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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实时探测参考站网络中周跳的新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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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西南交通大学空间信息工程中心，成都市二环路北一段１１１号，６１００３１）

摘　要：提出一种应用于参考站间周跳探测的新算法。该算法使用双差双频相位、参考站精确的坐标和精密

星历构造观测量，并用卡尔曼滤波来估计电离层参数，在给定显著水平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单个或少量历元以

假设检验的方法探测和修复周跳。该算法将探测和修复合二为一，对每个历元的周跳都进行处理。

关键词：ＧＰＳ；周跳；探测与修复；参考站网络；卡尔曼滤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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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参考站间双差周跳修复属于静态多频实

时周跳修复，需要具有高可靠性（高置信度）和实

时性（数个历元）。本文提出一种利用卡尔曼滤波

和假设检验将周跳实时探测和修复合二为一的适

用于参考站网络的新方法。

１　参考站间双差周跳探测和修复

１．１　构造观测量

宽巷组合具有较小的噪声、较长的波长和较

小的电离层延迟，所以宽巷周跳探测相对容易，可

以利用双差观测值来探测宽巷周跳和犔１ 周跳，然

后得出犔２ 周跳。滤波方程的待估参数是整周模

糊度、电离层延迟及电离层延迟变化率：

λ狑
２
狑 －

２犚－
２犜

λ１
２
１－

２犚－
２［ ］
犜
＝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
［ ］

１ ０


２犐＋λ狑

２犖狑


２犐


２犐１－λ１

２犖１


２犐

熿

燀

燄

燅１

＋
λ狑

２
ε狑

λ１
２
ε

［ ］
１

简记为：

犔狀 ＝犅犡狀＋犞狀 （１）

犡狀 ＝ 犢狀 犢狀 犣狀 犣［ ］狀
Ｔ

其中，
２为双差算子；λ狑＝

λ１λ２

λ２－λ１
；λ１是载波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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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参考站是静态的，并且其精确位置已知，

所以式（１）构造的观测量具有其他方法中观测量

所不具备的性质：首先，不必估计相位的一阶和二

阶变化率；其次，相位与几何距离的差运算消除了

钟跳的影响，更加有利于周跳探测。

１．２　滤波、周跳搜索和质量控制

在较短时间内，电离层是稳定的，所以有理由

假设它们对时间的二阶导数犢̈、̈犣为白噪声，其谱

密度分别为狇犢和狇犣，它们服从正态分布，有 犢̈～

犖（０，２π狇犢）、̈犣～犖（０，２π狇犣）。由此可得状态方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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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记为：

犡狀＋１ ＝Φ狀犡狀＋犠狀 （２）

其中，犠狀 为白噪声。令Δ狋为第狀个历元到狀＋１

个历元的时间间隔，则其协方差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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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测方程（１）和状态方程（２）构成了这个动态

系统：

犔狀 ＝犅犡狀＋犞狀，犞狀 ～犖（０，犚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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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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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曼滤波方程的离散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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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犈是单位阵；犘狀＋１，狀是犔狀＋１测量前犡狀＋１的最

佳估值的方差；犘狀＋１是犔狀＋１测量后犡狀＋１的最佳估

值的方差；犡狀＋１，狀是犔狀＋１测量前待估参数的最佳

估值；犡狀＋１是犔狀＋１测量后待估参数的最佳估值；犑

是增益矩阵；犆犛狀＋１＝ 犆犛狑，狀＋１ 犆犛１，狀［ ］＋１
Ｔ，对于

特定的基线和卫星，它是到该历元为止所有周跳

值的代数和；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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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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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周跳发生时，它必然在估值上有所反映。

假设第狅＋１个历元发生了周跳，第狅＋１个历元

到狀＋１个历元均未发生周跳（其中０＜狅≤狀；对

于连续发生周跳的情况，本文不作探讨），则第狀

＋１个历元待估参数的最佳估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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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狋狀为第狀个历元的观测时刻，构造随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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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假设检验，犜犢 服从正态分布。

假设犎０：μ＝０，犎１：μ≠０，给定显著水平α狑，有接

受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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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式 （６）、式 （７），可以得到宽巷周跳

犆犛狑，狅＋１的接受域，它表示宽巷周跳落在这个区域

的概率为１－α狑。若包含多个整数值，则增加新

的观测值继续滤波，直到搜索区间包含一个整数

值则视为周跳得到固定。设置狅为当前最新历元

标号，继续进行下个历元的探测修复；若未包含整

数值，则表示有粗差，可剔除从第狅＋１个历元到

狀＋１个历元的观测值，并继续滤波。

再构造随机量犉狀＋１＝
犣狀＋１－犣狀
狋狀＋１－狋狀

，犉～犖（μ，

２π狇犣）服从正态分布，令犉狀＋１＝
犣狀＋１－犣狅
狋狀＋１－狋狅

，构造检

验量犜犣＝犉狀＋１
狀－狅＋１
２π狇（ ）

犣

１
２

进行假设检验，犜犣服

从正态分布。假设犎０：μ＝０，犎１：μ≠０，给定显著

水平α１，并联合式（６），同理可以得到到犔１ 周跳

犆犛１，狅＋１的接受域。

当宽巷周跳固定为犆^犛狑、犔１ 周跳固定为犆^犛１

后，满足犘（犆犛狑＝犆^犛狑）＞１－α狑，犘（犆犛１＝犆^犛１）＞

１－α１，所以根据宽巷周跳和犔１ 周跳计算的犔２ 周

跳满足：

犘（犆犛２ ＝犆^犛１－犆^犛狑）＝犘（犆犛狑 ＝犆^犛狑）·

犘（犆犛１ ＝犆^犛１）＞ （１－α狑）（１－α１） （８）

可以得出犔２ 周跳的显著性水平为α２＝α狑＋α１－

α狑α１。

１．３　数据实验

为了测试算法的性能，本文选取２００５年１１

月５日 ＤｏＹ３０９四川 ＧＰＳ参考站网络中ｊｙａｎ＿

ｒｅｎｓ基线的数据进行分析。该基线长４７ｋｍ，卫

星的高度截止角为１０°。选用两颗卫星的连续数

据，其中包括ＰＲＮ０７从升起到降落的７ｈ２７ｍｉｎ

的数据，在这段时间内，参考卫星经历了７次更换

（在参考卫星更换时，应进行处理，避免将包括前

后不同参考卫星的观测值之差当作周跳）。用该

方法实时探测出ＰＲＮ０７与参考卫星构成的双差

犔１ 和犔２ 相位均未发生周跳，整周模糊度浮点解

的三差值如图１所示。同时，还包括ＰＲＮ０５接近

降落时的２０ｍｉｎ的数据。由于该观测时段卫星

的高度角很低，噪声和多路径效应都很严重，并时

常导致卫星失锁，在卫星下降到１２°以下时，从

图２中的第８３９个历元开始，观测数据缺口达到

１０２个历元。

０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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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３）中，狇犢＝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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犳
２
２

犳
２
１
狇犢；显著水

平取为α狑＝１０
－５，α１＝１０

－４，它表示周跳落入接受

域中的概率为１－α（由于随机模型是理想白噪

声，所以不能将该值设定过小，否则会导致接受域

中不包含整数值）。

从图１和图２可以较直观地看出，三差观测

值很大程度上服从白噪声分布。各个参数是经过

大量三差数据统计分析后获取的经验值。

图３和图４分别表示ＰＲＮ０７卫星的宽巷周

图１　三差观测值（ＰＲＮ０７）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ＴＤ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Ｎ０７）
　　　　　　　　

图２　三差观测值（ＰＲＮ０５）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ＴＤ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Ｎ０５）

跳和犔１ 周跳每个历元的接受域（接受域由两条线

之间的部分表示）。可以看出，宽巷周跳完全可以

单历元探测，每个历元周跳值都为零。在给定的

显著水平下，犔１ 周跳大部分可以单历元固定，当

接受域包含两个或以上的整数值的情况，需要继

续滤波。可以预见，最不利的情况下也仅需要２

个历元即可固定。

图５和图６分别表示ＰＲＮ０５卫星的宽巷周

图３　单历元宽巷周跳接受域（ＰＲＮ０７）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ｔＲｅｇｉｏｎｏｆ犔狑

ＣｙｃｌｅＳｌｉｐ（ＰＲＮ０７）

　　　　　　　　
图４　单历元犔１ 周跳接受域（ＰＲＮ０７）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ｔＲｅｇｉｏｎｏｆ犔１Ｃｙｃｌｅ

Ｓｌｉｐ（ＰＲＮ０７）

跳和犔１ 周跳每个历元的接受域。可以看出，从

８３９ｓ到９４０ｓ，观测数据缺口达到１０２ｓ。在第

９４１个历元，宽巷发生１周周跳，犔１ 发生２周周

跳。从实验中可以看出，在较大数据缺口的情况

下，周跳也能单历元固定。同时，观测噪声越大，

搜索的范围越大；显著水平越小，搜索的范围也越

大，所以提高观测质量和适当增加显著水平，搜索

效率会有所提高。否则，只有牺牲搜索效率，以多

个历元固定周跳来保证其置信度。

　　 从ＰＲＮ０７卫星的大量样本来分析（图４），显

著性水平的选择必须适中，过小可导致正确的周

跳值落入拒绝域中；过大则可能导致接受域中可

选值过多，影响搜索效率。在文中给定的显著水

平（可靠性）下，需两个或两个以上历元来固定周

跳的情况的发生次数是４５次，占总数的百分比不

足０．１６％，而且均发生在卫星高度角很低（低于

１５°）的情况下，说明该值选择适当，该方法搜索效

率高，实时性也较强。

１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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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单历元宽巷周跳

接受域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ｏｆ犔狑ＣｙｃｌｅＳｌｉｐ

　　　

图６　单历元犔１ 周

跳接受域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ｏｆ犔１ＣｙｃｌｅＳｌｉｐ

２　结　语

利用待估电离层参数构造随机过程量进行假

设检验，得出周跳的搜索区间是非常有效的。若

搜索过程中区间内不包含整数，则认为该历元有

粗差，可剔除该历元观测值；若搜索区间仅包含１

个整数，则周跳固定为该整数；若搜索区间包含多

个整数，需继续滤波，直到周跳固定为止。

致谢：四川省地震局减灾救助研究所以及

ＧＰＳ卫星观测网络项目组为本文的工作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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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年珠穆朗玛峰峰顶冰雪层厚度测定

张　鹏１
，２
　孙占义２　张江齐２

（１　武汉大学测绘学院，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２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百胜村１号，１０００４４）

摘　要：介绍了雷达探测技术（ＧＰＲ）原理及其与ＧＰＳ集成的峰顶专用雷达探测设备和测量情况。经过对测

量数据的处理与分析，获得峰顶觇标处的冰雪层厚度为３．５０ｍ，为珠穆朗玛峰岩石面高程的确定提供了可靠

参数。

关键词：珠穆朗玛峰；雷达测深；ＧＰＲ；ＧＰＳ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５．１；Ｐ２２８．４２

　　珠穆朗玛峰（简称珠峰）峰顶常年冰雪覆盖，

过去对峰顶雪面到岩石面的厚度测量一直采用探

杆测深的方法。１９７５年，中国登山队在珠峰顶采

用端头包铁的木质探杆插进冰雪层，测得深度为

０．９２ｍ；而在１９９２年中国和意大利珠峰科研合

作中，意大利登山人员在峰顶用钢质探杆插进雪

层，测得厚度２．５５ｍ，两次的测量结果相差迥异。

峰顶恶劣环境以及当时技术条件是制约测量结果

的主要因素，利用雷达探测技术进行冰雪层厚度

测量是一种新的尝试。

雷达探测是利用电磁波在地下媒介中的传播

和反射特性进行地下不可见目标体或界面的探查

与定位。峰顶拖动测量时，雷达在雪面上持续不

断地向地下发射电磁波，电磁波在冰雪和岩石介

质变化的界面上产生散射，根据散射回波的时延、

形状、强度等，可解译出分界面的深度等信息。

与探杆手段相比，雷达探测方法的优点在于

一方面突破了探杆手段探测的局限性；另外，雷达

探测方法是无破坏探测，效率更高；探测的连续剖

面数据成果可反映更多、更全面的层位信息，克服

了探杆探测的随机性。其不足是仪器设备工作环

境条件要求较高，操作程序复杂。

１　峰顶专用雷达探测设备

普通的地质雷达探测仪无法适应峰顶环境恶

劣、高寒及负重等条件，为了保证雷达探测仪能够

在峰顶正常工作，对现有设备进行了尺寸、重量、

操作方式和加热保温方面的改进。同时为了有效

地将雷达测深结果与其所在空间位置结合起来，

实现了ＧＰＲ与ＧＰＳ的集成。

此次采用冰雪层厚度雷达探测仪的主要技术

参数如下：雷达时窗为１００ｓ、采样间隔为５０ｓ、扫

描速率为１０Ｈｚ、采样点数为２０４８，采用时间采

集模式。综合重量、探测深度和分辨率因素要求，

采用９００ＭＨｚ频率的雷达天线。

本实验实现了ＧＰＲ与ＧＰＳ的集成，设计方

案见图１。集成的主要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

ＧＰＲ与ＧＰＳ硬件组合的实现，在ＧＰＲ的顶部固

定ＧＰＳ天线，精确确定雷达的空间位置；二是通

过数据接口，将ＧＰＳ时间与ＧＰＲ测深时间同步，

利用事件标记控制器触发同步标记信号来实现两

者时间的精确同步，解决两种设备的时间参考的

一致性问题。按照设计方案，改进后的集成ＧＰＳ

ＧＰＲ如图２所示。ＧＰＳ选用高精度双频接收机，

采样率设置为１Ｈｚ，具有事件标记功能。

２　峰顶测量情况

测量队员登上珠峰峰顶后按计划在觇标处、

主山脊、垂直主山脊等位置展开冰雪层厚度雷达

探测工作，共获得峰顶４个剖面的雷达探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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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ＧＰＳＧＰＲ集成设计方案

Ｆｉｇ．１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ＧＰＳａｎｄＧＰＲ

图２　集成的冰雪层厚度雷达探测仪

Ｆｉｇ．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ＰＳａｎｄＧＰＲ

和４０ｍｉｎ１Ｈｚ采样率的动态ＧＰＳ数据。各剖面

的位置和数据测量时间如表１所示。由于冰雪雷

达探测仪集成了ＧＰＳ，因此可获得雷达在峰顶的

运动轨迹（见图３）。从图中可以看出，峰顶雷达

探测仪是在约７ｍ×５ｍ的范围内进行拖动测量

的，也可看出各个剖面在峰顶的位置分布。图３

中，三角为觇标位置。

表１　雷达剖面测量数据情况

Ｔａｂ．１　Ｄａｔａ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ＰＲ

剖面 探测剖面位置描述 测量时间长度

１ 绕觇标处（绕觇标２圈） ３ｍｉｎ２５ｓ

２ 主山脊 ５７ｓ

３ 垂直主山脊 １ｍｉｎ３６ｓ

４ 主山脊延伸 ７ｍｉｎ５ｓ

３　雷达测深数据处理与分析

３．１　峰顶雪面地形

以天线置于觇标顶端的静态ＧＰＳ为基站，按

动态解算模式，获取ＧＰＲＧＰＳ精确的平面位置

和高度，并将高度换算至海拔高程，可描绘出雷达

图３　峰顶雷达探测仪运动轨迹图

Ｆｉｇ．３　ＴｒａｃｋＭａｐｏｆＧＰＲｏｎＳｕｍｍｉｔ

经过在范围内峰顶的雪面地形。珠峰顶峰雪面地

形等值线见图４。图４中，三角为觇标位置，黑点

为探测雷达的运动轨迹点。

图４　珠峰峰顶雪面地形等值线图

Ｆｉｇ．４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ｓｏｇｒａｍＭａｐｏｆＳｎｏｗｏｎＳｕｍｍｉｔ

３．２　速度标校

根据电磁波在介质中的传播速度犞 和其传

播往返时间差犜，能够确定探测深度犎：

犎 ＝犞×犜／２ （１）

　　传播速度的准确与否很重要。一般采用目标

体标定法来实际标校速度。该方法对测深的相对

误差通常为２％左右，一般不超过３％。

此次雷达速度标校选择在高海拔、高寒条件

下的６５００ｍ和７０２８ｍ高度进行。标校目标体

采用冰锥，标校软件采用ＩＤＳＧＲＥＤ／Ｓ，实地标校

冰雪层的传播速度为２３０ｍ／μｓ，将该值作为计算

值。

３．３　冰雪层厚度剖面处理与分析

雷达测深的数据处理和分析软件采用ＩＤＳ

ＧＲＥＤ／Ｓ和ＲＥＸＬＥＸＷ。经过原始数据读取、参

数设置、漂移去除、背景去噪、信号增益、滤波处

理、坏道去除、时深转换等步骤的处理，获得了带

有深度的层位信息。

数据处理中，主要对绕觇标处探测剖面雷达

数据进行了分析处理，处理后的剖面如图５所示。

图５中标示了冰雪层与岩石层的分界线，利用已

４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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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校的冰雪层传播速度值，对分界线进行采样点

分析，计算得觇标处冰雪层厚度为３．５０ｍ。

图５　绕觇标处冰雪层厚度剖面

Ｆｉｇ．５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ｎｏｗＡｒｏｕｎｄ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Ｔａｒｇｅｔ

根据所测得的峰顶雪面高程和冰雪层厚度数

据，获得了探测雷达绕觇标处经过范围内（位置和

范围参见图４中黑虚线所示）的岩石面地形，如

图６所示。

图６　觇标处附近范围的岩石面地形（单位：ｍ）

Ｆｉｇ．６　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ＭａｐｏｆＲｏｃｋＡｒｏｕｎｄ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Ｔａｒｇｅｔ

４　精度估计

由计算探测深度公式（１），对公式两边取微

分，并除原式可得：

ｄ犎
犎
＝
ｄ犞
犞
＋
ｄ犜
犜

（２）

式（２）说明，探测深度的误差由速度误差和时间误

差两部分组成。由于时间误差很小，因此可以不

予考虑。即为：

ｄ犎／犎 ＝ｄ犞／犞 （３）

　　根据实际的速度标校情况，顾及目标法标校

速度，相对误差范围一般不超过３％，估计此次峰

顶测量标校速度误差为±５ｍ／μｓ。因此，对于

３．５０ｍ的冰雪层厚度，由公式（３）可得探测厚度

的误差为±０．０８ｍ。

同时，也应当顾及雷达设备本身的深度分辨

率，理论上可把电磁波波长的１／８作为分辨率的

极限［２］，实用中也有分辨率采用１／４波长的。根

据厂家提供的资料，这里采用１／６波长作为分辨

率，即对于９００ｍ的天线其分辨误差为±０．０５５

ｍ。

综合以上两个方面的影响，计算得冰雪层厚

度探测精度为±０．０９７ｍ。

由于环境等条件因素，此次测量的范围没有

覆盖整个峰顶，在将来的工作中应加以考虑。

致谢：西藏登山协会给予了协助；Ｔｒｉｍｂｌｅ公

司提供了技术支持；ＩＤＳ公司及北京博泰克机械

有限公司在探测雷达仪器改进和完善工作中作出

了努力；ＧｉｏｒｇｉｏＰｏｒｅｔｔｉ教授为此次珠峰峰顶冰

雪探测提供了有益经验和建议，在此一并表示感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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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波束勘测声速剖面场的犈犗犉表示方法

丁继胜１　周兴华１
，２
　唐秋华１

，２，３
　陈义兰１

（１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青岛市仙霞岭路６号，２６６０６１）

（２　香港理工大学土地测量与地理资讯学系，香港九龙红）

（３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地球科学学院，青岛市鱼山路５号，２６６００３）

摘　要：提出了根据实测声速剖面，利用经验正交函数建立了声速剖面场的数学模型，得到了任意点位的声速

剖面对边缘波束数据进行声线折射改正的方法。该方法对提高多波束勘测效率和精度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多波束勘测；声速剖面；声线折射；经验正交函数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９．３

　　声速是影响多波束勘测精度的一个较为重要

的外部因素。表层声速误差引入波束导向角误

差，改变了波束应有的波束角和声线的传播轨迹。

从表层至海底的各层的声速，决定了声线跟踪的

精度。比较而言，表层声速对多波束勘测精度的

影响更大［１４］。因此，声线的折射改正一直是多波

束勘测技术领域的研究重点［５，６］。

本文利用多波束勘测时实测声速剖面，通过

ＥＯＦ分析方法，得到整个勘测区域的声速剖面时

空特性关系，建立了整个勘测区域的声速剖面场

数学模型。利用数学方法得到任意位置的声速剖

面，在多波束水深数据后处理中，利用这些声速剖

面对水深数据进行声线折射改正。

１　多波束勘测声速剖面场的经验正

交函数分析方法

　　经验正交函数分析方法（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ｏｒｔｈｏｇｏ

ｎ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ＯＦ）也称特征向量分析（ｅｉｇｅｎｖｅｃ

ｔｏ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或主成分分析（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ＣＡ），是分析矩阵数据的结构特性、提

取主要数据特征量的一种方法，目前在气象学研

究中有较多应用。

在多波束勘测声速剖面场的数学模型建立

中，ＥＯＦ展开的基本思想就是将声速要素场序列

犮狀分解成正交的时间函数与正交的空间函数的乘

积之和，把声速剖面样本采集点的地理坐标看作

声速场的权重系数，其他要素看作典型的声速场。

１．１　声速剖面的层化处理

设有犖 个已知的声速剖面样本，犆狀＝犆（狓狀，

狔狀）（狀＝１，２，…，犖），每个样本具有犽个声速值采

样点，（狓狀，狔狀）是采样点的地理位置。在某点犘

（狓，狔）处采集的声速剖面为犮犻＝犳（犺犻）（犻＝０，１，

…，犓）。对于每一个具体的水深值犺犻，有惟一的

对应声速值犮犻，若在子区间［犺犽，犺犽＋１］（犓＝０，１，

…，犓－１）上的两个端点处满足以下４个条件：

狔犽 ＝犳（狓犽）

狔犽＋１ ＝犳（狓犽＋１）

狔′犽＝犵犽

狔′犽＋１＝犵犽＋１

（１）

则在此区间上可以惟一确定一个三次多项式：

狊（犺）＝狊０＋狊１（犺－犺犽）＋狊２（犺－犺犽）
２
＋

狊３（犺－犺犽）
３ （２）

据此插值公式可以求得等深度点上的声速值。

１．２　多波束勘测声速剖面场的犈犗犉描述

设经过层化处理得到的犖 个声速剖面等深

度点处的深度为犻犺（犻＝０，１，…，犓），将犖 个声速

剖面样本表示成矩阵的形式为［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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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

犮１（０） 犮２（０） … 犮犖（０）

犮１（犺） 犮２（犺） … 犮犖（犺）

   

犮１（犽犺）犮２（犽犺） … 犮犖（犽犺）

（３）

定义犆的协方差矩阵为犚犮，犚犮可表示为：

犚犮 ＝
１

犖∑
犖

犖＝１

犆犖犆
Ｔ
犖 （４）

则犚犮 为（犽＋１）阶方阵。计算方阵犚犮 的特征根

（λ０，…，犽）和特征向量犞（犽＋１）×（犽＋１），二者之间满足关

系式：

犚犮×犞＝犞×Λ

其中，

Λ＝

λ０ ０ … ０

０ λ１ … ０

  

０ ０ … λ犿

（５）

　　每个非０的特征值对应的特征向量犞犽就是所

需的经验正交函数，则任一点的声速可以表示成：

犮（犺）＝犮（犺）＋∑
犽

犻＝０

α犻犞犻（犺） （６）

式中，犮为犖 个声速采样数据的平均值；加权系数

α犻（狓，狔）是地理坐标（狓，狔）的函数。写成矩阵形

式为：

犮犻（０）



犮犻（犽犺

熿

燀

燄

燅）

＝

犮（０）



犮（犽犺

熿

燀

燄

燅）

＋［狏０（狕）…狏犽（狕）］

α０（狓，狔）



α犽（狓，狔

熿

燀

燄

燅）

（７）

　　假设欲确定的α（狓，狔）函数的形式为：

α（狓，狔）＝犪０＋犪１狓＋犪２狔＋犪３狓狔 （８）

其中，犪０、犪１、犪２、犪３ 是待求的参数。对同一层

犮犻（犽），有：

α１（狓１，狔１）

α２（狓２，狔２）

　 

α犖（狓犖，狔犖

熿

燀

燄

燅）

＝

１ 狓１ 狔１ 狓１狔１

１ 狓２ 狔２ 狓２狔２

   

１ 狓犖 狔犖 狓犖狔

熿

燀

燄

燅犖

犪０

犪１

犪２

犪

熿

燀

燄

燅３

（９）

用矩阵可以表示为：

α（狓，狔）＋犞＝犃犡 （１０）

根据最小二乘法原理，可得：

犡＝ （犃
Ｔ犘犃）－１（犃Ｔ犘α） （１１）

式中，犡＝［犪０，犪１，犪２，犪３］
Ｔ 即为所求定的参数，则

函数α（狓，狔）可以由式（８）表达。

２　算　例

　　按照§１的理论，取东海某区的１６个声速剖

面样本，其水深分布为４０～５０ｍ。为了产生矩阵

数据，分别编制了声速剖面层化处理和矩阵生成

程序，借助于 Ｍａｔｌａｂ软件处理平台，求解所需要

的经验正交函数系，图１是对应较大特征值的几

组ＥＯＦ。

图１　１６个声速剖面样本的ＥＯＦ函数

Ｆｉｇ．１　ＥＯＦ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１６ＳＶＰｓ

根据特征值较大的几个ＥＯＦ函数和１６个声

速剖面样本地理位置，通过数据拟合处理，求出某

一位置的声速剖面。对比该位置的实测值，分别

画出曲线图，如图２所示。

图２　拟合声速剖面与实测声速剖面对比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ＳＶＰ

３　结果分析

要判断ＥＯＦ分解出的特征向量是有物理意

义的信号还是毫无意义的噪音，应该进行显著性

检验，特别是当时空场的空间点数大于样本量时，

显著性检验十分重要［９］。根据高文良［９］等的理

论，特征向量λ犽 的误差可以表示为：

δλ犽 ＝λ犽 ２／槡 犖 （１２）

记Δλ犽＝λ犽－λ犽－１，那么当δλ犽／Δλ犽＜１时，λ犽 与λ犽－１

是可以分离的，二特征值间的间距大于特征值的误

差，认为该特征值是有意义的。本文利用前几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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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ＯＦ对应的特征值进行了检验，证明了结果是有

意义的。检验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犈犗犉分析显著性检验结果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ＳａｌｉｅｎｃｅｏｆＥＯＦ

犽值 １６ １５ １４ １３

特征值λ犽 １９６０．４２１８ ５０１．８９７１ ５．３２８５８ ３．３３６９４

δλ犽 １４５８．５２４７ ４９６．５６８５ １．９９１６４ ／

Δλ犽 ６９３．１０７１ １７７．４４５７ １．８６ ／

　　另外，从图２可以看出，拟合声速剖面与实测

值基本一致，具体误差分布见图３。从误差分布图

可以看出，绝大部分数据误差小于１ｍ／ｓ，约占总

数的８５％；极个别深度层的声速值，其误差比较

大，超过了２ｍ／ｓ，占总数的２％。

个别数据误差较大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

面。

１）由于现有资料的限制，声速剖面样本站位

分布不是很合理，使得所建立的声速场模型不能

客观地代表实际的声速场。

２）所选的声速剖面样本，既有时间跨度，又

有空间跨度，本例中选取的声速剖面样本之间时

间跨度差异过大。

３）本算例中采用的１６个声速剖面样本数据

的采集地点距离长江口冲淡水区较近，声速剖面

受盐度变化影响较大［１０］，使得声速剖面随时空变

化的规律性较差。

图３　拟合声速值误差分布图

Ｆｉｇ．３　Ｅｒｒｏ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ＶＰ

４　结　语

通过实际测量的声速剖面与由ＥＯＦ拟合得

到的声速剖面的对比分析可知，建立数学模型的

声速剖面样本比较理想，完全可以使拟合声速值

图４　拟合声速剖面误差曲线

Ｆｉｇ．４　Ｃｕｒｖｅｏｆ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ＶＰ’ｓＥｒｒｏｒ

的误差不超过２％。Ｄｏｎａｌｄ等学者的研究表明，

若是利用该声速剖面对多波束测深数据进行声速

校正，水深误差不会超过２％，完全符合海道测量

规范的要求。利用该声速剖面对多波束边缘水深

数据进行声速二次改正，可以提高边缘波束水深

数据精度、边缘波束的有效率和勘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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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沈远海，马远良，屠庆平，等．浅水声速剖面的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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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影模型对导航卫星轨道数值积分的影响及改进

陈刘成１，２

（１　上海天文台，上海市南丹路８０号，２０００３０）

（２　北京环球信息应用开发中心，北京市５１３６信箱，１０００９４）

摘　要：以ＲＫＦ７（８）和Ａｄａｍｓ１２阶ＰＥＣＥ方法为例，分析了单步法积分器和多步法积分器在圆柱体、双锥形

地影模型下，地影边界对导航卫星轨道积分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方法。改进方法原理简单，在３ｄ积

分弧段内最大误差优于ｃｍ级。

关键词：天体测量学；地影模型；数值积分；改进Ｅｎｃｋｅ积分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８．４２

　　人造地球卫星轨道确定方法可分为分析法和

数值积分法［１］。对于高精度卫星轨道确定来讲，

数值积分方法是惟一的手段［２］。数值积分法以函

数值的不同线性组合值代替函数高阶导数，并利

用Ｔａｙｌｏｒ公式展开。积分精度受积分方法能达

到阶数的影响，同时还受函数光滑性的影响［３］。

地影模型涉及到地球形状、大气对太阳光的

折射、散射、吸收等多种物理因素的影响［４］。目

前，简单的圆柱体模型和双锥体模型［４，５］的导数

不连续；采用双锥体模型，则卫星位置的三阶导数

的光压摄动部分不连续或近似不连续［５］。这就违

背了积分器要求积分函数及其高阶导数光滑的前

提条件。这种不连续对轨道积分的影响取决于积

分器跨过地影／半影边界的处理。

一般情况下，数值积分器的积分步长越大，轨

道积分误差就越大［５］。但是为了提高积分的效

率，用户一般会尽可能取较大的积分步长，此时需

要采取某种改进措施来减小边界问题的影响。

对上述问题的解决方法可以分为经验力补偿

模式和改进积分器模式。本文主要讨论通过改进

积分器来减小积分误差。

Ｌｕｎｄｂｅｒｇ等为多步法积分器设计了卫星经

过地影边界的积分误差修正算法［６］，但是这种方

法对不同的积分器需要设计特定的算法，这样，积

分误差便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减小［７］。文献［８］分

别对单步法和多步法积分器提出了改进。文献

［５］提出了一种根据改进的Ｅｎｃｋｅ积分方法来减

小地影边界问题积分误差的修正积分方法，但它

需要保留积分步长和积分节点的信息。

１　地影边界问题的犈狀犮犽犲改进积分

　　将文献［１，９］中提出的改进的Ｅｎｃｋｅ积分方

法用于改进地影边界对轨道积分的影响，即在卫

星经过地影／半影边界时，分两步进行轨道积分。

１）将光压系数设为常数，以Ｃｏｗｅｌｌ运动方

程对卫星轨道进行积分，并将积分的结果作为参

考轨道狉
→
犮，这里的积分称为主积分。

２）采用改进的Ｅｎｃｋｅ积分，对参考轨道狉→犮

进行改进，考虑的因素包括实际ＳＲＰ（太阳辐射

光压）与主积分中ＳＲＰ的差别以及二体吸引力差

别，忽略其他摄动力差别。这里的积分称为改进

积分，可以通过一步或者两步改进完成。公式为：

Δ狉
··
→
＝－μ
狉３

１－
狉３犮
狉（ ）３ 狉→－Δ狉［ ］→ ＋κ珗αＳＲＰ

κ＝１，全影到全照

κ＝－１，全照到半影

－１＜κ＜１，

烅

烄

烆 半影

（１）

式中，狉→ 为改正后的状态；狉→犮 是参考状态；κ为第 二步改进积分中光压系数（主积分ＳＲＰ系数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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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ＳＲＰ系数的差别）。

２　犈狀犮犽犲改进积分方法实现过程

本文以常用的单步法ＲＫＦ７（８）、多步法１２

阶ＡｄａｍｓＰＥＣＥ方法为主积分器，Ｅｎｃｋｅ改进积

分方法采用ＲＫＮ６（７）积分器，来具体分析地影模

型对积分结果的影响及Ｅｎｃｋｅ改进效果
［２，１０１２］。

１）在 ＲＫＦ７（８）主积分步长经过地影边界

时，将主积分整个步长内的ＳＲＰ系数κ设为０或

者１，积分生成参考轨道，再进行改进积分，以修

正卫星位置和速度。

表１　犚犓犉７（８）改进积分条件及起止时间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ｏｒｆｏｒＲＫＦ７（８）ａｎｄＩｔｓＳｔａｒｔａｎｄＥｎｄＴｉｍｅ

地影模型 开始状态 结束状态 改进积分１ 改进积分２ 主积分光压常数系数

圆柱体模型
全日照 全影 Ｓ／ＵｔｏＥＯＳ 无 １．０

全影 全日照 Ｕ／ＳｔｏＥＯＳ 无 ０．０

双锥形模型

全日照 半影 Ｓ／ＰｔｏＥＯＳ 无 １．０

全日照 全影 Ｓ／ＰｔｏＰ／Ｕ Ｐ／ＵｔｏＥＯＳ １．０

全影 半影 Ｕ／ＰｔｏＥＯＳ 无 ０．０

全影 全日照 Ｕ／ＰｔｏＰ／Ｓ Ｐ／ＳｔｏＥＯＳ ０．０

半影 全日照 ＳＯＳｔｏＰ／Ｓ Ｐ／ＳｔｏＥＯＳ ０．０

半影 全影 ＳＯＳｔｏＰ／Ｕ Ｐ／ＵｔｏＥＯＳ ０．０

　　表１中，Ｓ／Ｕ、Ｕ／Ｓ表示全日照与全影之间的

边界；Ｓ／Ｐ、Ｐ／Ｓ表示全日照与半影之间的边界；Ｐ／

Ｕ、Ｕ／Ｐ表示半影与全影之间的边界；ＳＯＳ表示主

积分开始时刻；ＥＯＳ表示主积分结束时刻。

２）在ＰＥＣＥ主积分步长经过地影／半影边界

时，将主积分器积分步长内的ＳＲＰ系数κ设为０

表２　１２阶ＰＥＣＥ改进积分的条件及起始时间

Ｔａｂ．２　Ｔｈ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ｏｒｆｏｒＡＭ（１２）ａｎｄＩｔｓＳｔａｒｔａｎｄＥｎｄｔｉｍｅ

地影模型 开始 结束 改进积分１ 改进积分２ 主积分光压常数系数 　　　备注

圆柱体模型
全日照 全影 Ｓ／ＵｔｏＥＯＳ 无 １．０ 过界后主积分扣除光压

全影 全日照 Ｕ／ＳｔｏＥＯＳ 无 ０．０ 过界后主积分恢复光压

双锥形模型

全日照 半影 Ｓ／ＰｔｏＥＯＳ 无 １．０ 过界后主积分扣除光压

全日照 全影 Ｓ／ＰｔｏＰ／Ｕ Ｐ／ＵｔｏＥＯＳ １．０ 过界后主积分扣除光压

全影 半影 Ｕ／ＰｔｏＥＯＳ 无 ０．０

全影 全日照 Ｕ／ＰｔｏＰ／Ｓ Ｐ／ＳｔｏＥＯＳ ０．０

半影 全日照 ＳＯＳｔｏＰ／Ｓ Ｐ／ＳｔｏＥＯＳ ０．０ 过界后主积分恢复光压

半影 全影 ＳＯＳｔｏＰ／Ｕ Ｐ／ＵｔｏＥＯＳ ０．０ 过界后主积分恢复光压

半影 半影 ＳＯＳｔｏＥＯＳ 无 ０．０

或者１，积分生成参考轨道，再进行Ｅｎｃｋｅ改进积

分，修正卫星位置和速度。根据具体情况，改进积

分需要一步或者两部完成。

主积分跨过边界后的第一步积分需要对历史

节点的右函数值进行改正，增加或者扣除对应位

置的光压摄动量（不考虑地影遮挡），人为保证主

积分器中各个节点上的光压连续。

３　算例分析

本文选择ＧＥＯ卫星作为实例来说明地影问

题对轨道积分的影响及改进方法。导航星座其他

类型卫星与ＧＥＯ卫星略有不同，但是基本的分

析方法和结论与ＧＥＯ卫星基本类似。

３．１　模拟条件

卫 星 初 始 状 态 如 下：ＵＴＣ 为 ２００３０９

２０Ｔ１２：００：００，开普勒轨道根数为（４２１６４１４２．１

ｍ，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１，１００ｏ，４０ｏ，１００ｏ）。摄动模

型采用ＪＧＭ２１２×１２阶重力场，日、月第三体引

力，球形光压模型，ＩＥＲＳＢ公报的极移参数和地

球自转参数。

３．２　比对方法

为了描述问题的方便，本文把卫星经过地影

边界时，适当调整积分步长，使积分的节点正好落

在地影／半影边界上的积分［７］称为调整积分；把始

终使用固定步长的积分称为正常积分；把利用

Ｅｎｃｋｅ改进的正常积分称为改进积分。采用较小

步长（１０ｓ）的ＲＫＦ７（８）积分器，对 ＧＥＯ卫星进

行轨道积分，以此积分结果作为其他积分结果比

较的标准轨道。

３．３　地影边界对积分的影响

３．３．１　ＲＫＦ７（８）积分器正常积分误差

从图１（ａ）～１（ｂ）可以看出，地影边界问题对

ＲＫＦ７（８）积分器轨道积分的影响主要在沿迹方

１５４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７年５月

向。对单步法轨道积分的影响较圆柱体模型小１

～２个量级（步长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对单步法

积分器而言，积分步长取得越大，地影边界问题造

成的误差就越大。

图１　ＲＫＦ７（８）积分器２４０ｓ积分误差

Ｆｉｇ．１　ＯｒｂｉｔＥｒｒｏｒ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ｂｙＲＫＦ７（８）

ｗｉｔｈＦｉｘｅｄＳｔｅｐｉｓ２４０ｓ

３．３．２　１２阶ＰＥＣＥ正常积分误差

地影边界问题对ＰＥＣＥ正常积分的影响，从

图２（ａ）～２（ｂ）可以得出与ＲＫＦ７（８）正常积分类

似的结论。在相同条件下，因地影边界问题造成

的轨道积分误差，多步法明显比单步法要大。

图２　轨道正常积分２４０ｓ误差

Ｆｉｇ．２　ＯｒｂｉｔＥｒｒｏｒ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ｂｙＡＭ

ｗｉｔｈＦｉｘｅｄＳｔｅｐｉｓ２４０ｓ

３．３．３　ＲＫＦ７（８）调整积分误差

从图３（ａ）～３（ｂ）可以看出，采用ＲＫＦ７（８）调

整积分，对改进地影边界影响效果显著，对圆柱体

地影模型的改进效果尤为明显。

图３　调整积分误差

Ｆｉｇ．３　ＯｒｂｉｔＥｒｒｏｒ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ｂｙ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ＲＫＦ７（８）

综上所述，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１）地影边界问题对轨道积分造成的主要积

分误差在沿迹方向。

２）相比较而言，单步法积分器在取合适的较

小步长时，或者通过变步长调整积分时，能有效地

抑制地影边界问题造成的轨道积分误差。

３）选择适当的积分步长，多步法积分器也可

以把由双锥形地影边界问题引起的积分误差控制

在较小的范围内。

４）利用ＰＥＣＥ多步法积分器，对圆柱体地影

模型边界问题比较敏感，造成的轨道积分误差较

大，必须对此问题进行特殊处理。

３．３．４　Ｅｎｃｋｅ改进积分效果

采用双锥形地影模型的边界问题，对于

ＲＫＦ７（８）积分器而言，改进积分与ＲＫＦ７（８）调整

积分效果类似。相比较而言，改进积分算法较

ＲＫＦ７（８）调整积分方法复杂，没有明显优势。对

于ＰＥＣＥ多步法积分器，改进积分不能有效改进

ＰＥＣＥ多步法积分误差，多步法积分器可以选择

适当的积分步长，把边界问题引起的积分误差控

制在较小范围内。

采用圆柱体地影模型的边界问题，对于

ＲＫＦ７（８）单步法积分器而言，改进积分对ＲＫＦ７

（８）主积分器的改进效果与ＲＫＦ７（８）调整积分效

果类似，没有明显优势。对于ＰＥＣＥ多步法积分

器而言，只要积分步长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改进

积分就能很好地改进积分效果。

对地影边界问题，ＲＫＦ７（８）或者ＰＥＣＥ改进

积分的效果与第二步Ｅｎｃｋｅ改进积分弧长有关。

Ｅｎｃｋｅ积分累积弧长越长，改进效果越差。这也

正是改进积分对于双锥形地影模型的改进效果比

较差的原因。

４　结　语

采用单步法进行导航卫星轨道积分时，取适

当的积分步长，通过调整积分，使积分的节点正好

落在地影模型的边界上，无论是圆柱体地影还是

双锥形地影，都可以把边界问题造成的积分误差

控制在ｃｍ级以下。

采用多步法（１２阶ＰＥＣＥ）进行轨道积分时，

选择合适的积分步长（步长小于卫星在半影区时

间），多步法积分器能把双锥形地影模型边界问题

造成的积分误差控制在ｃｍ级以下；采用改进积

分的方法，选择合适的积分步长，多步法积分器

（１２阶ＰＥＣＥ）能把圆柱体地影模型边界问题造

２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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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积分误差控制在ｃｍ级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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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３ｄａｙｌｅｎｇｔｈａｒｃｓｉｓｉｎｃｅｎｔｉｍｅｔｅｒ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ｅｖｅｎｌｅｓ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ａｓｔｒｏｍｅｔｒｙ；ｓｈａｄｏｗｍｏｄｅｌ；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Ｅｎｃｋ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犪狌狋犺狅狉：ＣＨＥＮＬｉｕｃｈｅｎｇ，Ｐｈ．Ｄ，ｔｈｅｍａ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ｅｃｉｓｅｏｒｂｉｔ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Ｅｍａｉｌ：ｊｏｂｅｎｄｅｒ＠ｔｏｍ．ｃｏｍ

３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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犌犘犛信号对流层延迟改正新模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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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削弱对流层对ＧＰＳ精密定位的影响，从大气折射率入手将大气分为３层，建立了大气折射率模型，

并导出了对流层天顶延迟模型。利用ＩＧＳ跟踪站的实测数据进行了验证，实验证明了新模型的有效性。

关键词：ＧＰＳ；对流层；大气折射率；改进的天顶延迟模型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８．４１

　　ＧＰＳ卫星信号经过地球外部的大气层传播

至地面上ＧＰＳ接收机时，会受到对流层的影响。

对流层对ＧＰＳ信号的影响从天顶方向的２ｍ到

地平高度角１５°的２５ｍ，即使通过模型修正，也只

能修正其中的９０％～９５％；特别是湿大气部分，

由于变化随机性强，很难用模型来估计［１］。所以

对流层延迟的改正精度一直制约着ＧＰＳ测量精

度的提高。然而由于对流层误差影响的复杂性，

现有对流层模型［２，３］的精度难以满足高精度基线

解算的要求。

本文分析了不同高程段对流层大气折射率的

变化情况，建立了新的大气折射模型，在此模型基

础上进行分段积分，得到了站点的对流层改正模

型，最后利用实际数据对新模型和传统模型进行了

比较，验证了新模型的有效性。

１　对流层大气折射率建模方法分析

１．１　传统大气折射率模型分析

电磁波在大气中传播时，由于受对流层的影

响而使传播速度及传播路径发生变化，以小于光

速的群速在传播，而传播路径也将产生弯曲（一般

小于１ｃｍ
［４］，可以不予考虑），所以研究对流层对

电磁波传播的折射影响，首先就要研究对流层大

气折射率。大气折射率随高度犺呈线性变化
［５］：

犖（犺）＝犖０＋Δ犖×犺 （１）

式中，犖（犺）为高度犺处的折射率；犖０ 为地面折射

率；Δ犖 为折射率梯度；犺为从地面起算的高度。

在近地面１ｋｍ范围内，此线性模型与实际

数据之间吻合较好；若超出该范围，则模型精度将

随高度的增加逐渐下降。为了得到高、低空都适

用的大气折射指数模型，平均大气折射率可用负

指数模型来近似［５］：

犖（犺）＝犖０·ｅ
－犮（犺－犺０

） （２）

式中，犮为指数衰减系数（１／ｍ）；犺０ 为地面的海拔

高度（ｍ）。此模型对年平均或月平均大气折射率

误差很小，一般小于５Ｎ单位。

上述两种模型各有适用的区段，但都不能完

全表达大气折射率的整个剖面。虽然在不同区段

内大气折射率随高程呈线性或负指数变化，但干

湿项折射率随高程的变化速度是不同的，所以要

将它们分别考虑。

１．２　新对流层折射率模型的提出

基于以上的理论分析，并结合多地区、多时段

探空数据，作者提出了大气折射率分段模型。该模

型充分考虑了大气折射率随高程变化的特点，将大

气从测站地面到测站处的对流层顶分为３层：第１

层是从测站地面到测站上空１ｋｍ处，该区段取线

性模型；第２层是地面上空１ｋｍ处到高程１２ｋｍ

处，该区段取指数模型；第３层是从高程１２ｋｍ处

到测站处的对流层顶，该段取另一种指数模型。这

样就可以更精确地描述整个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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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分量折射率公式：

犖犱（犺）＝

犖犱（犺０）－Δ犖犱１·犺，　犺０ ≤犺≤犺０＋１０００ｍ

犖犱（犺０＋１０００）·ｅｘｐ －α犱１
犺－犺０－１０００

犎犱
［ ］

１

，　犺０＋１０００ｍ＜犺≤１２０００ｍ

犖犱（１２０００）·ｅｘｐ －α犱１２
犺－１２０００

犎犱
［ ］

１２

，　１２０００ｍ≤犺≤

烅

烄

烆
６００００ｍ

（３）

　　由于湿分量变化很大，且随机性强，目前尚没

有可靠的模型来进行模拟，本文使用与干分量类

似的公式来对湿分量折射率进行解算：

犖狑（犺）＝

犖狑（犺０）－Δ犖狑１·犺，　犺０ ≤犺≤犺０＋１０００ｍ

犖狑（犺０＋１０００）·ｅｘｐ －α狑１
犺－犺０－１０００

犎狑
［ ］

１

，　犺０＋１０００ｍ＜犺≤
烅

烄

烆
１２０００ｍ

（４）

式中，下标犱和狑 分别代表干项和湿项；犖（犺）为

海拔高度犺处的大气折射率（Ｎ单位）；犖（犺０）为

地面处的大气折射率（Ｎ单位）；Δ犖１为近地１０００

ｍ内的折射率梯度（１Ｎ／ｍ）；α１为地面上空１０００

ｍ至海拔１２０００ｍ的指数衰减率（１／ｍ）；α１２为海

拔１２０００～６００００ｍ的指数衰减率。犎犱１和犎犱１２

分别为各区段均质大气高度的平均值，干项均质

大气高可用下式计算：

犎 ＝犚犱犜／犵犿 （５）

式中，犚犱为干气体常数；犵犿为平均重力；φ和犺分

别为用户纬度和高程（ｍ）；犜为绝对气温（Ｋ）。

对于湿项均质大气高，按照φ划分为３个

带［６］：

犎φ狑 ＝

２５００，０°≤φ≤３０°

２０００，±３０°≤φ≤±６０°

１０００，±６０°≤φ≤±

烅

烄

烆 ９０°

因为大气折射指数的年变化很小，模型中各参数

可用各地区的年平均和不同季节平均值来求得。

１．３　实例验证

本文利用成都大气探空站（高程５４４ｍ，北纬

３２．７°，东经１０３．８３°）２００４年７～９月每天２个时

次（北京时间０８时和２０时）的大气探空数据来对

新模型的精度进行验证。不同高度折射率计算公

式为：

犖 ＝犖犱＋犖狑 ＝
７７．６犘
犜

＋
３．７３×１０

５犲狑
犜２

（６）

犲狑 ＝犃×１０

犪×狋犱
犫＋狋犱 （７）

式中，犘 和犜 分别为规定层气压和温度；犲狑为水

气压；犃＝６．１１，犪＝７．５，犫＝２３７．３；狋犱为规定层露

点温度。

设犎＝犺０，则用实测数据和新模型计算所得

成都每天的大气折射率差值如图１所示。其差值

中误差见表１。

表１　成都大气折射率差值中误差

Ｔａｂ．１　ＭｅａｎＳｑｕａｒｅ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Ｔｒｏｐ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ｅＩｎｄｅｘｉｎＣｈｅｎｇｄｕ

干项／Ｎ 湿项／Ｎ

０８时 ２０时 ０８时 ２０时

７月 ２．３６ ２．９６ ４．３５ ６．２７

８月 ２．５３ ２．４３ ４．０５ ５．０４

９月 ２．９５ ２．９５ ３．６５ ３．７６

图１　 成都大气折射率差值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Ｔｒｏｐ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ｅＩｎｄｅｘＭｏｄｅｌｉｎＣｈｅｎｇｄｕ

５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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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图１和表１中可以看出，新模型对干分量

折射率的符合精度明显高于湿分量。对７～９

月的解算结果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干分量符合

精度较稳定，随季节、时段的变化较小；而湿分

量在７、８月（湿度较大）时精度较差，９月（相对较

干燥）时精度又有所提高。而且新模型的湿分

量折射率在０８时的精度比２０时的精度要高，主

要是受大气湿度的影响，这也符合了成都地区

降水主要集中在夜间的事实。由新模型计算得

出的干分量和湿分量折射率中误差均值分别为

２．７Ｎ和４．５Ｎ，说明了新的大气折射率模型具有

很高的精度。

２　对流层延迟改正模型的提出

根据得到的对流层大气折射率模型，对信号

路径进行积分就可以得到站点处的对流层延迟

值。公式如下：

犣（犎）＝犣犱（犎）＋犣狑（犎）＝１０
－６

∫
犎犱

犎
犖犱（犺）ｄ狊＋１０

－６

∫
犎犠

犎
犖狑（犺）ｄ狊 （８）

干分量对流层延迟为：

犣犱（犎）＝１０
－６·∫

犺犱

犎
犖犱（犺）ｄ犺＝１０

－６·∫
犎＋１０００

犎

［犖犱（犺０）－Δ犖犱·（犺－犺０）］ｄ｛ 犺

＋∫
１２０００

犎＋１０００
犖犱（犎＋１０００）·ｅｘｐ －α犱１·

犺－（犎＋１０００）

犎犱（ ）
１

ｄ犺

＋∫
犎犱

１２０００
犖犱（１２０００）·ｅｘｐ －α犱１２·

犺－１２０００

犎犱（ ）
１２

ｄ ｝犺 （９）

湿分量对流层延迟为：

犣狑（犎）＝１０
－６·∫

犺狑

犎
犖狑（犺）ｄ犺＝

１０－６· １０００犖狑（犺０）－Δ犖狑·
１

２
·［（１０００＋犎－犺０）

２
－（犎－犺０）

２］｛ ＋

犖狑（犺０＋１０００）／
α狑１

犎狑
（ ）［ ］

１

· １－ｅｘｐ －
α狑１

犎狑１

·（犺狑－（犺０＋１０００（ ）［ ］｝）） （１０）

式中，犺犱为对流层外边缘的高度（ｍ），犺犱＝４０１３６

＋１４８．７２（犜－２７３．１６）；犜为高程犎 处的绝对气

温；犺狑＝１２０００ｍ为对流层湿项的协议高度。

３　实验及结果分析

３．１　实验方法

本文实验所选用的ＧＰＳ站点为中国境内部

分ＩＧＳ跟踪站（ＢＪＦＳ、ＫＵＮＭ、ＬＨＡＳ和 ＷＵ

ＨＮ）和四川连续观测网中的成都站（ＣＨＤＵ）。

所采用的数据为各站２００４年７～９月共９ｄ的数

据（每隔１０ｄ取１ｄ的数据）。实验所用软件为

ＧＡＭＩＴ１０．２，解算时对流层解算参数个数选为

１３，气象条件选取标准大气条件。

由于ＧＡＭＩＴ软件的对流层天顶延迟参数估

计精度优于±１ｃｍ
［１１，１２］，可视为真值，所以本文用

上述３种模型计算出的对流层天顶延迟值与

ＧＡＭＩＴ软件解算结果进行比较即可求出模型精度。

３．２　结果分析

根据上述解算方法，利用不同模型对实测数

据进行解算，其各测站对流层天顶延迟解算结果

见 图 ２。 可 以 看 出，Ｓａａｓｔａｍｏｉｎｅｎ 模 型 与

Ｈｏｐｆｉｅｌｄ模型在各站的对流层天顶延迟解算精度

都很接近，其差值约为±３ｍｍ。新模型与Ｓａａｓ

ｔａｍｏｉｎｅｎ、Ｈｏｐｆｉｅｌｄ模型在ＢＪＦＳ和 ＷＵＨＮ站精

度相当，约为±４ｃｍ，但随着测站高程的增加，新

模型的精度逐渐好于其他两种模型。在ＣＨＤＵ、

ＫＵＮＭ 和 ＬＨＡＳ站，新模型的精度均约为±４

ｃｍ，而Ｓａａｓｔａｍｏｉｎｅｎ和 Ｈｏｐｆｉｅｌｄ模型各站的精

度分别为±５ｃｍ、±８ｃｍ和±１０ｃｍ，其主要原因

可能是由于Ｓａａｓｔａｍｏｉｎｅｎ和 Ｈｏｐｆｉｅｌｄ模型中不

同高程处的气象参数推算不准确造成的。

４　结论与建议

　　１）新大气折射模型对干分量折射率符合较

好（２．７Ｎ），也较稳定，而湿分量由于其随机性强

等特点，目前还不能很好地进行模拟。２）利用实

测 数 据 对 新 模 型 与 Ｓａａｓｔａｍｏｉｎｅｎ 模 型 和

Ｈｏｐｆｉｅｌｄ模型进行比较，结果表明，在测站高程较

小的情况下，它们的精度相当（±４ｃｍ）；随着高程

的增大，新模型的精度要逐渐高于这两种模型。

在实际应用中，为了获得更精确的结果，需做

好以下几项工作。

１）精确测定地面的气象参数。本模型所需

参数为地面测定的气温犜、气压犘和水汽压犲狑。

２）需要精确测定大气层各层面的气压和温

度等参数用来更精确地计算各项递减率等。

６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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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各测站不同模型所得天顶延迟差值

Ｆｉｇ．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ｆＴｒｏｐ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ＺｅｎｉｔｈＤｅｌａｙｏｆＴｈｒｅｅＭｏｄｅｌ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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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流体变化对我国地壳垂直形变的影响

张诗玉１　钟　敏２

（１　武汉大学ＧＮＳＳ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２　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武汉市徐东路３４０号，４３００７７）

摘　要：研究了大气、海洋、土壤水与积雪质量变化对我国２５个ＧＰＳ基准站地壳垂直形变的影响。谱分析结

果表明，垂直形变周期为１２个月，半周期为６个月，基准站高程主要表现为季节性变化，最大可达２０ｍｍ。通

过对负荷效应与ＧＰＳ监测结果的相关分析和显著性检验可知，９６％的基准站相关系数在９９％的置信度水平

上，也说明两者有较强的线性相关关系。

关键词：地壳垂直形变；流体负荷效应；ＧＰＳ；相关分析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７

　　在地球流体层如大气、海洋和陆地水之间，流

体质量随着时空变化不断重新分布，这引起因弹

性（非刚性）固体地球负荷变化而导致的地球形状

变化［１］。大尺度地表形变研究已由ＧＰＳ跟踪网

展开［２６］。

研究由固体地球地表流体质量重新分布而导

致的地球形状变化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如固体

地球两极地区的质量负荷随着冰川和冰帽变化而

变化，对其研究有助于了解全球海平面变化［１］。

采用弹性负荷理论，本文研究了地表流体季节

变化下的地壳垂直形变，没有考虑风、洋流和火山

爆发、地震等因素影响。

１　理论背景

在地表（θ，）处，流体负荷引起的地表垂直形

变犞 在地球质心参考框架（ＣＭ）中可以描述为地

表负荷质量密度的球谐展开与负荷勒夫数的褶积

形式［７］：

Δσ（θ，）＝∑
∞

狀＝１
∑
狀

犿＝０
∑
狇＝犮，狊

犕狀犿狇犢狀犿狇（θ，） （１）

犞 ＝
４π犪

３

犕犈
∑
∞

狀＝１
∑
狀

犿＝０
∑
狇＝犮，狊

犺′狀
２狀＋１

犕狀犿狇犢狀犿狇 （２）

式中，Δσ为负荷；犮、狊为球谐系数分量；犪为地球

半径；犕犈 为地球质量；犕狀犿狇为负荷面密度球谐系

数；犢狀犿狇为球谐函数；犺′狀为表面负荷勒夫数。

２　地表质量负荷

　　本文大气数据来自ＮＣＥＰ／ＮＣＡＲ再分析数

据地表气压的月平均值子集。大气负荷犳可以

由大气压得到：

犳（θ，）＝狆（θ，）／犵 （３）

式中，狆为气压；犵为平均地表重力加速度。

海洋负荷由海洋洋底压力得到。海洋洋底压

力根据海洋数值ＥＣＣＯ（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ｉｒｃｕ

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ｌｉｍ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ｏｃｅａｎ）输出的海面高

（犛犛犎）、温度（犜）和盐度（犛）值计算得到。计算公

式为［８］：

犘犫 ＝犵ρ０ζ′＋犵∫
０

－犎
ρｄ犎－

狆犵
犛∫犞

δρ
ρ０
ｄ犞 （４）

式中，ρ０＝１０２５ｋｇ·ｍ
－３，ρ０ 为上层海水平均密

度；犛、犞 分别为海洋总的表面面积和体积；犎 为

海水深度；ｄ犎、ｄ犞 为深度与体积积分元。

地表土壤水与积雪值（简称土壤水）由陆地表

面模型ＬＤＡＳ（ｔｈｅｌａｎｄｄａｔａ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输出得到。

３　时间序列的谱分析结果

根据弹性地球负荷理论，并基于公式（１）、（２），

本文计算了大气、海洋和土壤水对我国网络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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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ＰＳ基准站垂直位移变化的贡献，时间跨度为

１９９９年３月至２００３年１０月。计算结果表明，所有

基准站垂直位移变化峰谷值在１０ｍｍ以上，少数站

甚至达到了２０ｍｍ以上。图１为部分基准站结果。

图１　ＧＰＳ基准站地壳垂直形变ＧＰＳ结果与地表流体负荷效应比较

Ｆｉｇ．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ｏｆ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Ｐ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ｎｄＦｌｕｉｄＬｏａｄ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ｓ

　　对于大部分基准站，大气负荷变化引起的地

壳垂直形变较大，土壤水相对变化较小，海洋影响

最小，如 ＷＵＨＮ 站（图２（ａ））。但个别台站如

ＫＭＩＮ、ＬＨＡＳ和ＸＩＡＧ站土壤水对垂直位移变

化的贡献可以超过大气贡献，如 ＫＭＩＮ 站（图

２（ｂ））。这表明了对地壳垂直位移季节变化进行

解释时，一定不能忽视土壤水的贡献。

为了进一步分析流体负荷效应特征，本文进

行了频谱分析，这要求原始数据为零均值并且均

匀采样。地表流体负荷数据由模型输出，线性项

较小，且数据处理去掉了垂直位移变化时间序列

中的线性项，时间序列为每月一值，采样均匀，满

足了频谱分析要求。

图２　流体负荷效应

Ｆｉｇ．２　ＦｌｕｉｄＬｏａｄｉｎｇＥｆｆｅｄｓ

　　
图３　流体负荷效应

Ｆｉｇ．３　ＦｌｕｉｄＬｏａｄ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图４　频率与能量关系

Ｆｉｇ．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ａｎｄＰｏｗｅｒ

　　　　　　　　
图５　时间与能量周期曲线

Ｆｉｇ．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ｉｍｅ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Ｐｅｒｉｏｄ

　　令垂直位移变化时间序列为｛狓［狀］｝，利用

ＦＦＴ可以直接计算其频谱｛犡［犼］｝，频谱是由实部

犡狉（犼）和虚部犡犻（犼）构成的复数，并由此计算振幅

谱、相位谱和能量谱（功率谱）。公式为［９］：

犃（犼）＝狘犡（犼）狘＝ 犡２狉（犼）＋犡
２
犻（犼槡 ） （５）

（犼）＝ａｒｃｔａｎ
犡犻（犼）

犡犻（犼（ ）） （６）

犌（犼）＝狘犡（犼）狘
２
＝犃

２（犼） （７）

９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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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３、图４分别给出了ＢＪＦＳ站流体负荷效应

图像和能量与频率（周期／月）的周期图像，但图４

并不能明显地看出图像周期的大小。为了进一步

分析，采用时间（月／周期）作为横坐标，能量作为

纵坐标绘制周期图像，估计一个周期的大小。其

中，周期等于频率倒数，参考历元为１９９９年３月，

结果如图５（ａ）。从图１中可以明显地看出，除了

１２个月的长周期外，基准站还存在一个大小约为

６个月的半周期。为了验证，同样对时间序列进

行了ＦＦＴ分析，可以看出确实存在一半周期，大

小为６个月，如图５（ｂ）。研究结果表明，网络工

程２５个站均存在大小为１２个月的长周期和６个

月的半周期。

表１　不同参考历元下的犌犘犛基准站流体负荷效应

与犌犘犛结果的相关系数

Ｔａｂ．１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ｌｕｉｄＬｏａｄ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ａｎｄＧＰ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Ｅｐｏｃｈｓ

站名 参考历元（月／年） 相关系数 　置信水平　
９９％

ＨＬＡＲ
０３／１９９９ ０．３６ ０．３５

０１／２００２ ０．６０ ０．５４９

ＫＭＩＮ
０４／１９９９ ０．８２ ０．３４８

０５／２０００ ０．９０ ０．３９８

ＬＨＡＳ
０３／１９９９ ０．７９ ０．３４８

０３／２０００ ０．８２ ０．３９３

ＬＵＺＨ
０３／１９９９ ０．７８ ０．３４２

０５／２００１ ０．９２ ０．４７０

ＱＩＯＮ
０３／１９９９ ０．７３ ０．３４２

０２／２００１ ０．９１ ０．４４９Ｓ

ＳＵＩＹ
０３／１９９９ ０．３７ ０．３５１

０１／２００２ ０．７７ ０．５６１

ＴＡＳＨ
０３／１９９９ ０．０７ ０．３４５

０１／２００１ ０．１８ ０．４４９

ＸＩＡＧ
０３／１９９９ ０．８０ ０．３４２

０５／１９９９ ０．８５ ０．３４８

４　地壳垂直形变的地表流体负荷效

应与犌犘犛监测结果的比较与分析

　　由于受到大气、海洋、积雪、地下水和冰川等

地表物质季节性运动和固体潮、极潮等地球物理

信号影响，ＧＰＳ观测数据一般具有较为明显的季

节性变化特征。ＧＰＳ站长达几年的每日连续观

测资料，使得对这些季节性变化监测成为可

能［１０１４］。包含２５个ＧＰＳ基准站的中国运动监测

网络（ＣＭＯＮＯＣ）从１９９７年运行至今也积累了大

范围、高精度和高时空分辨率的观测数据，本文通

过对基准站ＧＰＳ观测时间序列分析，获得了其高

程季节性变化，部分结果如图１。

４．１　相关分析

为了检验地表流体负荷效应与ＧＰＳ监测结

果之间的相关性，对其进行了相关分析，定量指标

是相关系数。分析结果表明，当参考历元为

１９９９．０３时，除 ＨＬＡＲ、ＳＵＩＹ和ＴＡＳＨ 站外，其

他２２ 个站的相关系数均大于 ０．５０，尤其是

ＫＭＩＮ、ＬＨＡＳ、ＬＵＺＨ和ＸＩＡＧ站（大于０．７５）。

表１给出了部分相关系数，可以看出，不同参考历

元下的相关系数明显不同，如 ＫＭＩＮ、ＬＵＺＨ 和

ＱＩＯＮ站改变参考历元后相关系数达到了０．９０

以上。这是因为地壳运动监测网络１９９９年建立，

其稳定观测需要一段时间，此期间观测数据质量

不高，因此大部分基准站在去掉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００

年观测数据后，相关系数有了改善。

４．２　回归分析与显著性检验

相关系数可以衡量两个变量之间的线性相关

的密切程度。为了验证负荷效应与ＧＰＳ结果之

间的线性关系，本文对相关系数进行了显著性检

验。结果表明，除ＴＡＳＨ站外，其他２４个基准站

相关系数在０．９９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地表流体负

荷效应与ＧＰＳ观测结果存在较强的线性相关关

系，进而说明可从地表流体质量变化的角度解释

地表垂直形变的季节性变化。

５　结　语

空间大地测量技术正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地壳

形变的监测中，为地壳形变提供了一种大地测量

约束。２５个基准站流体负荷效应和ＧＰＳ观测结

果的比较表明，其相关系数在０．９９的置信度水

平，存在较强线性相关关系。但是个别站（如

ＴＡＳＨ站）还存在一些偏差，原因之一是本文采

用的气压和土壤数据由模型计算得到，而非由直

接观测得到，数据本身包含周期变化，在局部区域

与实际观测值差别较大。此外，ＧＰＳ连续观测站

得到的垂直位移与坐标框架、ＧＰＳ数据处理中的

综合平差和地球自转等问题有关［１５］。上述因素

对地壳垂直形变释译带来了一定困难，这是目前

此项研究工作的局限性所在。

致谢：游新兆博士和王敏博士提供ＧＰＳ观测

结果，顾国华研究员和李陶博士为本文写作提供

了宝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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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导航路径规划中道路可用性研究

张　东１
，２
　刘爱龙２　杨学伟２　陈　涛２

（１　西安交通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西安市咸宁路２８号，７１００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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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定义了规划路径组分段模型和路径可用度指标，提出了基于概率模型方法的路径可用性度量模型。

研究了常用的几种路径规划算法，提出了基于路径可用度指标的改进路径规划算法 ＭｏｄＤｉｊ，并与Ｄｉｊｋｓｔｒａ算

法计算的路径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ＭｏｄＤｉｊ得出的路径可满足实用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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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０８

　　研究导航仪的主要目的是利用计算得出的规

划路径进行实时语音引导或画面引导，主要功能

流程是设定目的地规划路径→实时导航→偏离

路径重新计算→继续实时导航。其中规划路径是

贯穿整个流程的主要因素［１］。车辆导航仪的性能

评估一般包括路网数据精度和覆盖率、显示速度

和美观性、交互操作的灵活性、路径规划的实时

性、路径的可用性等［２］。路径的可用性是一个重

要的技术指标，如何使用户通过较合理的路径到

达目的地是导航技术需要解决的问题。规划路径

的可用性问题在车辆实时导航中有重要的意义，

但在导航研究领域，对于道路的可用性研究工作

多集中于数据组织和算法的优化，以提高计算速

度，如动态索引机制的建立、基于双缓冲机制的并

行调度算法、优化的路径规划算法等［３］。本文进

行道路的可用性研究。

１　可用性的数学表示

在分析可用性前，给出导航数据的组成，包括

背景数据和道路数据，分别定义如下。

１）背景数据集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ｄＳｅｔ（犜，犛）＝｛犅１，

犘１｝。其中，犜为时间；犛为比例尺；犅１ 为依比例

尺变化的水系、植被、居民点、行政区界线等背景

数据，分别用面域或点目标来表示；犘１ 为用于目

的地选择和路径规划等兴趣点类数据，按照属性

定义记录来表示。

２）道路数据集 ＲｏａｄＳｅｔ（犜，犛）＝｛ＡＲＣ，

ＮＯＤＥ，ＷＥＩＧＨＴ｝。其中，ＡＲＣ表示将道路抽象

为边或弧段，即表示两个节点之间的路段，多数情

况下具有方向性和节点之间的连通性；ＮＯＤＥ表

示和路段相关联的节点，在城市中，具有非常复杂

的属性，一般包括简单路口、复杂路口、立交桥等；

ＷＥＩＧＨＴ表示路段属性，如交通限制、收费状

况、路段的长度、路面情况、拥堵情况等，是拓扑生

成和路径规划的主要信息。

道路计算的合理可用性是一个复杂的动态工

程，可用性问题是合理性问题的一个分支，合理性

模型建立难度很大是因为：① 用户对于合理性的

感受属于意识范畴，差别很大，同样的影响因子，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② 用户需求的场景不

同，随时间变化很大，随意性也较大；③ 多变的路

况和实时道路交通拥堵指标对合理性有直接影

响；④ 偏离航线时的实时计算，在一次导航中有

一组依时间变化的规划路径支持。所以用系统分

析法和可用性直接度量方法来进行合理性分析难

度较大，事实上用户更关心基于规划路径实时导

航时，车辆在多大程度上处于较顺畅持续导航行

驶状态，所以适合从应用的角度分析道路的可用

程度。

定义１　规划路径组：

犚犌犽（犘犃，犘犅）＝ｓｅｔ（犚犚犻），１≤犻≤犽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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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犘犃 和犘犅 为导航的起点和目的地，实际行

驶中由于偏离航线、交通限制等原因，行驶的路线

是犽条实时规划路径犚犚 的集合；犚犚犻表示第犻条

路径，犽＝１表示完全按照规划路径行驶。对于第

犻条路径，在道路可用性分析时，可能其中的一些

路段是合理的，一些路段可用性差，或者难以通

行，有必要给出如下的分段定义。

定义２　实时规划路径犚犚犻的分段：

犚犚犾犻（犘犜，犘犅）＝ｓｅｔ（犚犚犼犻），１≤犼≤犾 （２）

其中，犘犜 为偏离航线重新计算时的当前点；犚犚犾犻表

示犚犚犻由犾段子路径组成；犚犚犼犻表示第犼段；犾＝１表

示在可用性分析时不分段。

综上所述，可以用犚犚犾（犼）犽（犻）
（犘犃，犘犅）表示在实际

导航中犘犃 到犘犅 间的规划路径有犽条，目前是第

犻条，并将其分为犾段，目前是第犼段。

定义３　路径可用度犚犃：

犚犃（犘犃，犘犅）＝
犇狉狀

犇狉狀＋犇狉狊
（３）

其中，犇狉狀为从犘犃 到犘犅 中可以顺畅行驶路段的

长度；犇狉狊为不能正常行驶的路段。指标犇狉狀、犇狉狊

具有动态性，主要数据来源为：① 经验数据；②

交通信息播发，提供的实时路段拥堵等指标。

对于路径犚犚犻，定义可用度为：

犚犃（犚犚犻
）＝

犇犐狉狀
犇犐狉狀 ＋犇犐狉狊

（４）

其中，犇犐狉狀为路径犻中可正常行驶的路段长度；犇犐狉狊

为不能正常行驶的路段长度。

路径的可用度和用户需求、数据组织方法、算

法、交通拥堵情况及其他随机信息有关，本文不讨

论交通拥堵和一些随机信息的影响，主要考虑用

户因素、数据组织和相应的算法。

２　基于概率模型的可用性度量

式（３）和式（４）只适用于对路径可用度进行统

计估算，实际行驶中偏离航线和交通限制条件等

都会影响路径，对其可用性需要重新评估。设任

何一个子路段犚犚犼犻不能通行时，整个路径便不能

通行，这 里 犚犌 （犘犃，犘犅）＝ ｛犚犚犾（犼）
１
，犚犚犾（犼）

２
，…，

犚犚犾（犼）犽
｝，其中犚犚犾（犼）犻

＝｛犚犚１犻，犚犚
２
犻
，…，犚犚犾犻｝，犚犚

犾（犼）
犻
为

一个子路径上的子路段。

可用性度量的主要思想是利用路径相对于用

户可以正常行驶的概率作为道路的可用度，它使

用概率模型进行近似描述。为方便度量，还需定

义子路段之间的连接关系和用户需求模型。

定义４　子路段之间的连接关系：

犆犼犻 ＝ｃｏｎｊ（犚犚犼犻，犚犚犼
＋１
犻
）ｏｒｃｏｎｊ（犚犚犾犻，犚犚

１
犻＋１
）　（５）

　　子路段之间的连接关系实际上就是路段之间

的连接点，用犆来表示，通常是一个路口。路段

通过路口和其他路段相连，这样路径便表示系列

的路段、路口和下一路段。定义犆犼犻 为第犻条子路

径中的第犼条子路段到第犼＋１条子路段间的连

接，当犼＝犾时表示第犻条子路径中的最后一条路

段到第犻＋１条子路径中的第一条路段间的连接。

建立服务于用户的路段犚犚 可度量的虚拟组

织模型如图１。本文采用串行的ＲＢＤ模型进行

分析，ＲＢＤ模型是系统可靠度和可用度分析中进

行子系统划分最常用的模型［４］。

图１　服务于用户犚犚 的虚拟ＲＢＤ模型

Ｆｉｇ．１　ＶｉｒｔｕａｌＲＢＤ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Ｒｏｕｔｅ

其中，犚犚犼犻表示路段；犆
犼
犻 表示路段之间的连接关

系，每一个都相对独立。设连接节点犆犼犻 不能顺畅

通行的概率为犳狉（犆犼犻），路段犚犚犼犻不能通行的概率

为犳狊（犚犚犼犻），用概率模型来计算路径的可用度：

犚犃（犘犃，犘犅）＝ ∏
犽，犾

犻＝１，犼＝１

（１－犳狉（犆犼犻））∏
犽，犾

犻＝１，犼＝１

（１－犳狊（犚犚犼犻）） （６）

　　犳狉（犆犼犻）、犳狊（犚犚犼犻）的概率数据定义是一个复杂

的问题，同犚犃 中犇狉狀、犇狉狊的定义。这里的概率数

据主要来源于两类：① 通过某时段、某段道路通

行状况历史统计数据的分析，给出一个通行的经

验数据用于计算犳′狉（犆犼犻）、犳′狊（犚犚犼犻）；② 通过交通信

息播发系统，用户可以实时获得路段拥堵或通行

指标，导航仪终端可以实时接收这样的交通信息，

从而动态地将参与路径计算的道路的权值进行调

整，保证计算路径的可用性。目前已经有类似的

实用播发系统实时提供导航支持。

３　基于可用性的导航路径规划算法

目前使用较多的路径算法大约有１７种
［５］。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等人对其中的１５种进行了测试，结果

显示有３类算法效果较好，分别是 ＴＱＱ（ｇｒａｐｈ

ｇｒｏｗｔｈｗｉｔｈｔｗｏｑｕｅｕｅｓ）、ＤＫＡ （ｔｈｅＤｉｊｋｓｔｒａ’ｓ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ｗｉｔｈ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ｂｕｃｋ

ｅｔｓ）以及 ＤＫＤ（ｔｈｅＤｉｊｋｓｔｒａ’ｓ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ｍｐｌｅ

ｍｅｎｔｅｄｗｉｔｈｄｏｕｂｌｅｂｕｃｋｅｔｓ）。

Ｄｉｊｋｓｔｒａ算法被认为是目前求解最短路径最

高效的算法之一［６］。算法要求所有弧段的权值均

３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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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非负，计算可得出图中某点与图中所有点的最

短路径，时间复杂度为犗（狀２），狀为节点个数。

道路规划中路径计算需要的参量为：

犚犌 ＝犉（犆犃，犘犅，犚犖犇，犚犔犅，犚犖犐，犚犜犚）

其中，犉为路径规划算法；犆犃 和犘犅 表示当前点和

目的地，犚犖犇指道路网数据；犚犔犅指道路分级表；

犚犖犐指道路端点信息；犚犜犚指道路拓扑关系。

计算中影响合理性的数据因素域为犐＝｛犐１，

犐２，犐３，犐４，犐５，犐６，犐７｝，分别对应｛距离优先，顺畅优

先，收费优先，高速优先，时间优先｝；评价因素的

模糊权向量为犚＝｛犚１，犚２，犚３，犚４，犚５，犚６｝，表示

因素域的影响程度；犚犃 对应的可用性矩阵为：

犚犃 ＝犐·犚＝犐·［犚１　犚２　犚３　犚４　犚５　犚６］
Ｔ

（７）

　　ＭｏｄＤｉｊ算法的思路为在道路拓扑网络中，

在已知起点和终点的情况下，找到一条路径，满足

距离最短、时间最短、费用最低等条件，可用性指

标可以按照式（７）来定义。具体算法如下。

输入：参量｛犆犃，犘犅，犚犖犇，犚犔犅，犚犖犐，犚犜犚｝

输出：规划路径组犚犌

开始：

① 构造节点临时集合犛１ 和永久集合犛２，生成的节

点犘１ 在犛１ 和犛２ 中依距离值排序；

② 每次新展开节点按照交通规制依照高等级道路优

先规则，同时兼顾距离阈值，将道路等级和距离综合为一

个比较指标犣；

③ 若发现在犛１ 中存在同一节点，比较指标犣决定是

否进行替换；

④ 每次新展开节点若发现在犛２ 中存在同一节点号，

跳过该节点；

⑤ 偏离航线时在偏离点和目标点之间寻找一个中间

点，中间点位于已经计算的路径犚犚 上；

⑥ 计算当前点和中间点之间的路径犚犚′，从犚犚 上截

取中间点和目标点之间的路径犚″；

⑦ 新的犚犚＝犚犚′＋犚″；

⑧ 在犚犚 上进行实时导航；

结束。

４　可用性实验与分析

　　本文实验所用导航仪是自主研制的基于嵌入

式的ＮＡＶ１导航仪，支持触摸屏输入和语音导

航。芯片选用主频 ２０６ ＭＨｚ的Ｉｎｔｅｒｓｔｒｏｎｇ

ＡＲＭＳＡ１１１０，６４ＭＢＳＤＲＡＭ，５１２ＭＢＣＦ，直

流１２Ｖ供电，屏幕分辨率为３２０×２４０。

犘犃 和犘犅 在北京市三环内，犘犃 位于三环西

北角，犘犅 位于三环东南角，Ｄｉｊｋｓｔｒａ算法计算的

路径犚犚
１
沿对角方向，具有较短的距离；改进算法

ＭｏｄＤｉｊ计算的路径犚犚
２
沿环线方向，道路等级

高，距离较长。如图２、图３所示。

图２　Ｄｉｊｋｓｔｒａ算法计算的路径

Ｆｉｇ．２　ＲｏｕｔｅＰｒｏｄｕｃｅｄｂｙＤｉｊｋｓｔｒａ

图３　改进算法犕狅犱犇犻犼计算的路径

Ｆｉｇ．３　ＲｏｕｔｅＰｒｏｄｕｃｅｄｂｙＭｏｄＤｉｊ

测试时间是下午３时，两台车载导航仪同时

进行，显然，犚犚
１
＜犚犚

２
，但从图中可以看出，犚犚

１
中

有１４个左转路口，实际行驶中很不方便。测试

中，车辆１沿犚犚
１
行驶，重新计算路线１０次；而车

辆２沿犚犚
２
行驶，按照第一次规划路线行驶即可，

到达犘犅 时间车辆２比车辆１早４５ｍｉｎ，显然路

线犚犚
２
具有明显的可用性和一定的合理性。

根据实验得出以下结论。

１）本文提出的路径可用性模型合理实用，可

用性度量方法具有可操作性；

２）基于道路可用性的路径改进算法在实际

应用中较好地反映了行驶的顺畅要求，使导航仪

真正实用；

３）可用性是路径合理性的一个指标，合理性

问题是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还有很多因素需要

考虑，有必要在可用性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优化研

究。

４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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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订阅２００７年《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即原《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学报》，是以测绘为主的专业学术期刊。

其办刊宗旨是：立足测绘科学前沿，面向国际测量界，通过发表具有创新性和重大研究价值的测绘理

论成果，展示中国测绘研究的最高水平，引导测绘学术研究的方向。本刊为中国中文核心期刊，ＥＩ刊

源期刊。是国家优秀科技期刊和中国高校精品科技期刊，并获中国国家期刊奖，入选中国期刊方阵。

本刊主要栏目有院士论坛、学术论文、科技新闻等，内容涉及摄影测量与遥感、大地测量与物理

大地测量、工程测量、地图学、图形图像学、地球动力学、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等。收录本刊

论文的著名国际检索机构包括ＥＩ、ＣＡＳ、Ｐ等，其中ＥＩ收录率达１００％，其影响因子长期名列中国

高校学报前列。本刊读者对象为测绘及相关专业的科研人员、教师、研究生等。

本刊为月刊，国内外公开发行，邮发代号３８３１７，国外代号 ＭＯ１５５５。Ａ４开本，９６面，定价

８元／册，每月５日出版。漏订的读者可以与编辑部联系补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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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随机脉冲估计及其在简化动力学定轨中的应用

韩保民１　朱秀英２　柳林涛３　曲国庆１

（１　山东理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淄博市张店区张周路１２号，２５５０４９）

（２　山东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淄博市张店区张周路１２号，２５５０４９）

（３　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武汉市徐东路３４０号，４３００７７）

摘　要：研究了简化动力学定轨方法中伪随机脉冲的定义、特征及估计的数学模型。结合ＣＨＡＭＰ星载ＧＰＳ

实测数据，讨论了不同力学模型及观测值情况下的随机脉冲的估计，并分析了随机脉冲在不同情形下的大小

变化及其对定轨精度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随机脉冲的大小和使用的力学模型、是否估计经验参数及使用

的观测值精度有关系。在力学模型误差较大的情况下，随机脉冲的设置能有效地补偿和吸收模型误差，从而

提高定轨精度。

关键词：伪随机脉冲；低轨卫星；简化动力学定轨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５．６；Ｐ２２８．４２

　　借助低轨卫星而展开的科学研究及各种应用

技术的迅猛发展，对低轨卫星定轨精度提出了越

来越高的要求［１］。由于能全天候、连续提供低轨

卫星的高精度跟踪数据，星载ＧＰＳ接收机的使用

开创了低轨卫星精密定轨的新途径［２］。利用星载

ＧＰＳ接收机跟踪到的连续ＧＰＳ观测值，可以使用

传统的动力学方法定轨，但当确定像ＣＨＡＭＰ之

类的低轨卫星轨道时，却很难将作用在低轨卫星

上的力特别是大气阻力及地球重力场，用模型精

确地描述出来。一个克服轨道模型缺陷的基本方

法是将较长定轨弧段分成数个较短弧段。在这种

情况下，力学模型误差被较短弧段的初始状态向

量最大程度地吸收，这就是短弧定轨法［３６］。但随

着定轨弧段的增加，与弧段相关的参数也大量增

加，力学模型误差也会随之积累，导致轨道精度降

低。解决这个问题另一种常用而又有效的方法是

利用随机微分方程系统代替描述低轨卫星运行轨

道的确定性卫星运动方程，这个随机微分方程除

了包含所有主要力外，还包含由已知均值（通常由

零均值向量表示）和先验方差协方差定义的所谓

的伪随机加速度，这种定轨方法即引入了随机脉

冲的简化动力学方法［７１２］。在这个更为广义的理

论框架下，每个待估参数都可以用一个随机过程

来代替，不仅考虑观测噪声，还考虑系统噪声。本

文介绍了一种利用传统最小二乘方法建立的、考

虑低轨卫星轨道随机变化的简化动力学定轨方

法。它在本质上等价于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方法，其区

别在于随机参数部分是通过对轨道的一阶导数引

入，而非二阶导数。

１　伪随机脉冲的定义及数学模型

１．１　定义及特征

对某历元狋犻，在预定方向犲上发生的瞬时速

度变化δ狏称一个随机脉冲
［５，１１，１２］。一般的，可以

在每一个历元的３个不同方向（不一定要正交）设

置３个随机脉冲，通常是每隔一定间隔在径向、切

向和法向上各设置一个随机脉冲，或在这３个方

向的合成方向上设置一个随机脉冲。由于实际定

轨时，无需在每个观测历元都设置随机速度脉冲

变量，而是每隔一定时间设置一个或一组随机脉

冲，因此称其为伪随机脉冲。借助于事先引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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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速度变化的伪观测值，可以将速度变化约束

到适当小的值。伪随机脉冲的特征如下。

１）每个轨道弧段都是连续的；

２）每个弧段都可以用常规普通微分方程系

统分段表示；

３）在预定历元狋犻，允许低轨卫星在预置方向

瞬时改变其速度；

４）伪随机脉冲δ狏全部是经典最小二乘平差

过程的正常参数；

５）每个伪随机脉冲由一个期望值和方差来

表征。

通过改变伪随机脉冲预置历元间隔、期望值

及方差，定轨方法可以在纯动力学法、几何法及简

化动力学定轨方法之间变化。

１．２　数学模型

速度脉冲变化的大小定义为［５，１２］：

δ狏＝０ （１）

其权为：

狑＝
σ
２
０

σ
２（δ狏）

这里，δ狏被定义为期望为０、方差为σ
２（δ狏）的随机

变量，σ
２
０为单位权方差。

如果σ（δ狏）很大，权狑就很小，这样可以使δ狏

吸收较大的力模型误差。如果σ（δ狏）很小，权狑

就很大，这时力的模型较准，仅允许有微弱的速度

变化。速度允许变化的范围大约在±３σ（δ狏）之

间。

在历元狋犻，伪随机脉冲δ狏的偏导数可以用初

始历元狋０的６个轨道根数的偏导数的线性组合表

示。狋犻时刻低轨卫星初始状态的变化为
［５，１２］：

δ狉（狋犻）＝δ狏·犲

δ狉（狋犻）＝０
（２）

其中，犲为瞬时真赤道坐标系中径向、切向、法向３

个方向中的一个方向上的单位向量。具体表达式

分别为：

犲犚 ＝
→
狉

‖狉‖

犲犖 ＝
→
狉×狉

·
→

‖
→
狉×狉

·
→

‖

犲犜 ＝犲犖 ×犲犚

式中，→狉、狉
·
→
分别为低轨卫星瞬时位置向量和速度

向量。

忽略高阶项，当狋≥狋犻时，由随机脉冲引起的

轨道变化为：

δ狉（狋）＝
狉

（δ狏（ ））（狋）δ狏 （３）

　　同运动方程相联系的变分方程的解和上述初

始条件决定了变分方程的一个特殊解。另一方

面，每一个微分方程的线性同源特殊解都可以写

成完整解的线性组合。δ狏的偏导数为
［５，１２］：

狉

（δ狏（ ））（狋）＝∑
６

犽＝１
β犽
狉

犐（ ）
犽

（狋）＝∑
６

犽＝１
β犽狕犽（狋）

（４）

式中，犐犽表示相对于初始历元狋０的６个轨道参数

之一。函数狕犽（狋）是变分方程中初始轨道参数犐犽

的解。上面线性组合的６个系数β犽（犽＝１，２，…，

６）由以下条件方程确定：

∑
６

犽＝１
β犽狕犽（狋犻）＝０ （５）

∑
６

犽＝１
β犽
狕犽（狋犻）＝犲 （６）

　　同样，犲也是径向、切向、法向３个方向中的

一个方向上的单位向量。相应的，可以求出这３

个方向伪随机脉冲的偏倒数。

２　算例及分析

为了验证不同定轨情况下随机脉冲的大小及

其对定轨精度的调节作用，本文研究了以下几种

情形。

１）考虑先验力学模型，其中重力场模型为

１２０阶的ＴＥＧ４，其他力学模型包括日月引力、地

球潮汐、海潮模型、广义相对论效应、太阳辐射压

及大气阻力等，估计了９个太阳辐射压摄动经验

参数（包括３个常数和６个每圈一次的项）。在径

向、切向、法向方向上，随机脉冲的设置间隔都是

３０ｍｉｎ；３个方向的随机脉冲的先验ＲＭＳ为１０

ｍｍ／ｓ；观测值为２００３年７月２９日的 ＣＨＡＭＰ

卫星上的星载ＧＰＳ接收机跟踪到的双频观测值。

为了消除电离层影响和避免解算相位整周模糊

度，采用伪距消电离层组合和双频相位消电离层

组合的历元间单差值作为定轨的基本观测

值［１３，１４］。

２）除了不估计９个经验参数，其他情况

同１）。

３）力学模型仅使用了１２０阶的ＴＥＧ４，其他

情况同１）。

４）力学模型仅用了１２０阶的ＴＥＧ４，不估计

９个经验参数，其他情况同１）。

５）除了观测值仅为双频伪距的消电离层组

合外，其他情况同１）。

针对以上几种情形，用本文描述的随机模型

７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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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了不同情况下随机脉冲的大小，并研究随机

脉冲对定轨精度的调节作用，得到的随机脉冲绝

对值的统计结果见表１。表１中犚 表示径向、犜

表示切向、犖 表示法向，ａｂｓ表示绝对值。同时，

还统计了以上各种情形下的定轨结果，并将定轨

结果和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ＴＵＭ解算的同一天

的ＣＨＡＭＰ轨道进行比较，比较结果见图１。

表１　不同情况下估计的随机脉冲绝对值的统计结果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ｓｔｉｃ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ｏｒｓｏｆ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Ｐｕｌｓｅ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ａｓｅｓ

定轨

方案

脉冲

方向

ｍａｘ（ａｂｓ）

／ｍ

ｍｉｎ（ａｂｓ）

／ｍ

均值（ａｂｓ）

／ｍ

标准差

（ａｂｓ）／ｍ

１） 犚 ０．９９０２ ０．０００１ ０．１６５５ ０．１８９１

犜 ０．２３９４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７８７ ０．０５２１

犖 ０．３１９５ ０．００８０ ０．１２７８ ０．０７９８

２） 犚 ２．０５９１ ０．００７１ ０．５７５０ ０．６３２３

犜 １．８３５２ ０．２１３７ ０．４７９５ ０．２３９４

犖 ０．３３６４ ０．００１４ ０．１１９８ ０．０９１０

３） 犚 ２．３８６８ ０．０２０２ １．１８７１ ０．５７１３

犜 １．２４６４ ０．０２１８ ０．６３６４ ０．３２６９

犖 ０．４０５８ ０．００６６ ０．１３４０ ０．０９１５

４） 犚 ３．４４８８ ０．０２６６ １．３３５４ ０．８３３９

犜 １．６４３６ ０．０２９０ ０．７１５９ ０．４８７５

犖 ３．０１８０ ０．０３２６ １．６６０４ ０．８３７８

５） 犚 ３．９６３５ ０．０３９９ １．１２６６ ０．９０９９

犜 １．４５１３ ０．０２４６ ０．３９１３ ０．３２７１

犖 ０．４００７ ０．００３６ ０．１７７６ ０．１２１７

图１　不同情况下的定轨精度

Ｆｉｇ．１　Ｏｒｂｉｔ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Ａｃｈｉｅｖｅｄ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ａｓｅｓ

　　从表１和图１可以看出：① 除了４）外，径向

随机脉冲的值都明显大于其他两个方向上的值；

② 在１）中，由于考虑的力学模型较全且较准确，

估计了９个经验参数，再加上所用的观测值为伪

距和相位的联合，这时估计出的随机脉冲的值明

显小于其他几种情况；③ 虽然５）和１）所用的力

学模型完全相同，但由于所用观测值不同，估计出

的随机脉冲值的大小也不相同，精度较高的相位

观测值估计出的随机脉冲值较小；④ 由于在４）中

仅用重力场模型，而其他力学模型都没有使用，并

且没有估计９个经验参数，所以估计出的随机脉

冲在３个方向的值都较大；⑤ 从定轨结果来看，

１）中由于力学模型考虑比较全，估计经验参数，再

加上伪距和相位联合解算，得出的定轨结果最好；

对于３）和４）的情况，虽然只用了重力场模型，其

他模型都没有应用，但也得到了较好的定轨结果，

说明随机脉冲的设置对力学模型误差的调节作用

还是很明显的；⑥ 对于１）和５）的情况，虽然力学

模型和随机脉冲的设置完全相同，但由于使用的

观测值不同，其定轨结果也不相同；⑦ 在力学模

型不准确、不估计９个经验参数或观测值不准确

的情况下，估计的随机脉冲的值偏大，说明此时随

机脉冲的调节作用也较大。

３　结　语

１）随机脉冲的大小和力学模型、观测值精度

及是否估计９个经验参数等因素有关，在力学模

型准确、观测值精度高和估计９个经验参数的情

况下，在３个方向估计的随机脉冲的值都很小，此

种情况下的定轨精度也最高。

２）在仅用较准确的重力场模型，忽略其他力

学模型，估计经验参数和使用伪距和相位观测值

的情形下，虽然估计的随机脉冲的值较大，但得到

的定轨精度也较高，说明随机脉冲对力学模型误

差的补偿调节作用还是很明显的。

３）在其他情况都相同的情况下，使用高精度

观测值的定轨结果明显高于其他结果。

应该指出的是，由多天ＣＨＡＭＰ定轨时对随

机脉冲的估计结果与本文得到的结果类似，考虑

文章篇幅，仅用１ｄ的算例说明。另外，随机脉冲

的大小除和所用力学模型、估计经验参数与否及

观测值精度高低有关外，还和随机脉冲先验方差

大小、随机脉冲的预置间隔等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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