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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了非差ＧＰＳ精密单点测量中几种常用的随机模型，提出了基于卫星低仰角的ｃｏｓｉｎｅ平方随机模

型。对上海ＩＧＳ站和北京ＩＧＳ站的观测数据分别进行了处理，结果表明，利用ｃｏｓｉｎｅ平方随机模型的天顶延

迟结果优于传统的随机模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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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ＰＳ数据处理一般都采用最小二乘方法，利

用最小二乘方法需要确定两个模型，即函数模型

和随机模型［１４］。函数模型描述ＧＰＳ观测值和未

知参数之间的数学关系，随机模型描述ＧＰＳ观测

值的统计特性，因此，随机模型依靠选择的函数模

型。对于相对定位，双差ＧＰＳ技术用于构建函数

模型，可以消除很多ＧＰＳ误差，如大气偏差、接收

机误差和卫星钟差等。然而，对于非差ＧＰＳ精密

单点定位（ｐｒｅｃｉｓｅｐｏｉｎ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ＰＰＰ）
［５，６］，许

多误差不能直接去掉，只能通过模型和设未知数

进行消除，因此，好的随机模型对估算天顶延迟更

加关键。在过去的２０多年，ＧＰＳ测量的函数模

型已经发展得相当好，然而高精度的随机模型仍

然存在争议。目前，常用的随机模型是基于卫星

仰角的ｓｉｎｅ函数，这类模型认为ＧＰＳ信号在低仰

角方向的噪声比较大，天顶方向的噪声比较小，但

忽略了ＧＰＳ信号在低仰角时包含的信息多，而随

机模型遗漏的信息都会影响天顶延迟的结果和精

度。因此，本文提出了基于卫星低仰角的ｃｏｓｉｎｅ

平方随机模型。

１　函数模型

利用最小二乘法处理ＧＰＳ数据获得天顶延

迟，首先要确定函数模型。目前，函数模型［７］主要

有三种：无电离层影响的组合模型、ＵｏｆＣ模型和

无模糊度模型。本文采用无电离层影响的组合模

型处理ＧＰＳ数据。

ＰＰＰ定位中经常直接利用消除电离层影响

的观测值的组合值，其公式为：

犾狆 ＝ρ＋犮（ｄ狋－ｄ犜）＋犜ｔｒｏｐ＋ε狆 （１）

式中，犾狆为码观测值的组合值；ρ为接收机和卫星

之间的真实直线距离；犮为真空中的光速；ｄ狋为接

收机钟差；ｄ犜 为卫星钟差；犜ｔｒｏｐ为对流层延迟效

应；ε狆为观测噪声。

方程（１）中含有非线性项，不能直接求解，需

要进行线性化。线性化后写成矩阵形式为：

犔＝犃狓＋犞 （２）

式中，犔为载波码观测量减去计算值；犃为设计矩

阵；犡为未知参数；犞为残差向量。利用最小二乘

方法，未知参数和精度表示为：

狓＝－（犘犡０＋犃
Ｔ犘犾犃）

－１犃Ｔ犘犾犾 （３）

σ^
２
＝犞

Ｔ犘犞／（狀－狌） （４）

其中，犘犾＝犐／σ
２；犘犡０为先验权约束因子；犞＝犔－

犃^狓；狀为观测数；狌为未知参数个数。

从式（３）和式（４）可以看出，未知参数的估值

及精度都依赖随机模型犘犾。另外，这种组合模型

虽然消除了电离层的影响，但放大了观测噪声，方

程（１）中的观测噪声是原始的码观测噪声的３

倍［８］。噪声越大，天顶延迟的估算误差就越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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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收敛时间就越长。因此，必须把放大的噪声去

除掉，否则会严重影响天顶延迟的精度。

２　随机模型

随机模型主要描述观测值的统计特性，如果

不能准确地模拟这种统计特性，就会影响非差

ＧＰＳ精密单点的最后估算结果和精度。目前，随

机模型［９］主要有两类：ＧＰＳ测量具有相同的精度

和不同的精度。相同精度是认为ＧＰＳ测量值是

相互独立的，具有相同的方差。这种假设实际上

是不准确的，会严重影响最后的结果和精度。因

为实际上，ＧＰＳ测量中的系统误差占主要部分，

如多路径效应、电离层影响、对流层影响等，这些

误差对于每个观测的卫星都不一样，因此，每颗卫

星的测量精度也不同。不同的精度是认为 ＧＰＳ

测量值相互独立，具有不同的方差。由于ＧＰＳ测

量的复杂性，因此测量值的统计特性只能近似表

达。为了模拟这种统计特性，经常利用基于卫星

仰角的表达式描述这种统计特性，即

σ
２
＝犪

２
犳
２（犲） （５）

其中，犪为常数；一般取经验值；犲为卫星仰角；

犳（犲）为仰角的函数，具体形式按经验确定。

目前，消除 ＧＰＳ测量误差的方法主要有两

种，一是通过精确的误差模型消除，二是不能模型

化的作为未知参数进行估计。由于对实际现象的

认识并不充分，误差不能完全消除，观测值中的残

差对结果有很大的影响。如双频观测值组合消除

了电离层的影响，但却放大了系统误差。因此，更

加接近实际测量的随机模型对高精度测量非常关

键。非差ＧＰＳ单点测量中的几种传统随机模型

有 ｓｉｇｍａｓ 模 型、ｓｉｎｅ 模 型
［１０］、ｓｉｎｅ 平 方 模

型［１１，１２］、ｓｉｎｅ阶梯模型
［１３］。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

低仰角的ｃｏｓｉｎｅ平方随机模型，其表达式为：

σ
２
＝ｓｉｇｍａｓ

２／ｃｏｓ２（犲犼犻） （６）

　　提出构建这种模型的基础是ＧＰＳ接收机不

同仰角测量的分辨率一样，而ＧＰＳ信号在低仰角

包含更多的信息，这些信息可以改善天顶延迟估

算的结果和精度。这种方法更好地模拟了 ＧＰＳ

测量值的统计特性。从权矩阵的角度看，对包含

信息多的数据，相应的权就大，权大的数据在确定

最后的结果中就起较大的作用。权矩阵的表达式

为：

犘犾 ＝１／σ
２·犐＝ｃｏｓ

２（犲犼犻）／ｓｉｇｍａｓ
２·犐 （７）

　　从式（７）可知，卫星仰角越低，其相应的权就

越大，更加真实地反映了实际测量的情况。

ｃｏｓｉｎｅ阶梯模型是在ｓｉｎｅ阶梯模型的基础上

进行了简单的改动，认为低仰角的信息变化快，高

仰角的信息变化缓慢。其表达式为：

σ
２
＝
ｓｉｇｍａｓ

２，犲＞犪

ｓｉｇｍａｓ
２／ｃｏｓ２（犲犼犻），犲＜

｛ 犪
（８）

３　实例估算与结果分析

为了说明ｃｏｓｉｎｅ平方随机模型比传统的随

机模型好，本文选择统一的ＧＰＳ观测数据，利用

几种常用的和新的随机模型分别进行处理，然后

与探空结果进行对比。随机模型分别选择为ｃｏ

ｓｉｎｅ平方模型、ｃｏｓｉｎｅ阶梯模型、ｓｉｎｅ平方模型和

ｓｉｎｅ阶梯模型，其结果如图１至图４所示。

测试数据随机选择了上海ＩＧＳ站２００８年５

月２～６日的数据和北京ＩＧＳ站２００８年６月２～

６日的数据。所有的ＧＰＳ观测数据抽样为３０ｓ，

卫星仰角最低为１５°。探空数据来自国家气象局

资源共享中心。数据处理软件为笔者编写的非差

ＧＰＳ精密单点定位软件。结果如图５、图６所示。

从图１和图３可以看出，ｃｏｓｉｎｅ平方模型和

ｃｏｓｉｎｅ阶梯模型比ｓｉｎｅ平方模型和ｓｉｎｅ阶梯模

图１　四种随机模型估算的对流层天顶延迟

Ｆｉｇ．１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ｒｏｐ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Ｚｅｎｉｔｈ

ＰａｔｈＤｅｌａｙｗｉｔｈＦｏｕｒ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ｓ

图２　四种随机模型估算的对流层天顶

延迟与探空的差值

Ｆｉｇ．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ｎｄ

ＲａｄｉｏｓｏｎｄｅＲｅｓｕｌ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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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四种随机模型估算的对流层天顶延迟

Ｆｉｇ．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ｒｏｐ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Ｚｅｎｉｔｈ

ＰａｔｈＤｅｌａｙｗｉｔｈＦｏｕｒ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ｓ

图４　四种随机模型估算的对流层天顶

延迟与探空的差值

Ｆｉｇ．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ｎｄＲａｄｉｏｓｏｎｄｅＲｅｓｕｌｔｓ

图５　上海站四种随机模型估算的坐标

Ｆｉｇ．５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ｔａｔｉｏｎ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ｗｉｔｈＦｏｕｒ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ｓ

图６　北京站四种随机模型估算的坐标

Ｆｉｇ．６　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ｔａｔｉｏｎ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ｏｏｒ

ｄｉｎａｔｅｗｉｔｈＦｏｕｒ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ｓ

型更加接近探空结果，变化趋势也比较好。ｃｏ

ｓｉｎｅ阶梯模型比ｃｏｓｉｎｅ模型的变化幅度稍大，而

ｓｉｎｅ平方模型和ｓｉｎｅ阶梯模型的结果基本一样。

从图２和图４可以看出，ｃｏｓｉｎｅ模型的结果与探

空结果的差值最小。从图５和图６中估算的坐标

结果可以看出，阶梯模型和对应的非阶梯模型变

化不大，ｃｏｓｉｎｅ平方模型和ｓｉｎｅ平方模型的变化

趋势基本相同。

从均值和误差均方根（ＲＭＳ）两方面对估算

的对流层天顶延迟结果进行分析，结果见表１；从

方差的角度对于估算的坐标结果进行分析，结果

见表２。

表１　上海站和北京站结果分析

Ｔａｂ．１　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ａｎｄ

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ＺＰＤ

ｒａｄｉｏｓｏｎｄｅ ｃｏｓｉｎｅ ｓｉｎｅ ｓｉｎｅｓｔｅｐｃｏｓｉｎｅｓｔｅｐ

上海

站

均值 ２．３７８９ ２．３８２９ ２．４５９２ ２．４５９２ ２．４００３

ＲＭＳ ０．０５７７ ０．１０６１ ０．１０６１ ０．０５６９

北京 均值 ２．４４６６ ２．４５３３ ２．４７２９ ２．４７２９ ２．４６７７

站 ＲＭＳ ０．０２９２ ０．０４０９ ０．０４０９ ０．０３６２

表２　上海站和北京站的坐标结果分析

Ｔａｂ．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

ｃｏｓｉｎｅ ｓｉｎｅ ｃｏｓｉｎｅｓｔｅｐ ｓｉｎｅｓｔｅｐ

上海

站

ｓｔｄ狓 ０．０５５２ ０．０３９８ ０．０５５２ ０．０３９８

ｓｔｄ狔 ０．０７４８ ０．０６０５ ０．０７４８ ０．０６０５

ｓｔｄ狕 ０．０６１８ ０．０２７６ ０．０６１８ ０．０２７６

北京

站

ｓｔｄ狓 ０．０５０４ ０．０６４３ ０．０５０４ ０．０６４３

ｓｔｄ狔 ０．０７０７ ０．１１４３ ０．０７０７ ０．１１４３

ｓｔｄ狕 ０．１４４３ ０．１７３２ ０．１４４３ ０．１７３２

　　从表１可知，阶梯模型的两次估算结果几乎

与对应的ｃｏｓｉｎｅ和ｓｉｎｅ平方模型估算结果一样。

ｃｏｓｉｎｅ平方模型的两次估算平均结果与探空结果

相比，误差都在１ｃｍ之内；ｓｉｎｅ平方模型的两次

估算平均偏大，都在２ｃｍ左右。ｃｏｓｉｎｅ平方模型

的误差均方根在所有模型中最小。从表２可以看

出，两站的估算结果方差都在ｃｍ量级，阶梯模型

对应的非阶梯模型对坐标基本没有影响。因此，

对于估算对流层天顶延迟，ｃｏｓｉｎｅ平方随机模型

优于其他随机模型。

ｃｏｓｉｎｅ模型和ｓｉｎｅ模型其实是从两个方面处

理ＧＰＳ观测数据的。ｃｏｓｉｎｅ模型认为，低仰角信

号包含的信息多，在估算过程中，对应的数据应发

挥更多的作用；ｓｉｎｅ模型认为，低仰角信号的观测

噪声大，在估算过程中，对应的数据应发挥少的作

用。因此，在ＧＰＳ数据处理中，如果只考虑观测

０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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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而遗漏很多信息，就会严重影响最后估算的

结果和精度。

４　结　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卫星低仰角的ｃｏｓｉｎｅ

平方随机模型。实例解算结果表明，ｃｏｓｉｎｅ平方

随机模型是几种随机模型中最好的。目前，ｃｏ

ｓｉｎｅ平方随机模型用于静态数据处理，是否适合

动态数据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参　考　文　献

［１］　ＳａｔｉｒａｐｏｄＣ．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ｓＵｓｅｄｉｎＳｔａｔｉｃＧＰ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Ｊ］．Ｓｕｒｖｅｙ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６，３８

（２９９）：２７９２８６

［２］　ＳａｔｉｒａｐｏｄＣ，Ｌｕａｎｓａｎｇ Ｍ．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ＵｓｅｄｉｎＧＰＳＰｒｅｃｉｓｅＰｏｉｎ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Ｔｅｃｈ

ｎｉｑｕｅ［Ｊ］．Ｓｕｒｖｅｙ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８，４０（３０８）：１８８１９４

［３］　ＬｅｉｃｋＡ．ＧＰＳ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Ｍ］．３ｒｄｅｄ．

ＮｅｗＹｏｒｋ：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Ｓｏｎｓ，２００４：４３５

［４］　ＲｉｚｏｓＣ，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ＧＰＳ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

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１７［Ｄ］．Ｓｙｄｎｅｙ：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ｅｗ

ＳｏｕｔｈＷａｌｅｓ，１９９７

［５］　ＺｕｍｂｅｒｇｅＪＦ，ＨｅｆｌｉｎＭＢ，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ＤＣ，ｅｔａｌ．

ＰｒｅｃｉｓｅＰｏｉｎ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ｆｏｒ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ｎｄＲｏ

ｂｕｓ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ＧＰＳＤａｔａｆｒｏｍ Ｌａｒｇ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９７，１０２

（Ｂ３）：５００５５０１７

［６］　叶世榕．ＧＰＳ非差相位精密单点定位理论与实现

［Ｄ］．武汉：武汉大学，２００２

［７］　ＧａｏＹ，ＳｈｅｎＸ．ＡＮｅｗ 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ＣａｒｒｉｅｒＰｈａｓｅ

ＢａｓｅｄＰｒｅｃｉｓｅＰｏｉｎ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Ｊ］．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２，４９（２）：１０９１１６

［８］　吴江飞，黄!．ＧＰＳ精密单点定位模型及其应用分

析［Ｊ］．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２００８，２８（１）：９８

［９］　ＴｅｖｆｉｋＭ．Ｔｈｅ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ＧＰＳＯｂｓｅｒ

ｖａｔｉｏｎｓ［Ｊ］．ＪＥｎｇＥｎｖＳｃｉ，２００４，２８：２２３２３１

［１０］ＣｈａｏＣＣ．ＴｈｅＴｒｏｐ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ｆｏｒ

ＭａｒｉｎｅｒＭａｒｓ［Ｒ］．ＪＰＬ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Ｐａｓａｄｅ

ｎａ，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１９７４

［１１］ＶｅｒｍｅｅｒＭ．Ｔｈｅ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ｆＧｅｏｄｅｔｉｃＧＰＳａｎｄＯｎｅ

Ｗａｙｏｆ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Ｉｔ［Ｊ］．ＪＧｅｏｄｅｓｙ，１９９７，７１：２４０２４５

［１２］ＨａｒｔｉｎｇｅｒＨ，ＢｒｕｎｎｅｒＦＫ．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ｏｆＧＰＳＰｈａｓ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ＳｉｇｍａＭｏｄｅｌ［Ｊ］．ＧＰ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１９９９，２（４）：３５４３

［１３］ＷｉｔｃｈａｙａｎｇｋｏｏｎＢ．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ＧＰＳＰｒｅｃｉｓｅＰｏｉ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Ｄ］．Ｏｒｏｎｏ：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ａｉｎｅ，

２００１

第一作者简介：朱庆林，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复杂系统中的电

磁波传播和ＧＰＳ精密单点定位。

Ｅｍａｉｌ：ｑｉｎｇｌｉｎｚｈｕ＠ｑｑ．ｃｏｍ

犘狉犲犮犻狊犻狅狀犐犿狆狉狅狏犲犿犲狀狅犳犜狉狅狆狅狊狆犺犲狉犻犮犣犲狀犻狋犺犘犪狋犺犇犲犾犪狔

犈狊狋犻犿犪狋犻狅狀犫狔犘狉犲犮犻狊犲犘狅犻狀狋犘狅狊犻狋犻狅狀犻狀犵

犣犎犝犙犻狀犵犾犻狀
１
　犣犎犃犗犣犺犲狀狑犲犻

２
　犠犝犣犺犲狀狊犲狀

１

（１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Ｘｉｄｉ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ＳｏｕｔｈＴａｉｂａｉＲｏａｄ，Ｘｉ’ａｎ７１００７１，Ｃｈｉｎａ）

（２　Ｃｈｉｎ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ＲａｄｉｏＷａｖｅ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３６ＥａｓｔＸｉａｎｓｈａｎＲｏａｄ，Ｑｉｎｇｄａｏ２６６１０７，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Ｗ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ｓｅｖｅｒａｌ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ｓｕｓｅｄｉｎＧＰＳＰＰＰｍｏｄｅ．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ｔｈｅ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ｆＰＰＰｄｅｒｉｖｅｄＺＰＤｃａｎｂｅ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ａｓｕｉｔａｂｌｅｓｔｏｃｈａｓ

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ＧＰ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Ｌｏｗ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ｖｅｒｍｏｒ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ＺＰＤ．Ｔｈｅｎｅｗ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ｌｏｗｅｌｅｖａ

ｔｉｏｎａｎｇｌｅｃｏｓｉｎｅｓｑｕａｒｅｉ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ｕｓｉｎｇｓａｔｅｌ

ｌｉｔｅ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ｇｌｅｂａｓｅｄｃｏｓｉｎｅｓｑｕａｒ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ｓ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ｓ，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ｉｎｅｓｑｕａｒｅ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ｓｉｎｅｓｔｅｐｍｏｄｅｌ．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ＧＰＳ；ｐｒｅｃｉｓｅｐｏｉｎ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ｔｒｏｐ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ｚｅｎｉｔｈｐａｔｈｄｅ

ｌａｙ；ｃｏｓｉｎｅ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ＺＨＵＱｉｎｇｌｉｎ，Ｐｈ．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ｗａｖｅｉｎｒａｎｄｏｍｍｅｄｉａａｎｄＧＰＳｐｒｅｃｉｓｅｐｏｉｎ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Ｅｍａｉｌ：ｑｉｎｇｌｉｎｚｈｕ＠ｑｑ．ｃｏｍ

１０１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