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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利用双星系统进行船体姿态测量的方法，是传统长短基线法的一种改进。本方法具有很

高的计算效率及较好的稳定性。仿真结果表明，当基线长度为３ｍ时，测姿精度可达到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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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我国建成了第一代卫星

导航定位系统，该系统利用两颗地球静止轨道卫

星为地面、海上甚至空中用户提供导航定位服务。

由于双星系统采用的是静止轨道地球同步卫

星，卫星数目较少并且只发送一个频率的下行载

波，因此，利用ＧＰＳ进行姿态测量的计算方法，对

双星系统并不是很适用。目前，利用双星系统进

行姿态测量的主要有长短基线法、旋转天线法和

非共面天线法等方法［１３］。仿真和试验结果表明，

这些方法都取得了较好的测姿效果，但它们对天

线的布设以及对接收机天线型号选用提出的高要

求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推广应用。

１　传统的长短基线测姿法
［１］

设φ１、φ２ 为１、２点处同时测得的载波相位，

考虑到１、２两点相距很近，并且两天线使用的是

同一个接收机钟，所以大气传播误差、接收机钟差

等误差在单差中均被消除，并且多路径效应也得

到了大幅的削弱，可将其归入随机噪声，这样单差

方程中仅包括整周模糊度犖１２和随机噪声ε１２，则：

Δφ１２·λ＝狉·犡１２＋λΔ犖１２＋ε１２ （１）

　　为确定整周模糊度，在载体上配置共线的３

个天线，如图１（ａ）所示，构成短基线１２，长基线

１３，其中短基线长度小于０．５个波长，长、短基线

的长度犱１２、犱１３已知，其比值为犽＝犱１３／犱１２，根据

式（１）有：

Δφ１２·λ＝狉·犡１２＋λ·Δ犖１２＋ε１２

Δφ１３·λ＝狉·犡１３＋λ·Δ犖１３＋ε１３

狉·犡１３ ＝犽·狉·犡１２

（２）

如果式（２）不计观测噪声，则有：

犖１３ ＝ｉｎｔ［Δφ１３－犽（Δφ１２－Δ犖１２）］ （３）

由于犱１２小于０．５个波长，故有：

Δφ１２－Δ犖１２ ＝Δφ１２－ｉｎｔ［Δφ１２］ （４）

根据式（３）、式（４）即可求出Δ犖１３。在得到整周模

糊度以后，可求出基线矢量进而求得航向角和俯

仰角。同理，以相同的方式布设另外一条与基线

１２３垂直的基线１４５，利用上面的方法可求解

出横滚角，即长短基线法。

由于双星系统的下行载波信号波长较短，并

且只发送一个频率的载波，无法利用组合观测值

来构建波长较长的载波，这样短基线的长度很短，

大约为６ｃｍ，这就造成了该算法对天线的布设以

及对接收机天线型号的选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改进型长短

基线姿态测量法。

２　改进型长短基线姿态测量法

这种方法的核心思想与前面介绍的传统长短

基线法的思想基本相同，只是在天线的布设上有

所不同，如图１（ｂ），其优点在于不用布设长度很

短的短基线，因此，在对硬件要求不高的同时，可

以获得与传统方法相当的测姿精度。其具体解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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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令

犱１２ ＝犽·λ，犱２３ ＝ （犽＋１）·λ

与式（２）相似，可得：

（Δφ２３－Δφ１２）－（Δ犖２３－Δ犖１２）＝ｃｏｓ（α）

（５）

式中，α为２号天线到卫星方向的单位矢量与基

线１３的夹角。由于Δ犖１２、Δ犖２３为整数，因此，

｜Δ犖２３－Δ犖１２｜＞０。又因为｜ｃｏｓ（α）｜≤１，因此可

以只考虑（Δφ２３－Δφ１２）的小数部分，这样就可以

求取α。需要注意的是，在求取α时，应根据卫星

所在的象限对（Δφ２３－Δφ１２）进行±１处理。同

理，可以求得２号天线到卫星方向的单位矢量与

基线４５的夹角β。在得到α、β以后，可以根据

ｃｏｓ（α）
２
＋ｃｏｓ（β）

２
＋ｃｏｓ（γ）

２
＝１ （６）

求得２号天线到卫星方向的单位矢量与犣轴的

夹角γ。这样就得到卫星在载体坐标系下的单位

矢量。但是，由于观测噪声的存在，同时考虑到波

长较短，因此，通过上述方式求得的单位矢量精度

不高，为此，可以利用以下处理过程获得高精度的

单位矢量。在理想状态下，有：

犱１３·ｃｏｓ（α）＝ （２犽＋１）·λ·ｃｏｓ（α） （７）

又因为：

Δ犖１３ ＝Δφ１３－犱１３·ｃｏｓ（α）／λ （８）

这样就可以根据式（５）求得α的概略值，建立起

Δ犖１３的搜索空间，并且大部分情况下搜索空间的

大小为［－１，１］。在获得正确解以后，就可以利用

Δφ１３求出精度较高的卫星在载体坐标系下的单位

矢量。

图１　天线配置图

Ｆｉｇ．１　Ａｎｔｅｎｎａ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ｅ

在确定载体姿态时，使用了 ＷＧＳ８４（地心坐

标系）、ＬＬＳ（当地水平坐标系，也就是北东天坐标

系）和ＢＦＳ（载体坐标系）三个坐标系统。设载体

位于地球经度犔和纬度处，基线向量在ＬＬＳ坐

标系中的坐标犫犼１和ＷＧＳ８４坐标系中的坐标犫犼可

进行相互转换：

犫犼１ ＝犉犫犼 （９）

式 中，犉 ＝

－ｓｉｎ犔 ｃｏｓ犔 ０

－ｓｉｎｃｏｓ犔 －ｓｉｎｓｉｎ犔ｃｏｓ

ｃｏｓｃｏｓ犔 －ｃｏｓｓｉｎ犔 ｓｉｎ

熿

燀

燄

燅

；而

ＬＬＳ坐标系与ＢＦＳ坐标系的转换关系为：

犡ＢＦＳ＝犚２（狉）犚１（狆）犚３（犃）犡
ＬＬＳ （１０）

式 中，犚１ （狆）＝

１ ０ ０

０ ｃｏｓ狆 ｓｉｎ狆

０ －ｓｉｎ狆ｃｏｓ

熿

燀

燄

燅狆

；犚２ （狉）＝

ｃｏｓ狉０ －ｓｉｎ狉

０１ ０

ｓｉｎ狉０ ｃｏｓ

熿

燀

燄

燅狉

；犚３ （犃）＝

ｃｏｓ犃 ｓｉｎ犃０

－ｓｉｎ犃ｃｏｓ犃０

熿

燀

燄

燅０ ０１

，

其中，狆、狉、犃分别为俯仰、横滚和航向角。

载体姿态角是以载体所在的当地水平坐标系

为基准进行定义的。卫星的位置可以根据导航星

历进行解算，其位置可以看成精确的已知值。利

用卫星位置和接收机２（也就是当地水平坐标系

的原点）的概略坐标，可以计算出接收机２与卫星

的视向量，这样就可以得到卫星与当地水平坐标

系三个坐标轴的夹角。由于卫星与接收机之间的

距离很大，因此，以接收机２为原点建立一个半径

为１００ｍ的误差球，其对视向量的影响仅为几角

秒，为此可认为卫星与当地水平坐标轴的夹角是

可以精确计算出来的。这样，就建立了卫星与当

地水平坐标系的关系，也就知道卫星在当地水平

坐标系下的单位矢量。

假设卫星在当地水平坐标系下单位视向量的

坐标为狓ＬＬＳ犻 ，在载体坐标系下单位视向量的坐标

为狓ＢＦＳ犻 ，这里犻表示观测到的卫星，根据式（１０）可

以得到：

狓犻
ＢＦＳ
＝犚２（狉）犚１（狆）犚３（犃）狓

ＬＬＳ
犻 （１１）

利用式（１１）就可以进行姿态角的解算。

３　整周模糊度的解算

为求出精度较高的卫星在载体坐标系下的单

位矢量，模糊度的正确求解是关键。由于式（７）将

观测噪声放大了２（２犽＋１）倍，因此，需根据（α，β）

的概略值建立模糊度的搜索空间进行搜索，以求

得正确的模糊度。

通常情况下，整周模糊度的搜索是基于最小

二乘准则犞Ｔ犘犞＝ｍｉｎ进行的，然后利用ｒａｔｉｏ检

验等假设检验以及基线长度等约束条件来增强模

糊度解算的可靠性。但是这些方法并不是十分适

合于双星测姿系统。最小二乘准则是基于线性模

型进行解算的，为此需要对式（１１）进行线性化，然

后迭代求解。式（１１）的线性化非常麻烦，而且线

８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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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化后，最小二乘解是否收敛还是未知数。为此，

笔者考虑利用另一种方式来进行模糊度的求解。

遍历模糊度搜索空间，利用每一组模糊度候

选值根据式（１１）求取姿态转换矩阵，然后分别对

姿态转换矩阵的１、２、３行取模。设立检验阀值为

０．０５，则使得矩阵１、２、３行的模与１相差都小于

阀值的模糊度候选值为正确的整周模糊度。这样

就使得模糊度的检验变得简单高效。下面举例说

明：提取模糊度搜索过程中，与真值只在一个分量

上相差１周和２周的模糊度候选值，并可根据

式（１１）解算出的姿态转换矩阵分别为：

－０．５２３ １．５１０．２６３

－０．８５３ －０．４９７０．１７１

０．１３ －１．１２２０．

熿

燀

燄

燅２９７

和

－０．５３５ ２．１５８ ０．６０８

－０．８５３ －０．４８６ ０．１７７

０．１４９ －２．１３５ －０．

熿

燀

燄

燅２４２

其１、２、３行的模分别为１．６２、１．０、１．１７和２．３１、

０．９９８、２．１５。可以看出，这两个矩阵都有与１相

差很大的模，因此可以断定这两组模糊度候选值

都不是正确解。而根据正确的模糊度候选值算出

的姿态转换矩阵１、２、３行的模分别为１．０、１．０和

１．０１，它们与１的差值都小于阀值，因此，可以断

定该组模糊度候选值为正确的解。所以，利用姿

态转换矩阵正交特性进行模糊度有效性的检验既

简单高效又准确。

４　仿真过程与结果分析

以舰艇在海上航行为例，具体仿真过程如下。

１）确定卫星位置。根据卫星所处的经纬度

和高度可以计算出卫星在 ＷＧＳ８４下的坐标。设

卫星位置分别为：（犡１，犢１，犣１）≈４．２×１０
７

（ｃｏｓ８０°，ｓｉｎ８０°，０），（犡２，犢２，犣２）≈４．２×１０
７

（ｃｏｓ１４０°，ｓｉｎ１４０°，０），（犡３，犢３，犣３）≈４．２×１０
７

（ｃｏｓ１１０．５°，ｓｉｎ１１０．５°，０）。

２）确定接收机２的坐标真值。根据双星系

统的服务区域，可以将我国海区分成东经１１６°～

１４４°、北纬２４°～４１°和东经１０８°～１４４°、北纬５°～

２４°两个区域。以１°为间隔，共取出１２６２个点，

根据这些点的经纬度，并设其高程为２ｍ，计算出

这些点在 ＷＧＳ８４下的坐标。

３）确定其他接收机的坐标真值。假定船只

的姿态角为犃＝１２０°，狆＝１０°，狉＝５°，长基线的长

度为１３λ，短基线长度为１２λ，也就是基线的总长

度为３ｍ，根据接收机２的坐标可以计算出所有

接收机在 ＷＧＳ８４下的坐标。

４）观测值的构建。根据卫星和接收机的位

置，可以计算出两者之间的距离，然后除以波长再

加上整周模糊度和观测噪声：

犔＝ ‖犛－狓‖２／λ＋犖＋ε （１２）

式中，犔为观测值；‖犛－狓‖２ 为卫星与接收机之

间的距离；λ为波长；犖 为整周模糊度；ε为观测噪

声，其幅值为０．０２个波长。

５）接收机２概略坐标的确定。在接收机２

的坐标上加上一个误差。现有的无源北斗定位的

精度大约在７０～１００ｍ，为此假定概略坐标的精

度为１５０ｍ。

６）根据前面所介绍的计算方法进行姿态角

的解算。

在姿态角解算出以后与真值相减得到姿态角

解算的绝对误差，其大小如图２所示。

图２　姿态角解算精度

Ｆｉｇ．２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ｆ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从图２可以看出，俯仰角和横滚角精度比较

均匀，大约在０．２５°，但航向角的精度不均匀。前

７４０个点是位于低纬度地区的点，其定位的几何

图形不好，致使测姿精度较低，大约在０．５°，高纬

度地区精度为０．２°。

另外，姿态角的精度和船只航向及卫星信号

入射方向也有关系。为此，笔者在不改变其他条

件的情况下，分别对航向为０、４５°、９０°、１２０°、１８０°

这几种情况进行了计算。结果表明，横滚角和俯

仰角精度比较均匀而且与航向关系不大，但航向

角的精度却受较大的影响，具体精度结果如图３

所示。

９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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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航向角的精度

Ｆｉｇ．３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ｆＡｚｉｍｕｔｈ

　　对姿态角精度的定量分析，可参见表１。

表１　姿态角的精度

Ｔａｂ．１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ｆ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航向
犃／（°） 狆／（°） 狉／（°）

最大差 平均差 最大差 平均差 最大差 平均差

０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４５ ０．２ ０．２５ ０．１５

４５ ０．５２ ０．３ ０．４１ ０．２ ０．４ ０．１８

９０ １ ０．３ ０．４ ０．２ ０．４ ０．１６

１２０ ０．９ ０．３ ０．４９ ０．２５ ０．５１ ０．２

１８０ ０．０２５ ０．０２ ０．５ ０．２３ ０．２２ ０．１７

　　该方法具有与传统长短基线法、旋转基线法

等方法相当的测姿精度，但对硬件的要求却不高，

并且在模糊度的搜索及有效性检验上简单易行，

具有很高的效率和准确性。姿态角的定位精度与

船只航向及卫星信号的入射方向也有着一定的关

系，总体来说，横滚角和俯仰角精度比较均匀而且

与航向关系不大，在基线长为３ｍ的情况下，精

度可达０．２５°；但其对航向角精度的影响却较大，

在航向为０和１８０°时精度最高，为０．０３°；而在航

向为９０°时，精度最差，为０．３～０．５°。姿态角精

度与信号入射方向之间关系的理论解释，还有待

于进一步推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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