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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述了综合利用ＳＬＲ和伪距观测数据进行导航卫星预报钟差精度评估的原理及计算步骤。分析了

该方法所能达到的精度，并进行了可行性验证。采用２００５年的观测数据对广播星历预报钟差精度进行了评

估，给出了有益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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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星预报钟差精度是地面控制系统的关键技

术指标之一，它直接影响用户的导航定位精度，因

此，对卫星预报钟差精度进行评估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卫星微波测距信号的观测量为伪距，它包含

了卫星钟差和接收机钟差，直接采用伪距资料评

估卫星钟差时需要精确已知地面站钟差及精确卫

星位置。尽管采用非差的方法可获取这些信息，

但需要多观测站的支持，而且很难实现星地钟差

的完全分离。考虑到卫星激光测距数据（ＳＬＲ）不

含卫星钟差，综合利用并址站同步观测的ＳＬＲ和

双频伪距观测数据，并应用单站数据可有效实现

卫星钟差和接收机钟差分离，达到独立检核卫星

钟差预报精度的目的。以装置了激光反射器的

ＧＰＳ３５卫星为例，本文对该方法的可行性进行了

验证，对其预报钟差精度进行了测试评定。该方

法也可应用到我国的卫星导航系统中。

１　方法原理

卫星预报钟差精度评估的基本原理是对真实

星地距与利用卫星预报钟差计算的星地距的差值

进行统计分析，客观评价卫星预报钟差的精度。

具体做法是将ＳＬＲ直接测定的不含卫星钟差信

息的星地距，与包含星地钟差的伪距观测数据取

差后扣除地面钟差，与广播星历预报钟差相比，即

可评价其预报精度。采用伪距与卫星激光测距比

对确定卫星钟差的前提是：卫星激光测距仪和地

面接收机采用相同的时钟，在相同的位置和时刻

进行观测。这在实际中很难实现，因此，在实际应

用中不仅需要伪距与卫星激光测距数据有同步的

观测时间，还要考虑伪距与卫星激光测距的各项

误差修正。另外，由于ＳＬＲ测距仪与 ＧＰＳ接收

机之间存在位置差，需要对其进行归心改正。

１．１　犛犔犚观测数据归算

ＳＬＲ观测量记录值为信号发射时刻狋０ＳＬＲ以及

激光往返时间τ。卫星到测站的观测量ρＳＬＲ满足

观测方程：

ρＳＬＲ ＝
１

２
犮τ＝ρ＋Δρ

狉
ＳＬＲ＋Δρ

狋
ＳＬＲ＋Δρ

犪
ＳＬＲ

　　 ＋Δρ
犲
ＳＬＲ＋Δρ

狋
ＳＬＲ＋ερＳＬＲ （１）

其中，犮为光速；ρ为真实星地距；Δρ
狉
ＳＬＲ为广义相

对论修正；Δρ
狋
ＳＬＲ为测站固体潮改正；Δρ

犪
ＳＬＲ为卫星

激光反射器偏心改正，以ＧＰＳ３５卫星为例，在星

固坐标系内激光反射器在犡、犢、犣方向的位置矢

量分别为０．８６２６ｍ、－０．５２４５ｍ、０．６５８４ｍ
［６］；

Δρ
犲
ＳＬＲ为测站偏心改正；Δρ

狋
ＳＬＲ为激光对流层改正；

ερＳＬＲ为激光观测噪声
［２］。

对流层对激光的折射率取决于环境温度、压

力和湿度以及激光的频率。对流层对激光测距的

折射修正，本文采用 Ｍａｒｉｎｉ计算模型：

ΔρＴＲ ＝α·
犳（λ）

犳（φ，犺）
犃＋犅

ｓｉｎ犈＋
犅／（犃＋犅）

ｓｉｎ犈＋０．０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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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犳（λ）＝０．９６５０＋
０．０１６４

λ
２ ＋

０．０００２２８

λ
４

（３）

犳（φ，犺）＝１－０．００２６ｃｏｓ２φ－３．１×１０
－７犺（４）

犃＝０．００２３５７犘＋０．０００１４１犘犠 （５）

犅＝１．０８４×１０
－８
×犘×犜×犓＋

　
２×４．７３４×１０

－８
×犘

２

犜×（３－１／犓）
（６）

犘犠 ＝
犠
１００

×６．１１×（１０
７．５×（犜－２７３．１５）
２７３．３＋（犜－２７３．１５）） （７）

犓 ＝１．１６３－０．００９６８ｃｏｓ２φ－０．００１０４犜＋

　０．００００１４３５犘 （８）

式中，犈 是卫星的仰角；λ是激光波长（μｍ）；φ、犺

是观测站的大地纬度和高程；犘、犜、犠 是观测站

的大气压强、大气温度和相对湿度；犘犠 是观测站

的水汽压强；α是对流层折射校正因子，通常α取

１。

在实测资料中，由于ＳＬＲ采用 ＵＴＣ时间，

ＧＰＳ采用ＧＰＳ时间，应首先将狋０ＳＬＲ换算为ＧＰＳ时

间。各种改正项的计算时刻应为卫星接收到激光

信号的时刻狋ＳＬＲ：

狋ＳＬＲ ＝狋
０
ＳＬＲ＋Δ犜－１９＋τ／２ （９）

式中，Δ犜为跳秒。

１．２　伪距观测数据归算

伪距观测数据记录值为接收机接收信号时刻

狋０ＧＰＳ以及伪距值。其观测模型为：

ρＧＰＳ＝ρ＋犮Δ狋犚－犮Δ狋犛＋Δρ
犻
ＧＰＳ

　　＋Δρ
狋
ＧＰＳ＋Δρ

犪
ＧＰＳ＋Δρ

犲
ＧＰＳ＋

　　Δρ
狋
ＧＰＳ＋Δρ

狉
ＧＰＳ＋Δρ

狉
ＧＰＳ＋ερＧＰＳ （１０）

其中，ρ为真实星地距；Δ狋犚为接收机钟差；Δ狋犛为

卫星钟差；Δρ
犻
ＧＰＳ为电离层改正，本文采用双频观

测量组合可消除其一阶项的影响；Δρ
狋
ＧＰＳ为对流层

改正，本文采用Ｓａａｓｔａｍｏｉｎｅｎ模型计算天顶方向

的对流层延迟，采用高度角余弦倒数形式的映射

函数换算到卫星视线方向上；Δρ
犪

ＧＰＳ
为卫星天线相

位中心改正，对于ＧＰＳ３５卫星，在星固坐标系内

天线相位中心在 犡、犢、犣 方向的偏差量分别为

０．２７９ｍ、０．０ｍ、１．０２２９ｍ
［１］；Δρ

犲

ＧＰＳ
为测站偏心

改正；Δρ
狋

ＧＰＳ
为测站固体潮改正；Δρ

狉

ＧＰＳ
为相对论改

正；Δρ
狉

ＧＰＳ
为地球自转改正；ερＧＰＳ为ＧＰＳ观测噪声。

为保持与激光观测数据时间的一致性，应将

记录时刻换算到卫星信号发射时刻：

狋′ＧＰＳ＝狋
０

ＧＰＳ－τＧＰＳ （１１）

式中，τＧＰＳ为以狋ＳＬＲ时刻为准的星地距所对应的信

号传播时延，其中，卫星位置由精密星历内插得

到。

通常，狋ＳＬＲ与狋′ＧＰＳ是不同步的，为保证卫星激

光测距观测量的精度，本文以狋ＳＬＲ为基准进行时

间同步。将以狋′ＧＰＳ为时间标志的双频伪距观测数

据采用８阶拉格朗日差值，内插到狋ＳＬＲ时刻。测

站钟差由ＩＧＳ精密钟差文件采用８阶拉格朗日

差值内插得到。

１．３　卫星预报钟差精度评估

在式（１０）中，真实星地距ρ由卫星激光测距

数据根据公式（１）计算得到。将卫星激光观测数

据改正项及ＧＰＳ伪距改正项分别合并为ΔρＳＬＲ、

ΔρＧＰＳ，则：

Δ狋犛 ＝ （ρＳＬＲ－ΔρＳＬＲ）／犮－Δρ归心／犮

　　－（ρＧＰＳ－ΔρＧＰＳ）／犮＋Δ狋犚 （１２）

δ狋＝Δ狋犛－Δ狋预报 （１３）

　　将计算出的卫星钟差Δ狋犛与预报钟差Δ狋预报

相比即可得出预报钟差的精度δ狋。Δρ归心 为ＳＬＲ

测距仪与ＧＰＳ接收机的归心改正：

Δρ归心 ＝
（珋狉ＧＰＳ－珋狉ＳＡＴ）

犜
Δ珋狉犪

珋狉ＧＰＳ－珋狉ＳＡＴ
（１４）

Δ珋狉犪 ＝珋狉ＳＬＲ－珋狉ＧＰＳ （１５）

其中，珋狉ＳＬＲ、珋狉ＧＰＳ、珋狉ＳＡＴ分别为ＳＬＲ、ＧＰＳ、卫星在地固

坐标系中的坐标。

２　算例分析

２．１　数据来源

本算法需要准备的数据包括并址站的ＳＬＲ

数据、双频伪距观测数据、精密星历、ＩＧＳ精密钟

差文件、广播星历文件。以 ＧＰＳ和ＳＬＲ观测站

间距离不大于１００ｍ为判断标准，ＩＴＲＦ２０００坐

标系下仅有 ＷＴＺＲ、ＧＲＡＺ为并址站，其站址坐

标如表１所示。

表１　并址站站址坐标

Ｔａｂ．１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ｏｆＣｏ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站名 狓／ｍ 狔／ｍ 狕／ｍ

ＧＲＡＺ
ＳＬＲ ４１９４４２６．５１７ １１６２６９４．０３３ ４６４７２４６．６５０

ＧＰＳ ４１９４４２３．９５９ １１６２７０２．５４９ ４６４７２４５．３２８

ＷＴＺＲ
ＳＬＲ ４０７５５７６．８５０ ９３１７８５．４５６ ４８０１５８３．５５９

ＧＰＳ ４０７５５８０．６８５ ９３１８５３．６６０ ４８０１５６８．０５４

　　由于２００５年ＧＲＡＺ站犘１ 码伪距缺失，本文

仅采用 ＷＴＺＲ站数据进行计算。ＳＬＲ数据采用

美国ＮＡＳＡ的５ｍｉｎ间隔标准点数据，ＧＰＳ观测

数据采用ＩＧＳ数据中心３０ｓ间隔数据。

２．２　可行性验证

影响伪距与卫星激光测距比对精度的因素主

１６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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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ρＧＰＳ精度、ρＳＬＲ精度、各项修正量精度、观测时

间同步精度以及ＧＰＳ接收机与ＳＬＲ测距仪的归

心改正精度。

激光观测量精度优于２ｃｍ；激光对流层改正

残余误差优于１ｃｍ；相对论改正约２ｃｍ，其改正

残余误差在 ｍｍ量级，可以不考虑其误差影响；

地球自转改正残余误差也在 ｍｍ量级，可以不考

虑其误差影响。因此，由激光观测量修正模型（公

式１）可得修正后的残余误差如下：

０．０２２＋０．０１槡
２
＜０．０３（ｍ）

　　伪距ρＧＰＳ在进行各种误差修正后的精度可达

到０．３ｍ
［５］。ＩＧＳ测站钟差内插的精度小于

０．１５ｎｓ。测站归心改正精度与高度角及天线高有

关，低仰角时可近ｃｍ级。

由预报钟差精度评估公式（１２），综合以上各

项误差，可得本文方法达到的精度为２ｎｓ。

为验证此方法的可行性，本文以ＩＧＳ后处理

精密钟差文件中卫星钟差作为真值，对该方法可

能达到的评估精度做了测算。除１０月６日ＳＬＲ

数据量过少以及１０月７日缺少测站钟信息未进

行计算外，其他各天的计算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犐犌犛精密钟差评定精度（２００５年）

Ｔａｂ．２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ｎｇ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ｆＩＧＳＣｌｏｃｋＯｆｆｓｅｔｉｎ２００５

日期 最小值／ｎｓ 最大值／ｎｓ 平均值／ｎｓ 中误差／ｎｓ

０１月１６日 －０．９０ １．０７ ０．０６ ０．８０

０４月０２日 －２．７３ ０．５６ －０．５２ １．６５

０４月１５日 －２．１２ －０．３４ －０．９４ １．１９

０４月１６日 －２．９０ －０．４４ －１．６７ １．９５

０４月２１日 －１．２９ －０．７１ －０．９９ １．０４

０９月２２日 １．００ ０．７４ ０．８７ ０．８８

０９月２３日 －４．４８ １．６８ －０．５９ １．９７

０９月２４日 －０．２５ １．４３ ０．７７ １．０７

０９月２５日 －１．４１ ０．８４ －０．４６ ０．９４

１０月０９日 －０．１８ ０．５０ ０．１７ ０．３０

１０月１０日 －２．６６ ２．３４ －０．０３ １．４０

１０月１１日 －０．９９ １．６３ ０．１７ ０．９４

　　从表２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除２００５年４月

１６日计算结果存在－１．６７ｎｓ的系统差之外，其他

计算结果不存在明显的系统差。计算平均值优于

１ｎｓ，评定精度优于２ｎｓ。考虑到目前ＩＧＳ精密

钟差精度约为０．１ｎｓ左右，因此可认为该方法评

价精度优于２ｎｓ。

由以上计算结果可以得出，采用ＳＬＲ及双频

伪距数据评定钟差切实可行，能够满足２ｎｓ评价

精度要求。

２．３　广播星历预报钟差精度评估

为比较计算，采用与可行性验证中相同的数

据进行广播星历预报钟差精度评估计算结果如

表３所示。

表３　广播星历预报钟差精度（２００５年）

Ｔａｂ．３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ｆ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Ｅｐｈｅｍｅｒｉｓ

ＣｌｏｃｋＯｆｆｓｅｔｉｎ２００５

日期 最小值／ｎｓ 最大值／ｎｓ 平均值／ｎｓ 中误差／ｎｓ

０１月１６日 －３．６１ －１．９０ －２．７１ ２．７９

０４月０２日 １．１６ ５．０８ ３．４９ ３．８８

０４月１５日 －１０．１１ －８．２２ －８．７２ ８．７６

０４月１６日 －９．０５ －７．４２ －８．３０ ８．３３

０４月２１日 －９．０９ －８．３３ －８．７１ ８．７２

０９月２２日 １．６０ １．３３ １．４７ １．４８

０９月２３日 －０．１９ ６．５８ ４．１１ ４．５８

０９月２４日 －１．２１ ０．３８ －０．２０ ０．７５

０９月２５日 ４．１８ ６．３０ ５．０４ ５．１０

１０月０９日 ７．９５ ８．５３ ８．２４ ８．２５

１０月１０日 －７．９７ －３．７３ －６．４２ ６．５８

１０月１１日 －３．４６ －０．１６ －１．８３ ２．１１

　　由表３中计算结果可以得出，广播星历预报

钟差的精度每天有较大差异。在相对集中的时间

内其中误差与平均值在绝对值上基本一致，精度

较为接近。综合表中计算结果，广播星历预报钟

差的精度优于１０ｎｓ。

由 ＷＴＺＲ站预报钟差精度时间变化图（图

１）可以得出，其变化随卫星高度角的变化而变化，

受伪距对流层改正残余误差的影响明显；其跳变

点可能由伪距插值误差引起。图１中的日期为

２００５年９月２３日。

图１　预报钟差精度随时间变化图

Ｆｉｇ．１　Ｖａｒｉｅｔｙｏｆ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ＣｌｏｃｋＯｆｆｓｅｔ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３　结　论

　　根据ＳＬＲ和双频伪距观测数据，可利用单站

实现卫星钟预报精度的评估，从而便于对导航卫

星钟进行分析研究。本文可行性分析计算结果表

明，利用ＳＬＲ及伪距组合，能够满足２ｎｓ卫星钟

差精度评估要求。

通过对广播星历预报钟差进行精度评估可

知，广播星历钟差与实际卫星钟差存在小于１０ｎｓ

的误差。其精度在不同的观测时日内变化较大，

２６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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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ｄ观测时段内较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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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绘信息与工程》为测绘专业应用技术期刊，其宗旨是：贯彻从生产中来、到生产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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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文章，沟通测绘研究和应用的联系，普及测绘新技术，提高测绘行业的技术含量及从业

人员技术水平。本刊开辟的栏目均面向读者需要，并已形成特色和优势，具有较好的社会

适应性。本刊为湖北省优秀期刊，全国优秀测绘期刊，收录本刊论文的数据库主要有ＣＡＳ、

Ｐ等。本刊读者对象为测绘及相关专业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教育人员以及大学生、研

究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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