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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了整流罩（ｒａｄｏｍ）对天线相位中心的影响与高度角的耦合关系，比较了相同整流罩在不同截止

高度角下对相对定位和ＰＰＰ的影响，分析了相同截止高度角情况下不同整流罩对相对定位和ＰＰＰ的影响。

结果表明，在一个５°天线相位中心变化区间，整流罩对天线相位中心的影响与高度角成正耦合关系；相同整

流罩在不同截止高度角下对定位的影响差别不大；相同截止高度角下不同整流罩在相对定位解算的高程方

向最大可引起６ｍｍ的偏差，而在ＰＰＰ解算的高程方向最大可引起１３ｍｍ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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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ＰＳ观测值反映的是卫星天线相位中心到

接收机天线相位中心的距离，而ＩＧＳ精密星历给

出的卫星位置是 ＧＰＳ卫星的质心，两者并不重

合；而接收机天线的天线相位中心与其几何中心

也存在偏差，这类偏差称为天线相位中心偏差

（ＰＣＯ）
［１２］。另外，卫星天线相位中心随着卫星位

置、朝向的改变而变化，接收机的天线相位中心随

着信号的强度和高度角的不同也会发生变化，这

种变化称为天线相位中心变化（ＰＣＶ）
［１２］。在高

精度 ＧＰＳ定位中，不仅要考虑天线相位中心偏

差、天线相位中心的变化，而且也要考虑接收机整

流罩（ｒａｄｏｍ）对天线相位中心的影响，以及不同

频率天线相位中心的不统一等因素［３］。ＩＧＳ从

１９９８年开始使用相对天线相位中心改正模型

ＩＧＳ＿０１
［４］。但该模型只考虑ＧＰＳ卫星天线相位

中心偏差，没考虑天线相位中心变化；改正数大小

只与高度角有关、与方位角无关；未考虑整流罩对

天线相位中心的影响。针对上述缺点，从２００６

１１开始，ＩＧＳ开始使用绝对天线相位中心改正模

型（ＩＧＳｙｙ＿ｗｗｗｗ．ＡＴＸ）来代替相对模型。新模

型考虑了卫星天线相位中心变化，接收机天线方

位角的影响，并且较少受到截止高度角的影

响［５８］。更为重要的是，针对整流罩对天线相位中

心的影响最大可达数ｃｍ这个问题
［９］，绝对模型

也把其考虑在内。

本文基于实测ＧＰＳ观测数据，定量地给出整

流罩对天线相位中心影响的具体数值，分析了该

影响与高度角之间的耦合关系；研究了相同整流

罩在不同截止高度角下对相对定位和精密单点定

位（ＰＰＰ）的影响；给出了在相同截止高度角情况下

不同类型整流罩对相对定位和ＰＰＰ的精度影响。

１　天线罩与天线相位中心改正模型

１．１　天线罩分类

笔者通过查阅 ＮＧＳ网站有关整流罩的资

料［１０］，结合算例所要分析的整流罩类型，总结出

两种整流罩形状：圆锥形和半球形。图１给出了

本文（ＴＲＭ５９８００．００型天线）所用到的整流罩类

型。

由于未找到ＯＬＧＡ型的整流罩图片，本文未

列出，但其为圆锥形状。不同的整流罩因采用不

同的材料制作而成，其罩壁厚度也会有所区别。

不同形状、制作材料以及不同的罩壁厚度，都会影

响电磁波的传播并引起 ＧＰＳ信号的延时和折

射［１１］，从而影响其定位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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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ＴＲＭ５９８００．００天线整流罩类型

Ｆｉｇ．１　ＴｙｐｅｓｏｆＴＲＭ５９８００．００ＡｎｔｅｎｎａＲａｄｏｍ

１．２　天线相位中心改正模型

天线相位中心改正模型包括接收机端和卫星

端，本文仅研究接收机天线整流罩对定位精度的

影响。接收机端的天线相位中心改正（对观测值

的改正）公式为［１２］：

Δφ（α，狕）＝Δφ′（α，狕）＋（犚×Δ狉）犲 （１）

式中，α，狕为卫星信号的方位角和天顶角，狕＝π／２

－ｅｌｅｖ，ｅｌｅｖ为高度角）；Δφ（α，狕）为α，狕方向卫星

观测值的相位中心改正量（α可选）；Δφ′（α，狕）为

α，狕方向的卫星观测值的相位中心变化改正量，

当前ＩＧＳ是以５°的间隔给出天线相位中心变化

改正值，对于非格网点上的改正本文采用线性内

插算法得到；Δ狉为接收机天线相位中心偏差向量；

犚为一个旋转矩阵，将站心地平坐标系中的Δ狉转

换到地固坐标系；犲为接收机至卫星方向的单位向

量，可将Δ狉改正至接收机至卫星视线方向。

整流罩对天线相位中心的影响不仅与相位中

心变化改正量Δφ′（α，狕）有关，也与相位中心偏差

向量Δ狉有关。本文采用的是绝对天线相位中心

改正模型，因其考虑整流罩的影响。另外，在不同

的频率上天线相位中心变化改正量是不同的，所

以下文分别会在犔１、犔２ 频率上给出整流罩对天

线相位中心影响的数值。

２　数据处理及结果分析

本文试验选取了ＩＧＳ连续跟踪站２０１００１１５

ＺＩＭ２（ＴＲＭ５９８００．００ 天 线）、ＺＩＭＭ （ＴＲＭ

２９６５９．００天线）两个站的观测数据，两点的直线

距离１５ｍ左右，具有几乎相同的观测条件，这样

在相对定位解算中可以减弱甚至消除对流层延

迟、电离层延迟、多路径效应等误差项，有利于分

析 整 流 罩 对 定 位 的 影 响。 对 ＺＩＭＭ 站

（ＴＲＭ２９６５９．００天线）分别采用 ＯＬＧＡ型、ＳＣＩＳ

型、ＳＣＩＴ型、ＳＮＯＷ 型、ＴＣＷＤ型及 ＵＮＡＶ 型

等６种类型整流罩，ＺＩＭ２站（ＴＲＭ５９８００．００天

线）分别采用ＳＣＩＳ型和ＳＣＩＴ型两种类型。

２．１　整流罩对天线相位中心的影响与高度角

选取ＺＩＭＭ 站（ＴＲＭ２９６５９．００天线）２０１０

０１１５Ｔ１２：００～１２：３０一共６１个历元时段，对所

有可见卫星进行分析。本文只给出 ＰＲＮ０３、

ＰＲＮ３２的结果，其他卫星也有类似的情况。图２

给出了ＰＲＮ０３、３２卫星高度角随历元变化的趋

势。图３给出了ＰＲＮ０３卫星分别在犔１、犔２ 波段

上整流罩对天线相位中心影响的时间序列。

图２　ＰＲＮ０３高度角变化

Ｆｉｇ．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ｇｌｅ

图３　ＰＲＮ０３整流罩在犔１、犔２ 波段对天线相位中心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ｔｅｎｎａＰｈａｓｅＣｅｎｔｅｒｉｎ犔１ａｎｄ犔２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ｂｙＲａｄｏｍｆｏｒＰＲＮ０３

７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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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４给出了ＰＲＮ３２卫星分别在犔１、犔２ 波段 上整流罩对天线相位中心影响的时间序列。

图４　ＰＲＮ３２整流罩在犔１、犔２ 波段对天线相位中心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ｔｅｎｎａＰｈａｓｅＣｅｎｔｅｒｉｎ犔１ａｎｄ犔２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ｂｙＲａｄｏｍｆｏｒＰＲＮ３２

　　从图３、图４可以看到：整流罩对天线相位中

心的影响出现跳变点，引起跳变的原因是在绝对

天线相位中心改正模型中天线相位中心变化值

（ＰＣＶ）是根据高度角从０°～９０°以５°的间隔赋值，

本文通过在一个５°区段内两端格网点线性内插

得到一定高度角下的ＰＣＶ值。假如高度角从一

个区间转到下一个区间，比如图１（ａ）的３５°～４０°

区间到３０°～３５°区间的变化，这样就需要选择不

同的格网点进行插值，此时就会引起跳变。图２

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跳变点刚好位于两个５°区

间交界处。在图３、图４中，整流罩在犔１ 波段上

对天线相位中心的影响要大于犔２ 波段（ＳＮＯＷ

型除外），影响最大可达６ｍｍ。ＳＮＯＷ型整流罩

对相位中心的影响在犔１、犔２ 波段上正负相反，这

可能是由于制作材料或者罩壁厚度的影响。结合

图２至图４可以看出，在一个５°区间整流罩对天

线相位中心的影响是随高度角的增大而增大、减

小而减小，即两者成正耦合关系。

２．２　整流罩在不同截止高度角下对定位精度的

影响

在不同的截止高度角下，穿过整流罩的卫星

信号会发生改变，从而影响定位的精度。本文分

析了同种整流罩在不同截止高度角下对定位精度

的影响程度，并从中总结规律。

将ＺＩＭ２站作为参考站、ＺＩＭＭ 站（ＴＲＭ

２９６５９．００天线）作为解算站进行静态相对定位，

选取ＯＬＧＡ型整流罩设计以下３个方案（以ＩＧＳ

站公布的坐标为真值）。

方案１　在１０°截止高度角下分析整流罩对

相对定位精度的影响，真值在犖、犈、犝 方向差值

的均方误差分别为０．７７５ｍｍ、０．９２７ｍｍ、５．６０８

ｍｍ。

方案２　在１５°截止高度角下分析整流罩对

相对定位精度的影响，真值在犖、犈、犝 方向差值

的均方误差分别为０．７８７ｍｍ、０．８２６ｍｍ、６．５７０

ｍｍ。

方案３　在２０°截止高度角下分析整流罩对

相对定位精度的影响，真值在犖、犈、犝 方向差值

的均方误差分别为０．８１４ｍｍ、０．７６９ｍｍ、７．１０９

ｍｍ。

同种整流罩在３种方案情况下对犖、犈方向

几乎无影响；对于偏差最大的犝 方向，３种方案互

差最大也不超过２．６ｍｍ。可见绝对天线相位中

心改正模型不太受截止高度角的影响。

为了验证ＰＰＰ处理是否与相对定位的结果

一致，只选取ＺＩＭＭ 站（ＴＲＭ２９６５９．００天线）做

静态ＰＰＰ解算。同样用ＯＬＧＡ型整流罩设计以

下３种方案（以ＩＧＳ站公布的坐标为真值）。

方案４　在１０°截止高度角下分析整流罩对

ＰＰＰ精度的影响，真值在犖、犈、犝 方向差值的均

方误差分别为１．４４４ｍｍ、２．９１９ｍｍ、１０．８４１

ｍｍ。

方案５　在１５°截止高度角下分析整流罩对

ＰＰＰ精度的影响，真值在犖、犈、犝 方向差值的均

方误差分别为１．４７３ｍｍ、２．７９７ｍｍ、９．１２２ｍｍ。

方案６　在２０°截止高度角下分析整流罩对

ＰＰＰ精度的影响，真值在犖、犈、犝 方向差值的均

方误差分别为１．５８５ｍｍ、２．７５５ｍｍ、７．４４９ｍｍ。

ＰＰＰ定位结果较相对定位在犖、犈、犝 等３个

方向的偏差明显增大，这是因为在相对定位解算

中公共误差项能被大大减弱甚至消除。但是３种

方案的互差在最大的犝 方向依然没有超过２．５

ｍｍ，从而充分说明无论是在相对定位方式还是

ＰＰＰ方式，采用绝对天线相位中心模型，定位精

度不太受截止高度角（１０°以上）的影响。

８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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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不同整流罩对定位精度的影响

整流罩对定位的影响其实就是整流罩通过影

响天线相位中心改正量，进而影响到定位的精度。

本文研究在相同的截止高度角下不同类型整流罩

对定位的影响，包括对相对定位的影响和对ＰＰＰ

解算的影响。截止高度角统一设为１０°，将ＺＩＭ２

作为基准站、ＺＩＭＭ 站作解算站进行静态相对定

位，另外ＰＰＰ仍选取ＺＩＭＭ单站数据进行处理。

在静态相对定位中，通过两种方式分析整流

罩类型对定位的影响程度。

方法１　改变ＺＩＭＭ 站（ＴＲＭ２９６５９．００天

线）整流罩类型，研究解算站整流罩类型改变对定

位精度的影响。

方法２　改变ＺＩＭ２站（ＴＲＭ５９８００．００天

线）整流罩类型，研究基准站整流罩类型改变对定

位精度的影响。

以ＩＧＳ公布的坐标为真值，方法１与真值

犖、犈、犝 等３个方向差值的均方误差如表１。

表１　犣犐犕犕站不同整流罩对相对定位精度的影响

Ｔａｂ．１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ａｄｏｍｏｎＺＩＭＭＳｔａｔｉｏｎ

类型 犖／ｍｍ 犈／ｍｍ 犝／ｍｍ

ＯＬＧＡ ０．７７５ ０．９２７ ５．６０８

ＳＣＩＳ ０．２５５ －０．３００ ３．０００

ＳＣＩＴ －０．８３０ －０．０３８ ２．３６１

ＳＮＯＷ －０．０２８ －０．０６６ ０．６４６

ＴＣＷＤ ０．２０５ ０．４３５ －４．１４０

ＵＮＡＶ －０．０８１ －０．５６０ ０．０６０

　　方法２与真值犖、犈、犝 等３个方向差值的均

方误差如表２。

表２　犣犐犕２站不同整流罩对相对定位精度的影响

Ｔａｂ．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ａｄｏｍｏｎＺＩＭ２Ｓｔａｔｉｏｎ

类型 犖／ｍｍ 犈／ｍｍ 犝／ｍｍ

ＳＣＩＳ ０．０２８ －０．２５０ －３．６８０

ＳＣＩＴ １．０６９ －０．１７０ －３．３５０

　　从表１可以看出整流罩对相对定位平面方向

几乎无影响，而对于犝 方向影响最大可达６ｍｍ；

另外圆锥型的影响要比半球形的大（ＳＮＯＷ 型除

外），ＳＮＯＷ型整流罩偏差较半球形的小，可能是

由于制作材料及罩壁厚度等因素引起。表２说明

基准站的整流罩类型也会对相对定位产生影响，

在犝 方向偏差较大，平面方向几乎可忽略。

本文试验在ＰＰＰ中，可以通过改变ＺＩＭＭ站

（ＴＲＭ２９６５９．００天线）整流罩类型，来研究其对

ＰＰＰ精度的影响，其结果见表３。

表３　犣犐犕犕站不同整流罩对犘犘犘精度的影响

Ｔａｂ．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ＰＰＰ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ａｄｏｍｏｎ

ＺＩＭＭＳｔａｔｉｏｎ

类型 犖／ｍｍ 犈／ｍｍ 犝／ｍｍ

ＯＬＧＡ １．４４４ ２．９１９ １０．８４１

ＳＣＩＳ －０．４３０ －２．４５０ ６．５５７

ＳＣＩＴ －１．３８０ －２．０３０ ５．１８４

ＳＮＯＷ １．１８９ －２．３４０ －１．７２０

ＴＣＷＤ ０．７０３ ０．３９３ －１３．４３０

ＵＮＡＶ －４．１３０ －４．５００ ４．７０７

　　结合表１、表３可以看出，整流罩对ＰＰＰ３个

方向的影响都比相对定位的大，主要是由于在相

对定位解算中其他误差项被减弱甚至消除。同样

可以看出，圆锥型的影响要比半球形的大（ＳＮＯＷ

型除外），ＳＮＯＷ 型偏差较小的原因已在上文给

出。还可以看出，整流罩对ＰＰＰ在平面的影响总

体上还是较小，而在犝 方向最大影响可达１３

ｍｍ。表３中ＳＮＯＷ 型犈方向的偏差大于犝 方

向，可能是因随机误差引起。

３　结　语

１）在一个５°天线相位中心变化区间，整流罩

对天线相位中心的影响与高度角成正耦合关系。

２）在相对定位和ＰＰＰ中，采用绝对天线相

位中心改正模型，同一整流罩在不同截止高度角

下对定位精度的影响很小；对ＰＰＰ影响的量级大

于相对定位，这是由于相对定位中许多公共误差

项有被减弱或消除。

３）在相对定位中，改变基线两端整流罩类型

都会对定位结果产生影响，最大可在高程方向产

生６ｍｍ的偏差，这在高精度测量和定位中是不

可忽略的。

４）在ＰＰＰ中，整流罩对高程方向的影响可

达１３ｍｍ，解算过程不可混淆整流罩的类型，更

不可忽略其影响。

５）建议在定位解算中采用绝对天线相位中

心改正模型，因其考虑整流罩的影响，并且不易受

到截止高度角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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