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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地基ＧＰＳ气象学中，湿延迟（ｚｅｎｉｔｈｗｅｔｄｅｌａｙ，ＺＷＤ）与可降水量（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ｂｌｅ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ｒ，ＰＷＶ）

的转换系数犓是一个重要的参数。本文利用中国低纬度地区（２０．０３°Ｎ～２８．２°Ｎ）２０个探空站２００８～２０１１

年的探空数据，分析了犓值随测站纬度和海拔的变化特征，并建立了一种无需站点气象数据，仅与站点纬度、

年积日和海拔相关的区域转换系数犓值模型。结果表明，各站平均犓 值分别随纬度、海拔的增大而减小，减

小速率分别为０．０００２／（°）和０．００２／ｋｍ；本文建立的区域模型的精度与单站模型或者通过加权平均温度（犜犿）

获得的转换系数犓值的精度相当，可用于该区域无气象数据条件下ＧＰＳ反演ＰＷ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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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基ＧＰＳ反演大气可降水量（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ｂｌｅ

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ｒ，ＰＷＶ）过程中，首先从天顶对流层

延迟（ｚｅｎｉｔｈｔｒｏｐｏｓｐｈｅｒｅｄｅｌａｙ，ＺＴＤ）中减去天

顶干延迟 （ｚｅｎｉｔｈｈｙｄ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ｄｅｌａｙ，ＺＨＤ），得到

与大气水汽相关的天顶湿延迟（ｚｅｎｉｔｈｗｅｔｄｅｌａｙ，

ＺＷＤ），ＺＷＤ再乘以转换系数犓，从而获得天顶

方向上的ＰＷＶ。因此，ＺＷＤ与ＰＷＶ的转换系

数犓 是地基ＧＰＳ气象学研究的关键参数。

在实际应用中，为了获得ＧＰＳＰＷＶ，一般可

以取犓为常数０．１５
［１］或通过Ｂｅｖｉｓ模型

［２］或建立

局地加权平均温度模型［３］计算得到。在建立犜犿模

型方面，Ｂｅｖｉｓ等
［４］通过线性回归获得了可广泛用

于中纬度地区的基于地面温度的犜犿模型。姚宜斌

等［５］提出了一种可以利用测站三维坐标和年积日

直接进行计算的加权平均温度的新模型ＧＷＭＴ。

李建国等［６］建立了适用于中国东部的犜犿线性回归

模型；于胜杰等［７］给出了与测站高度相关的误差

改正后的Ｂｅｖｉｓ模型；王晓英等
［８１０］分析了犜犿与地

面温度、气压和水汽压的关系，建立了适合中国大

陆地区的犜犿犜狊经验公式，并在缺少历史探空数据

的地区利用ＥＣＭＷＦ再分析产品建立了局地犜犿

犜狊经验公式；文献［１１］建立了与温度、气压和湿度

相关的犜犿模型，该模型适用于青藏高原地区。此

外，为了避免气压、温度等气象数据的误差影响，

于胜杰等［１２］还研究了利用拟合得到的ＰＷＶ与

ＺＴＤ间的线性关系获得ＰＷＶ的方法。

以上计算犓 值的方法大多是通过犜犿 模型求

得，Ｅｍａｒｄｓｏｎ等
［１３］提出了直接利用测站纬度和

年积日计算转换系数犓 的模型。之后，Ｅｍａｒｄ

ｓｏｎ等
［１４］根据不同的气候类型将欧洲划分为４个

区域，并利用该方法建立了相应的区域 Ｋ 值模

型。曲建光［１５］选取了北京、武汉和拉萨３个站对

比分析了通过犜犿或利用测站纬度和年积日计算

转换系数犓 的两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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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文献［５，７］的研究结果，对于大范围区

域，测站海拔也是影响犓 值的因素之一。因此，

本文借鉴文献［１３］提出的犓 值模型，利用中国低

纬度地区（２０．０３°Ｎ～２８．２°Ｎ）２０个探空站２００８

～２０１１年的探空数据，在分析犓 值随纬度和海

拔变化特征的基础上，建立与站点纬度、年积日和

海拔相关的单站和区域转换系数犓 值模型，并与

传统的通过犜犿求解转系数犓 值的方法进行比

较，分析区域模型在该地区的适用性。

１　转换系数犓 的计算方法

ＧＰＳＰＷＶ可由式（１）计算：

ＰＷＶ＝犓·ＺＷＤ （１）

其中，

犓 ＝１０
６／ρ犚狏 犽３／犜犿＋犽′（ ）２ （２）

式中，犚狏 为水汽特定的气体常数；ρ为水的密度；

犽′２＝２２．１Ｋ／ｈＰａ；犽３＝３．７３９·１０５Ｋ
２／ｈＰａ；犜犿

为加权平均温度。

犜犿 ＝∫
（犘狏／犜）ｄ狕

∫（犘狏／犜
２）ｄ狕

（３）

　　实际计算中，探空数据提供了从地面到不同

高度层的温度犜犻和水汽压犘狑，犻，因此，将式（３）离

散化后可得：

犜犿 ＝
∑
犻＝狀－１

犻＝０

珚犘狑，犻
珡犜犻
（犺犻＋１－犺犻）

∑
犻＝狀－１

犻＝０

珚犘狑，犻

犜２犻
（犺犻＋１－犺犻）

（４）

式中，珚犘狑，犻和珚犜犻 分别为从高度为犺犻 到高度为犺犻＋１

的平均水汽压和平均温度，珚犘狑，犻＝
１

２
（犘狑，犻＋１＋

犘狑，犻）；珚犜犻＝
１

２
（犜犻＋１＋犜犻）。通过式（４）可以精确计

算出加权平均温度。然而，在实际应用中不可能在

每个ＧＰＳ站同时获得探空观测数据。根据Ｂｅｖｉｓ

的研究［４］，犜犿可以通过地面温度（犜）计算得到：

犜犿 ＝犪＋犫·犜 （５）

式中，系数犪、犫可利用最小二乘法计算得到。Ｂｅ

ｖｉｓ通过线性回归获得了适用于中纬度地区的基

于地面温度的犜犿模型：

犜犿 ＝７０．２°Ｋ＋０．７２Ｔ°（犓） （６）

　　Ｅｍａｒｄｓｏｎ等提出了利用测站纬度和年积日

计算转换系数犓 的模型
［１３］：

犓－１
＝犪０＋犪１φ＋犪２ｓｉｎ（２π

ｄｏｙ
３６５
）＋犪３ｃｏｓ（２π

ｄｏｙ
３６５
）

（７）

式中，φ为测站纬度；ｄｏｙ为年积日；犪０、犪１、犪２、犪３

可通过最小二乘方法求得。

２　转换系数犓 的空间分布特征

利用中国低纬度地区２０个探空站２００８～

２０１１年的探空数据通过式（４）获得精确的转换系

数犓，分析犓 值在该地区随纬度和海拔的空间变

化特征。

图１　各探空站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平均犓值

Ｆｉｇ．１　ＭｅａｎＶａｌｕｅｏｆ犓ｆｒｏｍ２００８ｔｏ

２０１１ａｔＥａｃｈＳｉｔｅ

图１给出了２０个探空站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平均

犓 值的变化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总体上低纬

度地区的 犓 值高于高纬度地区，纬度最低的

Ｈａｉｋｏｕ站（２０．０３°Ｎ）平均犓 值达到了０．１６４４，

纬度最高的Ｃｈａｎｇｓｈａ站（２８．２°Ｎ）平均犓 值为

０．１６１１；低海拔地区的犓 值高于高海拔地区，海

拔最低的Ｔａｉｂｅｉ站（９．０ｍ）平均犓 值为０．１６２３，

海拔最高的 Ｋｕｎｍｉｎｇ站（海拔１８９２ｍ）平均犓

值为０．１５９５；纬度和海拔接近的情况下，沿海地

区的 犓 值大于内陆地区，例如沿海 地区 的

Ｆｕｚｈｏｕ站（２６．０８°Ｎ，海拔８５ｍ）平均 犓 值为

０．１６２０，而内陆地区的Ｇａｎｚｈｏｕ站（２６．４８°Ｎ，海

拔１２５ｍ）的平均犓 值为０．１６１５。由此可以看

出，转换系数犓 受地理位置、地形起伏以及气候

类型的综合影响。

图２更好地反映出平均犓 值随纬度和海拔

的变化趋势，从图２（ａ）可以看出，随着纬度的增

加平均犓 值呈现出逐渐减小的整体趋势，变化率

为－０．０００２／（°）。其中 Ｍｅｎｇｚｉ、Ｋｕｎｍｉｎｇ 和

Ｔｅｎｇｃｈｏｎｇ等３个站的犓 值突然减小，是因为这

３个站的海拔出现了突然的增大，相对于纬度的

变化，此时海拔变化的影响更大，而如果单独考虑

这３个高海拔探空站，其平均犓 值的变化趋势仍

然是随着纬度的增大而减小。图２（ｂ）中，平均犓

值随着海拔的增大而逐渐减小，并且这种趋势比

图２（ａ）的趋势更为明显，变化率为－０．００２／ｋｍ。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转换系数犓 不仅受测站

８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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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各探空站平均Ｋ值随纬度和海拔的变化趋势

Ｆｉｇ．２　ＭｅａｎＫＶａｌｕｅＶａｒｉｅｓｗｉｔｈ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ａｎｄ

ＨｅｉｇｈｔａｔＥａｃｈＳｉｔｅ

地理位置（纬度）的影响，而且还与地形起伏（海

拔）有关。因此，本文在式（７）的基础上，加入了测

站海拔的影响，其公式如下：

犓－１
＝犪０＋犪１φ＋犪２ｓｉｎ（２π

ｄｏｙ
３６５
）＋

犪３ｃｏｓ（２π
ｄｏｙ
３６５
）＋犪４犺 （８）

式中，犺为测站海拔，单位为 ｍ；犪４ 为其相应的系

数，其余变量与式（７）相同。

３　区域犓 值模型及其精度分析

通过１５个探空站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的探空数据

利用式（７）分别建立各探空站的单站 犓 值模型

（称为“单站模型”）以及利用所有探空站数据建立

相应的区域犓 值模型（称为“区域模型１”），同时

利用式（８）建立了考虑地形起伏的区域犓 值模型

（称为“区域模型２”）。此外，采用式（５）、式（６）计

算了各站的犓 值，分别称为线性回归模型和Ｂｅｖ

ｉｓ模型，与区域模型１和区域模型２作对比分析。

最后利用其余５个探空站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的数据

检验两种区域模型的外符合精度。

从表１给出的区域模型１和区域模型２相应

的参数可以看出，虽然系数犪４ 的值很小，对于海

拔低于５００ｍ 的测站，其对 犓 值的影响仅为

０．０００１，但在考虑测站海拔的影响后，系数犪０ 和

犪１ 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而系数犪２ 和犪３ 几乎保持

不变，说明测站海拔和测站纬度均是影响犓 值的

因素，而且两者具有相关性。

表１　两种区域模型的参数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Ｍｏｄｅｌｓ

模型 犪０ 犪１ 犪２ 犪３ 犪４

区域模型１ ０．１７３７０ －０．０００５０ －０．００１１２ －０．００２６３ 

区域模型２ ０．１７２２３ －０．０００４０ －０．００１１２ －０．００２６２ －０．０００００２

　　图３为不同模型计算各站的 犓 值相对于

式（４）计算的犓 值（真值）的均方根误差（ＲＭＳ）。

从图中可以看出，通过线性回归模型计算的犓 值

的精度最高，ＲＭＳ小于０．００１７。由于Ｂｅｖｉｓ模

型是利用美国部分探空站通过线性回归得到的，

该模型在中国低纬度地区的精度略低于局地线性

回归模型，而且其精度随着纬度的减小而降低，

从 Ｈｕａｉｈｕａ站（２７．５６°Ｎ）ＲＭＳ为０．００１８到

Ｈａｉｋｏｕ站（２０．０３°Ｎ）ＲＭＳ达到了０．００２６。单站

模型的精度与Ｂｅｖｉｓ模型计算的犓 值精度相当，

在纬度较低的地区单站模型具有较高的精度，而

较高纬度的几个站点的精度略低，精度最低的

Ｘｉｃｈａｎｇ站其ＲＭＳ为０．００２５。由于区域模型的

建立受到站点分布、地形起伏以及气候类型等多

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因此，其精度相比于其他单站

计算的犓 值的精度略低。而由于区域模型１未

考虑地形起伏的影响，其精度略低于区域模型２

的精度。区域模型１和区域模型２精度最低的站

点均是 Ｃｈａｎｇｓｈａ站，ＲＭＳ分别为０．００３１和

０．００２８，这可能与该站探空数据的质量稍差有

关。在不考虑ＺＷＤ误差的情况下，由式（１）可以

得到转换系数Ｋ的误差与ＰＷＶ误差的相关关系

为：δＰＷＶ＝ＺＷＤ·δ犓。由此，在中国低纬度最

潮湿的沿海地区，ＺＷＤ一般在５００ｍｍ以内，此

时线性回归模型、Ｂｅｖｉｓ模型、单站模型、区域模型

１和区域模型２误差引起的ＰＷＶ最大估算误差

分别为０．８５ｍｍ、１．３０ｍｍ、１．２５ｍｍ、１．５５ｍｍ

和１．４０ｍｍ。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线性回归模型和Ｂｅｖｉｓ

模型计算犓 值精度较高，但需要已知地面温度，

因此，无法用于缺少气象观测的区域。而单站模

型无法应用到离测站较远的地区。两种区域模型

适用于整个区域并且不需要任何气象数据。此

外，当考虑地形起伏的影响时，区域模型２的精度

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为了分析区域模型的外符合精度，在沿海地

区（Ｘｉａｍｅｎ站）、内陆低海拔地区（Ｃｈｅｎｚｈｏｕ站、

Ｂａｉｓｅ站、Ｑｉｎｇｙｕａｎ站）和高海拔地区（Ｇｕｉｙａｎｇ

９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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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不同模型计算犓值精度情况

Ｆｉｇ．３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ｆ犓 Ｕｓ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ｓ

站）共选取５个站用于检验两种区域模型的外符

合精度。

表２可以看出，区域模型２在５个站的外符

合精度均高于区域模型１的精度，特别是在

Ｇｕｉｙａｎｇ和Ｑｉｎｇｙｕａｎ两个站精度均有了较为明

显的提高，ＲＭＳ分别从０．００２３和０．００２１降到

０．００１８，其余３个站的精度略有提高。整体上，

两种区域模型的外符合精度与其内符合精度相

当。图４给出了不同方法得到的 Ｇｕｉｙａｎｇ站和

Ｑｉｎｇｙｕａｎ站转换系数 犓 值，从图中可以看出，

Ｂｅｖｉｓ模型、线性回归模型、单站模型和两种区域

模型计算的犓 值与积分值均具有很好的一致性。

区域模型１计算的犓 值与单站模型的犓 值存在

较大偏差，在考虑地形起伏影响后，区域模型２获

得的犓 值与单站模型的犓 值较为接近。总体

上，区域模型２计算的犓 值处于单站模型和区域

模型１计算的犓 值之间。此外，Ｂｅｖｉｓ模型计算

的犓 值随着纬度的降低（从Ｇｕｉｙａｎｇ站２６．４８°Ｎ

到Ｑｉｎｇｙｕａｎ站２３．６６°Ｎ）与积分值的偏差越来越

大。

表２　两种区域模型拟合其余５个探空站的

精度统计（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

Ｔａｂ．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Ｆｉｔｔｉｎｇ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ｗｏ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ＭｏｄｅｌｓａｔＯｔｈｅｒ５Ｒａｄｉｏｓｏｎｄ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２００８ｔｏ２０１２）

站点
区域模型１ 区域模型２

ＭＡＥ ＲＭＳ ＭＡＥ ＲＭＳ

Ｇｕｉｙａｎｇ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１８

Ｃｈｅｎｚｈｏｕ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０２３

Ｘｉａｍｅｎ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１８

Ｂａｉｓｅ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０２１

Ｑｉｎｇｙｕａｎ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１８

图４　不同方法计算Ｇｕｉｙａｎｇ站和Ｑｉｎｇｙｕａｎ站犓值

Ｆｉｇ．４　犓Ｖａｌｕｅ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ｔＧｕｉｙａｎｇＳｉｔｅａｎｄＱｉｎｇｙｕａｎＳｉｔｅ

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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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语

通过犜犿计算转换系数犓 值，通常需要已知

测站的气象参数，且单站模型的应用范围有限。

本文利用中国低纬度地区探空站数据分析了该地

区湿延迟与可降水量间的转换关系，发现转换系

数犓 值分别随着纬度和海拔的增大而减小。在

考虑地形起伏（测站海拔）影响的条件下，建立了

适用于该地区的区域转换系数犓 值模型。该模

型在区域内任何站点不需要已知测站气象参数，

仅通过站点纬度、年积日和海拔即可获得高精度

的转换系数犓，其精度与单站模型或者通过犜犿计

算得到的犓 值精度相当，可用于该地区无气象数

据条件下ＧＰＳ反演ＰＷ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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狋犲狅狉狅犾犃狆狆犾，２０００（７）：６１６８

［１５］ＱｕＪｉａｎｇｕａｎｇ．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ｒａｎｓ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犓 Ｖａｌｕｅｏｆ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Ｉｎｔｅ

ｇｒａｔｅｄ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ｒ［Ｊ］．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犎犲犻犾狅狀犵犼犻犪狀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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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狅犳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２００２，１６（３）：３５３７（曲建

光．推算大气综合水汽转换系数犓 值的计算与分

析［Ｊ］．黑龙江工程学院学报，２００２，１６（３）：３５３７）

犗狀狋犺犲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犅犲狋狑犲犲狀狋犺犲犠犲狋犇犲犾犪狔犪狀犱狋犺犲犠犪狋犲狉犘狉犲犮犻狆犻狋犪犫犾犲

犞犪狆狅狉犻狀犆狅狀狊犻犱犲狉犪狋犻狅狀狅犳犜狅狆狅犵狉犪狆犺犻犮犚犲犾犻犲犳犻狀狋犺犲

犔狅狑犾犪狋犻狋狌犱犲犚犲犵犻狅狀狅犳犆犺犻狀犪

犢犃犗犆犺犪狅犾狅狀犵
１
　犔犝犗犣犺犻犮犪犻

１，２，３
　犔犐犝犔犻犾狅狀犵

４，５
　犣犎犗犝犅狅狔犪狀犵

６

１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Ｇｅｏｄｅｓｙａｎｄ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２　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Ｇｅｏｓｐａｃ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Ｇｅｏｄｅｓｙ，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３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ｃｉｖ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Ｇｅｏｓｐａｔｉ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４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Ｇｅｏｄｅｓｙａｎｄ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Ｇｕｉｌ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Ｇｕｉｌｉｎ５４１００４，Ｃｈｉｎａ

５　Ｇｕａｎｇｘｉ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Ｇｕｉｌｉｎ５４１００４，Ｃｈｉｎａ

６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ｐｐｉｎｇ，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５１０００６，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ｃｏｅｆｇｆｉｃｉｅｎｔ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ｚｅｎｉｔｈｗｅｔｄｅｌａｙ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ｂｌｅ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ｒ

ｉ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ｉｎｇｒｏｕｎｄｂａｓｅｄＧＰＳ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ｄａｔａｏｆ２０ｒａｄｉｏｓｏｎｄ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

２００８ｔｏ２０１１ｉｎａｌｏｗ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ｒｅｇ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３°Ｎ～２８．２°Ｎ）ｗｅｒｅｕｓｅｄ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

犓 ｗｉｔｈｒｅｓｐｅｃｔｔｏ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ａｎｄｈｅｉｇｈｔ．Ａ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犓ｍｏｄｅｌｗｉｔｈｏｕｔａｎｙｍｅｔｅｏｒ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ｗａｓ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ｂｙ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ｓｉｔｅ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ｄａｙｏｆｔｈｅｙｅａｒ，ａｎｄｓｉｔｅｈｅｉｇｈｔ．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ｍｅａｎｖａｌｕｅｓｏｆ犓ａｔｅａｃｈｓｉｔｅｔｅｎｄｔｏｒｅｄｕｃｅｗｉｔｈ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ａｎｄｈｅｉｇｈｔ

ａｔｔｈｅｒａｔｅｓｏｆ０．０００２ｐｅｒｄｅｇｒｅｅａｎｄ０．００２ｐｅｒｋｉｌｏｍｅｔｅｒ，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ｃｏｅｆ

ｆｉｃｉｅｎｔ犓 ｍｏｄｅｌｈａｓａｌｍｏｓｔｓａｍｅ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ａｓ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ｓｉｔ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ｍｏｄｅｌｏｒａｓ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ｂｙｔｈｅ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ｍｅａ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ｃａｎｂｅｕｓｅｄｔｏｏｂｔａｉｎＧＰＳＰＷＶｉｎ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ｅｄｒｅｇｉｏｎｗｉｔｈｏｕｔａｎｙ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ｇｒｏｕｎｄｂａｓｅｄＧＰＳ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犓；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ｍｅａ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ｍｏｄｅｌ

犉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ＹＡＯＣｈａｏｌｏｎｇ，Ｐｈ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ｓｉｎＧＮＳＳ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Ｅｍａｉｌ：ｃｌｙａｏｗｈｕ＠１６３．ｃｏｍ

犉狅狌狀犱犪狋犻狅狀狊狌狆狆狅狉狋：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Ｎｏｓ．４１１７４０２０，４１１３１０６７，４１１７４０２１，４１０６４００１；ｔｈｅＧｕａｎｇｘｉ

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Ｎｏ．ＧｕｉＫｅＮｅｎｇ１２０７１１５０７；ｔｈｅＧｕａｎｇｘｉ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Ｎｏｓ．

２０１２ＧＸＮＳＦＡＡ０５３１８３，２０１２ＧＸＮＳＦＧＡ０６０００１；ｔｈ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ｊｅｃｔｏｆＧｕａｎｇｘｉ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Ｎｏ．ＹＣＳＺ２０１３０７７；ｔｈｅＦｕｎｄａ

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ｕｎｄｓｆｏｒ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ｏ．２０１４２１４０２０２０３；ｔｈｅＯｐｅｎＦｕｎｄｏｆ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Ｇｅｎｏｓｐａｃ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Ｇｅｏｄｅｓｙ，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１４０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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