为平均速度）后，进一步得到如式（４）的平均

加速度。

式中，犃犻狓犻＝犾犻为时刻犻卫星非差观测值相应

的观测方程，狓犻为相对于参考轨道卫星的位置差

值。由于采样率为３０ｓ，并且通常情况下低轨卫

星的速度约为７．５ｋｍ／ｓ，而低轨卫星与ＧＰＳ卫

星的距离通常在２００００ｋｍ 以上，因此，犃犻＋１－犃犻

在０．０１左右，而且由于选用的简化动力学轨道作

为参考轨道，其精度优于５ｃｍ的，则省略（犃犻＋１－

犃犻）狓犻项所引起的最大误差大约为０．５ｍｍ，其值

远小于 ＧＰＳ无电离层组合观测值的精度（５

ｍｍ）
［７］，因此此项在观测方程中可以忽略。

１．２．３　载波历元双差

利用相邻的３个历元ＧＰＳ差分观测值求得

卫星平均加速度，由式（５），通过历元间的双差组

合可得到：

犃犻 狓犻＋１－２狓犻＋狓犻－（ ）１ ＋ 犃犻＋１－犃（ ）犻狓犻＋１＋

犃犻－１－犃（ ）犻狓犻－１ ＝犾犻＋１－２犾犻＋犾犻－１ （７）

式中，犃犻＋１－犃（ ）犻 狓犻＋１和 犃犻－１－犃（ ）犻 狓犻－１也可忽

略，从而直接计算得到如式（４）的平均加速度。

２　计算结果及分析

本文采用了武汉大学开发的 ＰＡＮＤＡ 软

件［８］，处理了从２００３年１９０至２９０共１０１ｄ的

ＣＨＡＭＰ和 ＧＲＡＣＥ卫星数据。首先进行了简

化动力学精密轨道确定，得到了简化动力学轨道，

获得高质量的卫星参考位置。在简化动力学定轨

的同时，能够较好地探测观测数据中的粗差和周

跳。利用干净的ＧＰＳ观测值，使用非差方法、两

历元单差和三历元双差方法分别计算卫星几何轨

道、平均速度以及平均加速度。

以上述几何轨道、平均速度和平均加速度作为

输入，利用平均加速度方法可以恢复不同的重力场

模型。为了证明本文几何轨道结果的精度，文中同

时给出了利用同时间段，ＴＵＭ提供的轨道
［９］计算

的重力场模型，相关结果与文献［１０］是一致的。平

均加速度重力场恢复计算软件采用了荷兰ＤＥＬＦＴ

理工大学ＤＥＯＳ开发的ＧｏｃｅＳｏｆｔ软件，重力场恢复

的相关动力学背景模型与文献［６］中一致，但所有

重力场模型解算均未采用正则化。

由于ＥＩＧＥＮＣＧ０３Ｃ重力场模型采用了大量

ＧＲＡＣＥ卫星的 ＫＢＲ 数据及 ＣＨＡＭＰ卫星数

据，较仅采用仅３个多月ＧＰＳ观测值计算的重力

场模型精度高１个量级左右，因此，可以作为本文

的参考重力场模型。

封二彩图１给出了ＣＨＡＭＰ卫星数据计算

的结果与ＥＩＧＥＮＣＧ０３Ｃ重力场模型的差异。红

色为本文的几何轨道，蓝色为ＴＵＭ轨道，平均速

度（黑色）和平均加速度（绿色）其中实线和虚线分

别表示单节和累积的大地水准面差异。图中结果

显示，利用历元单差计算卫星平均速度的方法恢

复的重力场模型精度最高，而利用历元双差直接

计算加速度的方法得到的重力场模型在低阶相对

较差，而高阶略优于利用几何轨道计算的重力场。

图中显示采用本文方法计算的卫星轨道较采用

ＴＵＭ几何轨道计算的重力场与ＥＩＧＥＮＣＧ０３Ｃ

重力场模型吻合得更好。

封二图２（ａ）给出了采用几何轨道和平均速

度方法计算的平均加速度与ＥＩＧＥＮＣＧ０３Ｃ重力

场模型差异的频谱分析。红色为几何轨道计算

值，黑色为平均加速度方法的计算值。图中显示

采用历元单差的平均速度方法计算的平均加速度

９６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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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不管是在低频还是高频均优于利用几何轨道法

计算的结果。

封二彩图２（ｂ）给出了采用几何轨道和观测

值历元双差直接计算平均加速度与 ＥＩＧＥＮ

ＣＧ０３Ｃ重力场模型差异的频谱分析。红色是几

何轨道计算值，绿色为双差加速度法计算值。图

中显示采用历元双差计算的平均速度在高频优于

利用几何轨道法计算的结果，而在低频的反而略

差。因此可知，采用历元单差方法，计算平均速度

的方法，更有利于保留重力场信息，是三种方法中

最佳的重力场恢复方法。为了作进一步验证，文

中处理了ＧＲＡＣＥ卫星的数据。封二彩图３给出

了不同模型与ＥＩＧＥＮＣＧ０３Ｃ重力场模型之间的

大地水准面差异。蓝色是采用了 ＴＵＭ 几何轨

道，红色采用了本文的几何轨道，黑色采用了本文

的历元单差平均速度。表１给出了本文计算的各

种重力场模型与ＥＩＧＥＮＣＧ０３Ｃ重力场模型之间

的大地水准面差异的统计值。

表１　犈犐犌犈犖犆犌０３犆重力场模型和分别由卫星几何轨道和速度求得的重力场模型分别

取３６阶和７０阶累积大地水准面差异的犚犕犛值

Ｔａｂ．１　ＲＭＳ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ｔｈｅ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ＧｅｏｉｄＨｅｉｇｈ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ｕｐｔｏＤｅｇｒｅｅｓ３６ａｎｄ７０

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ＩＧＥＮＣＧ０３Ｃａｎｄ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ｓ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Ｏｒｂｉｔｓａｎ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

Ｕｐｔｏｄｅｇｒｅｅ
ＣＨＡＭＰＯｎｌｙ／ｃｍ ＧＲＡＣＥＡＯｎｌｙ／ｃｍ ＧＲＡＣＥＡａｎｄＢ／ｃｍ

３６ ７０ ３６ ７０ ３６ ７０

ＴＵＭＫｉｎ＿ｏｒｂ ３．７ ４０．４ ７．１ １４２．５ ５．９ ８７．８

ＰＡＮＤＡＫｉｎ＿ｏｒｂ ３．１ ３８．１ ５．８ ６９．１ ５．０ ４２．１

ＰＡＮＤＡ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２．６ ３１．０ ５．０ ５３．９ ４．４ ３４．０

　　从表１可知，利用本文计算的几何轨道反演

的地球重力场模型精度不亚于利用ＴＵＭ发布的

几何轨道解算的结果。本文提出的利用历元单差

计算卫星平均速度的方法，对利用 ＣＨＡＭＰ和

ＧＲＡＣＥ卫星数据反演重力场均是有效的，解算

的重力场模型不管是在低阶还是高阶均能有效提

高，对于７０阶次大地水准面精度的提高幅度达

２０％。

基于本文提出的历元间差分计算平均加速度

反演重力场模型的方法，利用ＣＨＡＭＰ卫星１０１

ｄ的观测数据计算的重力场模型，截止到３６阶大

地水准面的精度可达２．６ｃｍ，利用ＧＲＡＣＥ单星

数据的模型为５ｃｍ，双星为４．４ｃｍ；７０阶次

ＣＨＡＭＰ模型为３１ｃｍ，ＧＲＡＣＥ 卫星单星为

５３．９，双星为３４ｃｍ。显而易见，ＣＨＡＭＰ卫星

ＧＰＳ数据计算的重力场模型要明显优于ＧＲＡＣＥ

卫星ＧＰＳ数据解算的重力场模型。鉴于该时段

ＣＨＡＭＰ卫星的轨道高度为 ４００ｋｍ 左右，而

ＧＲＡＣＥ卫星的轨道高度为４８０ｋｍ，结果充分说

明随着卫星轨道高度的降低，低轨卫星星载ＧＰＳ

数据所包含的重力场模型的信息会显著提高。

３　结　语

本文提出了一个新的反演地球重力场的方

法，该法紧密结合Ｄｉｔｍａｒ等提出的平均加速度方

法，无需计算卫星几何轨道而直接利用星载ＧＰＳ

相位观测值求得卫星平均加速度，而后反演地球

重力场。从本文１０１ｄ的ＣＨＡＭＰ和ＧＲＡＣＥ卫

星ＧＰＳ观测数据求得的重力场模型表明，该方法

可以将７０阶次的重力场模型的大地水准面精度

提高大约２０％。

本文利用ＣＨＡＭＰ卫星数据求解的重力场

模型精度明显高于利用ＧＲＡＣＥ卫星数据解算的

重力场模型，这说明随着低轨卫星轨道的降低，

ＧＰＳ数据包含的重力场模型的信息会显著提高，

因此有理由相信，２５０ｋｍ高度的 ＧＯＣＥ卫星的

ＧＰＳ数据将有利于提高低阶重力场模型系数的

精度。本文提出的方法可以有效应用于相关数据

处理。

致谢：感谢ＰａｖｅｌＤｉｔｍａｒ和 ＲｏｌａｎｄＫｌｅｓｓ教

授在作者在Ｄｅｌｆｔ攻读博士后期间给予的帮助，

并为本文的数据处理提供了ＧｏｃｅＳｏｆｔ软件。感

谢Ｖｅｈｌａ提供ＣＨＡＭＰ和 ＧＲＡＣＥ卫星的几何

和简化动力学轨道。

参　考　文　献

［１］　ＲｅｉｇｂｅｒＣ，Ｊｏｃｈｍａｎｎ Ｈ，ＷｕｎｓｃｈＪ，ｅｔａｌ．Ｅａｒｔｈ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Ｆ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ｒｏｍ

ＣＨＡＭＰ［Ｃ］．Ｅａｒｔｈ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ＣＨＡＭＰ：

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ｒｏｍ ＴｈｒｅｅＹｅａｒｓｉｎＯｒｂｉｔ，Ｎｅｗ Ｙｏｒｋ，

２００５

［２］　陈俊勇．重力卫星五年运行对求定地球重力场模型

的进展和展望［Ｊ］．地球科学进展，２００６，９（７）：

６６１６６６

［３］　Ｇｅｒｌａｃｈ Ｃ，Ｆｌｄｖａｒｙ Ｌ， Ｓ̌ｖｅｈｌａ Ｄ，ｅｔａｌ． Ａ

ＣＨＡＭＰｏｎｌｙＧｒａｖｉｔｙＦｉｅｌｄＭｏｄｅｌｆｒｏｍ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

０７１１



　第３４卷第１０期 赵齐乐等：利用星载ＧＰＳ历元差分计算的平均加速度反演地球重力场

Ｏｒｂｉｔｓ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Ｅｎｅｒｇｙｉｎｔｅｇｒａｌ［Ｊ］．ＧｅｏｐｈｙｓＲｅｓ

Ｌｅｔｔ，２００３，３０ （２０）：２０３７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２９／

２００３ＧＬ０１８０２５

［４］　ＧｔｚｅｌｍａｎｎＭ，ＫｅｌｌｅｒＷ，ＲｅｕｂｅｌｔＴ ．Ｇｒｏｓｓｅｒｒｏｒ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ｇｒａｖｉｔｙｆｉｅｌ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ｋｉ

ｎｅｍａｔｉｃｏｒｂｉｔｄａｔａ［Ｊ］．ＪＧｅｏｄ，２００６ ，８０（４）：１８４

１９８

［５］　ＤｉｔｍａｒＰ，ｖａｎＥｃｋｖａｎｄｅｒＳｌｕｉｊｓＡＡ．Ａ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ｆｏｒＥａｒｔｈ’ｓＧｒａｖｉｔｙＦｉｅｌｄ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Ｊ］．ＪＧｅｏｄ，２００４，７８：１２３３

［６］　ＤｉｔｍａｒＰ，ＫｕｚｎｅｔｓｏｖＶ，ｖａｎＥｃｋｖａｎｄｅｒＳｌｕｉｊｓＡ

Ａ，ｅｔａｌ．ＤＥＯＳ＿ＣＨＡＭＰ－０１Ｃ＿７０＇：ａ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ｓＧｒａｖｉｔｙＦｉｅｌｄＣｏｍｐｕｔｅｄｆｒｏｍ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ｔｈｅＣＨＡＭＰ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Ｊ］．ＪＧｅｏｄ，２００６，７９（１０

１１）：５８６６０１

［７］　ＫａｎｇＺ，ＴａｐｌｅｙＢ，ＢｅｔｔａｄｐｕｒＳ，ｅｔａｌ．ＰｒｅｃｉｓｅＯｒｂｉｔ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ＧＲＡＣ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Ｏｎｌｙ

ＧＰＳｄａｔａ［Ｊ］．ＪＧｅｏｄ，２００６，８０（６）：３２２３３１

［８］　赵齐乐．ＧＰＳ导航星座及低轨卫星精密定轨理论及

软件研究［Ｄ］．武汉：武汉大学，２００４

［９］　Ｓ̌ｖｅｈｌａＤ，ＲｏｔｈａｃｈｅｒＭ．ＴｗｏＹｅａｒｓｏｆＣＨＡＭＰ

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Ｏｒｂｉｔｓｆｏｒ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Ｃ］．ＥＧＵ，１ｓｔ

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Ｎｉｃｅ，Ｆｒａｎｃｅ，２００４

［１０］赵齐乐，施闯，柳响林，葛茂荣．重力卫星的星载

ＧＰＳ精密定轨［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８，３３（８）：８１０８１４

第一作者简介：赵齐乐，博士，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主要从事

ＧＮＳＳ数据精密处理和卫星精密定轨方面的研究。

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ｏｑｌ＠ｗｈｕ．ｅｄｕ．ｃｎ

犌狉犪狏犻狋狔犉犻犲犾犱犕狅犱犲犾犻狀犵狅狀狋犺犲犅犪狊犻狊狅犳犛犪狋犲犾犾犻狋犲犃犮犮犲犾犲狉犪狋犻狅狀狊

犇犻狉犲犮狋犾狔犇犲狉犻狏犲犱犳狉狅犿犗狀犫狅犪狉犱犌犘犛犕犲犪狊狌狉犲犿犲狀狋狊

犣犎犃犗犙犻犾犲１
，２
　犌犝犗犑犻狀犵

１
　犔犐犝犡犻犪狀犵犾犻狀

２
　犛犎犐犆犺狌犪狀犵

１

（１　ＧＮＳ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０，Ｃｈｉｎａ）

（２　ＤＥＯ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Ｄｅｌｆｔ，ｔｈｅ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Ａｎｅｗｇｒａｖｉｔｙｆｉｅｌｄ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ｉｓ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Ｉｔｉ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ｖｅｒａｇｅ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ｏｎｂｏａｒｄＧＰＳｐｈａｓ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ｉ．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ｃｏｍｐｕ

ｔｉｎｇｔｈｅ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ｏｒｂｉｔａｓａｎ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Ａｎ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ｏｆｔｈｉｓ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ｉｓｔｈａｔｎｏ

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ｓｎｅｅｄｅｄ，ａｎｄｍｏｓｔｏｆ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ｅｒｒｏｒｓｔｈａｔｅｘｉｓｔａｔ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ｉｎｇｅｐ

ｏｃｈｓｃａｎｂｅ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ｄ．ＧＰＳｄａｔａｆｒｏｍＣＨＡＭＰａｎｄＧＲＡＣＥ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ｃｏｖｅｒｉｎｇ１０１－ｄａｙｉｎ

ｔｅｒｖａｌｗｅ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ｔｏｒｅｃｏｖｅｒａｍｏｄｅｌｏｆＥａｒｔｈ’ｓｇｒａｖｉｔｙｆｉｅｌｄｍｏｄｅｌ．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ｆｒｏｍＧＰ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ｓ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

ｇｒａｖｉｔｙｆｉｅｌｄｍｏｄｅｌｂｙ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２０％．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ＣＨＡＭＰ；ＧＲＡＣＥ；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ｎｂｏａｒｄＧＰＳｄａｔａ；ａｖｅｒａｇｅａｃｃｅｌ

ｅｒａｔｉｏｎ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ＺＨＡＯＱｉｌｅ，Ｐｈ．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Ｐｈ．Ｄ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ＧＮＳＳｄａｔａ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ａｎｄｐｒｅｃｅｓｉｏｎｏｒｂｉｔｂｅｔｅｒ

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ｏｑｌ＠ｗｈｕ．ｅｄｕ．ｃｎ

１７１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