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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对比了ＧＰＳ数据处理中使用的天线相位中心的相对改正方式和绝对改正方式，使用绝对改正模

式具有更多的优点，而使用不同的天线相位改正模式时，会对 ＧＰＳ数据处理结果产生影响。利用Ｂｅｒｎｅｓｅ

ＧＰＳ软件对某城市ＣＯＲＳ系统网的实例数据进行了计算，结果表明，采用不同的相位中心改正方式对坐标结

果在高程方向会造成ｃｍ级的影响，网的尺度比会变化６．４ｐｐｂ，对流层天顶方向总延迟的估计值之间的差别

为－６．９±４．０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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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高精度ＧＰＳ测量中，天线相位中心的偏差

是ＧＰＳ定位的一个重要误差源，对高程分量的影

响尤为严重。从１９９６年６月３０日起，相对相位

中心改正模型（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ｐｈａｓｅｃｅｎｔｅｒ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ＲＰＣＣ）开始在ＩＧＳ的各个分析中心使用。但是

相对相位中心改正假定参考天线（ＡＯＡＤ／Ｍ＿Ｔ

型天线）的天线相位中心变化（ＰＣＶｓ值）为０，通

过短基线测量得到其他天线类型的ＰＣＶｓ
［１］。而

实际上，参考天线的ＰＣＶｓ值并不为０，加上还存

在其他缺陷，会导致产生系统性误差［２］。绝对相

位中心改正模型早已出现，但是ＩＧＳ一直没有采

用。因为如果只是单纯使用接收机天线的绝对校

准模型，而不考虑卫星天线的相位中心变化，会导

致基于长基线测定的ＧＰＳ全球参考框架与使用

ＶＬＢＩ和ＳＬＲ的结果相比较存在１５ｐｐｂ的尺度

误差［３］，这个系统差在使用相对相位中心改正时

是没有的。随后，有学者发现正是使用的卫星天

线相位偏差的不准确导致了这一尺度误差的变

化［４］。随着技术的进步，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ＩＧＳ开始

启用绝对相位中心改正模型（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ｐｈａｓｅｃｅｎ

ｔｅｒ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ＰＣＣ）
［２］。鉴于目前许多城市正

在建设ＣＯＲＳ系统，这些ＣＯＲＳ基准站之间的距

离都属于中长距离基线；而对于全国的Ａ级网坐

标框架维护和地震观测网络的板块监测，则ＧＰＳ

网的范围更大。笔者认为，利用大范围长基线的

实际数据采用不同相位中心改正方式分别进行计

算，比较分析其结果是很有意义的。

１　接收机天线相位中心改正

在观测过程中，由于多种原因，如天线制造水

平、ＧＰＳ信号入射方向、高度角等因素，接收机天

线相位中心的瞬时位置会时刻变化，这样，接收机

天线相位中心（微波天线的电气中心）与几何中心

（实际测量时与地面点对中的参考位置）之间就存

在偏差，称为接收机天线相位中心偏差。在高精

度ＧＰＳ数据处理时，这项偏差可以通过天线相位

中心偏移（ＰＣＯ）及 ＰＣＶｓ这两个参数项来改

正［５］。ＰＣＯ和ＰＣＶｓ的测定主要有相对校准和

绝对校准两种方法，对应的改正模型称为相对相

位中心改正模型和绝对相位中心改正模型。

１．１　相对相位中心改正

相对校准方法通过室外ＧＰＳ短基线测量来

求得相位中心的改正参数［１，６］。它把参考天线

（ＡＯＡＤ／Ｍ＿Ｔ型天线）和另外一种类型的天线架

设在两精确已知坐标端点的短基线上，以参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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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为基准，假定参考天线的相位中心偏差为０，与

短基线结果比较，得到非参考天线类型的相位中

心改正值。ＩＧＳ公布的天线类型的相对相位中心

改正具有１～２ｍｍ的精度
［５，７］。

１．２　绝对相位中心改正
［７］

绝对相位中心校准方法包括两种技术：微波

暗室校准和自动机器人校准。相比于相对相位中

心改正，绝对相位中心改正的优势在于［７］消除了

参考天线相位中心的影响；考虑了低于１０°高度

角的相位中心变化以及随方位角变化的相位中心

变化；校准时，几乎不受多路径效应的影响；除了

考虑接收天线相位中心的改正以外，还给出了卫

星发射天线相位中心的改正。

２　卫星天线相位中心改正

在ＧＰＳ数据处理中，是以卫星星历给出的卫

星质量中心在空间的位置进行计算的，但是卫星

的质量中心与卫星发射天线的相位中心并不重

合，两者之差称为卫星天线相位中心偏差。同接

收机天线类似，卫星天线的相位中心也会随着发

射信号时刻的方位而改变。

值得注意的是，随高度角变化的卫星天线的

ＰＣＶｓ和接收天线的ＰＣＶｓ存在一对一的基本关

系，见图１。卫星天线的最低点角度狕′与卫星天

线相对于地面上接收机天线的高度角狕 的关系

为：

ｓｉｎ狕′＝
犚
狉
ｓｉｎ狕 （１）

式中，犚 是地球半径；狉是卫星到地球质心的距

离。当接收机天线的观测天顶角在０°～９０°之间

变化时，从卫星这一端看过去，与之对应的卫星可

见的最低角狕′在０°～１４．２８°之间变化。随高度角

变化引起的接收天线相位中心改正Δ（狕）可以

被解释成卫星天线相位中心的改正Δ′（狕′），反之

亦然。即

Δ′（狕′）＝－Δ（狕） （２）

　　从图１可以看出，随高度角变化的卫星天线中

心的改正量可以简单地由总的卫星天线相位中心

在卫星地球径向方向（犣方向）的偏移量Δ狉得到：

Δ′（狕′）＝Δ狉（１－ｃｏｓ狕′） （３）

　　与接收机类似，卫星天线相位中心改正也表

示为卫星天线相位中心沿犣方向和犡、犢 方向的

偏移改正ＰＣＯ值以及随着卫星相对地球的最低

角狕′而变化的ＰＣＶｓ值。犡、犢 方向的量较小（十

几个ｃｍ），且一般其误差都被吸收到了轨道误差

里，而犣方向的值会达到几 ｍ，所以，采用正确的

ＰＣＯ非常重要。研究表明
［８］，当使用的犣方向的

ＰＣＯ值（图１的Δ狉）变化１ｍ时，它将造成ＧＰＳ

全球尺度比变化７．８ｐｐｂ，将对地面测站的高程

分量造成５ｃｍ的影响。

图１　卫星天线与接收机天线相位中心变化的相互关系

Ｆｉｇ．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ａｎｄＲｅｃｅｉｖｅｒ

ＡｎｔｅｎｎａＰｈａｓｅＣｅｎｔｅｒ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在相对改正模式中，只是简单规定ＢｌｏｃｋＩＩ／

ＩＩＡ型的卫星的ＰＣＯ值为１．０２３ｍ，ＢｌｏｃｋＩＩＲ型

的卫星的ＰＣＯ值为０，不考虑卫星的ＰＣＶｓ。目

前，在绝对改正模式下，所有卫星的 ＰＣＯ 值和

ＰＣＶｓ值可以通过对很长时间的全球 ＧＰＳ观测

数据进行处理估计出来。ＩＧＳ提供的卫星天线相

位中心的有关信息为：卫星天线相位中心犣方向

的偏移改正（ＰＣＯ）按照单个卫星分类，犡、犢 方向

的偏移改正和相位中心变化的改正（ＰＣＶｓ）按照

同类卫星分类。

３　算例分析

随着ＩＴＲＦ２００５框架发布后不久，２００６年１１

月后，ＩＧＳ提供的相关产品都是基于采用绝对相

位中心改正模型得到的结果。采用绝对相位中心

改正后，其相应会给坐标计算、对流层估计等产生

影响。

国内某城市为建立ＣＯＲＳ系统设立了４个

ＧＰＳ连续运行参考站（ＦＣＸＺ、ＮＬＸＺ、ＷＨＳＺ、

ＷＨＸＺ），利用其１０ｄ（２００７年３２１～３３０年积日）

的全天观测数据，与周边国内外的ＩＧＳＧＰＳ跟踪

站的数据一起处理，求得这４个参考站的准确坐

标。国 内 的 跟 踪 站 选 择 了 ＢＪＦＳ、ＷＵＨＮ、

ＳＨＡＯ、ＫＵＮＭ４个站，再加上韩国的ＤＡＥＪ。网

中最短基线长约２２．５ｋｍ，最长基线长约２６５０

ｋｍ。ＧＰＳ网形图见图２。

ＩＧＳ跟踪站的接收机天线信息从网上获取，

数据处理使用的软件为ＢｅｒｎｅｓｅＧＰＳ软件（Ｖｅｒ

５．０）。先用ＰＰＰ的方式得到４个参考站比较准

２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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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ＣＯＲＳ基准站联测ＩＧＳ跟踪站网网形

Ｆｉｇ．２　ＧＰＳ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ＮｅｔＳｈａｐｅｏｆＣＯＲＳＳ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ｂｉｎｅｗｉｔｈＩＧＳＳｔａｔｉｏｎ

确的初始坐标，再用双差方式得到更为精确的结

果。为了比较，在计算过程中，除了天线相位中心

改正采用不同的改正方式外，其他的计算模型和

参数设置为：消去电离层折射的相位组合观测值，

卫星截止高度角为１０°，历元间隔为３０ｓ，ＩＧＳ最

终精密星历和其对应的极移参数、精密卫星钟差

参数、对流层延迟改正模型用 Ｎｅｉｌｌ模型，每１ｈ

估计一个参数，采用测站位置的固体潮和海潮改

正。网平差时，采用自由网平差的方式，固定

ＷＵＨＮ站的坐标（ＩＧＳ第１４５３周的官方结果），

求得其他站的站坐标。

为了方便，在后面的叙述中，用 ＡＰＣ表示绝

对相位中心改正得到的结果，ＲＰＣ表示相对相位

中心改正得到的结果。

３．１　双差坐标结果比较

由于有１０个单天解结果，首先比较所有点两套

双差定位结果的单天解的重复性精度。从表１可以

看出，两套结果的重复性精度都很高，且基本一致。

表１　双差定位结果的单天解重复性精度比较／ｍｍ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ｔｈｅ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ｆ

ＤＤＤａｙＲｅｓｕｌｔ／ｍｍ

精度平均值 重复精度最差点

犖 犈 犝 犖 犈 犝

ＡＰＣ １．０ １．０ ３．９ １．４ １．５ ５．５

ＲＰＣ １．１ １．０ ４．１ １．５ １．５ ５．８

　　除了固定坐标的 ＷＵＨＮ站外，其余４个ＩＧＳ

跟踪站的结果与ＩＧＳ给出的第１４５３周的官方结

果的比较见表２。可以看出，ＡＰＣ结果与ＩＧＳ的官

方结果基本一致，这是因为ＡＰＣ结果与ＩＧＳ的官

方结果都是基于绝对相位中心改正模型的。而

ＲＰＣ结果则与ＩＧＳ的官方结果差别较大，尤其是

高程方向，最大差别有２３．４ｍｍ（ＫＵＮＭ站）。

从表２也可看出，ＲＰＣ和 ＡＰＣ两套结果相

互间的差别很明显。为了进一步比较，利用

Ｈｅｌｍｅｒｔ相似变换法求取两套结果间的７参数，

犜狓＝ －１０３ｍｍ，犜狔＝３８ｍｍ，犜狕＝－５９ｍｍ，犚狓

＝－０．００２″，犚狔＝－０．００２″，犚狕＝０．００２″，比例因

子为６．４ｐｐｂ，ＲＭＳ＝４．６ｍｍ 。可见，两套结果

存在系统性的差别，分属于不同的坐标框架体系。

表２　犃犘犆与犚犘犆的双差坐标结果与犐犌犛的坐标比较／ｍｍ

Ｔａｂ．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ＰＣ／ＲＰＣＤＤＲｅｓｕｌｔａｎｄＩＧＳ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ｍｍ

ＲＰＣＡＰＣ ＲＰＣＩＧＳ ＡＰＣＩＧＳ

犝 犖 犈 犝 犖 犈 犝 犖 犈

ＳＨＡＯ －２．１ －０．４ －２．４ －６．２ －１．５ －４．５ ４．１ －１．１ －２．１

ＤＡＥＪ －８ －４．６ －７．７ －１０．８ －５．５ －９．４ －２．８ －０．９ －１．７

ＢＪＦＳ －１２．６ －６．８ －１．７ －１４．２ －８．７ －４．７ －１．６ －１．９ －３

ＫＵＮＭ －２０．４ ３．３ ４．３ －２３．４ １．７ ４．３ －３ －１．６ ０

ＦＣＸＺ －４．７ －４．６ －１．５

ＮＬＸＺ －４．６ －４．６ －１．５

ＷＨＳＺ －５．１ －４．９ －１．７

ＷＨＸＺ －５．５ －４．７ －１．９

３．２　犘犘犘坐标结果的比较

同样比较其１０个单天解的结果。从表３可

以看出，两者的重复性精度没有差别。把ＰＰＰ定

位结果（１０个单天解的平均结果）与其双差定位

结果相比较，求得所有测站在犖、犈、犝 三个方向

的平均标准偏差，见表４。从表４可以看出，ＡＰＣ

的ＰＰＰ定位结果与双差定位结果吻合得好些。

这也是因为两者计算中用到的精密星历、卫星钟

差、绝对相位中心改正模型等同属于一致的

ＩＴＲＦ２００５框架。

３．３　对流层延迟结果的比较

对ＲＰＣ和ＡＰＣ双差结果中相同时刻的对流

层天顶方向的总延迟估计值求差，得到每个站１０ｄ

（共计２４０个差值）的平均值和标准中误差，见图３。

表３　犘犘犘定位结果的单天解重复性精度比较／ｍｍ

Ｔａｂ．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ｔｈｅ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ｆＰＰＰ

ＤａｙＲｅｓｕｌｔ／ｍｍ

精度平均值 重复精度最差点

犖 犈 犝 犖 犈 犝

ＡＰＣ ４．４ ５．２ ９．８ ５．２ ６．２ １０．５

ＲＰＣ ４．５ ５．２ １０．０ ５．７ ６．５ １１．８

３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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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犘犘犘结果与双差结果的对比／ｍｍ

Ｔａｂ．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ＰＰａｎｄＤＤＲｅｓｕｌｔ／ｍｍ

犖 犈 犝

ＡＰＣ＿ＰＰＰＡＰＣ双差 ５．０ ４．４ ８．９

ＲＰＣ＿ＰＰＰＡＰＣ双差 ８．３ ７．２ １７．６

ＲＰＣ＿ＰＰＰＲＰＣ双差 ８．０ ７．１ １０．２

图３　ＡＰＣＲＰＣ对流层天顶方向总延迟的比较

Ｆｉｇ．３　ＴｏｔａｌＺｅｎｉｔｈＰａｔｈＤｅｌａｙ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Ｄｉｆｆｅｒｅ

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ＰＣａｎｄＲＰＣＦｉｎ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

４　结　语

从相对到绝对相位中心改正模式的转变会给

高精度ＧＰＳ数据处理结果带来相应的影响，本文

利用某城市ＣＯＲＳ系统建设初期的实例数据进行

了分析。随着对卫星天线相位中心模型认识的不

断深入，绝对相位中心的改正模式将进一步改善，对

高精度ＧＰＳ数据处理也将带来更多的好处。在测

量工作中，如何正确使用它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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