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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犌犘犛非差观测值估计大气可降水量

张小红１　何锡扬１　郭博峰１　徐　运１

（１　武汉大学测绘学院，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选取ＳｕｍｉＮｅｔ网中的８个测站，采用快速精密星历和快速精密钟差，利用ＴｒｉＰ软件以较优的处理策

略对８个测站２００９０９的ＧＰＳ数据进行天顶对流层解算，并用于反演大气可降水量。结果表明，ＴｒｉＰ软件近

实时解算的ＰＷ 系列值与 ＮＯＡＡ提供的实时ＰＷ 系列具有较高的符合度，两者差值的平均偏差小于０．５

ｍｍ，ＲＭＳ值优于１．３ｍｍ。

关键词：精密单点定位；天顶对流层延迟；大气可降水量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８．４２

　　水汽是重要的温室气体，其随时空的变化对

气象预报、气候变化以及水循环等研究都有特别

重要的意义。利用地基ＧＰＳ获取对流层延迟来

反演大气可降水量，是ＧＰＳ气象学的重要研究内

容，此方法能够得到连续的观测值，可以在几何任

何的天气条件下得到相同质量的数据，精度高，具

有长期的稳定性，而且有效实用［１７］。

要获得大气可降水量ＰＷ（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ｂｌｅｗａ

ｔｅｒ），必须先得到天顶方向的对流层湿延迟量
［８］。

目前，ＰＷ 值较多地采用双差网解方式得到，且精

度在１～２ｍｍ的水平。双差网解法估计的是站

点间的天顶对流层相对延迟。与双差网解法估计

对流层延迟相比，精密单点定位（ＰＰＰ）方法有其

独特优势，估计模型简单，站站之间不相关，无需

引入远距离测站即可估计绝对时延，且处理大规

模数据速度快等。Ａｓｋｎｅ等人发现测站上空天顶

方向湿延迟与测站上空 ＰＷ 存在一定比例关

系［３］。因此，在获的天顶方向大气湿延迟后，便可

计算得到测站上空ＰＷ 值。地基ＧＰＳ监测的连

续ＰＷ 可以直接用于天气预报的分析，也可同化

到数值天气预报模式中，提高数值预报模式初始

场的精度。本文拟采用精密单点定位ＰＰＰ（ｐｒｅ

ｃｉｓｅｐｏｉｎ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方法估计天顶对流层延迟

并反演大气可降水量，同时评定精密单点定位方

法近实时反演ＰＷ的精度。

１　大气可降水量计算

大气可降水量与大气湿延迟成比例无关，因

此，大气可降水量为［４］：

犘犠 ＝Π·犣犠犇 （１）

转换系数Π采用下式计算：

Π＝
１０６

ρ·犚狏·
犽３
犜犿
＋犽２－犽１

犕犠

犕 ］［
犱

（２）

　　犜犿与不同高度上的温度和水汽压有关，可采

用模型计算。目前存在多种不同的大气平均温度

模型。Ｂｅｖｉｓ等利用美国１３个测站两年的数据确

定了一个适用于北美地区的回归关系［４］：

犜犿 ＝７０．２（Ｋ）＋０．７２犜犛（Ｋ） （３）

Ｍｅｎｄｅｓ等人在２０００年根据５０个探空站１ａ的

数据，得到了系数稍有变化的线性函数模型［９］：

犜犿 ＝５０．４（Ｋ）＋０．７８９犜犛（Ｋ） （４）

Ｓｏｌｂｒｉｇ等人在２０００年分析了从德国数值天气预

报场获取的数据系列，得到公式［１０］：

犜犿 ＝５４．７（Ｋ）＋０．７７犜犛（Ｋ） （５）

Ｓｃｈｕｅｌｅｒ等人在２００１年则提出了如下模型
［１１］：

犜犿 ＝８６．９（Ｋ）＋０．６４７犜犛（Ｋ） （６）

式中，犜犛表示测站地表温度，在本文计算中，从对

应测站的ＲＩＮＥＸ格式气象文件中获取。上述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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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大气平均温度模型计算公式均可作为全球解算

的模型。

２　大气平均温度模型对反演ＰＷ 精

度的影响分析

　　本节对大气平均温度模型进行分析，忽略大

气折射系数的微小误差对式（２）求导，得：

σΠ ＝１０
６／（ρ·犚狏·犽３）σ犜犿 （７）

右边分子分母同时除以犜犿，得

σΠ ＝１０
６·１
犜犿
／ρ·犚狏·

犽３
犜（ ）
犿
σ犜犿 （８）

由于式（２）中的犽２－犽１
犕犠

犕犱

项相对于
犽３
犜犿
来说非常

微小，因此式（８）可近似写为：

σΠ／Π＝σ犜犿／犜犿 （９）

从式（９）可以看出，转换系数Π和平均温度犜犿的

比例误差是一致的。当犜犿产生２．５Ｋ的误差时，

Π将产生０．００１３左右的误差，进而导致ＰＷ 将

产生０．２ｍｍ左右的误差，因此选择合适的大气

平均温度模型非常必要。

本文利用ＳｕｍｉｔＮｅｔ网中ｓａ１０站０９０１～０９

３０的ＲＩＮＥＸ气象文件采用不同温度模型计算了

对应于ＮＯＡＡ产品的转换系数Π，表１为０９０１

部分时间的不同温度模型的转换系数。

表１　不同大气平均温度模型计算的转换系数的对比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Π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犜犿 Ｍｏｄｅｌｓ

时间 ＮＯＡＡ Ｂｅｖｉｓ Ｍｅｎｄｅｓ Ｓｏｌｂｒｉｇ Ｓｃｈｕｅｌｅｒ

００：１５：００ ０．１６５１２ ０．１６４２８ ０．１６４９８ ０．１６４１５ ０．１６１１６

００：４５：００ ０．１６５５３ ０．１６４０４ ０．１６４７２ ０．１６３８９ ０．１６０９４

０１：１５：００ ０．１６５２２ ０．１６３６４ ０．１６４２８ ０．１６３４６ ０．１６０５８

０１：４５：００ ０．１６３６６ ０．１６３１９ ０．１６３７９ ０．１６２９８ ０．１６０１８

０２：１５：００ ０．１６３３８ ０．１６２７５ ０．１６３３１ ０．１６２５１ ０．１５９７８

０２：４５：００ ０．１６２８７ ０．１６２１５ ０．１６２６４ ０．１６１８６ ０．１５９２４

０３：１５：００ ０．１６２９２ ０．１６１７０ ０．１６２１６ ０．１６１３９ ０．１５８８４

０３：４５：００ ０．１６２５７ ０．１６１３４ ０．１６１７６ ０．１６１００ ０．１５８５２

０４：１５：００ ０．１６２１３ ０．１６１１０ ０．１６１４９ ０．１６０７４ ０．１５８３０

　　从表１中可以看出，采用 Ｍｅｎｄｅｓ模型得到

的转换系数与ＮＯＡＡ最为接近。本文将采用不

同温度模型得到的ｓａ１０站一个月的１２０２个转

换系数与ＮＯＡＡ对应的转换系数进行了对比，经

统计得到，采用Ｂｅｖｉｓ模型、Ｍｅｎｄｅｓ模型、Ｓｏｌｂｒｉｇ

模型和Ｓｃｈｕｅｌｅｒ模型得到的转换系数与 ＮＯＡＡ

的转换系数的差值的 ＲＭＳ值分别为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１７、０．００３６，因此，本文推断采用

Ｍｅｎｄｅｓ模型计算得到的转换系数与 ＮＯＡＡ计

算的转换系数更为一致。

３　对比数据

ＧＰＳＩＰＷ 项目是美国ＮＯＡＡ协同多个部门

创建和管理运行的一项地基大型ＧＰＳ气象学项

目，其发布时间分辨率为３０ｍｉｎ的 ＧＰＳ总大气

可降水量ＩＰＷ（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ｐｌｅｗａｔｅｒ）系

列，及辅助的地表气象观测值，滞后性仅为１５

ｍｉｎ，其用于计算ＧＰＳＩＰＷ 值的测站包括２００多

个。采用的ＧＰＳ数据处理软件为ＧＡＭＩＴ，采用

ＳＯＰＡＣ（ｓｃｒｉｐｐｓｏｒｂｉｔａｎｄ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ａｒｒａｙｃｅｎ

ｔｅｒ）分析中心的２ｈ外推星历和地球自转参数，天

顶对流层延迟ＺＴＤ（ｚｅｎｉｔｈｔｏｔａｌｄｅｌａｙ，ＺＴＤ＝ＺＰＤ）

作为参数进行估计，每半小时进行一次解算，解算

开始时间为整点之后的２～３２ｍｉｎ之后，还要取决

于数据获取的时间长短，在解算开始后的６～９ｍｉｎ

就能得到估计结果，同时采用８ｈ的移动窗口来确

定ＺＴＤ的平均值。得到ＺＴＤ的估计值后，利用地

面气象元素值来计算ＧＰＳＩＰＷ 值。然后对ＩＰＷ

值作相应的质量控制，便可得到最终的ＩＰＷ 值系

列，其计算流程图可参见文献［１２］。

４　近实时犘犠解算结果及精度分析

４．１　数据选取

为了全面评价ＴｒｉＰ精密单点定位软件
［１３］实

时反演 ＰＷ 的精度，笔者选取了 ＳｕｏｍｉＮｅｔ网

ｓａ０１，ｓａ０５，ｓａ０６，ｓａ１０，ｓａ１１，ｓａ１５，ｓａ２２，ｓａ４３共８

个站，该８个站均位于北美地区，获取该８个站

２００９０９１～２００９０９３０（年积日为２４４～２７３）共

３０ｄ的ＧＰＳ观测数据，ＧＰＳ数据的采样率为３０

ｓ，８个站的位置分布如图１所示，测站近似坐标

如表２所示。利用ＴｒｉＰ软件，采用快速精密星历

和快速精密钟差，对８个站１个月的数据进行处

理，解算得到相应的天顶对流层湿延迟（ＺＷＤ）

系列值。同 时 采 用 §１计算ＰＷ的 方 法 ，选 用

图１　测站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ＧＰＳＳｉｔｅｓ

７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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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ｎｄｅｓ大气平均温度模型，计算得到了各测站相

应时段的ＰＷ 值。将 Ｔｒｉｐ解算的ＺＷＤ及ＰＷ

值与ＮＯＡＡ提供的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表２　测站坐标

Ｔａｂ．２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ｏｆｔｈｅＧＰＳＳｉｔｅｓ

Ｓｉｔｅ 犅／° 犔／° 犎／ｍ

ｓａ０１ ４２．６１８ －７１．４９１ １１２．１６２

ｓａ０５ ３９．９９９ －７６．３５０ ７４．６７６

ｓａ０６ ４３．７５７ －７１．６９０ １９３．６９２

ｓａ１０ ５１．０７９ －１１４．１３３ １１１８．９９２

ｓａ１１ ４１．３２０ －１０５．６６８ ２２１１．２８０

ｓａ１５ ３９．２５５ －７６．７０９ ７７．０９８

ｓａ２２ ４０．６８０ －７４．２３４ ２７．７２１

ｓａ４３ ３８．９０５ －９２．２７４ ２５４．５２９

４．２　天顶延迟结果精度分析

图２为ｓａ１０站在年积日２５１～２５２两天的

ＴｒｉＰ软件解算ＺＷＤ值与 ＮＯＡＡ的ＺＷＤ值的

对比图，菱形代表 ＴｒｉＰ软件解算得到的ＺＷＤ

值，圆圈代表ＮＯＡＡ提供的ＺＷＤ值。

图２　Ｓａｌｏ站ＺＷＤ结果对比图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ＺＷＤ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Ｔｒｉｐａｎｄ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ｂｙＮＯＡＡａｔ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ｌｏ

从图２看出，无论是从趋势还是数值上ＴｒｉＰ

解算的ＺＷＤ均与ＮＯＡＡ提供的ＺＷＤ值吻合较

好。两者差异基本在５～６ｍｍ以内。

为更全面地考察ＴｒｉＰ软件解算天顶对流层

延迟的精度，本文统计了所有８个测站３０ｄ的天

顶方向总延迟（ＺＰＤ）、天顶方向干延迟（ＺＨＤ）和

天顶方向湿延迟（ＺＷＤ）结果与ＮＯＡＡ结果差值

的平均偏差和ＲＭＳ值，如表３所示。

表３　天顶延迟结果平均偏差和犚犕犛值统计／ｍ

Ｔａｂ．３　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Ｍ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

ＺｅｎｉｔｈＴｒｏｐ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Ｒｅｓｕｌｔｓ

站

名

ＺＰＤ ＺＨＤ ＺＷＤ

平均偏差

／ｍ

ＲＭＳ

／ｍ

平均偏差

／ｍ

ＲＭＳ

／ｍ

平均偏差

／ｍ

ＲＭＳ

／ｍ

ｓａ０１ －０．００２７ ０．００８２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０８１

ｓａ０５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０８０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０８０

ｓａ０６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０７５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３３ ０．００７４

ｓａ１０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８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５８

ｓａ１１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２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６１

ｓａ１５ －０．００６３ ０．０１０４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６２ ０．０１０３

ｓａ２２ －０．００５８ ０．００９６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８ ０．００９６

ｓａ４３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７８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７８

　　从表３可以看出，本文计算的 ＺＨＤ 其与

ＮＯＡＡ解算ＺＨＤ是一致的，导致其微小差异仅

为气象元素数据的精确位数不一致所致，因此本

文解算的ＺＷＤ与ＮＯＡＡ提供的ＺＷＤ的差异主

要是由ＺＰＤ解算结果的差异引起，体现为表中

ＺＰＤ和ＺＷＤ平均偏差和ＲＭＳ值数值非常接近。

从各站ＺＷＤ的平均偏差来看，大多数测站的平

均偏差小于３ｍｍ，部分站小于１ｍｍ，符号均为

负值，说明本文结果与ＮＯＡＡ结果有一定的系统

差异，但其数值较小，不会对后续反演大气可降水

量的精度产生较大影响。从各站的 ＲＭＳ值来

看，多数站的ＲＭＳ值在１０ｍｍ以内，平均为７～

８ｍｍ。因此，可以认为本文计算的天顶湿延迟结

果与ＮＯＡＡ解算的ＺＷＤ结果符合程度很好，差

异仅为７～８ｍｍ左右。

４．３　犘犠反演结果精度分析

图３为ｓａ１０站在年积日２５１～２５２两天的

ＴｒｉＰ软件解算ＰＷ 值与ＮＯＡＡ提供的ＰＷ 值的

对比图，菱形代表ＴｒｉＰ软件解算得到的ＰＷ 值，

圆圈代表 ＮＯＡＡ 提供的 ＰＷ 值。将ｓａ１０站

ＴｒｉＰ软件解算得到的一个月的ＰＷ 值与 ＮＯＡＡ

提供的ＰＷ 值作差得到两者差值，并按ｄ统计差

值的ＲＭＳ值，如图４所示。

图３　ｓａｌｏ站ＰＷ结果对比图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ＰＷ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Ｔｒｉｐａｎｄ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ｂｙＮＯＡＡａｔ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ｌｏ

图４　ｓａｌｏ站ＲＭＳ值统计图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ＲＭ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ｌｏ

从图３中看出，ＴｒｉＰ软件解算的ＰＷ 值与

ＮＯＡＡ提供的ＰＷ 值吻合较好。从图４中可以

进一步看出，在３０ｄ内，ＲＭＳ值基本都在１ｍｍ

以内，平均为０．８～０．９ｍｍ。由此可知，ｓａ１０站的

８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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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算的ＰＷ 值与ＮＯＡＡ提供的ＰＷ 值符合程度

优于１ｍｍ。

相关系数是反映两个现象之间相互关系密切

程度的统计分析指标，其值越接近于１，则相关程

度越高。为了分析ＴｒｉＰ解算的ＰＷ与ＮＯＡＡ提

供的ＰＷ 的符合相关程度，本文作出了ｓａ０１站和

ｓａ２２站ＴｒｉＰ结果与 ＮＯＡＡ结果相关关系散点

图，如图５和图６所示，横坐标表示ＮＯＡＡ提供

的ＰＷ值，纵坐标表示ＴｒｉＰ软件解算得到的ＰＷ

值。

图５　ｓａ０１站散点相关图

Ｆｉｇ．５　Ｓｃａｔｔｅｒｐｌｏｔｓｏｆ

ＰＷａｔ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ｏｌ

　　
图６　ｓａ２２站散点相关图

Ｆｉｇ．６　Ｓｃａｔｔｅｒｐｌｏｔｓｏｆ

ＰＷａｔ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２２

从图５和图６中可以看出，ＴｒｉＰ软件的结果

与ＮＯＡＡ结果具有很强的相关性，经统计，ｓａ０１

站ＰＷ 值相关系数为０．９５５９，ｓａ２２站的相关系

数为０．９４８。

同理，将８个ＳｕｏｍｉＮｅｔ网测站ＧＰＳ观测数

据的ＰＷ解算结果作为对象，采用回归分析统计

了这些测站的ＰＷ 值与 ＮＯＡＡ 结果的相关系

数，并将这些测站１２ｄ的ＰＷ 值与 ＮＯＡＡ对应

ＰＷ值作差，对差值进行相应的统计，得到对应差

值的总的平均偏差和ＲＭＳ，如表４所示。

从表４可知，８个测站的平均偏差均在０．５

ｍｍ以下，不存在明显的系统偏差，ＲＭＳ值多数

为１．３ｍｍ左右，最大值也优于１．６ｍｍ，相关系数

表４　多个测站犘犠差值统计值

Ｔａｂ．４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ＰＷ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ＳｅｖｅｒａｌＳｉｔｅｓ

站名 平均偏差／ｍ ＲＭＳ／ｍ 相关系数 截距

ｓａ０１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２７ ０．９５５９ ０．０００８

ｓａ０５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２７ ０．９６３１ ０．０００６

ｓａ０６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０７ ０．９６５７ ０．０００７

ｓａ１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９３ ０．９４５５ ０．０００４

ｓａ１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９７ ０．９４８２ ０．０００４

ｓａ１５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１５９ ０．９５６５ ０．００１５

ｓａ２２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１５０ ０．９４８０ ０．００１６

ｓａ４３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２６ ０．９５６７ ０．０００６

多数在０．９５以上，这说明本文解算的ＰＷ 值与

ＮＯＡＡ提供的ＰＷ 值具有非常好的符合度。因

此，采用Ｔｒｉｐ软件解算ＰＷ 不能获得与ＮＯＡＡ

ＰＷ相当的精度。

实际上，本文利用ＺＷＤ反演得到的ＰＷ 与

ＮＤＡＡ提供的ＰＷ 并非完全一致，造成其差异的

因素也是多方面的，比如：① 处理策略的不同引

起的差异。本文解算天顶对流层延迟的方法是采

用精密单点定位方法，而ＮＯＡＡ采用ＧＡＭＩＴ软

件解算，为双差模式，两种方法的误差消除方式、

消除效果不完全相同，以及模型计算等方面的差

异，可能导致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② 对流层延

迟解算分辨率不同引起的差异。本文解算天顶对

流层延迟以２ｈ为间隔，而ＮＯＡＡ得到半小时间

隔的结果，因此，为了进行比较需将Ｔｒｉｐ计算的

结果进行内插，必然会引起内插精度的损失。

５　结　语

１）利用ＴｒｉＰ软件采用快速精密星历和快速

精密钟差，以２ｈ为时间间隔线性估计，解算得到

８个 ＳｕｏｍｉＮｅｔ站的天顶方向延迟量，并采用

Ｍｅｎｄｅｓ温度模型反演得到相应的ＰＷ 值。通过

与 ＮＯＡＡ 产品的对比分析表明，本文解算的

ＺＷＤ值与 ＮＯＡＡ提供ＺＷＤ值的差值的 ＲＭＳ

值优于８ｍｍ，解算得到的ＰＷ 与ＮＯＡＡ提供的

ＰＷ 的差值的ＲＭＳ值约为１．３ｍｍ。

２）本文的解算结果虽然能够达到较优的精

度，但解算方法仍值得进一步改进。例如采用移

动时间窗口的方法可避免采用外推时间较长的精

密星历，并真正体现实时解算的及时性和完整性，

也是将近实时解算ＰＷ 业务化运行必须采用的

方式。

致谢：感谢ＩＧＳ提供跟踪站数据和ＩＧＳ产

品，感谢ＣＯＤＥ分析中心提供对流层产品，感谢

ＵＮＡＶＣＯ组织提供的ＳｕｏｍｉＮｅｔ网测站的数据

下载服务以及ＮＯＡＡ提供的ＩＰＷ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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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Ｇｅｏｄｅｓｙａｎｄ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ｔｈｅＰＰＰｍｅｔｈｏｄｕｓｅｄｆｏｒＺＷＤ（ｚｅｎｉｔｈｗｅｔｄｅｌａｙ）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ＰＷ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ｗｅ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Ａｎｄａｄｏｐｔ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ｍｍｏｄｅｌ’ｓａｆｆｅｃｔｔｏｔｈｅ

ＰＷ＇ｓ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ｉ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ｚｅｄ．ＴｈｅＺＷＤａｎｄＰＷｏｆｓｏｍｅＳｕｏｍｉＮｅｔ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ｓｏｌｖｅｄ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ＴｒｉＰｄｅｓｉｇｎｅｄｂｙ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ＺＷＤ

ａｎｄＰＷｒｅｓｕｌｔ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ｂｙＮＯＡＡ．Ｆｏｒｔｈｅ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ＺＷ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ｏｌｖｅｄｂｙＴｒｉＰａｒｅ

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ｂｙＮＯＡＡ．Ｗｅｇｅｔ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ｉｎｔｅｒ

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ｓｔＲＭＳｏｆｔｈｅＺＷ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ｏｌｖｅｄｂｙＴｒｉＰａｎｄｔｈｅｒｅ

ｓｕｌｔｓ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ｂｙＮＯＡＡａｒｅｗｉｔｈｉｎ８ｍｍ．ＴｈｅＲＭＳｏｆｔｈｅＰＷ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ｒｅ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１．３

ｍｍ．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ｔｈａｔａｇｏｏｄ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ＰＷ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ｏｌｖｅｄｂｙＰＰＰ

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ＰＷｒｅｓｕｌｔｓ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ｂｙＮＯＡＡａｒｅ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ｐｒｅｃｉｓｅｐｏｉｎ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ｚｅｎｉｔｈｐａｔｈｄｅｌａｙ；ＰＷ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ｏｈｏｎｇ，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Ｐｈ．Ｄ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Ｈｅｉｓ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ｏｎ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ＧＮＳＳｐｒｅｃｉｓｅｐｏ

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ａｎｄａｉｒｂｏｒｎｅｌａｓｅｒ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ｍａｉｌ：ｘｈｚｈｏｎｇ＠ｓｇｇ．ｗｈｕ．ｅｄｕ．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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