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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地面和星载数据精密确定犌犘犛卫星轨道

耿江辉１　施　闯１　赵齐乐１　刘经南１

（１　武汉大学卫星导航定位技术研究中心，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给出了联合定轨的数学模型，从６个试验的结果说明低轨卫星的星载ＧＰＳ观测值对ＧＰＳ卫星精密

定轨的贡献。单天解的结果表明，相对于仅使用４３个地面跟踪站的定轨结果，增加３颗低轨卫星的观测数据

可以使ＧＰＳ卫星的轨道准确度平均提高４０％，即使仅用２１个地面站和３颗低轨卫星也可以使ＧＰＳ卫星的

轨道与ＩＧＳ最终轨道之差的ＲＭＳ在５ｃｍ左右。

关键词：联合定轨；精密定轨；ＧＰＳ；ＬＥＯ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８．４１

　　近１０年来，各类低轨对地观测卫星（如

ｃｈａｅｎｇｉｎｇｍｉｎｉ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ｐａｙｌｏａｄ，ＣＨＡＭＰ；ｇｒａｖ

ｉｔｙｃｌｉｍａｔ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ＧＲＡＣＥ）均搭载了高质

量的ＧＰＳ接收机，以期使用ＧＰＳ观测数据精密

确定其轨道，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１５］。

目前，ＧＰＳ卫星精密定轨主要采用全球均匀

分布的永久跟踪站的观测数据，而星载ＧＰＳ观测

数据则对于ＬＥＯ的精密定轨至关重要
［１］。对于

ＬＥＯ一般采用所谓的“两步法”定轨，即首先利用

地面观测数据精密确定ＧＰＳ卫星的精密轨道和

钟差，然后将它们固定，再利用星载ＧＰＳ观测数

据对ＬＥＯ进行精密定轨
［１５］。实际上，星载ＧＰＳ

观测数据也可以作为ＧＰＳ卫星精密定轨的一个

重要数据源［６７］。德国地学研究中心（Ｇｅｏｆｏｒｓ

ｃｈｕｎｇｓＺｅｎｔｒｕｍ，ＧＦＺ）的Ｚｈｕ等人在ＥＰＯＳ软

件中实现了地面和星载观测数据的联合定轨，同

时估计了ＧＰＳ卫星轨道、ＬＥＯ轨道和地心位置

参数，并得到了较好的结果［６］；Ｋｎｉｇ等人也利用

这种方法显著提高了不大于２阶的重力场球谐函

数系数的精度［７］。

武汉大学自主研制的卫星精密定轨定位软件

ＰＡＮＤＡ（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ａｎｄ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

ｓｅｒ）已经实现了这种地面和星载观测数据的联合

定轨技术，本文的研究都是基于该软件的计算结

果。

１　联合定轨的数学模型

对ＧＰＳ卫星和ＬＥＯ的运动方程和变分方

程［８］积分，就可以分别得到它们的初始参考轨道

和状态转移矩阵Ψ犌（狋犻，狋０）、Ψ犈（狋犻，狋０）。状态转移

矩阵满足方程：

狓犌犻 ＝Ψ犌（狋犻，狋０）狓

犌０

狓犈犻 ＝Ψ犈（狋犻，狋０）狓

犈

烅
烄

烆 ０

（１）

式中，狓犌犻和狓

犈犻分别表示ＧＰＳ卫星和ＬＥＯ在犻时

刻的状态改正数向量，狓犌０和狓

犈０分别表示它们在

初始时刻的状态改正数向量。式（１）用于将卫星

在其他时刻的状态改正数映射到初始时刻。

设地面和星载ＧＰＳ观测方程分别为：

狕犌犻 ＝犌（狓犌犻，狓狉犻，狋犻）＋狏犌犻 （２）

狕犈犻 ＝犈（狓犌犻，狓犈犻，狓犚犻，狋犻）＋狏犈犻 （３）

式中，狕犌犻和狕犈犻分别表示地面和星载ＧＰＳ观测值；

狓狉犻和狓犚犻分别表示除了狓犌犻和狓犈犻之外的其他待估

参数，如钟差、模糊度等；狏犌犻和狏犈犻是观测的偶然误

差，服从标准正态分布犖（０，犐）矩阵。

分别在ＧＰＳ卫星和ＬＥＯ的初始参考轨道处

的线性化观测方程（２）和（３）为：

狏犌犻 ＝
犌

狓犌犻
狓
犌犻＋

犌

狓狉犻
狓
狉犻 －犾犌犻

狏犈犻 ＝
犈

狓犌犻
狓
犌犻＋

犈

狓犈犻
狓
犈犻＋

犈

狓犚犻
狓
犚犻－犾

烅

烄

烆
犈犻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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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狓狉犻、狓

犚犻表示参数近似值的改正数，犾犌犻和犾犈犻

表示观测值减计算值（ＯＭＣ）。然后将式（１）应用

到式（４），可得到：

狏犌犻 ＝
犌

狓犌犻
Ψ犌（狋犻，狋０）狓


犌０＋

犌

狓狉犻
狓
狉犻 －犾犌犻

狏犈犻 ＝
犈

狓犌犻
Ψ犌（狋犻，狋０）狓


犌０＋

犈

狓犈犻

　　Ψ犈（狋犻，狋０）狓

犈０＋

犈

狓犚犻
狓
犚犻－犾

烅

烄

烆
犈犻

（５）

式（５）即为本文所采用的联合定轨观测模型。

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若还能够引入地面站

对ＬＥＯ 的观测数据（如 ＳＬＲ、ＤＯＲＩＳ等），则

式（５）中需增加该类型数据的线性化观测方程，它

只参与估计ＬＥＯ的初始状态参数，对ＧＰＳ卫星

的初始状态参数没有直接贡献。这样形成的观测

系统将更加完善，并期望能得到更好的定轨结果。

２　结果分析

本文选用了从２００２０６０３～０６０８的观测数

据，包括全球分布的４３个地面站和 ＣＨＡＭＰ、

ＧＲＡＣＥ卫星的ＧＰＳ观测数据，以及ＧＲＡＣＥ卫

星的姿态测量数据，定轨弧长为１ｄ。

ＰＡＮＤＡ采用的是非差无电离层组合观测

值，分别使用白噪声和随机游走来描述钟差和地

面跟踪站的对流层延迟，地面站的位置约束在

ＩＧＳ该周的网解上，松弛了ＧＰＳ卫星和ＬＥＯ的

轨道参数和力模型参数，没有固定模糊度，其中力

模型的设置如表１所示。

表１　ＧＰＳ卫星和ＬＥＯ的力模型描述

Ｔａｂ．１　ＦｏｒｃｅＭｏｄｅｌｓｆｏｒＧＰＳ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ａｎｄＬＥＯ

力模型 描　述

　　　ＧＰＳ卫星

重力场 ＥＩＧＥＮＧＲＡＣＥ０２Ｓ，８×８阶

潮汐 固体潮

Ｎ体引力 日、月及大行星

太阳光压 ＢＥＲＮ光压模型，估计了５个光压参数

　　　ＬＥＯ

重力场 ＥＩＧＥＮＧＲＡＣＥ０２Ｓ，１２０×１２０阶

潮汐 固体潮和海潮，ＣＳＲ３．０

Ｎ体引力 日、月及大行星

太阳光压 基于表面积分的光压模型

大气阻力
ＤＴＭ９４，使用了太阳辐射流和地磁数据，６ｈ估计一

次阻力系数

经验力 ６个１ｃｐｒ的周期性参数，每１．５ｈ估计一次

　　本文针对低轨卫星的星载观测值对ＧＰＳ卫

星精密定轨的贡献作了６个试验，并计算了这６

个试验中的ＧＰＳ轨道和ＩＧＳ最终精密轨道的互

差的ＲＭＳ（表２）。需要说明的是，这６个试验在

先验信息的设置上是相同的。

表２　与犐犌犛最终精密轨道的互差的犚犕犛／ｃｍ

Ｔａｂ．２　ＲＭＳｆｒｏｍＩＧＳＦｉｎａｌＯｒｂｉｔｆｒｏｍ１５４ｔｏ１５９，２００２

年积日 １５４１５５１５６１５７１５８１５９ 平均值

１．只使用４３个地面站 ７．７７．９７．０７．８９．１８．７ ８．０

２．４３个地面站加３颗ＬＥＯ ４．９４．０５．７５．４４．４４．３ ４．８

３．３２个地面站加３颗ＬＥＯ ５．１４．５５．９５．３４．２４．３ ４．９

４．２１个地面站加３颗ＬＥＯ ４．９５．１６．３５．８４．６４．９ ５．３

５．４３个地面站加１颗ＬＥＯ ５．７４．６６．０５．９５．４５．２ ５．５

６．４３个地面站加２颗ＬＥＯ ５．１４．１５．７５．４４．６４．４ ４．９

　　试验１仅使用了４３个ＩＧＳ跟踪站对ＧＰＳ卫

星进行精密定轨。可以看到，各 ＲＭＳ基本上都

在７ｃｍ到９ｃｍ之间，比ＩＧＳ的最终精密轨道所

标定的５ｃｍ的轨道准确度
［１０］大了很多。

试验２仍采用了试验１中的４３个地面站，但

增加了３颗低轨卫星的观测数据。表２结果说

明，尽管只增加了３个“流动站”，但ＧＰＳ卫星的

轨道准确度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其中 ＲＭＳ减小

最多的达到 ５２％，最少的也有 ２０％，平均为

４０％，ＲＭＳ平均值为４．８ｃｍ。相反，如果在试验

１的基础上仅增加３个地面站，ＧＰＳ卫星的轨道

准确度的改善是不可能这么显著的。

试验３和试验４进一步验证了在地面站较少

的情况下，星载观测数据对ＧＰＳ卫星精密定轨的

贡献。这两个试验分别从试验１中挑选了３２和

２１个全球分布的地面站来进行联合定轨。从表２

可以看出，仅使用３２个站和４３个站的结果是相

差无几的，单天轨道的ＲＭＳ相对于试验２最多

只差到了５ｍｍ，而使用２１个站时最多也只差到

了１．１ｃｍ。这意味着在地面跟踪站较少或者不

足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低轨卫星来显著改善ＧＰＳ

卫星定轨的准确度。

以上４个试验说明，相对于地面跟踪站，ＧＰＳ

卫星精密定轨的准确度的提高更加受益于增加的

星载ＧＰＳ观测数据。这主要有以下３个原因：

①ＬＥＯ从约５００ｋｍ的高空观测ＧＰＳ卫星，以不

同于地面站的几何层面补充了地面跟踪网，加强

了ＧＰＳ卫星跟踪网的几何强度。换句话说，星载

ＧＰＳ观测值和地面观测值对于ＧＰＳ卫星的轨道

参数有着不同的敏感性［６］，它们之间的互补性增

强了法方程的结构。② 星载ＧＰＳ观测值不像地

面观测值那样受到对流层延迟的影响，从而避免

了因天顶对流层延迟与ＧＰＳ卫星轨道的径向强

相关而造成系统误差［６］。③ ＬＥＯ本身的力模型

约束也间接约束了ＧＰＳ卫星的轨道。同时，由于

多路径效应很小和对流层影响的消失，星载ＧＰＳ

观测值的截止高度角可以设得很小（如２°以下），

７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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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加强了ＧＰＳ卫星跟踪网的几何强度。

在试验５中，只用１颗ＬＥＯ（ＧＲＡＣＥＡ）和

４３个地面站进行联合定轨。与试验１比较，ＧＰＳ

卫星精密定轨的结果仍然比不用ＬＥＯ的时候要

好得多，准确度平均提高了３１％。但是与试验２

比较，ＲＭＳ又平均升高了７ｍｍ。而试验６用了

２颗ＬＥＯ（ＣＨＡＭＰ和ＧＲＡＣＥＡ）和４３个地面

站进行联合定轨，与试验２比较各天的ＲＭＳ几

乎相同，最大的相差不过２ｍｍ，平均只差１ｍｍ，

这说明引入的３颗ＬＥＯ的星载观测值对ＧＰＳ卫

星精密定轨的贡献是不相同的。由于ＧＲＡＣＥ双

星在同一个轨道面上，且仅相距１７０～２７０ｋｍ，它

们各自的星载 ＧＰＳ 观测值是 强 相 关 的，而

ＣＨＡＭＰ卫星在另外一个轨道面上，与 ＧＲＡＣＥ

双星完全没有关系，因此同时引入ＧＲＡＣＥ双星

和只引入其中之一对ＧＰＳ卫星的精密定轨的贡

献是几乎相同的。

图１显示了在年积日１５５ｄ，试验１中的每颗

ＧＰＳ卫星在切向、法向和径向的ＲＭＳ与试验２

中对应的 ＧＰＳ卫星在这三个方向的 ＲＭＳ的差

值，它反映了试验２相对于试验１的ＧＰＳ卫星轨

道准确度的改善程度。总体上各颗卫星在切向的

改善程度高，平均为５．７ｃｍ，法向和径向分别提

高了２．６ｃｍ和２．０ｃｍ。其中ＰＲＮ１５和ＰＲＮ２５

在切向的ＲＭＳ改善程度达到了１５ｃｍ，这是由于

试验１中这两颗卫星在切向的ＲＭＳ分别仅为１８

ｃｍ和２０ｃｍ，引入ＬＥＯ后其准确度迅速提高，分

别达到了３ｃｍ和４ｃｍ。从跟踪ＧＰＳ卫星的几何

图形来看，在惯性系中ＬＥＯ的切向速度要比径向

和法向快得多，因此ＬＥＯ跟踪ＧＰＳ卫星的几何

图形在轨道的切法方向的变化就相对较快，使得

ＧＰＳ卫星轨道在切向和法向的精度得以迅速

提高。

图１　每颗卫星在切向、法向和径向的改善

程度（试验２相对于试验１）

Ｆｉｇ．１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Ｃａｓｅ２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ｔｏＣａｓｅ１

值得注意的是，试验２并不总能够产生比试

验１更好的结果，反映在图１中就是ＲＭＳ的差

值为负值（ＰＲＮ１１和ＰＲＮ３０的法向）等。图２描

述了较明显的ＰＲＮ１１在法向与ＩＧＳ的最终轨道

的差值时间序列，试验１和试验２有明显的系统

性差异。这可能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① 在本

文的联合定轨模型中，地面站、ＧＰＳ卫星和ＬＥＯ

并没有构成一个稳定的闭合环，即缺乏地面站与

ＬＥＯ之间的观测值；② 有可能对低轨卫星采取

了不恰当的力模型约束，间接影响了ＧＰＳ卫星的

轨道准确度。因此，联合定轨时ＧＰＳ卫星有可能

不适当地吸收ＬＥＯ轨道的系统误差，使得 ＧＰＳ

卫星轨道的准确度反而低于仅使用地面站数据计

算的轨道。

图２　ＰＲＮ１１的法向与ＩＧＳ最终轨道的差值

Ｆｉｇ．２　Ｃｒｏｓ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ＩＧＳＦｉｎａｌ

ＯｒｂｉｔｏｆＰＲＮ１１

３　结　语

本文的结果表明，相对于只使用地面跟踪站，

引入星载ＧＰＳ观测值进行联合定轨可以显著地

提高ＧＰＳ卫星轨道的准确度。一方面，ＬＥＯ可

以极大地增强 ＧＰＳ卫星跟踪网的图形强度，使

ＧＰＳ卫星的轨道和力模型参数得到更为准确的

估计，而且星载观测值还不受对流层延迟的影响。

因此文中即使仅采用２１个地面站和３颗低轨卫

星进行联合定轨（试验４），其结果也比仅用４３个

地面站（试验１）要好得多。另一方面，联合定轨

中ＬＥＯ 的轨道也是未知量，因此 ＬＥＯ 在增强

ＧＰＳ卫星跟踪网形强度的同时，也有可能引起

ＧＰＳ卫星轨道的系统误差。但总体上来讲，ＬＥＯ

对ＧＰＳ卫星精密定轨的贡献大于其负面影响。

本文计算的ＧＰＳ轨道准确度暂时还达不到

ＩＧＳ最终轨道的水平，但它所揭示的相对意义说

明，联合定轨有可能进一步提高当前ＧＰＳ精密定

轨的准确度，并使ＧＰＳ轨道、ＬＥＯ轨道和地面站

坐标得到更为一致的解［６］，这对未来地球科学的

发展是极具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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