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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线相位中心改正模型对犘犘犘参数估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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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比较了ＩＧＳ发布的相对天线相位中心改正模型与绝对天线相位中心改正模型，分析了两种不同模型

对精密单点定位（ＰＰＰ）参数估计的影响。结果表明，采用不同的天线相位中心改正模型，天顶对流层延迟

（ＺＰＤ）的估值存在５ｍｍ左右的差异，接收机钟差参数存在３ｎｓ左右的差异，估计的测站坐标高程方向有１

ｃｍ左右的差异。使用绝对天线相位中心模型估计得到的ＺＰＤ精度优于５ｍｍ，高程方向定位精度约为１ｃｍ，

接收机钟差估计的精度达０．１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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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确确定载波相位发射时刻的卫星天线相位

中心和ＧＰＳ接收机捕获卫星信号时的接收机天

线相位中心是实现 ＧＰＳ高精度定位的重要前

提［１，２］。相关研究表明，ＧＰＳ卫星天线和接收机

天线的相位中心并不是一个稳定点，相位中心会

随卫星信号入射方向的变化而变化［３，４］。天线相

位中心校正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为相对于天线

物理参考点的平均相位中心偏移（ＰＣＯ）；另一部

分为与高度角和方位角有关的相位中心变化

（ＰＣＶ）
［３］。长期以来，国际 ＧＮＳＳ 服务组织

（ＩＧＳ）使用相对天线相位中心模型，即ＩＧＳ＿０１模

型进行改正。针对相对天线相位中心模型的不

足，ＩＧＳ分析中心在ＧＰＳ数据处理中对天线相位

中心的改正模型进行了修正［５，６］。从２００６年１１

月５日起（ＧＰＳ周为１４００），开始采用绝对天线

相位中心模型（ＩＧＳ＿０５）改正天线相位中心变化，

并将其轨道参数调整为ＩＧＳ０５模型。ＩＧＳ＿０５模

型是一套考虑了与高度角相关的接收机天线相位

中心自动校正的模型，同时顾及了不同天线罩的

影响。此外，ＩＧＳ＿０５模型还考虑了卫星天线相位

中心随星下点角度的变化。

本文主要结合天线相位中心模型的最新进

展，比较分析其对ＰＰＰ参数估计的影响。

１　天线相位中心改正及犘犘犘模型

１．１　相对相位中心与绝对相位中心改正模型

目前，ＩＧＳ可提供相对天线相位中心（ＩＧＳ＿

０１）和绝对天线相位中心（ＩＧＳ＿０５）两种模型，两

种模型的比较如表１所示。

表１　犐犌犛＿０１与犐犌犛＿０５模型比较

Ｔａｂ．１　Ｍｏｄｅ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ＩＧＳ＿０１ａｎｄＩＧＳ＿０５

模式
ＩＧＳ＿０１ ＩＧＳ＿０５ 备注

相对 绝对 －

接收机

ＰＣＶ

天顶角 ０～８０° ０～９０° ５°间隔

方位角 忽略 考虑（０～３６０°） ５°间隔

检校方法 检定场 检定场、由ＩＧＳ＿０１转换 －

卫星端

ＰＣＶ

星下点角 忽略 考虑（０～１４°） １°间隔

检校方法 无 参数估计、由ＩＧＳ＿０１转换 －

　　长期以来，ＩＧＳ采用ＩＧＳ＿０１模型进行天线相

位中心改正。当测站基线较长或天线产生倾斜

时，测站两端对同一颗卫星的观测方位及角度差

异较大，且易受与测站相关的多路径效应影响，此

模型实际上无法对天线相位中心进行精确改正。

ＩＧＳ＿０１模型仅确定了当卫星高度角大于１０°时，

犔１、犔２ 信号的ＰＣＶ随卫星高度角的变化，忽略了

ＰＣＶ值与信号入射方位角的关系。同时，相对天

线相位中心模型还忽略了卫星端的ＰＣ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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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ＧＳ于ＧＰＳ周１４００（２００６年１１月）周开始

采用绝对天线相位中心改正模型ＩＧＳ＿０５。该模

型对应接收机端的ＰＣＶ主要通过在消声室或野

外检定场内的短基线上安置自动倾斜与旋转的天

线进行检校［４，５］。德国Ｇｅｏ＋＋公司和波恩大学研

究表明，这两种方法独立确定的绝对天线相位中

心偏差在１ｍｍ左右
［５］。目前，卫星端ＰＣＶ的确

定主要是利用全球的ＧＰＳ观测数据进行参数估

计，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和德国地学研究中心分

别利用Ｂｅｒｎｅｓｅ和ＥＰＯＳ软件解算的结果具有较

好的一致性，ＰＣＶ的差异为１～３ｍｍ。与相对天

线相位中心模型相比，绝对天线相位中心模型充

分考虑了卫星端与接收机端ＰＣＶ随高度角和方

位角的变化，且能计算出低高度角（小于１０°）时

接收机天线的ＰＣＶ。此模型给出了所有类型的

接收机天线的ＰＣＶ值，同时考虑了天线罩的影

响。此外，绝对天线相位中心ＰＣＶ值几乎不受多

路径效应影响，大大消除了系统性偏差。

１．２　犘犘犘函数模型

ＰＰＰ是指利用载波相位观测值以及由ＩＧＳ

等组织提供的高精度的卫星星历及卫星钟差来进

行高精度单点定位的方法。该方法在数据处理

中，将精密星历和精密卫星钟差代入观测方程，固

定卫星轨道和消去卫星钟差项，并且采用双频观

测值消除电离层影响，其观测值误差方程为：

狏犼狆（犻）＝ρ
犼（犻）＋犮·δ狋（犻）＋δρ狕犱（犻）·

犕（θ犼（犻））－犘犼（犻）＋δρ（犻）＋ε犘 （１）

狏犼φ（犻）＝ρ
犼（犻）＋犮·δ狋（犻）＋δρ狕犱（犻）·

犕（θ犼（犻））＋λ·犖犼（犻）－λ·φ
犼（犻）＋δρ（犻）＋εφ

（２）

式中，犼为卫星号；犻为相应的观测历元；犮为真空

中的光速；ρ
犼（犻）为信号发射时刻卫星位置到信号

接收时刻接收机位置之间的几何距离；δ狋（犻）为接

收机钟差；δρ狕犱（犻）、犕（θ
犼（犻））为天顶对流层延迟及

其投影函数；θ犼（犻）为卫星犼的高度角；犘犼（犻）、

φ
犼（犻）为无电离层伪距／相位组合观测值；犖犼（犻）为

无电离层组合观测值的模糊度参数；λ为波长；δρ
为其余各项误差改正；ε犘、εφ 为多路径、观测噪声

及未模型化的误差。其待估参数主要包括测站坐

标、接收机钟差、天顶对流层延迟及模糊度。

本文涉及的ＰＰＰ数据处理采用武汉大学研

制的ＴｒｉＰ软件。

１．３　天线相位中心偏差改正方法

ＰＰＰ使用的精密卫星轨道和钟差产品基于

卫星质心，而观测值来自于卫星天线相位中心，天

线相位中心偏差对ＰＰＰ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导致

测距产生偏差。ＩＧＳ天线文件中关于卫星端天线

相位中心的改正分为两部分：① 将卫星质心加上

卫星天线ＰＣＯ改正至其相位中心；② 对站星几

何距离通过加上卫星天线ＰＣＶ进行改正。

同理，接收机端的天线相位中心改正也包括

两部分：① 将接收机天线参考点（ＡＲＰ）加上接收

机天线ＰＣＯ改正至其相位中心；② 对站星几何

距离通过加上接收机天线ＰＣＶ进行改正。

２　数据处理及结果分析

本文处理了大量ＩＧＳ跟踪站的实测数据，选

择其中部分核心站用于分析两种不同的天线相位

中心模型对ＰＰＰ参数估计的影响，包括对天顶对

流层延迟（ＺＰＤ）、坐标以及接收机钟差参数估计

的影响。选择ＩＧＳ提供的相应产品作为参考真

值进行精度比较与评价。

２．１　对犣犘犇估值的影响

ＩＧＳ分析中心从全球资料中心获取全球的观

测资料，计算生成各种ＩＧＳ产品，这些ＩＧＳ产品

中包括了ＺＰＤ，其精度在５ｍｍ以内。本文在比

较ＺＰＤ 估计时，选取了 ＡＬＧＯ、ＦＡＩＲ、ＧＯＬＤ、

ＫＯＫＢ和 ＭＤＯ１共５个站２００８年７月（年积日

为１８３～２１３）的观测数据，分别采用ＩＧＳ＿０１模型

和ＩＧＳ＿０５两种模型估计ＺＰＤ，并与ＣＯＤＥ分析

中心提供的ＺＰＤ产品进行比较。图１、２给出了

利用ＩＧＳ＿０５模型对应５个测站的ＺＰＤ估值偏差

的均值与标准差；图３、４给出了利用ＩＧＳ＿０１模

型对应５个测站的ＺＰＤ估值偏差的均值与标准

差。

从图１、２中可以看出，５个站的ＺＰＤ估值偏

差均值和标准差均小于８ｍｍ，且大多数测站对

应的均值和标准差在５ｍｍ以内。比较图１和图

３发现，图１中ＺＰＤ值的平均偏差在０上下浮动，

偏差的绝对值一般小于６ｍｍ，而图３中各站的

平均偏差都大于０，偏差范围大致在２～１４ｍｍ

之间。这说明用不同的天线相位中心模型估计出

的ＺＰＤ会产生５ｍｍ左右的系统性偏差。图２和

图４反映了两种不同的ＰＣＶ模型对ＺＰＤ估计的

内符合程度较为一致。

２．２　对坐标估值的影响

图５所示为ＡＬＧＯ站２００８年７月份为期３０

ｄ的静态ＰＰＰ定位结果与ＩＧＳ提供的ＳＮＸ周解

的差异。从图５中可以看出，水平方向（犖、犈）定

位精度优于１ｃｍ，高程方向（犝）的定位精度为１

～２ｃｍ左右。

１７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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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ＩＧＳ０５模型５个站

ＺＰＤ估计的平均偏差

Ｆｉｇ．１　ＭｅａｎＢｉａｓｏｆ

ＺＰＤｗｉｔｈＩＧＳ＿０５Ｍｏｄｅｌ

　　

图２　ＩＧＳ０５模型５个站

ＺＰＤ估计的标准差

Ｆｉｇ．２　ＳＴＤｏｆＺＰＤ

ｗｉｔｈＩＧＳ＿０５Ｍｏｄｅｌ

　　

图３　ＩＧＳ０１模型５个站

ＺＰＤ估计的平均偏差

Ｆｉｇ．３　ＭｅａｎＢｉａｓｏｆ

ＺＰＤｗｉｔｈＩＧＳ＿０１Ｍｏｄｅｌ

　　

图４　ＩＧＳ０１模型５个站

ＺＰＤ估计的标准差

Ｆｉｇ．４　ＳＴＤｏｆＺＰＤ

ｗｉｔｈＩＧＳ＿０１Ｍｏｄｅｌ

　　利用ＦＡＩＲ、ＭＯＤ１两站２００８年为期１ａ的

观测数据，分别使用ＩＧＳ＿０１和ＩＧＳ＿０５模型进行

静态ＰＰＰ解算，得到两站不同天线相位中心改正

模型对应的高程方向定位偏差时序如图６、７所

示，并对其偏差的均值与标准差进行统计（见表

２）。从图６、７中可以看出，使用两种不同模型得

到的高程偏差时间序列，其散点图的起伏与趋势

一致。绝对天线相位中心模型的高程偏差整体分

布在－２～２ｃｍ之间；而相对天线相位中心模型

的高程偏差大部分分布在０以下，整体呈现为负

值。表２中反映了两种不同模型对定位结果的影

响主要表现为系统性偏差，二者偏差的均值互差

达８ｍｍ左右。

图５　ＡＬＧＯ站７月份静态

ＰＰＰ的坐标偏差

Ｆｉｇ．５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Ｅｒｒｏｒｓ

ｏｆＳｔａｔｉｃＰＰＰ
　　

图６　ＦＡＩＲ站０８年绝对／相对天线

相位中心模型高程定位偏差

Ｆｉｇ．６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

ＳｔａｔｉｃＰＰＰ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ｎｔｅｎｎａ

ＰｈａｓｅＣｅｎｔｅｒＭｏｄｅｌｓ

　　

图７　ＭＤＯ１站０８年绝对／

相对天线相位中心模型

高程定位偏差

Ｆｉｇ．７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

ＳｔａｔｉｃＰＰＰ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ｎｔｅｎｎａ

ＰｈａｓｅＣｅｎｔｅｒＭｏｄｅｌ

表２　犉犃犐犚站和 犕犇犗１站绝对／相对天线相位

中心模型全年高程定位偏差统计／ｍ

Ｔａｂ．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ＥｒｒｏｒｏｆＳｔａｔｉｃＰＰＰ

ＵｓｉｎｇＴｗ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ｎｔｅｎｎａＰｈａｓｅＣｅｎｔｅｒＭｏｄｅｌｓ／ｍ

测站
绝对天线相位中心模型 相对天线相位中心模型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ＦＡＩＲ －０．００３３ ０．００６８ －０．０１１４ ０．００６２

ＭＤＯ１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６ －０．００８４ ０．００７９

　　因此，对于静态ＰＰＰ，使用两种不同的天线

相位中心改正模型对高程方向的定位结果有１

ｃｍ左右的差异。

２．３　对钟差估值的影响

由于接收机的钟差变化比较随机、无规律性，

为了减少或避免钟差内插引起的误差，本文只计

算５ｍｉｎ间隔节点上的接收机钟差，并与ＩＧＳ提

供的接收机钟差产品进行比较。

随机选取 ＡＬＧＯ站第１８５、１８８、１９３、１９４和

１９７共５ｄ的观测数据，分别使用相对和绝对天线

相位中心改正模型进行接收机钟差估计，将其估

值与ＩＧＳ提供的５ｍｉｎ采样间隔的精密钟差产品

作差，并对其偏差进行统计，得到的结果如表３所

示。其他测站也有类似结果。

表３　犃犔犌犗站绝对／相对天线相位中心模

型钟差偏差统计／ｎｓ

Ｔａｂ．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ＣｌｏｃｋＢｉａｓＵｓｉｎｇＴｗ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ｎｔｅｎｎａＰｈａｓｅＣｅｎｔｅｒＭｏｄｅｌｓｏｎＡＬＧＯ／ｎｓ

年积日
ＩＧＳ＿０５ ＩＧＳ＿０１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１８５ －０．１５２ ０．０９６２ －３．８６ ０．０８８６

１８８ －０．０８１９ ０．０４６２ －３．７８ ０．０５

１９３ －０．１２３ ０．０４２６ －３．８２ ０．０４４

１９４ －０．１５６ ０．０４６１ －３．８５ ０．０４８

１９７ －０．１３８ ０．０３５１ －３．８４ ０．０３２８

　　对比发现，使用两种不同的天线相位中心改

正模型估计的接收机钟差之间存在３ｎｓ左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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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差异，但二者的标准差大致相当。因此在

高精度的时频比对等领域需要将天线相位中心的

改正模型进行统一。

３　结　语

由于相对天线相位中心模型本身存在一些缺

陷，利用该模型进行ＰＰＰ解算时导致ＺＰＤ、测站

坐标及接收机钟差等参数估计都存在一定的系统

性偏差。采用绝对天线相位中心改正模型进行静

态ＰＰＰ解算，其参数估值精度有较为明显的提

高，其中，ＺＰＤ参数达到５ｍｍ以内的精度，高程

方向的定位精度优于１ｃｍ，钟差估计的精度为

０．１ｎｓ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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