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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了导航卫星自主导航问题，提出了基于星间测距和轨道定向参数约束的导航卫星自主定轨方法，

通过该方法的可行性分析，得到一些有益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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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赖地面站运行的卫星导航系统的潜在弱点

是，如果地面站被摧毁，则系统将陷于崩溃，因此，

不能满足导航战需求［１］。此外，随着对地观测、航

天遥感等天基应用系统的发展，如果通过自主导

航卫星系统提供时空基准服务，则对于卫星编队、

天基组网、自主导航等将具有明显优势［２，３，４］。因

此，在导航战、天基应用系统等需求的促使下，导

航星座自主导航已显得越来越重要。

卫星导航系统自主导航是指在失去地面站支

持的情况下，导航卫星自主完成轨道确定、时间基

准维持等功能，以继续向用户发播导航电文。美

国ＧＰＳ替换卫星的重要特征是增加了星间链路

功能，能实现自主导航。这样，系统自主运行

１８０ｄ，导航精度仍与有地面站支持的系统导航精

度相当［５，６］，导航战能力将得到极大加强。此外，

俄罗斯ＧＬＯＮＡＳＳ的现代化和欧洲伽利略系统

也正考虑实施星间链路功能。

１　基于星间测距和轨道定向参数约

束的自主定轨方法

　　星间测距与通信的目的是获取星间距离及相

对钟差观测量，并实现不同卫星之间距离、钟差、

先验轨道信息等数据的交换。星间测距与通信采

用双向、双频模式。双向是为了得到卫星间的时

钟偏差和消除影响星间测距的大部分系统误差和

相关性误差，双频是为了消除电离层延迟对测距

的影响。星间通信一般采用微波手段，并按时分

多址（ＴＤＭＡ）方式。其基本原理如下。

首先，在预先指定时刻，导航卫星进行星间测

量与通信。假设共有２４颗导航卫星，则时分多址

每帧长４８ｓ，每颗卫星占２ｓ。卫星通信包括测距

帧和数据帧，在测距帧，每颗卫星在自己所属的

２ｓ内发播双频ＵＨＦ波段的测距信息；在数据帧，

每颗卫星在自己所属的２ｓ内发播测量的与它有

关的数据信息。在测距帧，所有共视卫星测量自

己到发射信号卫星的伪距。数据帧发送的信息包

括计算的伪距测量值、每颗卫星估计的轨道和钟

差信息以及对应的方差、协方差信息。发送的伪

距观测量可以处理得到星间距离和相对钟差两类

观测量，这些观测量消掉了大量相关性和系统误

差，它们也是星历和钟差滤波采用的基本输入量。

星间通信完成后，进行自主定轨计算。利用

星间通信得到的测距观测数据以及其他信息，采

用滤波计算，可得到卫星星历和卫星钟相对导航

系统时间的钟差信息。最后根据计算的卫星星历

和卫星钟差信息生成广播星历，并发播给用户。

上述处理完成后，估计的卫星状态和钟差信息预

报到下一个测距帧，作为滤波计算的先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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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据帧发播的卫星轨道和钟差信息以及对应的

方差协方差信息实际上是上一测距帧计算结果的

预报值。两个测距帧间隔３０ｍｉｎ，这一过程不断

重复，实现导航卫星的自主导航。

星间距离观测量的数据处理包括观测量归

算、观测量组合等。假设有犻、犼两颗共视导航卫

星，则对这两颗导航卫星而言，共有４个Ｐ码伪距

观测量。忽略偶然误差和系统误差，星间测距的

观测方程可以简单写成：

犘犻犼１ ＝ρ
犻犼＋犐

犻犼
１ ＋犮δ

犻犼 （１）

犘犻犼２ ＝ρ
犻犼＋犐

犻犼
２ ＋犮δ

犻犼 （２）

犘犼犻１ ＝ρ
犼犻＋犐犼

犻
１ ＋犮δ

犼犻 （３）

犘犼犻２ ＝ρ
犼犻＋犐犼

犻
２ ＋犮δ

犼犻 （４）

其中，下标１、２表示频率号；ρ
犻犼为卫星犼发射信号

时位置到卫星犻接收信号时位置的距离；ρ
犼犻为卫星

犻发射信号时位置到卫星犼接收信号时位置的距

离；犐犻犼表示信号从卫星犼到卫星犻的电离层时延；犐犼
犻

表示信号从卫星犻到卫星犼的电离层时延；犮为真

空中的光速；δ
犻犼为卫星犻和卫星犼的钟偏差。

必须指出，如果采用 ＴＤＭＡ方式进行星间

测量，则卫星犻到卫星犼和卫星犼到卫星犻的测量

并不是同时进行，为了定轨计算，必须将观测量换

算到同一时刻。这时，满足ρ
犼犻＝ρ

犻犼、δ犼
犻＝－δ

犻犼，将

式（１）和式（３）相加和相减，省略频率号，可得到两

个导出观测量：

狕ρ＝ （犘
犻犼＋犘犼

犻）／２＝ρ犻犼＋（犐
犻犼＋犐犼

犻）／２ （５）

狕δ ＝ （犘
犻犼－犘犼

犻）／２＝犮δ犻犼＋（犐
犻犼－犐犼

犻）／２（６）

其中，式（５）为自主定轨的观测模型，式（６）为自主

守时的观测模型。更进一步，设卫星犻在惯性坐

标系中的空间直角坐标为（狓犻，狔
犻，狕犻），卫星犼在惯

性坐标系中的空间直角坐标为（狓犼，狔犼，狕犼），则式

（５）可写为：

狕ρ＝ （狓犻－狓犼）
２
＋（狔

犻
－狔

犼）２＋（狕
犻
－狕犼）槡

２
＋

（犐犻犼＋犐犼
犻）／２ （７）

式（７）包含了两颗共视卫星的相对位置信息，因

此，距离观测量可以确定导航卫星的相对位置。

星间测距对轨道面的定向参数犻、Ω、ω不敏感，仅

用星间距离确定卫星轨道时，法方程表现为病态，

克服方程病态的有效手段是给定向参数犻、Ω、ω

施加合适的约束。

２　仿真计算与结果分析

２．１　导航卫星预报轨道根数变化特性分析

为了利用星间观测确定卫星轨道，依托地面

确定的预报轨道信息是必不可少的。这里以

ＧＰＳ为例，分析中高轨卫星的轨道根数长期预报

特性。

卫星轨道摄动方程（轨道根数形式）为：

犪＝
狆

槡犌犕·
２犪

１－犲２
· 犲·ｓｉｎ狏·犚＋

狆
狉
·｛ ｝犛 （８）

犲＝
狆

槡犌犕·｛ｓｉｎ狏·犚＋（ｃｏｓ狏＋ｃｏｓ犈）·犛｝ （９）

犻
（１）＝

狉·ｃｏｓ（ω＋狏）

狀·犪２·（１－犲２）
１
２

·犠 （１０）

Ω＝
狉·ｓｉｎ（ω＋狏）

狀·犪２·（１－犲２）
１
２·ｓｉｎ犻

·犠 （１１）

ω＝
１

犲
· 狆

槡犌犕犘·

－ｃｏｓ狏·犚＋ １＋
狉（ ）狆 ·ｓｉｎ狏·｛ ｝犛 －ｃｏｓ犻·Ω

（１２）

犕＝
１

狀犪
·１－犲

２

犲
·

ｃｏｓ狏－２·犲·
狉（ ）狆 ·犚－ １＋

狉（ ）狆 ·ｓｉｎ狏·｛ ｝犛 ＋
３

２
·狀
犪
·（狋－狋０）·犪 （１３）

式（８）～式（１３）中，犪、犲、犻、Ω、ω、犕 为描述卫星运

动的六个轨道根数；狆＝犪·（１－犲
２）为椭圆参数；狏

为真近点角；狉为卫星到地心的距离；犌犕 为地心

引力常数；狀为平均角速度；犚、犛、犠 分别为卫星

在轨道径向、横向和法向加速度。

由式（８）、式（９）、式（１３）可以看出，轨道根数

犪、犲、犕 的摄动由轨道径向和切向的摄动力引起，

这两个方向的力在轨道平面内。式（１０）、式（１１）

表明只有轨道法向的摄动力引起犻和Ω 的变化。

式（１３）则说明ω的变化由径向、切向和法向的摄

动力共同引起。

对ＧＰＳ这样的中高轨卫星而言，摄动力的主

要项为地球引力高阶项（１２阶）、日月引力和太阳

光压。其中地球引力场犑２０项量级为５×１０
－５ ｍ／

ｓ２，其他高阶项量级为３×１０－７ｍ／ｓ２，日月引力量

级为５×１０－６ｍ／ｓ２，光压摄动力为９×１０－８ｍ／ｓ２。

因为星间测距可以确定犪、犲、犕，这里只讨论轨道

根数犻、Ω、ω，这三个参数确定了轨道面在空间的

定向。

地球非球形引力和日月引力为保守力，具有

周期性，可以准确模型化。光压摄动具有周年变

化（地球公转），摄动力方向为太阳至卫星的连线，

可分解出沿轨道面法向的摄动力，它可引起卫星

轨道面相对惯性空间的变化，所幸它的量级很小，

０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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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轨道面定向长期预报的影响不大。地球扁率项

犑２０引起轨道面的周期性变化，近似认为犲＝０，则

考虑犑２０项的摄动运动方程为：

Ω＝－
３

２
·
犪犈（ ）犪

２

·犑２０·ｃｏｓ犻·狀·（１－ｃｏｓ（２狌））

（１４）

犻（狋）＝
３

８
·
犪犈（ ）犪

２

·犑２０·ｓｉｎ（２犻）ｃｏｓ（２狌）　（１５）

式（１４）说明，犑２０引起Ω具有长期变化和短周期变

化；式（１５）说明，犑２０引起犻具有短周期变化，短周

期为ＧＰＳ轨道周期的一半，约６ｈ，如果犑２０的值

不准确，将造成轨道面的预报误差。同样，日月引

力对卫星的摄动力方向为日月与卫星的连线方

向，可以分解出沿轨道面法线方向的力，它可以引

起轨道面在空间的变化，它们属保守力，可以准确

模型化。经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无论是光压摄

动，还是日月引力、地球扁率，对Ω和犻的预报误

差影响都不是很大，这意味着像ＧＰＳ这样的中、

高轨卫星，Ω和犻的预报精度应该很高。

以２００２年１月１日１２点的ＧＰＳ精密星历

为初始历元，利用轨道积分，顾及地球形状摄动

１２阶、日月引力和光压摄动，获得了１８０ｄ的预报

星历（采样率１５ｍｉｎ），将这些预报星历与ＩＧＳ精

密星历（精度优于±５ｃｍ）相比，可以检验长期预

报星历的精度。图１给出的是各颗ＧＰＳ卫星升

交点赤径Ω的预报误差，图２给出的是ＧＰＳ卫星

倾角犻的预报误差，图３给出的是ω的预报误差。

由于部分卫星在此期间作了轨道机动，虽然轨道

机动在轨道面内进行，但它对ω和倾角犻的预报

还是有所影响，因此，图２中扣除了较早发生轨道

机动的卫星，卫星 ＰＲＮ２７（第 １６０ 天机动）、

ＰＲＮ１３（第１７２天机动）、ＰＲＮ２９、ＰＲＮ３１（第１７８

天机动）轨道机动的时间比较靠后，在图２中也给

了出来。

图１表明，预报１８０ｄ，升交点赤径Ω的误差

逐渐积累增大，１８０ｄ时，各个卫星的Ω预报精度

范围在－０．７２９～１．５０８ｍｓ之间，２１颗卫星中，有

１７颗在－０．４～０．４ｍｓ之间。图２表明，倾角犻

精度更高，除个别卫星外，均在－０．３８３～０．３８３

ｍｓ之间。图１和图２表明，Ω和犻的预报误差有

分群的迹象，是与轨道面还是与卫星有关，需进一

步分析。图３表明，ω的精度相比较而言更差，它

是由于难以模型化的轨道径向和横向摄动力模型

误差以及与犕 相关引起的。图４绘出了每个历

元星座中Ω和犻误差的平均值，它反映了星座的

整体旋转变化。

图１　ＧＰＳ卫星升交点赤经Ω的预报误差　　　　　　　　　　图２　ＧＰＳ卫星倾角犻的预报误差

Ｆｉｇ．１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ｒｒｏｒｏｆＡｓｃｅｎｄｉｎｇＮｏｄｅｏｆＧＰＳ　　　　　　Ｆｉｇ．２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ｒｒｏｒｏｆＩｎｃｌ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ＰＳ

　　　　图３　ＧＰＳ卫星近地点角距ω预报误差　　　　 　　　图４　升交点赤经Ω和倾角犻的整体旋转

Ｆｉｇ．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ｒｒｏｒｏｆ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ｏｆＰｅｒｉｇｅｅｏｆＧＰＳ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ＰＳＣｏｎｓｔｅｌｌａｔｉｏｎ

１４４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５年５月

　　当只有星间距离观测量时，因为旋转和平移

问题，轨道确定的法方程病态，这时约束某些参数

是必要的。前面已发现，长期轨道预报时，Ω和犻

的预报精度很高，如预报１８０ｄ，Ω和犻的误差仅

有±０．４ｍｓ，相当于在地面上１２ｍ的旋转误差，

因此，在轨道确定时完全可以对这两个参数施加

约束使方程解正常。

２．２　利用星间测距的自主定轨结果分析

假定导航卫星为２７／３／１的 ｗａｌｋｅｒ星座，轨

道高度２８３７８．１４０ｋｍ，偏心率０．０１，倾角５６°。

仅考虑二体问题，时间同步精度为２ｎｓ，测距噪声

为０．２ｍ，利用２４ｈ弧长、采样率为５ｍｉｎ的星间

测距数据，批处理算法的定轨结果见表１、表２。

表１是仅用星间测距的定轨结果，表２在表１计

算方案的基础上对参数Ω和犻作了±０．５ｍｓ的

约束。为了节省篇幅，表中仅给出了每个轨道面

中３颗卫星的结果，表中第２～７列为对初始轨道

根数的改正数，它反映了解的准确性，第８列为１

天弧段内，参考轨道与计算轨道的差异换算成用

户伪距误差（ＵＲＥ）的统计结果。

由表１可得，轨道面的定向参数Ω、犻和ω 存

在明显的相关性，表明仅用星间测距不能确定卫

星星座的整体旋转。由表２可得，Ω、犻的分群现

象不存在，而且对于近圆轨道（犲≈０），ω和犕 强

相关，因而Δω和Δ犕 的相加值明显变小，即定向

参数相关现象不复存在，表明在卫星动力学信息

的基础上，采用星间测距和预报轨道定向参数的

约束方法可以完成导航卫星轨道的确定。

表１　仅用星间测距的定轨结果

Ｔａｂ．１　Ｏｒｂｉｔ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ｎｌｙＢａｓｅｄｏｎ

ＣｒｏｓｓｌｉｎｋＲａｎｇｅ

卫星号 Δ犪／ｍ Δ犲
Δ犻／

ｍａｓ

ΔΩ／

ｍａｓ

Δω／

ｍａｓ

Δ犕／

ｍａｓ

ＵＲＥ／

ｍ

１ ０．００１４４ ０．００ －２５．３ －０．６ ２１．５ －３．１ ０．８４７

２ ０．００１９０ ０．００ －２５．４ －０．５ ２３．４ －５．０ ０．７９４

３ ０．００１４４ ０．００ －２５．４ －０．６ １８．５ －０．１ ０．６９９

１０ ０．０００１８ ０．００ －０．４ ２９．４－３６．２ ０．５ ０．７０９

１１ －０．０００２７ ０．００ －０．５ ２９．５－３７．２ １．６ ０．７９９

１２ ０．０００１９ ０．００ －０．５ ２９．４－３８．３ ２．７ ０．８４８

１９ －０．０００２６ ０．００ ２６．０ －０．１ １７．９ －０．５ ０．８１５

２０ －０．００１６１ ０．００ ２６．０ －０．１ １８．２ －１．０ ０．７１２

２１ ０．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 ２５．７ －０．２ １６．４ １．０ ０．７０５

表２　星间测距加定向参数约束的定轨结果

Ｔａｂ．２　Ｏｒｂｉｔ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ｒｏｓｓｌｉｎｋ

Ｒａｎｇｅａｎｄ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卫星号 Δ犪／ｍ Δ犲
Δ犻／

ｍａｓ

ΔΩ／

ｍａｓ

Δω／

ｍａｓ

Δ犕／

ｍａｓ

ＵＲＥ／

ｍ

１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 －０．３ １１．４ －９．７ ０．５６１

２ ０．０３ ０．００ ０．１ －０．１ ２９．７ －２７．８ ０．５８１

３ ０．０２ ０．００－０．２ ０．５ －２．４ ３．４ ０．５７３

１０ ０．０３ ０．００ ０．２ ０．１ －１．０ ２．８ ０．５５７

１１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２ ０．６ －３．４ ４．４ ０．５７４

１２ ０．０３ ０．００－０．１ －０．３ １３．１ －１１．４ ０．５８８

１９ ０．０３ ０．００ ０．２ －０．５－１９．５ ２１．７ ０．５５１

２０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 ０．２－１８．９ ２０．２ ０．５５２

２１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２ －０．３ －２．８ ４．６ ０．５６４

３　结　语

卫星导航系统目的是为用户提供高精度的时

间和空间基准，系统自主运行的核心问题是导航

卫星的自主定轨与自主守时。

仅有星间观测量不可能建立与地球相连的坐

标系，因此，必须结合卫星的动力学方程和预报轨

道信息确定卫星轨道。星间测距不能反映星座在

惯性空间的整体旋转，它的表现形式是轨道面定

向参数相关，可通过对轨道定向参数施加约束解

决这一现象。对ＧＰＳ这样的中高轨卫星研究结

果表 明，对 轨 道 根 数 预 报 １８０ｄ，误 差 仅 有

±０．４ｍｓ，说明施加约束是合理的，能够满足精

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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