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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电离层高阶项改正模型，确定了高阶项延迟对不同ＧＰＳ观测量的影响量。根据ＩＥＲＳ协议２０１０

推荐的最新模型，对全球均匀分布的１０４个ＩＧＳ基准站数据进行了重新处理，研究了电离层高阶项延迟（二、

三阶项）对坐标参考框架实现及测站坐标的影响，量化了不同地磁模型下的高阶项改正影响变化。结果表明，

电离层延迟高阶项改正对参考框架原点有较大影响，犣方向的平移可达２０ｍｍ，犡、犢 方向的平移所受的影响

相对较小，大部分维持在５ｍｍ以下；电离层高阶项延迟会引起测站坐标变化的区域性偏移现象；地磁模型的

不同会导致参考框架原点犣方向有着约１０ｍｍ的变化，在局部区域也会引起显著的测站坐标变化差异。最

后对电离层高阶项改正的影响结果进行了分析与讨论。

关键词：电离层高阶项改正；基准转换参数；地磁模型；参考框架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１．５　　　　　文献标志码：Ａ

　　对于ＧＰＳ信号，由电离层延迟所产生的距离

改正在天顶方向最大可达５０ｍ
［１］，高精度ＧＮＳＳ

用户采用双频技术（消电离层组合观测值）来削弱

电离层一阶项的影响，剩余的高阶项影响仍然可

达２～４ｃｍ
［２］。随着ＧＰＳ技术越来越多地应用

于地壳形变监测、板块运动等大地测量高精度研

究和应用领域，电离层高阶项延迟的影响备受关

注与重视［３６］。进行高阶项延迟改正时，需要已知

两个条件：信号传播路径上的电子密度以及地磁

场强度。应用单层模型假设时，电子密度值可由

ＧＰＳ双频观测值求得，也可由ＩＧＳ分析中心提

供。目前主要用到的地磁模型有两种：国际地磁

标准参考场ＩＧＲＦ模型
［７９］（包括ＩＧＲＦ１１和ＩＧ

ＲＦ１０）和同心倾斜磁偶极子模型
［１０，１１］（ＤＩＰＯＬＥ

ｍｏｄｅｌ）。研究电离层高阶项改正对参考框架和

测站坐标影响的大小和变化，分析不同地磁模型

下高阶项影响的差异，对于有效控制、改正甚至消

除电离层延迟高阶项的影响，从而将ＧＮＳＳ更好

地应用于参考框架的建立，实现高精度测量服务，

具有重要的实际应用价值和科学意义［１２１８］。

本文首先给出了电离层高阶项改正的基本原

理，计算了高阶项延迟对不同 ＧＰＳ观测量的影

响；然后利用ＧＡＭＩＴ／ＧＬＯＢＫ软件和ＣＯＤＥ提

供的ＩＯＮＥＸ文件（ｆｔｐ：／／ｃｄｄｉｓ．ｇｓｆｃ．ｎａｓａ．ｇｏｖ／

ｇｐ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ｉｏｎｅｘ）重新解算太阳活动周期高峰

年间全球分布的１０４个ＩＧＳ基准站观测数据，研

究了电离层高阶项改正对参考框架建立和测站坐

标变化的影响，并分析了不同地磁模型下影响的

差异。

１　电离层高阶项改正原理

ＧＰＳ卫星发射的电磁波信号穿过电离层时，

传播速度会发生变化，不再以光速传播，传播路径

也会发生弯曲。其中，路径弯曲对测距结果的影

响较小，一般可忽略。考虑载波相位测量原理及

ＧＰＳ信号的双频特征，有如下顾及电离层延迟高

阶项的观测方程［１０］：

犘犻＝ρ＋
狇

犳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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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犘犻、犔犻分别为测码伪距和载波相位观测值；

犳犻表示载波频率；ρ为测距码从卫星至接收机的

几何距离；电离层项分别为：

狇＝４０．３∫犖犲ｄ狊

狊＝７５２７·犮∫犖犲 犅
→
０ ｃｏｓθ犅ｄ狊＝

　　７５２７·犮∫犅
→
０·犽

→

犖犲ｄ狊

狉＝２４３７∫犖犲
２ｄ狊＝η犖ｍａｘ∫犖犲ｄ

烅

烄

烆
狊

（３）

其中，犅→ ０表示地磁场强度；犖犲为电子密度，即单

位体积中所含的电子数，常用“电子数／ｍ２”或“电

子数／ｃｍ２”来表示；珗犽为 ＧＰＳ信号传播方向的单

位 向 量；η ＝ ０．６６ 为 形 态 系 数；犖ｍａｘ ＝

（２０－６）×１０１２

（４．５５－１．３８）×１０１８
×（ＴＥＣ－４．５５×１０１８）＋２０

×１０１２，表示信号传播路径上的最大电子密度。

实际计算中，由于地磁场强在单个测站的可视区

域中的变化并不显著，因此 犅
→
０ ｃｏｓθ犅 可以提到

积分号以外，通过估计某一高度处（本文固定高度

设为４５０ｋｍ）的地磁场强值来求得。以上结果可

由电磁波在电离层中传播的 ＡｐｐｌｅｔｏｎＨａｒｔｒｅｅ

公式推得。

由式（１）～式（３）可得顾及电离层延迟高阶项

的消电离层组合观测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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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给出了不同电离层活跃程度下由式（１）

～式（５）计算得到的不同观测量的高阶项（二、三

阶项）延迟量。其中，ＴＥＣ值以１０１６个电子／ｍ２

为单位，并将它称为１ＴＥＣＵ；犅→ ０·犽
→

取１０４ｎＴ，

反映在有效电离层高度内估计电子密度沿路径积

分时的磁场强度通用值。

由表１可知，随着总电子含量的变化，电离层

高阶项延迟会有所不同。伪距所受的影响较相位

明显，无电离层组合观测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

高阶项影响。然而，电离层活动剧烈时，其二、三阶

项延迟可达ｃｍ级，尤其是犔２伪距上的延迟量。对

于高精度应用，应当顾及电离层高阶项延迟改正。

表１　不同电离层活跃程度下的观测量高阶项延迟量／ｍｍ

Ｔａｂ．１　Ｈｉｇｈｅｒｏｒｄｅｒ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Ｄｅｌａｙ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ｍｍ

ＴＥＣ值／ＴＥＣＵ

１ １０ ３０ ５０ １００

犔１伪距高

阶项延迟
０．２３ ２．３１ ６．９３ １１．５４ ２３．０８

犔２伪距高

阶项延迟
０．４９ ４．８８ １４．６４ ２４．４０ ４８．７９

犔１相位高

阶项延迟
－０．１２ －１．１５ －３．４６ －５．７７ －１１．５４

犔２相位高

阶项延迟
－０．２４ －２．４４ －７．３２ －１２．２ －２４．４０

ＬＣ组合伪距

高阶项延迟
０．１７ １．６７ ５．００ ８．３３ １６．６５

ＬＣ组合相位

高阶项延迟
０．０８ ０．８３ ２．５０ ４．１６ ８．３３

２　犌犘犛数据处理与分析

地磁场处于相对稳定的水平，电子密度依赖于

太阳活动的强度，太阳活动的周期约为１１～１３ａ，

故总电子含量也呈现出周期为１１ａ左右的周期性

变化。上一次太阳活动高峰出现在２００１年前后，

１９９９～２００３年为太阳活动高峰期，在此期间，不但

电离层延迟量会加大，而且时而会出现电离层磁暴

等异常情况，严重时会影响无线电通信和卫星导航

定位系统的正常工作。本文主要对基准站１９９９～

２００３年５ａ时间内所受的电离层延迟高阶项的影

响进行分析，研究电离层活跃期不同地磁模型下高

阶项的影响规律，以期对第２４个太阳活动高峰期

间全球测站变化及参考框架的建立提供参考。

利用ＧＡＭＩＴ１０．４软件
［１９］对全球分布的１０４

个ＩＧＳ基准站在１９９９～２００３年５ａ期间的观测数

据进行基线解算（解算每周三的观测数据）。数据

处理过程中，同时解算卫星轨道、地球定向参数

（ｅａｒｔｈ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ＥＯＰ）、测站坐标，对流

层延迟及水平梯度参数。卫星截止高度角设置为

１０°，并根据验后相位残差对观测值进行重新定权，

计算固体潮、海潮、极潮改正，其中海潮负载模型采

用ＦＥＳ２００４。解算时，充分利用ＩＧＳ基准站提供的

ｍｅｔ文件计算静力学延迟初值，使用ＶＭＦ１投影函

数模型［２０］和绝对天线相位中心改正模型。为了更

加明确地了解不同地磁模型之间的差异所造成的

高阶项影响变化的不同，整个数据解算过程分３次

进行：无电离层高阶项改正处理（用ＮＯ表示）、ＩＧ

ＲＦ１１地磁模型下的电离层延迟高阶项改正处理

（用ＩＧ表示）、ＤＩＰＯＬＥ地磁场模型下的电离层高

４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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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项改正处理（用ＩＤ表示）。参与解算的全球基准

站分布及应用于参考框架定义的测站分布如图１

所示，图中标注站名的测站为参考框架定义点。

图１　解算测站及参考框架定义测站分布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ＳｉｔｅｓａｎｄＳｉｔｅｓ

ｉｎ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ｒａｍｅ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２．１　高阶项改正对基准转换参数的影响

本文首先比较统一基准下的ＮＯ与ＩＧ两组

解之间框架转换参数的不同，研究分析电离层延

迟高阶项改正对坐标系统间转换参数的影响。对

于两组解算获得的单天基线松弛解，基准定义时

选取完全相同的ＩＧＳ核心基准站（如图１所示），

利用 ＧＬＯＢＫ软件估计 ＨＥＬＭＥＲＴ转换参数，

迭代计算后统一基准至ＩＴＲＦ２００５框架下，同时

获得框架转换参数。在基线处理过程中，由

ＧＡＭＩＴ解算得到的 Ｈ 文件中的基准站位置关

系是一组自洽且具有很好内符合的坐标相对关

系，通过同样的参数转换方法并且由同样的基准

站提供框架点，统一框架至ＩＴＲＦ框架，因此所得

转换参数的不同可以反映出高阶项改正对于参考

框架实现的影响。图２表示ＮＯ与ＩＧ统一基准

时解算得到的框架转换参数作差的结果（ＮＯ－

ＩＧ），图中红色线为单天解结果，黑色线为８周高

斯滤波后结果，滤波时以时间间隔加权处理。

由图２可知，电离层延迟高阶项改正影响了

参考框架原点的实现，尤其是犣方向的平移可达

２０ｍｍ。犡、犢 方向的平移所受的影响相对较小，

基本维持在５ｍｍ以下，犡、犢、犣三个方向在观测

期间电离层延迟的平均差值分别为０．４ｍｍ、１．０

ｍｍ、５．８ｍｍ。尺度所受的影响较小，高阶项改正

所导致的尺度差异基本小于０．２×１０－９（１．２８

ｍｍ）。并且各参数改正差值的大小随时间变化

与电离层总电子含量变化具有很好的一致性，各

参数在１９９９～２００２年间变化剧烈，２００２年以后

变化趋于平缓。整个观测期间，高阶项改正后，大

多数时段犡、犣方向的平移参数均增大，而尺度参

数和犢 方向的平移参数则减小。

图２　高阶项改正引起的基准转换参数变化

Ｆｉｇ．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ｆｔｅｒ

Ｈｉｇｈｅｒｏｒｄｅｒ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在计算电离层延迟二阶项改正时，需要已知

穿刺点处的地磁场强。ＩＧＲＦ和ＤＩＰＯＬＥ两种地

磁模型表征地磁场强的方式不同。ＩＧＲＦ是根据

全球地磁台站与野外磁测资料、卫星磁测资料综

合分析而研制的，通过全球地磁场资料的高斯分

析得出了全球地磁场模型，是一个数值模型［７９］。

ＤＩＰＯＬＥ模型是近似模型，用位于地心的一个南

北向短磁棒产生的磁场来代表，计算时以赤道附

近的地磁场强（～３．１２×１０
－５Ｔｅｓｌａ）为基准，通过

计算某点的地磁余纬度，求得该点的地磁场强

值［３］。理论上说，ＩＧＲＦ模型比ＤＩＰＯＬＥ地磁模型

更为准确地表征了全球地磁场强的变化，但是

ＤＩＰＬＯＥ地磁模型较易实现，因此早期在研究电离

层高阶项对ＧＰＳ观测的影响时，很多学者利用该

模型［３，１０，１１］。随着计算技术的发展以及ＩＧＲＦ模型

的不断精化，ＩＧＲＦ模型逐渐被研究人员所采

用［４，１３，１４，１６，１７，２０］。ＧＡＭＩＴ１０．４中提供了这两种模

型作为备选地磁模型，高精度数据处理软件ＧＩＰＳＹ

和ＢＥＲＮＥＳＥ均采用ＤＩＰＯＬＥ模型来计算电离层

高阶项延迟。由于ＩＧＲＦ与ＤＩＰＯＬＥ实现方式的

差异，因此对于同一点处的地磁场强数值也并不一

定完全一致。本文进一步计算了不同地磁模型影

响下的高阶项改正，比较分析了不同地磁模型引

起的基准转换参数、基准站坐标变化的差异。

图３表示两种地磁模型下的基准转换平移参数犣

的变化，图中红色线条表示ＩＤ－ＮＯ结果，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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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条表示ＩＤ－ＩＧ结果，黑色线条为滤波后结果。

对于ＩＤ和ＩＧ两组松弛解，经 ＨＥＬＭＥＲＴ

转换统一基准后，两组对应解之间的参数犣有着

约１ｃｍ 的变化。从量级上来说，ＩＧＲＦ与 ＤＩ

ＰＯＬＥ两种地磁模型所造成的原点平移犣的变化

相当，随时间变化的状态也是一致的，ＤＩＰＯＬＥ模

型下，整个观测期间高阶项改正后大多数时段参

数犣也是增加的。

图３　地磁模型影响的犣参数变化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犣

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ｅ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Ｍｏｄｅｌ

２．２　高阶项改正对测站坐标变化的影响

图４表示采用ＤＩＰＯＬＥ模型时全球坐标的

整体变化趋势，图中的数值是由１９９９～２００３年的

单天基线解通过ＧＬＯＢＫ卡尔曼滤波估计得到的

最终坐标值。从图４可看出，从平面方向来说，高

纬度测站有着向北偏的趋势，而赤道区域测站则

向南移，且赤道附近的偏移值大于其他纬度地区；

从高程前后的变化角度分析，北半球大多数测站

高程增加，而南半球大多数测站高程则减小；我国

境内中纬度ＩＧＳ站均有向南偏移的现象，且向南

偏移的变化相对稳定在正南方向，东西方向则变

化较小，这与刘西凤的研究结果也是一致的［２１］。

图５表示ＩＤ和ＩＧ两组解的全球坐标差异。

尽管两种地磁模型影响下基准站坐标变化的趋势

特征是相似的，但是两组解的坐标作差后，除犝

方向差距不大外，平面方向坐标变化趋势与高阶

项改正下的趋势有所不同。整体上，北半球的测

站有着向北偏移的趋势，而南半球则向南偏移，这

表明两种地磁模型的改正量存在差异。使用ＤＩ

ＰＯＬＥ模型时，在南半球与赤道附近，高阶项（主

要是二阶项）改正比ＩＧＲＦ小；在北半球的改正，

两种模型是基本相当的。需要指出的是，在东南

亚地区、非洲南端和南大西洋地区，两种模型下的

高阶项改正的差异很显著。由于ＩＤ和ＩＧ两组

解之间的差异仅仅为地磁模型不同，联合高阶项

改正公式，两组解下测站坐标的变化反映了两种

地磁模型在不同区域地磁场强的差异。

３　结　语

电离层延迟高阶项影响分析是进一步提高

图４　ＤＩＰＯＬＥ地磁模型下测站坐标变化图

Ｆｉｇ．４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ＰＯＬＥＭｏｄｅｌ

图５　地磁模型不同引起的测站坐标变化图

Ｆｉｇ．５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ＧＲＦａｎｄＤＩＰＯＬＥＭｏｄｅｌ

ＧＮＳＳ高精度服务范围的重要基础。本文确定了

高阶项延迟对不同ＧＰＳ观测的影响量，研究了电

离层高阶项改正对参考框架和测站坐标影响的大

小和变化，分析了当前常用的两种地磁模型下高

阶项影响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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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结果表明，不同的地磁模型下，电离层

高阶项的影响存在差异，相同地磁模型下，电离层

高阶项影响在全球范围内的分布也不均匀。由高

阶项改正的基本原理，电离层高阶项延迟影响的

大小主要由信号传播路径上的地磁场强以及电子

密度（总电子含量）所决定。因此，导致不同影响

的原因在于地磁模型以及电子密度值的差异。本

文的分析结果可以反映地磁模型的不同以及电子

密度值的变化对电离层高阶项分析的影响。电子

密度值和地磁场强值在不同区域均有不同的变

化，两种外部数据源的空间变化导致了电离层高

阶项影响在全球范围内的分布不均匀。相较于电

子密度值的年际变化及差异来说，地磁场强处于

相对稳定的水平，电离层高阶项延迟影响随时间

的变化则更多地反映了电子密度值变化的影响。

在同一电子密度值区域，地磁模型的最优表征影

响着高阶项延迟量。因此，关于局部区域地磁场

和电子密度值的建模对于进一步揭示电离层高阶

项延迟的影响差异是必要的。

致谢：感谢美国麻省理工学院（ＭＩＴ）授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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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２（刘西风，袁运斌．我国中低纬地区ＧＰＳ定位中

的电离层二阶项延迟影响分析与研究［Ｊ］．中国科

学：物理学力学天文学，２０１０，４０（５）：６５８６６２）

犃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犎犻犵犺犲狉狅狉犱犲狉犐狅狀狅狊狆犺犲狉犻犮犈犳犳犲犮狋狊狅狀犚犲犳犲狉犲狀犮犲

犉狉犪犿犲犚犲犪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犆狅狅狉犱犻狀犪狋犲犞犪狉犻犪狋犻狅狀狊

犇犈犖犌犔犻犪狀狊犺犲狀犵
１
　犑犐犃犖犌犠犲犻狆犻狀犵

２
　犔犐犣犺犪狅

３
　犘犈犖犌犔犻犳犲狀犵

２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Ｇｅｏｄｅｓｙａｎｄ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ＧＮＳＳ，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３Ｆａｃｕｌｔéｄ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ｄｅｌａ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ｅｔｄｅｌａ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Ｌｕｘｅｍｂｏｕｒｇ，

Ｌ１３５９，Ｌｕｘｅｍｂｏｕｒｇ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ｒｏｒｄｅｒ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ｍｏｄｅｌ，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ｏｆｈｉｇｈｅｒｏｒ

ｄｅｒ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ｄｅｌａｙｏｎＧＰＳｏｂｓｅｒｖａｂｌｅｓｗａｓ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Ｔｈｅｎ，ＧＰＳｄａｔａｆｒｏｍ１０４ｇｌｏｂａｌｌｙｄｉｓｔｒｉｂ

ｕｔｅｄＩＧＳ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ｓｐａｎｎｉｎｇｔｈｅｙｅａｒｓ１９９９ｔｏ２００３ｗｅｒｅ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ｔｏ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ｈｉｇｈｅｒｏｒ

ｄｅｒ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ＧＰＳ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ｒａｍｅ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ｉｔｅ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ｕｓｉｎｇＧＡＭＩＴｗｉｔｈ

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ａｒｔｍｏｄｅｌ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２０１０ＩＥＲＳ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Ｗ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ｇｅｎｅｒａ

ｔｅｄｗｈｅｎａｐｐｌｙ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ｅ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ｓｔｏｈｉｇｈｅｒｏｒｄｅｒｄｅｌａｙ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ｂｏｔｈｔｈ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ｒａｍ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ｎｄｓｃａｌｅａｒ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ｂｙ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ｒｏｒｄｅｒ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ｆｏｒｔｈｅ犣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ａｄｄｕｐｔｏ２０ｍｍ，ｗｈｉｌｅｔｈｅ犡ａｎｄ犢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ｈａｄａ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ｓｍａｌｌｅｒ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５ｍｍ．Ｈｉｇｈｅｒｏｒｄｅｒ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ｓｃａｎ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ｂｉａｓ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ａｔｓｔａ

ｔｉｏｎ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ｇｅ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ｌｅａｄｔｏａ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ｕｐｔｏ１０ｍｍｆｏｒｔｈｅ犣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Ｎｏ

ｔａｂｌｅ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ｒｅｆｏｕｎｄｉｎｓｏｍｅａｒｅａｓ，ｔｈｅｓ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ａｎｄ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ｈｉｇｈｅｒｏｒｄｅｒ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ｇｅ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ｒｅｆ

ｅｒｅｎｃｅｆｒａｍｅ

犉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ＤＥＮＧＬｉａｎｓｈｅｎｇ，ＰｈＤ，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ｓｉｎ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ＧＮＳＳｄａｔａ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Ｅｍａｉｌ：ｄｌｓｅｎｇ＿２０００＠ｗｈｕ．ｅｄｕ．ｃｎ

犉狅狌狀犱犪狋犻狅狀狊狌狆狆狅狉狋：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Ｎｏｓ．４１３７４０３３，４１０７４０２２；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８６３ＰｒｏｇｒａｍｏｆＣｈｉｎａ，

Ｎｏ．２０１２ＡＡ１２Ａ２０９．

８９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