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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 GPS 伪距为观测量对GPS35 卫星进行定轨 ,然后将 SLR与GPS 伪距资料综合起来进行定轨 , 并将

计算的轨道与 IGS 精密轨道进行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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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多种观测技术对卫星跟踪观测 ,可以获

得几种不同类型的观测资料。一般地 ,如果每种

技术对应的都是全球性的观测网 ,并且能够获得

足够多的高精度资料 ,那么利用单一技术的观测

信息定轨 ,同样都能获得高精度的定轨结果[ 1] 。

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由于每种观测技术的观测

精度不同 ,因此定轨的结果也不同 。另外 ,由于同

一技术可能存在系统误差以及单一技术的跟踪站

几何分布等原因 ,依据单一观测技术确定的卫星

轨道难免会出现系统偏差 。如果能将多种观测技

术综合起来进行卫星精密定轨 ,充分发挥它们各

自的特点 ,将有利于提高定轨精度 。

利用多种技术综合定轨有 4个明显的特点:

①增加观测总量;②扩充观测弧长;③增强观测量

的几何特性;④有利于系统误差补偿。正是由于

这4个特点 ,使得综合利用各种观测资料成为提

高卫星定轨精度的一个有效手段。GPS 在其两

颗 IIR 型卫星(GPS35 , GPS36)上装置了激光反

射器 ,这两颗卫星的发射成功 ,使一些 S LR跟踪

站能对它们进行激光测距观测 ,从而使利用 SLR

观测资料与 GPS 观测资料综合确定这两颗 GPS

卫星的轨道成为可能 。本文采用 3 个 3d 弧长的

实测数据 ,初步探讨了 GPS 伪距资料与 SLR资

料的综合定轨方法。

1　GPS35卫星的精密定轨

在本文的计算中 , GPS35卫星定轨的弧长为

3d ,定轨的时间段为 2002年 10月 1日至 3日 、11

月 7日到 9日 、12月7日到 9日 。采用的 SLR观

测资料为计算弧段内部分测站的数据 , GPS 观测

数据为5个 IGS(international GPS service)测站的

伪距观测资料。其中 , SLR观测数据是来自美国

NASA的标准点数据 ,该数据是通过对原始观测

数据进行预处理生成的间隔为 5min 的标准点。

GPS观测数据来自 IGS数据中心 ,因为 IGS 数据

中心提供的GPS 观测数据时间间隔为 30s ,而在

本文的计算中并不需要如此高密度的观测数据 ,

因此 ,按照 SLR的标准点时间间隔进行采样 。期

间 ,两种观测资料个数见表 1 ,各个台站的分布见

图 1。从表 1 可以明显看出 , GPS35卫星的 SLR

观测资料较少 ,这是因为:①GPS35 卫星携带的

激光反射器面积仅为 0.24m×0.20m , 而且卫星

轨道较高 ,增加了 SLR观测的难度;②S LR观测

站本身就较少 。

定轨中的协议惯性系为 J2000 地心系 ,力学

模型除了中心引力外 ,还包括地球非球形引力 、日

月引力 、固体潮 、光压和 RTN 经验加速度 ,地球

引力场模型采用 JGM-3 模型 , 行星历表采用

DE403/LE403及其配套的参数 ,站坐标及各站的

运动速度采用 ITRF2000坐标系相应数值 ,极移

采用 IERS C04 极移序列;摄动力计算中所使用

的有关物理模型和参数取自 IERS96
[ 3]
。解算参

数包括卫星起始历元的位置和速度 ,太阳辐射压

的 3个动力学参数以及 RTN 经验摄动中沿轨方

向的振幅和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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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综合定轨的观测站分布图

Fig.1　Distribution of SLR and GPS Stations in the Combined Determination of Satellite Orbit

表 1　SLR与伪距的观测资料个数

Table.1　Number of SLR and Pseudorange Data

日期
　　SLR观测资料个数 　　伪距观测资料个数

GRAZ GRAS YARA HRAO IISC IRKT PERT TSKB

10-01 7 98 74 88 79 62

10-02 92 75 92 80 61

10-03 4 100 69 94 79 61

11-07 15 96 71 92 78 62

11-08 2 6 91 73 92 78 61

11-09 96 74 93 78 26

12-07 12 99 75 66 86 61

12-08 17 74 94 77 62

12-09 19 97 74 91 86 61

在测量模型方面 ,由于本文在定轨时采用了

S LR和伪距两种观测资料 ,这两种观测资料的观

测模型不同。激光测距的观测模型为:

ρslr′=ρslr +Δρ
t ro
slr +Δρ

rel
slr +Δρ

scc
slr +Δρ

ec
slr +εslr

(1)

式中 , ρslr′是 S LR观测值;ρslr是 SLR测站至卫星

的真实距离;ρslr= rb-Rb , rb 、Rb 分别是卫星

和测站在地固坐标系中的位置矢量;Δρtroslr是对流

层折射延迟(本文采用 Marini-Murray 模型);Δρrelslr

是广义相对论效应修正;Δρsccslr是卫星质心补偿修

正;Δρecslr是测站偏心修正;εslr是 S LR观测噪声。

伪距的观测模型为:

ρ伪距′　=ρ伪距+cΔt +Δρ
ion
伪距 +Δρ

tro
伪距

+Δρ
rel
伪距 +Δρ

ant
伪距 +Δρ

scc
伪距+ε伪距

(2)

式中 ,ρ伪距′是伪距观测值;ρ伪距是 GPS测站至卫星

的真实距离 ,ρ伪距= rb -Rb ;c是光速;Δt=ΔtR
-ΔtG , ΔtR 、ΔtG是接收机钟钟差和GPS 卫星钟钟

差;Δρ
ion
伪距是电离层折射延迟;Δρ

tro
伪距是对流层折射

延迟(本文采用 Saastamoinen 模型);Δρ
rel
伪距是广义

相对论效应修正;Δρ
ant
伪距是接收机天线相位中心偏

差修正;Δρ
scc
伪距是卫星天线相位中心偏差修正;ε伪距

是伪距观测噪声。在本文的计算中 ,卫星钟钟差采

用广播星历 ,接收机钟钟差采用 IGS计算的钟差。

值得注意的是 ,在两种资料的观测模型中虽

然有相同的修正项 ,但由于传播媒介的不同 ,具体

的修正公式也不相同 ,其中激光测距和伪距的各

项修正公式参见文献[ 4 , 5] 。文中给出 GPS35卫

星的激光反射器在星固坐标系中的位置矢量为

Sp =(0.86 m , -0.52 m ,0.66 m)
[ 2] ,GPS35卫星

天线相位中心相对于卫星质心的位置矢量为 Sc

=(0.28 m ,0.00 m ,1.02 m)[ 2] 。

如何对各种观测资料加权是综合定轨中的重

要问题之一
[ 1]
。在卫星精密定轨中 ,观测资料通

过 3种途径定权:①利用观测文件中提供的标准

偏差;②根据经验定权;③利用方差分量估计。由

于观测数据文件中观测值的标准偏差只代表观测

的内符合情况 ,而本文的计算中 SLR观测资料稀

少 ,利用方差分量估计定权也不能有效地反映观测

资料的实际情况。因此 ,本文采用经验定权的方法

对观测资料进行赋权 ,即第 i 台站观测资料的权为

pi=1/ σ
2
i 。对 SLR观测资料来讲 , σi 是根据国际

上SLR台站的综合评估分类 ,赋予第 i 台站观测

资料的中误差(σi 的取值见文献[ 6]);对于GPS 观

测资料来说 ,由于伪距本身的观测精度约为 0.5

m ,同时考虑到卫星钟钟差以及接收机钟钟差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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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非差伪距带来的误差影响 ,将 σi赋值为 10 m 。

2　计算与分析

在计算时 ,首先采用非差伪距定轨方法 ,以

GPS35伪距资料为观测量对 GPS35卫星进行定

轨 ,然后综合 SLR 与 GPS 伪距资料进行定轨。

为了验证本文计算的卫星轨道精度 ,将本文计算

的卫星轨道与 IGS 精密轨道进行了比较。 IGS精

密轨道是在GPS时间系统下以 15 min为间隔给

出了每颗 GPS 卫星的精密星历 ,而在计算 GPS35

卫星的轨道时采用的时间系统是 UTC 时间系

统 ,因此在对两者进行比较时 ,首先要统一两者的

时间系统 。另外 ,由于 IGS 轨道提供的 GPS 星历

是在地固坐标系中的精密星历 ,为了便于分析 ,通

过式(3)将比较结果转换到 RTN 坐标系。表 2

列出了本文计算的 GPS35卫星轨道与 IGS 精密

星历的差值统计值。

表 2　本文计算的 GPS35 卫星轨道与 IGS精密星历的差值统计值/m

Tab.2　Comparison Between GPS35 Satellite Orbit and IGS Orbit

日期

(弧段)

DR DT DN

Mean RMS Mean RMS Mean RMS
备注

10-01～ 10-03

(1)

-0.24 0.64 -0.65 4.80 0.13 1.06 仅用伪距观测资料

-0.29 0.66 0.10 3.68 0.09 0.71 加 YARA站激光观测资料

-0.16 0.41 0.17 2.55 0.08 2.48 加 GRAZ 站激光观测资料

-0.18 0.17 0.39 2.06 0.06 2.06 加 YARA 、GRAZ 站激光观测资料

11-07～ 11-09

(2)

0.14 0.85 -2.27 2.16 -0.02 3.13 仅用伪距观测资料

-0.21 0.54 -1.43 3.05 0.01 3.63 加 YARA站激光观测资料

0.27 0.64 -2.06 2.02 -0.03 4.11 加 GRAS 站激光观测资料

-0.08 0.44 -0.94 3.19 0.00 3.24 加 GRAS 、YARA 站激光观测资料

12-07～ 12-09 0.43 0.56 0.47 4.01 0.09 3.67 仅用伪距观测资料

(3) 0.02 0.17 -0.21 0.40 0.07 2.51 加 YARA站激光观测资料

　　卫星位置矢量由地固坐标转换至 RTN 坐标

的公式为:

rRTN =(G)(HG)
T
rb (3)

式中 , rRTN为卫星在 RTN 坐标系中的位置矢量;

rb为卫星在地固坐标系中的位置矢量;G 为位置

矢量由 J2000惯性坐标系至 RTN 坐标系的转换

矩阵;HG为位置矢量由 J2000 惯性坐标系至地

固坐标系的转换矩阵 。其具体表达式见文献[ 4] 。

1)从表 2中3个弧段的定轨结果可以看出 ,采

用伪距资料对 GPS35卫星定轨时 ,可以采用的观

测资料丰富 ,且观测台站较多 ,观测台站的几何分

布也较好 ,但由于伪距资料观测精度较差 ,造成单

独采用伪距定轨精度不够理想。采用非差伪距进

行定轨 ,GPS35卫星定轨的径向精度优于1.0 m 。

2)从表 2 中弧段 1 的径向定轨结果可以看

出 ,虽然增加了 YARA 的激光观测资料 ,但由于

该站的观测较少 ,同时考虑到 YARA 与 PERT 的

位置较为接近 , 并没有改善轨道的径向精度。

GRAZ 的观测资料数仅比 YARA 的观测资料数

多 3个 ,但增加 GRAZ 的激光观测资料后 ,由于

增强了观测资料的几何特性 ,弧段 1 的径向精度

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而增加 GRAZ 和 YARA 两

个站的激光观测资料后 ,既增加了观测资料数 ,又

增强了观测资料的几何特性 ,轨道的径向精度得

到了明显的提高。

3)从表 2 中弧段 2的定轨结果看出 ,该弧段

在沿迹方向存在系统差 ,初步分析可能是由于计

算时采用的时间系统是 UTC 时间系统 ,而伪距

的观测时间是 GPS 时间系统 ,从而造成沿迹方向

的系统差。在增加激光观测资料后 ,该系统差明

显得到了改善 ,且随着激光观测资料的增多 ,该系

统差也随之减小。这可能是由于以下两方面的原

因:①系统误差具有趋势性和规律性 ,但在多种观

测资料的综合定轨中 ,单一观测资料的系统误差

在综合定轨中可能呈现随机性 ,从而造成在综合

定轨中部分系统误差得到抵偿;②由于增加观测

冗余度 ,为系统误差修正提供了条件。弧段 2的

定轨结果说明了多种观测资料的综合定轨可以削

弱系统误差的影响。

4)从表 2 中弧段 3的定轨结果可以看出 ,虽

然 YARA 与 PERT 的位置较近 ,但由于 YARA

的激光观测资料数较多 ,其定轨精度同样得到了

提高 ,尤其是卫星轨道的径向精度得到了明显的

提高 。这是因为:①GPS 卫星的轨道高约20 000

km ,地心到 GPS卫星与 S LR测站到 GPS 卫星的

夹角最大也不超过 14°,因此 SLR观测几乎可以

视为径向观测;②SLR资料的观测精度较高 。

5)从 3个弧段的定轨结果可以看出 ,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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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激光观测资料后 ,卫星轨道的法向精度并没有

得到改善 。这可能是由于 S LR观测站比较少 ,在

综合定轨时 ,给 SLR资料赋以较大的权值 ,导致

卫星轨道的法向精度没有改善 ,甚至降低了卫星

轨道的法向精度 。

3　结　语

1)采用非差伪距定轨方法 ,单独利用伪距资

料对 GPS35卫星定轨的径向精度优于 1.0 m 。

2)GPS 伪距与 SLR两种资料对 GPS35卫星

的综合定轨径向精度优于 0.5 m 。

3)与单独利用伪距资料定轨相比较 , 增加

S LR资料后 ,卫星轨道的径向精度可以得到明显

的提高 ,提高的程度不仅与观测资料数有关 ,而且

还与观测台站的分布有关 。

4)综合定轨可以削弱系统误差的影响。

考虑到载波相位测量精度远高于伪距观测精

度 ,在今后的工作中 ,将进一步开展利用SLR资

料和载波相位观测资料的综合定轨研究 。

致谢:本文插图由吴显兵工程师制作 ,特此感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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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mbination of S LR and GPS pseudorange data for GPS35 orbit determination is

studied.The three-day orbital arcs for the GPS35 satelli te are computed.When the o rbit of

GPS35 satellite is computed , the IERS Convention 1996 is closely followed.ITRF2000 station

posit ions and velocities are employed , along w ith the IERS C04 polar motion series.The JGM-3

g ravity model is employed and JPL planetary ephemeris DE403/LE403 is adopted.

The IGS o rbi t is given in SP3 format wi th respect to a terrestrial reference f rame and w ith

15-minute epochs coincident w ith the GPS t imescale.The o rbit results are given with respect to

J2000 reference f rame with 15-minute epochs coincident w ith the UTC timescale.Thus we have

to convert them from J2000 to the terrest rial reference f rame , at UTC epochs co rresponding to

the IGS ephemeris epo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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