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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星间距离测量的自主定轨对应于不可观测性问题，如果引入一个基准，虽然可保持卫星之间的相

对位置关系，但是容易出现星座旋转误差。星座旋转的根本原因在于星间观测（测距和测速）无法反映轨道升

交点赤经的系统误差。本文对卫星自主定轨的旋转误差以及控制方法进行了讨论和分析。

关键词：自主定轨；时空基准；星座旋转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８．４１

　　目前，世界上的导航卫星系统如ＧＰＳ、ＧＬＯ

ＮＡＳＳ都是采用地面站定轨模式，即导航卫星定

轨的具体实现是由一系列地面坐标已知的跟踪站

组成的跟踪网来完成的［１］，导航卫星只负责广播

星历的转发。这一模式的缺陷是如果地面站不能

正常工作，那么预报期过后的整个导航卫星系统

也将无法继续提供服务，因此出现了基于星间观

测等手段的卫星自主定轨与守时，即通过星间链

路实现星间测距和通信，在轨解算出预报星历的

修正值。单纯依靠星间测距进行自主定轨存在秩

亏问题，在自主定轨中也称为不可观测性问题。

长时段的自主定轨还会由于缺乏与地面相联的基

准而引起星座的整体旋转［２］。已有学者经过分析

证明，所有的ＧＰＳ卫星在半年时间内其升交点赤

经Ω的变化幅度达到７°，而星间观测（测距和测

速）则不能反映Ω 的这种系统性变化
［３］；并且由

于卫星自主定轨缺乏地面基准而必须以预测星历

为基准，最终导致了星座的整体旋转［４］。文献［５］

从两颗卫星星间测距进行自主定轨入手分析了不

可观测性问题的原因，指出一个具有可行性的解

决方法，即固定升交点根数。文献［６］给出了星座

旋转误差的一种控制方法。本文对基于星间观测

进行卫星自主定轨产生的不可观测性问题和星座

旋转的根本原因，以及两个问题解决方法的关联

性进行了分析。

１　不可观测性与星座旋转在解决方

法上的内在关系

１．１　不可观测性及星座旋转现象

假设两颗卫星之间具备星间测距链路技术，

利用星间距离观测值进行自主定轨，即对测距链

路两端的卫星（或称为用户星、测距星）同时定轨。

这在直观上容易理解，但实际上对应着一个秩亏

自由网平差的问题，文献［７］称之为不可观测问

题，并且给出了严格的分析和证明过程。下面重

点对星座旋转现象作定性和定量分析。

卫星所受的摄动力使得卫星轨道偏离二体轨

道，表现在轨道根数上即根数不再为常数，而是时

间的函数，可由卫星轨道摄动方程来描述。以高

斯型摄动方程为例，其中描述轨道面定向参数犻、

Ω、ω的方程为：

ｄ犻
ｄ狋
＝

狉ｃｏｓ狌

狀犪２ １－犲槡
２
犠

ｄΩ
ｄ狋
＝

狉ｓｉｎ狌

狀犪２ １－犲槡
２ｓｉｎ犻

犠

ｄω／ｄ狋＝
１－犲槡

２

狀犪犲
－犛ｃｏｓ犳＋犜（１＋

狉

狆
）ｓｉｎ［ ］犳 －

ｃｏｓ犻Ω （１）

　　分析可知，引起犻、Ω变化的只有轨道面法向

犠 方向的摄动力，而近地点幅角ω的变化则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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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向犛、横向犜和轨道面法向三个方向的摄动力

作用共同引起的。一般将根数变化分为长期变

化、长周期变化和短期变化。其中，轨道定向参数

犻、Ω、ω的长期变化表现在星座整体上即星座旋

转，如轨道升交点赤经的长期变化使轨道面绕地

球自转轴旋转，称为轨道面进动；近地点幅角的变

化则使轨道在轨道面上的方位改变，即轨道拱线

发生了进动。因此，对轨道定向参数而言，精确测

定其相对于地球坐标基准的变化才具有应用价

值，而星间测距或测速这类观测值恰好只能反映

卫星之间相对位置的变化，而不能反映定向参数

的绝对变化（以地固坐标系为基准的变化），因此，

基于星间测距的星座自主定轨会出现星座旋转误

差，星座定轨的结果不能反映星座旋转。

摄动力中的大气阻力方向与轨道面一致，因

此对轨道定向参数没有影响，其摄动影响是使得

犪、犲不断变小。对于中高轨道卫星而言，地球非

球形引力以及日月引力、太阳光压摄动是主要的

摄动力，而地球非球形引力方向为径向，只有日月

引力和太阳光压摄动能够分解出轨道面法向方向

的分力，因此可引起轨道面升交点赤经的变化。

其中日月引力可精确模型化，太阳光压虽然目前

难以准确模型化，但它的量级很小，轨道面法向上

的分量所含的误差可忽略。

１．２　星座旋转的仿真试验及结果分析

由于导航卫星一般采取中高轨，因此对中高

轨卫星轨道定向根数Ω、犻分不同长度的时段，考

虑地球非球形引力、日月引力和太阳光压摄动的

影响，设置试验并采用ＳＴＫ进行分析。

试验１　仿真时段为２００７年７月１日至１６

日，卫星轨道根数设置为犜＝１２ｈ，犲＝０，犻＝５５°，

Ω＝９０°，ω＝６０°，犕＝３６°；卫星本体特征为 犕＝

１０００ｋｇ；面质比为０．２ｍ
２／ｋｇ；重立场模型为

ＥＧＭ９６（２１阶次）；太阳光压定义为反射体或黑

体；日月引力采用美国海军天文台行星历表计算。

仿真结果见图１。

图１　仿真卫星１５天 ＨＰＯＰ轨道预报ＲＡＡＮ

与犻的变化情况

Ｆｉｇ．１　Ω，犻Ｅ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ａ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Ｄｕｒｉｎｇ１５Ｄａｙｓ

试验２　预报时段为２００７年７月１日至

２００８年７月１日，轨道根数设置为犜＝１１ｈ５８

ｍｉｎ，犲＝６．５８×１０－３，犻＝５５．１４°，Ω＝６８°，ω＝

２８３．２５７°，犕＝７５．９８°；轨道预报方式为Ｊ４；卫星

本体特征为犕＝７７４ｋｇ。试验结果见图２。

图２　ＧＰＳ＿２Ｒ１５卫星轨道预报一年Ω、犻的变化情况

Ｆｉｇ．２　Ω，犻Ｅ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ＧＰＳ＿２Ｒ１５Ｄｕｒｉｎｇ１Ｙｅａｒ

　　由上述仿真卫星以及实际ＧＰＳ卫星的轨道

预报结果可以看出，对于中轨道卫星（轨道周期为

１２ｈ，对应轨道高度约为２００００ｋｍ），在考虑了三

体引力、光压摄动及地球非球形摄动的基础上，轨

道倾角在总体上有上升的趋势，但是幅度极小，一

年约有０．３°，同时也存在着短周期的变化，幅度

约为０．１°；轨道升交点赤经运行１５ｄ减少了约

１．５°，运行１ａ减少了约１４°，这个结果与文献［３］

的分析结果（半年减少约７°）是符合的。由试验

结果也可以看出，星座旋转的主要原因是升交点

赤经的变化。

１．３　二者在解决方法上的内在关系

星座旋转的原因在于卫星所受的主要摄动力

是地球非球形引力犑２ 项的影响，使得轨道面出现

进动；而基于星间测距的星座自主定轨的不可观

测性的原因则类似于自由网平差过程中由于缺乏

基准而存在的法方程秩亏。对于地面跟踪网常规

定轨而言，跟踪台站的精确坐标引入精确的地面

基准；而星地观测值对轨道面的进动是敏感的，并

能在定轨结果中将它反映出来，其根本原因也在

于星地观测链路的地面端提供了精确的位置基

准。因此，上述两个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基准。

２　几种解决方法的理论分析

２．１　固定轨道面定向参数或引入卫星轨道先验

信息

由以上对自主定轨不可观测性问题及星座旋

转误差的分析可以得到一个直接的解决方法，即

固定一颗卫星的轨道升交点赤经，则犅矩阵退化

为犽×１１阶，避免了法方程矩阵的奇异性质，从而

在理论上可解。然而通过计算可以发现，法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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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的条件数很大，导致轨道改进过程无法收敛

到与测量资料相当的精度，并且出现了另一个轨

道面定向参数轨道倾角犻的发散现象。这说明同

轨道面的星间距离观测不仅对升交点赤经的变化

无约束，而且对于轨道倾角犻的变化也不敏感。

而当星座中卫星数目远大于２颗时（如ＧＰＳ），星

间链路将包含同轨道面链路（ｉｎｔｅｒＩＳＬ）和异轨道

面链路（ｉｎｔｒａＩＳＬ），此时，星间观测将可以修正轨

道倾角犻的误差
［４］。因此，对于星座（轨道面数量

大于２）的星间测距自主定轨，仍然可以只固定或

者约束轨道升交点的赤经，以避免秩亏。

另一种途径是在估计方法上给予基准，即增

加卫星的先验信息，采用具有先验估计的最小二

乘估计。这种方法简单有效，但是容易受到先验

信息精度的限制而影响自主定轨的精度［８］。

２．２　星地联合定轨与星光折射加星间观测信息

融合定轨

联合定轨［７，９］最早应用于美国 ＴＤＲＳＳ系统

对用户卫星的定轨支持，即综合用户卫星对中继

星的观测值（测距和测速）和地面站对中继星的观

测值（双边测距转发系统对中继星的测轨数据），

同时确定中继星和用户星的轨道，避免了两步法

确定用户星轨道过程中中继星位置误差的影响，

同时由于用户卫星与中继星之间的观测实际上改

善了地面测轨系统对中继星的测量几何，因此，联

合定轨对中继星的轨道同样起到改进作用。联合

定轨模式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任何存在星间测

量的测控场合在理论上都可以应用这种定轨模

式。在全球导航星座自主定轨过程中，设立一定

数目的测量星，引入其对地面站的观测数据，实施

联合定轨，将可以避免星座旋转误差，提高导航星

历的精度，同时减轻地面测控系统的负担。不足

之处在于它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自主定轨。

星光折射加星间测距信息融合定轨是利用星

敏感器测量接近地平方向的已知恒星星光的折射

角，通过星光折射角与星光相对于地球的视高度

的关系，解算卫星的位置、速度信息。可以考虑将

星敏感器观测和星间测距信息融合确定卫星轨

道。仿真试验表明，星间测距对星光折射定轨的

精度具有提升作用，而星光折射对星间测距产生

的星座漂移的控制作用只有在长时间后才有体

现［１０］，原因在于星光折射定轨的精度相对较低。

但是长时段融合定轨是可以保持整个星座导航精

度的稳定的。单纯的星光折射进行自主定轨，其

精度受星敏感器的观测精度、折射星个数、大气模

型精度的影响较大；同时也受到卫星轨道高度的

影响，轨道越高，星光折射角的观测精度越低［１１］。

仿真时，如果给出较好的前提条件，则单独的星光

折射定轨精度为几十ｍ不等，星光折射加星间测

距融合也只能达到十几 ｍ的量级，因此，这种方

法一般适用于中低轨道卫星的定位导航，对导航

卫星自主定轨而言并不适用。

３　引入轨道先验值方法的算例分析

以ＧＰＳ导航卫星星座为例给出仿真算例。

星间观测值仿真中，卫星发射天线的波束角取

３０°～６０°，星间观测值的测量噪声设为０．７５ｍ，同

时考虑了残余系统误差的影响，星间测距观测值

的具体模拟方法可参考文献［３］。

在本算例中，首先对２００９年３月１日的广播

星历进行轨道动力学拟合，获得自主定轨的先验

初值信息，然后进行连续６０ｄ的星间测距自主定

轨解算，最后将其结果与ＩＧＳ精密星历结果进行

比较，其比较结果见图３、图４。自主定轨解算策

略如表１所示。

表１　自主定轨采用的解算策略

Ｔａｂ．１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ｆ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Ｏｒｂｉｔ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模型 描述

观测量
星间距离观测值（测量噪声０．７５ｍ，采样

间隔为１５ｍｉｎ）

星表 ＤＥ４０５

地球重力场模型 １０阶次的ＥＧＭ９６模型

潮汐改正 改正

光压模型 ＪＰＬＧＳＰＭ０４模型

地球定向参数 ＩＥＲＳ提供的ＥＯＰ

积分器及积分步长 自编的联合积分器，步长６０ｓ

状态参数
每个弧段（２４ｈ）每个卫星估计一组状态

向量

钟差参数
每个卫星每个历元设置一个钟差参数，估

计时固定了ＰＲＮ２卫星的钟差

　　在自主定轨的分析比较中，常用用户距离误

差（ｕｓｅｒｒａｎｇｅｅｒｒｏｒ，ＵＲＥ）作为衡量卫星自主定

轨的一项重要指标，其计算公式如下［２，３］：

ＵＲＥ＝ （犚－ＣＬＫ）
２
＋（犃

２
＋犆

２）／槡 ４９（２）

式中，犚表示径向误差；犃 表示沿迹方向的误差；

犆表示法向误差；ＣＬＫ为卫星钟差。

从图３可以看出，在考虑残余系统误差和不

顾及地球自转参数预报误差的情况下，以广播星

历为初值进行连续６０ｄ的自主定轨解算，第６０

天时，整个星座的径向、沿迹、法向和 ＵＲＥ 的

ＲＭＳ分别为０．１５ｍ、１６．４９ｍ、１７．６７ｍ、３．４７ｍ，

获得了较好的定轨结果。

同时从图３、图４可以看出，在自主定轨解算

２８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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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沿迹误差和法向误差会随着自主定轨时间的

增加而显著增加。主要原因是自主定轨中的星座

旋转误差具有不可避免性，其误差主要体现在升

交点的赤经上，也就是体现在沿迹和法向误差的

确定上。

图３　星座６０天自主定轨各项指标变化趋势

Ｆｉｇ．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Ｔｒｅｎｄ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ｏｆ

Ｒａｄｉａｌ，Ａｌｏｎｇ，ＣｒｏｓｓａｎｄＵＲＥＤｕｒｉｎｇ６０Ｄａｙｓ

图４　各卫星自主定轨第６０天结果与ＩＧＳ

精密星历的比较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Ｏｒｂｉｔｏｆｔｈｅ６０ｔｈＤａｙＡｕｔｏｎ

ｏｍｏｕｓＯｒｂｉｔ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ｔｏＩＧＳＰｒｅｃｉｓｅＯｒｂｉｔ

虽然本文引入轨道先验值来进行自主定轨解

算，很好地解决了参数估计中的秩亏性问题，一定

程度上限制了旋转误差的增长，也即限制了沿迹

和法向误差的增长，但是并未能彻底消除星座旋

转误差，这有待进一步研究。

　　致谢：感谢６３９９９部队的秋宏兴高级研究员

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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