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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 CHAMP 站的建立以及 CHAMP 任务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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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武汉 HR/ LL 站的建立和构成 , 探讨了 CHAMP 任务的应用前景 , 并比较了 IGS 武汉站和

CHAMP武汉站的相关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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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运行 HR/LL (high rate low latency)地

面GPS跟踪网是 CHAMP 任务实施高(GPS 卫

星)_低(CHAMP 卫星)掩星观测的地面跟踪部

分。目前 ,CHAMP 任务已在全球布设了 11个地

面跟踪站。其中 ,武汉站是由武汉大学和德国地

学研究中心(GFZ)合作建立的 ,是 CHAMP 地面

跟踪网的第 12站 ,并将于近期投入运行 。

CHAMP任务的设计 、维护均由德国地学研

究中心负责。该任务使用的 CHAMP 卫星具有

鲜明特点 , 其物理参数如下:卫星发射质量为

522.5kg ,长 8 333mm ,宽1 621mm ,高 750mm ,面

质比为 0.001 38m2/kg ,其轨道参数见表 1[ 1] 。

1　武汉 CHAMP 站的构成

作为 CHAMP 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地

面跟踪网在 CHAMP 卫星轨道的精密确定等方

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 。为了满足 CHAMP

任务轨道数据的时效性和精度要求 ,同时保障其

他科学研究项目的正常实施 , CHAMP 任务已经

在全球布设了 11个连续运行跟踪站 ,而在幅员辽

阔的中国境内目前还是空白。为了建立一个布局

更加合理的跟踪网 ,以利于对 CHAMP 卫星进行

有效定轨 ,武汉大学和德国地学研究中心进行了

合作———双方共同在武汉建立了符合 CHAMP

任务要求的高采样率 、低延迟(HR/ LL)跟踪站。

同时 , 德国地学研究中心向武汉大学提供了

CHAMP任务 1 ～ 4级别的数据。这为开展地学

领域的研究 ,特别为地球重力场 、大气和地球磁场

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对推动我国空间大地测

量事业的发展十分有益。

武汉CHAMP站是武汉大学(原武汉测绘科技

大学)在成功建立和运行武汉 IGS跟踪站之后建立

的又一高水平的国际空间科学跟踪站。它主要由

以下硬件系统和软件系统构成。其中 ,CHAMP 跟

踪站的硬件系统由以下 4个单元组成 。

　　·接收单元 。美国 AOA 公司制造的 Bench_

MarkGPS接收机 ,该型号的接收机可以以1s采

表 1　CHAMP卫星轨道

Tab.1　CHAMP Satellite Orbit

卫星起始历元 卫星设计寿命 卫星轨道参数(在 CIS中的平均参数) 卫星轨道周期特性

2000_08_01 00∶00∶00(GPS)
(格林尼治时间) 5a

长半轴 a=6 823.687km

偏心率 e=0.004 001

轨道倾角 i=87.277°

近地点角 ω=257.706°

升交点角 Ψ=144.210°

平近点角 M=63.816°

一周的时间:00∶93∶55

每天周数:15.40

节点周期:966d

近地点周期:9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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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率高精度地接收 GPS 信号 ,并可以接收原子钟

的时钟频率信号 ,提高数据质量。

·气象单元 。TM 200型气象仪以设定的采样

率收集温度 、湿度和大气压信息并实时地传输到

控制单元 。

·控制单元 。工业标准的计算机 ,负责整个跟

踪站系统的运转和控制。

·电源单元 。电源管理设备 Batman 、充电器 、

直流/交流转换器和不间断电源 UPS 。该单元可

以保证在异常断电后 ,使控制单元有效地保存相

关数据和设置并自动关闭所有设备 ,一旦电源恢

复后即自动启动所有设备 ,使 CHAMP 跟踪站能

很好地兼顾尽可能连续的数据采样和设备安全。

CHAMP跟踪站的软件系统则由以下 6个单

元组成。

·GPS数据下载单元。由接收机下载 GPS数

据。

·GPS 数据转换单元 。将数据转换为 GFZ_

Binex[ 3]格式 。

·电源监控单元 。监测电源 ,并记录到 log 文

件。

·气象数据下载单元 。由 TM200 自动下载

气象数据 。

·压缩工具 。利用 tcomp算法[ 3]压缩数据 ,这

可以较好地保证在网络拥挤时尽快将数据汇总到

数据中心 。

·自动发送数据工具。将数据自动传输到

GFZ 数据中心 。

以上系统在成功运行后将全自动进行数据的

采集 、预处理 、打包和发送 ,无需人工干涉 ,其数据

的流程如图 1所示。

2　CHAMP 任务的数据

在未来的数十年里 ,地球科学的中心任务将

逐渐转变为将地球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 ,这对揭

示地球信息的本质至关重要。而其他具有局部意

义的技术则作为补充和特定任务的解决方法 。地

球系统包括在时域和空域内变化着的固体 、液体

和气体 ,以及它们间的相互作用 。CHAMP 任务

是通过整体地观测地球系统展开的 。

1)在轨道设计上 ,CHAMP 所采用的圆形近极

轨道在测地方面具有明显的优点:①可以提供比较

均匀的全球覆盖 ,这对于恢复地球重力场和磁场十

分重要;②相对于太阳同步轨道 ,该类轨道可探测

出某些地球信息的周期性变化(如潮汐及其周日变

化),而对于太阳同步卫星而言 ,星下点的地方太阳

时几乎不变;③CHAMP卫星轨道高度约为454km ,

对于地球信息将更为敏感(利用CHAMP卫星资料

可望精确求定地球重力场到 100阶次),并可以展

开对时变地球重力场的研究。

“数据引入”

/Home/Wuhan/Data/ Incoming

 

数据收集器

 

GFZ_Binex 格式的 1h数据

/Home/Wuhan/Data/ Bxhou rly

 

为 IGS准备数据

 

RINEX格式的 1h数据

/Home/Wuhan/Data/Rxhourly

※

※

GFZ数
据中心

IGS 数
据中心

图 1　武汉 CHAMP跟踪站数据流程

F ig.1　Data Flow of CHAMP Wuhan

　　2) CHAMP 所携带的相关设备 , 包括

BLACKJACK 型星载 GPS接收机 、高灵敏度加速

度仪 、磁力仪以及各种先进的传感设备 , 使得

CHAMP 卫星能够高质量地获取地学数据资料。

其中 , 星载 GPS 接收机提供的卫星跟踪卫星

(satelli te_to_satellite tracking ,SST)资料提供了进

行地球重力场研究的新的观测量 ,可以很好地改

善某些阶次的地球重力场模型系数 。另外 ,高低

模式的 GPS掩星资料为研究地球大气(包括对流

层和电离层)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每天 200多

次掩星事件。再辅以地面 GPS 资料将极大地改

善单纯利用传统气象资料建立地球大气层析模型

时的数据分辨率和分布状况 ,提高数值天气预报

的可靠性 。

3)CHAMP 任务的有效保障。完善的地面

跟踪网和地面监测系统(软件和硬件),特别是由

目前 11个 HR/LL 跟踪站组成的地面跟踪网在

CHAMP 精密轨道确定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11

个跟踪站所提供的 1s采样的 GPS观测资料通过

数据链近乎实时地汇总到 GFZ 数据中心 ,使得数

据中心可以较快的速度(延迟 1 ～ 2d)提供高精度

的快速轨道数据 ,为 CHAMP 任务的各个应用提

供基本数据。

基于 CHAMP 数据的分类 , CHAMP 任务所

致力研究的问题主要有以下 3个方面。

·重力。高精度的星载 GPS 可以提供高密

度 、连续的轨道变化情况 ,同时 ,星载高灵敏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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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计提供的加速度资料 ,可用于分离作用在卫

星上的保守力和非保守力。CHAMP 卫星配备的

恒星照相系统可用于精密姿态控制 。

·磁力 。高性能的磁力计可用于测量地球磁

场的三维分量;

·大气(对流层和电离层)。星载设备在提供

高精度的重力场和磁场信息的同时可以对地球大

气进行观测 ,其中GPS/CHAMP 无线电掩星观测

资料可以用于定量研究大气的温度 、水汽分布以

及全球大气电子密度分布的情况。

当CHAMP 数据完全发布以后 ,基于上述 3

个主要的研究领域 , CHAMP 任务可以提供以下

数据 。

·高精度的全球静态重力场的长波信息和地

球重力场的时变信息;

·全球磁场的空间/时间分布的信息;

·全球分布 、大量的由于电离层和对流层产生

的GPS 折射信号信息 ,它们可以转化为温度 、水

汽含量和电子含量(TEC)。

基于 CHAMP 卫星星载设备的精确度和稳

定度以及高精度提供作用在卫星上的力的信息 ,

使得 CHAMP 任务在地球科学的许多方面的应

用潜力巨大。

·岩石圈。分析研究固体地球的结构和动力

学特性 ,以及与海洋 、大气之间的相互影响。

·水圈 。更高精度的监测海洋环流 ,全球海面

高变化和短期的全球水平衡的研究 。

·大气圈。全球的无线电探测资料可以用于

研究中性及电离大气层与地球表面及空间的气候

关系 。

目前 ,在重力场领域 ,GFZ 已经利用 CHAMP

资料计算了展开到 72阶次的地球重力场模型。利

用 CHAMP 掩星数据所获得的分布全球的干温垂

直廓线 ,与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ECMWF)提供

的相应的全球气象分析进行了对比 ,其结果是在对

流层顶之上 ,温度偏差小于 1K;在北纬大于 30°的

地区的地表以上 ,处于 12 ～ 20km 之间 ,温度偏差

甚至低于 0.5K。在磁场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不少

成果。

3　CHAMP 卫星监测地球信息的基
本原理

3.1　地球重力场

CHAMP 卫星的星载 GPS 接收机以很高的

采样率接收 GPS 卫星信号 ,联合地面跟踪网的数

据可以高精度地确定 CHAMP 卫星的轨道。同

时 ,利用 CHAMP 星载高精度加速度仪观测资料

将非保守力的影响分离 ,就可以利用 SST 的基本

观测量(CHAMP 与 GPS 卫星之间的距离变率 ,

即相对视线速度)确定地球重力场的部分位系数

以及它们的组合。特别地 ,由于 CHAMP 具有近

极点低轨道的特点 ,它对于重力场的敏感程度很

高 ,且有很好的全球覆盖 ,可以以较高的空间和时

间分辨率研究地球重力场 。

3.2　地球大气

CHAMP卫星在大气方面的主要任务之一就

是利用 GPS 掩星技术研究地球中性层大气和电

离层 。其基本原理如下:①确定产生掩星的时刻

并确定掩星事件 ,然后通过双差技术(CHAMP 卫

星所载GPS 接收机与地面基准网之间求一次差 ,

发生掩星与未发生掩星的 GPS 卫星间求二次差)

消除卫星钟差和接收机钟差 ,获取掩星路径大气

的相位延迟 。对延迟进行校正 ,然后基于 Snell定

律计算折射角廓线 。②利用 L 1 、L 2 两频率折射

角廓线的组合获取电离层信息。采用 Abel变换 ,

得到总折射角 、总折射率廓线。利用球对称大气

模型反演得到大气参数廓线。对于低对流层则利

用气象预报模式提供的温度廓线 ,反演水汽垂直

廓线。 ③将成果与气象预报模式的成果进行比

较 ,分析并评价其精度水平。

3.3　地球磁场

在全球范围内建立高精度的磁场模型必须有

稠密且均匀的观测数据。传统的地面观测在空间

分辨率和时间分辨率方面都无法满足建立全球磁

场模型的要求 ,而地球近极低轨道卫星作为载体

是理想的解决方案。1979 ～ 1980年间 MAGSAT

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磁场观测工作 ,但是由于其工

作时间只有 6个月 ,且为太阳同步轨道卫星 ,不能

很好地研究磁场的某些周期信息 ,具有一定的局

限性 。1999年 ,丹麦实施了 Ersted卫星计划研究

地磁场 ,但由于较高的轨道(650 ～ 860km)使得数

据分辨率方面的指标难以保证 。CHAMP 卫星约

87°的轨道倾角保证它能够很好地覆盖所有当地

时间 ,而其 5a的系统设计寿命可望为开展磁场长

期变化提供有效资料 。同时 ,鉴于 CHAMP 卫星

较低的圆轨道(平均 454km)和先进的磁力观测仪

器 ,CHAMP 将可以提供高质量的磁场科学数据

———全球磁场分布图和相关的源的结构及其动力

学的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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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HAMP 武汉跟踪站与 IGS武汉

跟踪站

　　CHAMP 武汉站与 IGS 武汉站都是通过接收

GPS卫星信号为空间科学服务的 ,同时 ,两站都

是全天候自动接收 、下载 、打包并发送数据 ,而且

两站都可以外接高精度的原子钟频率 。但是 ,它

们之间存在本质的区别:①两类跟踪站的采样率

不同 , IGS 武汉站的采样率是 30s ,而 CHAMP 武

汉站的采样率是 1s ,这是由两类跟踪站各自的目

的决定的 。IGS 武汉站主要是为 IGS在全球框架

内的空间技术应用(如精密 IGS 星历的计算)服

务的 ,而 CHAMP 武汉站主要是为 CHAMP 任务

服务的 ,其采样率必须与 CHAMP 卫星相关设备

的数据采样率相匹配 。特别是为了将 CHAMP

卫星的定轨精度控制在有效范围之内以利于重力

场 、磁场和大气研究工作的进行 ,高精度的快速科

学轨道和后处理精密轨道数据是必需的 。 ②IGS

武汉站的数据格式采用 RINEX格式 ,而 CHAMP

武汉站则采用 GFZ 定义的 BINEX格式 ,同时由

于CHAMP 武汉站的数据采样率高于 IGS 武汉

站采样率的 30 倍 , 为了有效地传输数据 ,

CHAMP武汉站采用了更加优化的压缩算法对数

据进行压缩。 ③两站采用的设备也不尽相同 ,

CHAMP 武汉站采用了 AOA 公司的 BenchM ark

接收机 ,并配备了 TM200气象仪器;而 IGS武汉

站采用的则是 ASHTECH 公司的接收机 ,配备的

是小型气象传感器。

5　结　语

CHAMP任务从地球各圈层研究整体地球的

新概念 ,同时开启了一系列 LEO地学研究任务的

序幕 ,具有标志性意义 。空间大地测量的工作者

还需在以下方面开展细致深入的工作。

1)目前我国空间学科领域尚缺乏一套能进

行精密卫星轨道确定和地球参数解算的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软件平台 。

2)如何由 SST 观测资料精确求定地球外部

重力场 ,甚至研究重力场的随时变化 ,无论在理论

上和具体的实现上都需要进一步完善。

3)空基 GPS 掩星技术与地基 GPS 气象技术

的融合是未来 GPS 气象技术的热点。由于地基

GPS气象研究已经取得较大进展 ,同时基于空基

GPS掩星技术的巨大潜力 ,两者的融合对于填补

气象数据空白 ,提高数据分辨率并进一步改善数

值天气预报模型的准确度和可靠性具有重大的意

义。

4)需要规范化的数据管理。由特定人员负

责空间大地测量数据的收集和维护(比如 SLR、

LLR 、GPS星历等)。因为以往松散模式下的数据

管理容易造成资源的浪费 ,而且完整性差 ,同时不

利于数据的长期保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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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ensional space to the image space by the similar transformation.Then , the small space is pro-

jected to the level plane , which passes the center of the image plane.Finally , the level image is

transformed to the o riginal declining image.Every step of the model is st rict , and the map function

of each transformation is the fi rst order polynomials.The f inal calculation of the parameters is for

the linear equations with good status.As a result , the problem of the relativity of image parameter

calculation is solved completely.Some experiments are carried on fo r a lot of images w ith 10 m , 3

m and 1 m resolution.All of the results are qui te perfect.Thus , the validi ty of the strict geometric

model has been verif ied.

Key words:remote sensing image;high resolution;parameter calculation;aff ine t ransformation;

strict geometric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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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ment of the CHAMP Wuhan and Application

of CHAMP 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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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HAMP Wuhan tracking station is based on the f rame between Wuhan University

and GFZ.It is the 12th Ground Tracking Stat ion for CHAMP mission.The establishment of

CHAMP Wuhan is int roduced in this paper.Then the application of CHAMP mission are de-

scribed in detail.Last ,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AMP Wuhan and IGS Wuhan are describ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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