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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星载 GPS确定低轨卫星初始状态解的误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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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星载 GPS 动力学短弧定轨中的偶然误差 、GPS 星历误差和采样间隔对卫星初始状态参数估计

结果的影响。仿真计算表明 ,在非力学模型误差综合影响下 , 利用双频 P 码无电离层组合进行动力学短弧定

轨的精度优于 10m;弧段较短时法方程严重病态 ,条件数高达 109 ,此时宜寻求有效的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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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载 GPS 系统具有全天候 、价格低 、不受卫

星高度影响等特点 ,并且测轨精度高 ,已成为低轨

道卫星精密定轨最有效的手段[ 1] 。星载 GPS 动

力法定轨要求卫星的力学模型必须十分精确 ,否

则会将模型误差带入历元参数估值中。一般来

说 ,观测量离解算历元越远 ,积分弧段越长 ,动力

学模型误差的影响越大 ,所以有必要研究短弧定

轨以提高定轨精度。

在弧段较短时 ,星载 GPS动力法定轨误差可

认为主要来自测量噪声等一些非力学模型误差的

影响 。通过对长短弧解的比较来研究力学模型误

差对长弧定轨的影响及轨道误差的特性 ,从而对

力学模型误差进行补偿。另外 ,在一些空间应用

中也需要进行快速(quick-look)定轨[ 2 , 3] ,因此 ,有

必要研究短弧定轨过程中各种非力学模型误差对

定轨精度的影响 。焦文海等
[ 4]
利用不同的观测

噪声和系统误差模拟了 C/A码观测量 ,分析了一

天内短弧定轨的精度 。目前 , CHAMP 等低轨卫

星上配有双频 P 码 GPS 接收机 ,可以获得高精度

的双频 P 码观测量。本文利用模拟的双频 P 码

伪距进行无电离层组合 ,计算分析了低轨卫星在

一个运行周期弧段内进行定轨时偶然误差 、GPS

星历误差和采样间隔对卫星初始状态参数估计结

果的影响以及定轨所能达到的精度 ,得出了一些

有益的结论 ,对于进一步研究误差的处理方法 、参

数估计方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　P码观测量动力学定轨的基本模
型

　　定义状态向量 X=[ r
T
, V

T
, GM , CR , CD ]

T
,

其中 , r为低轨卫星位置向量;VT 为速度向量;

GM 为地球引力常数;CR 为太阳辐射压系数;CD

为大气阻力系数。短弧定轨中一般不求取地球动

力学参数(如 GM),本文选取 GM 是为和另两个

力学参数(CR 和CD)进行精度估计比较 。

将低轨卫星于历元 t 时刻观测到GPS卫星 j

的双频 P 码伪距进行无电离层组合 , 得观测方

程:

P
j
3(t)=ρ

j(t)+cδt(t)-cδT j(t)+εj(t)

(1)

式中 , ρj(t)为低轨卫星到 j 的真实距离;δt(t)、

δT j(t)分别为历元 t 时刻的接收机钟差和 GPS

卫星钟差;c 为光速;εj(t)为观测偶然误差和未

模型化的其他系统误差。

线性化式(1),得历元 t时刻的误差方程为:

v(t)= H(t)Υ(t , t0)x 0 +H1(t)cδt(t)-l(t)

(2)

式中 ,  H
n ×9
(t)=

 ρ1(t)
 X X

＊ ,
 ρ2(t)
 X X

＊ , …,
 ρn(t)
 X X

＊

T

;Υ(t ,

t 0)为状态转移矩阵
[ 5 , 6] ;H1

n ×1
(t)=[ 1 , 1 , … ,1] T;l

(t)为常数阵;n 为 t 时刻观测的 GPS 卫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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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观测了 m 个历元 ,根据误差方程(2)和最小二

乘原理可以求得 9个初始状态参数和 m 个接收

机钟差参数。

在讨论分析各非力学模型误差影响时 ,采用

初始历元状态参数的绝对误差来衡量参数估计精

度。考察各种非力学模型误差对定轨精度的综合

影响时 ,精度评定方法如下:设模拟的真实轨道的

初始状态参数真值为 X 0T ,通过观测资料估计的

初始状态参数值为 X 0=X 0T +ΔX 0 ,通过数值积

分 ,得出一组离散的轨道值(X C , Y C , ZC),与模拟

的真实轨道值(X T , Y T , Z T)进行比较 ,分量的中

误差为:

σX =
∑[ XC(t i)-X T(ti)]

2

m
(3)

式中 , t i为观测历元时刻(i=1 ,2 , … , n);m 为历

元数 。

2　数据模拟

本文首先模拟了一个高度为 500km 的圆形

卫星轨道 ,并把它作为本文计算比较的真实轨道。

在模拟过程中 , 采用尽可能精确的动力学模

型[ 5] ,主要有大气阻力摄动 、地球引力摄动 、地球

形变摄动(固体潮摄动 、海潮摄动 、大气潮汐摄

动)、N 体摄动(太阳系九大行星引力摄动)、光压

摄动(太阳辐射压摄动 、地球反照辐射压摄动)及

广义相对论效应 。然后 ,利用 15阶契比雪夫多项

式拟合同一时段的 GPS卫星的精密星历[ 7 , 8] ,作

为GPS 卫星的轨道真值。以模拟计算的低轨卫

星的真实轨道(惯性系转为地固系)和拟合的

GPS卫星轨道作为基础 ,采用 5°的截止高度角选

择GPS卫星 ,模拟了星载 GPS 接收机接收的双

频P 码伪距 ,观测弧长为 1h 35min(低轨卫星的

周期略小于此值)。

由星载 GPS 动力学定轨过程可知 ,影响星载

GPS低轨卫星定轨精度的主要误差有力学模型误

差 、GPS星历误差与模型误差 、卫星钟差 、大气延迟

(主要是电离层延迟 ,可通过双频改正)、接收机钟

差 、多路径效应 、接收机噪声和线性化误差等。在

数据模拟时 ,把各种误差的影响投影到观测站至卫

星的视线方向上 ,以相应的距离误差来表示。

本文基于短弧定轨 ,暂不考虑星载 GPS低轨

卫星的力学模型误差 ,利用上述模拟数据重点考

察了观测误差 、GPS 星历误差以及采样间隔对于

初始状态的解算精度影响 。

3　误差分析

3.1　偶然误差对初始状态参数估计结果的影响

星载 GPS双频 P 码伪距定轨的偶然误差主

要来自多路径效应影响和 P 码相位分辨误差。

本文模拟了偶然误差标准差分别为 0.3m(P 码相

位分辨误差)和 2.7m(相位不确定性 、多路径效

应 、接收机噪声等[ 9])时的双频 P 码伪距 ,求解初

始参数时使用了精密星历和 15s的采样间隔 ,计

算结果见表 1。表 1中 , Δx 、Δy 等为解算的初始

状态参数和模拟的初始参数真值的差值 。

表 1　初始状态参数估计值与其真值的差值

Tab.1　Differences Be tw een Estimated and True Values of I nitial State Parameters

历元
数

Δx/ m Δy/m Δz/m
Δv x

/(m·s-1)

Δvy
/(m·s-1)

Δvz
/(m·s-1)

ΔGM
/(m3·s-2)

ΔCR ΔCD

σ=0.3

50 1.643e-2 1.140e-1 7.287e-2 1.648e-3 -8.567e-4 -1.129e-3 -6.330e-2 6.538e+1 8.446

100 1.856e-1 -2.225e-2 -9.401e-2 -4.157e-5 1.038e-4 7.929e-4 -2.281e-3 -7.768e-1 4.522e-1

200 2.058e-3 -2.997e-4 1.639e-5 -5.732e-4 9.583e-5 1.442e-4 2.129e-4 -1.337e-1 1.449e-2

380 -3.296e-3 4.937e-3 2.277e-3 -2.639e-3 1.710e-3 4.120e-4 -1.946e-3 -3.445e-3 1.339e-3

σ=2.7

50 1.479e-1 1.026 6.559e-1 1.483e-2 -7.710e-3 -1.016e-2 -5.698e-1 5.885e+2 7.601e+1

100 1.670 -2.003e-1 -8.461e-1 -3.742e-4 9.339e-4 7.136e-3 -2.053e-2 -6.991 4.069

200 1.852e-2 -2.697e-3 1.475e-4 -5.159e-3 8.624e-4 1.297e-3 1.916e-3 -1.204 1.304e-1

380 -6.846e-3 1.025e-2 4.729e-3 -5.481e-3 3.552e-3 8.558e-4 -4.041e-3 -7.155e-3 2.780e-3

　　从表 1可以看出:①当使用较少的历元解算

初始状态时 ,偶然误差的影响较大 ,当观测历元数

增加 ,偶然误差得到了平滑 ,参数估计值与模拟真

值之差可达到 mm 级。 ②力学参数尤其是 CR

和CD 的解算精度低于坐标和速度参数精度 ,在

历元数较少时 ,病态性较严重(100 个历元时 ,法

方程系数阵条件数为 109 ,200个历元时为 107),

导致力学参数 CR 和 CD 的解算结果失真(CR 真

值为0.2 , CD 真值为 1.2)。在表 1中 ,尽管 200

个历元的坐标和速度参数的解算精度均优于 380

个历元的解算精度 ,但由于法方程依然存在病态 ,

力学参数解算结果较差 ,结果并不可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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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GPS星历误差对初始状态参数估计结果的

影响分析

星载 GPS低轨卫星双频 P 码短弧定轨中的

主要非力学模型误差还有 GPS星历误差 、GPS卫

星钟差 。很多空间应用需要短弧近实时快速定

轨[ 2] ,此时不可能使用精密星历。本文把精密星

历作为 GPS 卫星真实坐标 。实际解算时采用

GPS广播星历计算了星载 GPS 卫星一个运行周

期内的坐标[ 9] ,分析了星历误差对初始状态参数

估计的影响。

根据广播星历计算了 27颗 GPS 卫星间隔 15s

的坐标 ,并对该时段内精度较差的 PRN7卫星的计

算坐标和 IGS站精密坐标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 ,

PRN7卫星 X 坐标平均误差为6.939m , Y 坐标平

均误差为 12.391m , Z 坐标平均误差为0.491m ,卫

星位置误差为 14.210m ,其余 26颗卫星位置误差

均小于此值 。然后模拟了只包含观测偶然误差(标

准差为 0.3m)和接收机钟差的双频 P码伪距 ,采用

根据广播星历计算出的GPS 卫星坐标解算了初始

状态参数 ,解算结果如表 2所示。

表 2　使用广播星历时初始状态参数估计值与其真值的差值

Tab.2　Differences Betw een Estimated and T rue Values of I nitial State Parameters Using Broadcast Ephemeris

历元数 Δx/ m Δy/m Δz/m
Δv x

/(m·s-1)
Δvy

/(m·s-1)
Δv z

/(m·s-1)
ΔGM

/(m3·s-2)
ΔCR ΔCD

100 1.479 2.717 2.815e-1 -4.932e-3 6.445e-3 -5.417e-3 9.570e-2 5.538e+2 4.607e+1

200 6.080e-3 4.484e-3 -8.441e-3 -1.752e-2 9.649e-3 -1.106e-2 -8.396e-3 4.373e-1 -2.511e-3

380 -1.473e-3 2.008e-4 5.453e-3 -1.100e-2 2.710e-3 -7.908e-3 -6.516e-3 2.667e-2 1.750e-2

　　从表 2可以看出:①GPS 星历误差对参数估

计结果的影响较大 ,历元数较少时结果精度很差 ,

坐标估计值和模拟真值之差降到 m 级 ,大气阻力

和光压参数估计结果严重失真。 ②随着历元数

增加 ,解算结果精度有很大提高 ,尤其是卫星坐标

和速度参数 ,在星载 GPS 低轨卫星运行一个周期

内 ,其坐标和速度的估计值和模拟真值之差达到

mm级 ,但动力学参数精度仍比无 GPS 星历误差

时低一个数量级 。这说明 ,在近实时快速定轨时 ,

GPS星历误差是主要的误差源 。

3.3　采样间隔对初始状态参数估计结果的影响

在观测时间一定的情况下 ,减小或增大采样

间隔将增加或减少观测值的数量。为了分析采样

间隔对初始参数解算的影响 ,本文分别利用采样

间隔为15s、30s和60s的模拟观测数据(观测偶然

误差 σ=0.3m 的双频 P 码伪距),利用根据广播

星历计算出的 GPS 卫星坐标解算了初始状态参

数 ,结果如表 3所示 。

表 3　50min时段初始状态参数估计值与其真值的差值

Tab.3　Differences Be tw een Estimated and True Values of I nitial State Parameters

时段
采样
间隔

Δx/ m Δy/m Δz/m
Δv x

/(m·s-1)
Δvy

/(m·s-1)
Δvz

/(m·s-2)
ΔGM

/(m3·s-2)
ΔCR ΔCD

50min

15s 6.080e-3 4.484e-3 -8.441e-3 -1.752e-2 9.649e-3 -1.106e-2 -8.396e-3 4.373e-1 -2.511e-3

30s 6.744e-3 7.448e-3 -3.118e-2 -2.029e-2 1.432e-2 -2.306e-2 -6.500e-3 6.659e-1 5.777e-3

60s -2.982e-2 9.518e-2 -3.773e-2 -5.081e-2 4.014e-2 -3.538e-2 -7.925e-3 -6.027e-1 3.563e-2

95min

15s -1.473e-3 2.008e-4 5.453e-3 -1.100e-2 2.710e-3 -7.908e-3 -6.516e-3 2.667e-2 1.750e-2

30s -4.636e-4 -2.309e-3 4.167e-3 -1.034e-2 4.457e-3 -1.022e-2 -4.886e-3 2.455e-2 2.127e-2

60s -8.296e-3 -2.352e-3 7.289e-3 -8.797e-3 7.843e-3 -2.134e-2 -5.146e-3 2.756e-2 2.484e-2

　　从表 3 可以看出:①弧段较短时 ,采样率提

高可以提高参数估计精度 ,坐标参数估计值和真

值模拟值之差达到mm级 ,但由于法方程病态 ,此

时单靠提高采样率并不能提高估计精度。 ②一

个周期弧段内 ,利用 15s采样率和 30s采样率得

到的初始状态参数估计精度相仿 ,采样率过低会

降低精度 ,过高会增加计算量。对本文模拟的星

载GPS 低轨卫星 ,在一个周期弧段内采用 30s的

采样率较合适。

3.4　各种误差影响下双频 P 码伪距的定轨精度

在实际定轨中 ,人们关心更多的是各种误差

影响下定轨所能达到的精度。定轨精度取决于初

始状态参数精度与模型(主要是力学模型)误差的

大小 。短弧定轨中可以不考虑力学模型误差的影

响 ,因此初始状态参数估计精度决定了轨道的确

定和预报精度 。

根据测码伪距的测量误差[ 9] ,在使用广播星历

时 ,估计各种偶然误差的等效距离偏差大约是

2.7m(相位不确定性 、多路径效应 、接收机噪声

等), GPS 卫星广播钟差的等效距离偏差大约是

5.0m(采用均匀分布模拟)。本文采用 5°截止高度

角 、30s采样间隔模拟了一个周期(95min)内的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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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偶然误差和卫星钟差的双频 P码伪距 ,模拟时

间内 ,每个历元可以同时锁定 6 ～ 9颗 GPS 卫星。

模拟计算时使用广播星历 ,初始状态参数估计结果

如表 4所示 。忽略力学模型误差进行轨道积分 ,求

得星载GPS 低轨卫星的坐标 ,与真实坐标进行比

较 ,结果如表 5和图 1所示。

表 4　综合误差影响下解算的初始状态参数估计值与其真值的差值

Tab.4　Differences Be tw een Estimated and True Values of I nitial State Parameters with All K inds of Errors

坐标系 Δx/ m Δy/m Δz/m
Δv x

/(m 5s-1)

Δvy
/(m·s-1)

Δv z

/(m·s-1)
ΔGM

/(m3·s-2)
ΔCR ΔCD

惯性系 -4.883e-2 -3.880e-2 3.069e-3 -1.277e-3 3.331e-3 -1.035e-3 -6.204e-3 -2.097e-2 9.686e-3

图 1　低轨卫星计算轨道与真实轨道的坐标差

Fig.1　Differences o f Coordinates Between Calculated

Orbit and T rue Orbit of Low-Orbit Satellite

表 5　由双频 P 码确定的动力学短弧定轨精度

Tab.5　Dynamic Orbit Determination Precision o f Short

Arc with Double-Frequency P Code Observations

采样间隔/ s σx/m σy/m σz/m σr/m

30 5.475 4.381 5.763 9.007

从表 4 、表5和图 1可以看出:①全部主要非

力学模型误差源的综合影响虽比单个主要误差源

的影响大 ,但并不是单个主要误差源影响的线性

叠加。利用双频 P 码无电离层组合进行一个卫

星运行周期内的短弧定轨 ,精度优于 10m 。②初

始状态坐标参数精度较高 ,但由于速度参数精度

相对较低 ,导致积分后与卫星真实轨道的坐标差

显著增加 。③随着积分时间的增长 ,计算误差增

加 ,导致点位精度降低。

4　结　语

1)利用双频 P 码伪距无电离层组合 ,对星载

GPS实行近实时短弧定轨是可行的 ,采用截止高

度角 5°可以同时锁定 6 ～ 9颗 GPS 卫星 ,得到较

好的参数估计精度 ,定轨精度在合适的采样率下

优于 10m 。

　　2)偶然误差和 GPS 星历误差对初始参数解

算的精度都有较大的影响 ,随着历元数的增加 ,精

度有所提高 。使用广播星历时 ,GPS 星历误差是

最重要的误差源。

3)短弧定轨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法方程病态 ,

观测弧段愈短 ,法方程的病态愈严重(条件数达到

109),对定轨影响也愈大;反之 ,观测弧段愈长 ,病

态程度愈轻(条件数可降为 10
6
),对定轨精度影

响也愈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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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low-orbit satellite with precise and complete dynamic model and 500-km altitude is

simulated.The precise coordinates of 27 GPS satelli tes in the same time span are calculated by

using Chebyschev polynomial interpolation method.Based on simulated low earth satellite o rbit

and GPS precise ephemeris , P-code observations w ith dif ferent magnitude erro rs are simulated.

By means of least square patch processing method , the biases of initial state parameters are

calculated using double-f requency P-code ionospheric-free combinations of GPS simulated

measurements.Last , double-f requency P-code observations with random error (standard error σ

=2.7m)and GPS clock error (maximum bias=5m)in a motion period(95min)are simulated.

By using ionospheric-f ree combination measurements , the short-arc orbit determination in a period

is fulfilled.The results reveals that 6 ～ 9 GPS satellites can be t raced at the same time using 5°

cut-off angle and the biases between estimators of coordinate parameters and simulated t rue values

are at centimeter level and those of velocity are at mm/ s level.

Key words:sho rt-arc orbit determination;dynamic method;ill-condition;sample rate;

parameter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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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成荣获“光华工程奖———青年奖”

武汉大学测绘学院院长 、博士生导师李建成教授日前荣获第五届“光华工程科技奖

———青年奖” 。

光华工程科技奖是由台湾实业家尹衍 、陈由豪 、杜俊元和全国政协副主席 、清华校友

朱光亚共同捐资 ,经国家科技奖励办公室批准设立的 ,每两年评选一届。它旨在对工程科

技及管理领域取得突出成绩和重要贡献的中国工程师 、科学家给予奖励 ,激励其从事工程

科学研究 、发展 、应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促进其工作顺利开展 ,以取得更大成果 。自

1996年首届颁奖以来 ,共有 55位中国工程师 、科学家获此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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