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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区域卫星导航系统星座结构的特点，针对ＧＥＯ星、ＩＧＳＯ星存在的轨道机动问题，以及星座建设

阶段存在可用导航卫星少于４颗的情况，给出了一种综合利用接收机自主完好性故障检测排除算法、三星定

位方法、病态数据处理方法的解决策略，可以提高区域卫星导航系统在一般导航应用中的有效性和连续性。

实际算例结果表明了所提方法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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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卫星导航系统满足服务区域导航、定位

的要求，卫星数目相对全球卫星导航系统要少，星

座多以ＧＥＯ、ＩＧＳＯ卫星为主。以我国正在建设

的北斗系统为例，按照分步建设的原则，首先初步

建设区域卫星导航系统，满足我国及周边地区的

覆盖，再逐渐向全球覆盖过渡。２０１１年４月１０

日发射的第八颗北斗卫星标志着北斗区域卫星导

航系统基本系统的建设完成。建成的“３＋３”基本

系统，星座结构为３颗ＧＥＯ和３颗ＩＧＳＯ，它将

具备向中国大部分地区提供初始服务的条件。

由于ＧＥＯ星和ＩＧＳＯ星存在轨道保持的要

求，其中ＧＥＯ星两周左右要进行一次轨道机动，

必然会导致在机动期间，导航卫星不能提供有效

服务，或者原广播星历不能使用的问题［１］，并且受

星座几何结构变化的限制，可能会出现少于４颗

服务星的情况。针对这些情况，本文提出在常规

导航方法的基础上，利用ＲＡＩＭ（接收机自主完好

性监测）故障判定、排除的算法以及三星定位技术

的策略来延长系统导航服务的时间，为普通导航

用户提供较长的连续、可靠的服务。算例表明该

方法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１　轨道机动数据处理

ＧＥＯ星需要两周左右机动一次，只要安排合

理，不会出现两颗 ＧＥＯ星同时机动的情况。用

户使用广播星历进行导航计算，由于广播星历是

预报结果，并且受星座定轨能力的限制，不能及时

将机动期及机动后一段时间的星历进行更新，造

成广播星历实际失效的局面。可以将卫星轨道从

正常到机动再到正常分为５个阶段
［１］，如图１所

示的机动期 ＧＥＯ轨道，在阶段３和阶段５的初

期，此时依据广播星历计算的卫星位置就是不准

确的。在这种情况下，用户如果不加判别地利用

卫星星历，就会造成定位错误。此时，可以利用

ＲＡＩＭ故障判定和排除算法将处于此期间的卫星

观测数据剔除，实现导航系统的正常工作。

图１　机动期ＧＥＯ轨道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ＴｒａｃｋｓＤｕｒｉｎｇＭａｎｅｕｖｅｒ

ＲＡＩＭ故障判定、排除方法较多，以最小二乘

残差法为例，其原理可简述如下［２，３］。某历元导

航解的验后单位权中误差为：

σ^＝
狏Ｔ犠狏
狀－槡 ４

＝
ＳＳＥ

狀－槡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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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狏为观测值残差向量；狀为观测卫星数；犠 为

观测值权；ＳＳＥ代表狏Ｔ犠狏。中误差由观测值（伪

距）残差平方和计算得到，在正常导航时，观测值

残差比较小，因而σ^也较小；如某个观测值存在较

大偏差（如卫星机动、卫星钟差错误等），则σ^会变

差，由此可检测导航系统的故障。

由统计理论知，残差期望值为０时，ＳＳＥ／σ
２
０

服从χ
２ 分布（σ

２
０ 为导航系统用户测距误差），自由

度为狀－４；若残差期望值不为０，即存在粗差，则

ＳＳＥ／σ
２
０ 服从非中心化χ

２ 分布，自由度为狀－４，非

中心化参数λ＝犈（ＳＳＥ）／σ
２
０。

当观测值残差无异常时，系统应该处于正常

状态，如果检测出现告警，则为误警。因此，可以

假定在一定的误警率犘ＦＡ下，得到检测门限犜
２：

犘狉（ＳＳＥ／σ
２
０＜犜

２）＝∫
犜
２

０
犳χ２（狀－４）（狓）ｄ狓＝１－犘ＦＡ

（１）

确定了ＳＳＥ／σ
２
０＜犜

２ 的检测限值犜后，则计算的σ^

检测限值为σ犜＝σ０×犜／ 狀槡－４。σ犜 根据实际导

航需要可以事先确定，在实时导航计算时，将计算

的σ^与σ犜 进行比较，如果σ^＞σ犜，表示导航系统出

现故障，给用户发出导航告警。

当确定了导航系统出现故障时，需要进一步确

定故障源。卫星导航系统在涉及生命安全领域应

用时，如民用航空导航，需具备 ＲＡＩＭ 功能，而

ＲＡＩＭ故障排除算法要求卫星数多于６颗，方可查

找故障源，即判定哪一颗导航星故障，确定后，加以

排除。针对区域卫星导航系统，由于可视卫星数相

对较少，有时不一定能满足６颗星的要求，但此时

仍可利用该故障排除算法来确定故障星，用于非涉

及生命安全领域的导航（如ＧＩＳ、手机定位、车辆导

航等）应用，增加导航系统服务的连续性。

采用最小二乘残差法识别故障，其基本方法是

利用巴尔达提出的数据探测识别方法［４］。基本原

理为：假定一次只有一个观测值存在粗差，将其纳

入函数模型，用统计假设检验的方法检测出粗差，

并进行剔除，逐次进行，直至不再含有粗差为止。

设计检验统计量为服从正态分布的标准化残

差：

犱犻＝ 狏犻 ／（σ 犙狏槡 犻犻
） （２）

式中，犙狏 表示残差向量的协因数阵。导航计算

时，假定观测狀颗卫星，可得到狀个检验统计量，

设总体误警率为犘ＦＡ，则每个统计量的误警率为

犘ＦＡ／狀，得到：

犘狉（犱＞犜犱）＝２∫
∞

犜犱

犳犖（０，１）（狓）ｄ狓＝犘ＦＡ／狀

（３）

　　对计算的所有检测统计量犱犻，分别与由式

（３）计算得到的检验门限值犜犱 进行比较，若犱犻＞

犜犱，则表示第犻颗卫星检验有故障，应排除在导航

解之外。

这里假定一次只有一颗 ＧＥＯ星机动，由于

采用预报广播星历，造成计算的观测值残差有误，

若用于导航计算，则引入粗差，属于对单故障的判

定，采用最小二乘残差法可有效判定故障星，并加

以排除。对于偶尔出现的多故障判定，可以参考

ＱＵＡＤ（拟准检定法）等方法
［５］。

除了以上介绍的方法外，实际较常用的方法还

有考察误差方程中的自由项，即观测值减计算值项

（ＯＭＣ）。由于导航定位一般有较好的初值，当没

有卫星机动或测距粗差发生时，一个历元所有卫星

的ＯＭＣ将较接近，如果有机动发生，其ＯＭＣ将明

显偏离，出现离群现象，此时可以选择所有 ＯＭＣ

值中的中位数作为参考值，将明显粗差的ＯＭＣ值

识别出来。中位数法具有一定的抗差性。

２　三星数据处理

对于我国区域卫星导航系统，由于轨道机动

以及系统尚处在建设阶段，有时会进行各种在轨

测试，不能及时告知用户，造成系统实际参与定位

的卫星数少于４颗，使得常规导航方法不能定位。

如观测有３颗导航星时，可以在高程维约束的情

况下继续实现三维定位。本文采用固定高程维的

方法，即利用已有高程值（如正常情况下的卫星导

航系统定位结果，或者已知高程值）实现三维定

位，以此来延长导航服务时间，提高系统连续性。

三星定位原理可简述如下［６］：

狏犺 ＝ （狓０·（１－犲
２）／犚０）·ｄ狓＋

（狔０·（１－犲
２）／犚０）·ｄ狔＋

（狕０／犚０）·ｄ狕－（犎－（犚０－犫）） （４）

式中，犚０＝ （１－犲２）（狓２０＋狔
２
０）＋狕槡

２
０；（狓０，狔０，狕０）

是测站的近似值；犲为椭球的第一偏心率；犫为椭

球的短半轴参数；犎 为已知大地高；（ｄ狓，ｄ狔，ｄ狕）

表示坐标近似值的改正值，是待解算参数。

结合已观测到的三颗卫星组成的观测方程，

得到某一历元的误差方程：

狏犻＝犾犻ｄ狓＋犿犻ｄ狔＋狀犻ｄ狕＋ｄ狋－ＯＭＣ犻

狏犺 ＝犾犺ｄ狓＋犿犺ｄ狔＋狀犺ｄ狕－ＯＭＣ
｛

犺

（５）

式中，各系数和自由项的计算可以参考文献［７］，

其中，狏犺 是大地高对应的误差方程，其系数与式

（４）对应；ｄ狋是接收机钟差参数，为待定参数。由

４个观测方程计算这４个待定参数，方程可解。

７５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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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高程维的误差方程算法可以参考文献［８］。

在只有三星的情况下，有时会出现卫星、测站

空间几何结构较差的情况，引起平差系统法方程

病态，从而使得计算结果偏差较大，结果不可靠。

本文假定以ＰＤＯＰ（三维位置几何精度衰减因子）

大于１８为病态判据，根据区域导航系统星座结

构，假定有２颗ＧＥＯ、１颗ＩＧＳＯ星可见，以２０１０

年１１月２日的实测数据为例，采样间隔为３０ｓ，

在全天２８８０历元中，哈尔滨地区三星可定位（截

止角１０°）历元为１８６６个，病态历元为１０２个，约

占５．５％；三亚地区三星可定位历元为２０３５个，

病态历元为７１个，约占３．５％。病态时的可视卫

星星空图见图２，图中的两个孤立点标记为ＧＥＯ

星，连续点线为ＩＧＳＯ星。

图２　卫星星空图

Ｆｉｇ．２　ＳｋｙＰｌｏｔ

从星空图和统计数据可以看出，目前的星座

结构在纬度高的地区的导航服务时间要小于纬度

低的地区，并且出现病态的比例也要偏高。

针对病态数据情况，可以采用病态数据处理

方法，常用的有偏估计方法有岭估计、主成分估计

等［９１０］。本文采用犔曲线法和文献［１１］中的搜索

方法分别进行岭参数估计，原理如下。参数岭估

计法方程为：

犡^＝ （犃
Ｔ犘犃＋犽犐）－

１犃Ｔ犘犔 （６）

式中，犃表示误差方程的设计矩阵；犘表示观测值

权阵；犔表示自由项；犐表示单位矩阵；犽表示岭

参数，其满足下式［１０］：

ｄｅｔ（犃Ｔ犘犃＋犽犐）＝∏
狋

犻＝１

（λ犻＋犽）＝τ （７）

式中，ｄｅｔ（）表示矩阵的行列式值；狋为未知参数个

数；λ犻为法矩阵的特征根。当选择τ＝１时，利用

搜索算法确定岭参数犽。

以哈尔滨站实测数据为例，某历元ＰＤＯＰ为

２２７．８，定位结果明显很差，与已知值相差４６．１

ｋｍ。分别利用犔曲线法和上文介绍的方法进行

病态数据处理，得到的岭参数分别为０．０５５和

０．２０７，岭参数估计结果与已知值相差分别为

２４６．１ｍ和２４４．１ｍ，可以认为得到了正常的定

位结果。图３为岭参数估计的犔曲线图，曲线由

每一个可能的岭参数计算得到，由曲线拐点来确

定合适的岭参数，左侧虚线为犔曲线法所确定的

岭参数对应的曲线位置，右侧短实线为搜索算法

确定的岭参数对应的曲线位置。

图３　犔曲线图

Ｆｉｇ．３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犔ＣｕｒｖｅＤｒａｗｉｎｇ

３　结　语

根据区域卫星导航系统星座结构的特点，针

对ＧＥＯ星、ＩＧＳＯ星需要进行轨道机动，以及系

统建设阶段可观测星数少和存在在轨实验等情

况，分析讨论了综合采用ＲＡＩＭ 故障探测与排除

方法、三星定位方法以及病态数据处理的方法策

略，可以解决区域卫星导航系统在轨道机动和观

测星数只有３颗时的导航问题，提高区域卫星导

航系统在一般导航应用中的连续性和有效性。实

测数据部分验证该方法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参　考　文　献

［１］　Ｓｕ Ｈｕａ．Ｐｒｅｃｉｓｅ Ｏｒｂｉｔ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Ｓｅｃｏｎｄ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Ｄ］．Ｂｅｒｌ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ｕｎｃｈｅｎ，２０００

［２］　陈金平．ＧＰＳ完善性增强研究［Ｄ］．郑州：信息工程

大学，２００１

［３］　任锴．ＧＰＳ／ＧＬＯＮＡＳＳ 组合定位及 ＲＡＩＭ 研究

［Ｄ］．郑州：信息工程大学，２００９

［４］　隋立芬，宋力杰．误差理论与测量平差基础［Ｍ］．北

京：解放军出版社，２００４

［５］　任锴，杨力，赵庆海．ＱＵＡＤ方法用于 ＲＡＩＭ 故障

检测［Ｊ］．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２００９，２９（５）：

１２５１２８

［６］　张常云．三星定位原理研究［Ｊ］．航空学报，２００１，２２

（２）：１７５１７６

［７］　ＫａｐｌａｎＥ．ＧＰＳ原理与应用［Ｍ］．邱致和，王万义．

北京：电子工程出版社，２００１

［８］　林雪原．一种双星定位系统的定位解算方法［Ｊ］．

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２００９，３４（５）：５６４５６７

［９］　袁修孝，林先勇．基于岭估计的有理多项式参数求

解方法［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２００８，３３

８５３１



　第３７卷第１１期 任　锴等：一种区域卫星导航系统导航策略

（１１）：１１３０１１３３

［１０］王建强，邢诚，朱广彬．一种确定岭估计参数的方法

［Ｊ］．海洋测绘，２００９，２９（１）：４６

第一作者简介：任锴，博士生，工程师，现主要从事ＧＮＳＳ理论研

究与数据处理方面的工作。

Ｅｍａｉｌ：Ｅｄｉｆｉｅｒ７３ｒｋ＠ｙａｈｏｏ．ｃｏｍ．ｃｎ

犃犜狔狆犲狅犳犖犪狏犻犵犪狋犻狅狀犛狋狉犪狋犲犵狔狅犳犚犲犵犻狅狀犪犾犖犪狏犻犵犪狋犻狅狀犛犪狋犲犾犾犻狋犲犛狔狊狋犲犿

犚犈犖犓犪犻１
，３
　犛犗犖犌犡犻犪狅狔狅狀犵

２
　犑犐犃犡犻犪狅犾犻狀

２
　犗犝犢犃犖犌犌狌犻犮犺狅狀犵

３

（１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ｐｐ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６６ＭｉｄｄｌｅＬｏｎｇｈａｉＲｏａｄ，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４５００５２，Ｃｈｉｎａ）

（２　Ｘｉ’ａ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ｐｐｉｎｇ，１ＭｉｄｄｌｅＹａｎｔａＲｏａｄ，Ｘｉ’ａｎ７１００５４，Ｃｈｉｎａ）

（３　Ｘｉ’ａｎ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ｐｐｉｎｇ，３６ＸｉｙｉｎｇＲｏａｄ，Ｘｉ’ａｎ７１００５４，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ｓｏｍ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ｔｈａｔＧＥＯａｎｄＩＧＳＯ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ｍａｙｍａｎｅｕｖｅｒａｎｄ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４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ｃｏｕｌｄｂｅｕｓｅｄｄｕｒｉｎｇｉｔｓｅａｒｌｙ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ｔａｇｅ．Ｗ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ａｔｙｐｅｏｆ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

ｅｇｙ ｗｈｉｃｈａｄｏｐｔ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ｆａｕｌｔｓ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ｔｈｒｅｅｓｔａｒ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ａｎｄｉｌ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ｏｆｎｏｒｍ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ｏｌｕ

ｔｉｏｎｔｏｏｖｅｒｃｏｍｅｔｈｅｓ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Ｔｈｅｎｔｈｅ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ｏｆ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ｏｒｄｉｎａｒｙ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ｉｅｌｄｓｃａｎｂ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Ｂｙｈａｎｄｌｉｎｇｔｈｅａｃｔｕａｌｄａｔａ，ｔｈｅｆｅａｓｉ

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ｓ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ｉｓｖｅｒｉｆｉｅｄ．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ｙｓｔｅｍ；ＲＡＩＭ；ｔｈｒｅｅｓｔａｒ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ｒｉｄｇｅｅｓｔｉｍａ

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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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ｍａｉｌ：Ｅｄｉｆｉｅｒ７３ｒｋ＠ｙ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ａｈｏｏ．ｃｏｍ．ｃｎ

（上接第１３４７页）

犃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狋犺犲犆狅狊犲犻狊犿犻犮犇犻狊狆犾犪犮犲犿犲狀狋狊犃犾狅狀犵犈犪狊狋犲狉狀犆狅犪狊狋狅犳犆犺犻狀犪犆犪狌狊犲犱

犫狔狋犺犲２０１１犜狅犺狅犽狌犗犽犻犈犪狉狋犺狇狌犪犽犲犝狊犻狀犵犈狆狅犮犺犫狔犈狆狅犮犺犘犘犘

犛犎犈犖犉犲犻１
，２
　犔犐犑犻犪狀犮犺犲狀犵

１
　犌犝犗犉犲犻

１

（１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Ｇｅｏｄｅｓｙａｎｄ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２　Ｊｉａｎｇ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ｐｐｉｎｇ，７５ＷｅｓｔＢｅｉｊｉｎｇＲｏａｄ，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００１３，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Ｔｈｅ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Ｍｗ９．０ＴｏｈｏｋｕＯｋｉ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ｗａｓ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ｗｉｔｈ

ｓｏｍｅＧＰＳｆｉｄｕｃｉａｌ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ｌｏｃａｔｅｄｉｎＣｈｉｎａｅａｓｔｃｏａｓｔｓ，ｗｈｉｃｈｕｓｉｎｇｅｐｏｃｈｂｙｅｐｏｃｈＰＰＰａｎｄ

ｓｉｄｅｒｅａｌ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ｈｏｗｓａｎ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ａｌｏｎｇ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ａｎｄ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ｗｈｏｓｅ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ｉｓａｂｏｕｔ１０ｃｍ．Ｈｏｗｅｖｅｒ，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ｔｈｅｒｅｉｓ

ｎｏｏｂｖｉｏｕｓ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ｓ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１ｃｍ，ｗｈｉｃｈａｇｒｅｅ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ｇｒｏｕｐｓ，ａｎｄｐｒｏｖｅｓ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ＰＰＰ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ｕｓｅｄ

ｆｏｒ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ｐｒｅｃｉｓｅｐｏｉｎ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ｅｐｏｃｈｂｙｅｐｏｃｈ；Ｍｗ９．０ＴｏｈｏｋｕＯｋｉ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ｏ

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ｓ；ｓｉｄｅｒｅａｌ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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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ｍａｉｌ：ｆｓｈｅｎ＠ｖｉｐ．ｑｑ．ｃｏｍ

９５３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