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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汐摄动对导航卫星自主定轨中的星座
整体旋转误差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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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讨论了仅利用星间测距观测值进行导航卫星自主定轨时所遇到的星座整体旋转问题，分析了潮汐摄

动对升交点赤经以及导航卫星自主定轨的影响。模拟计算结果表明，潮汐对自主定轨的切向和法向误差的影

响较大，而且这种影响随着自主定轨时间的增加会越来越大，在第１１０ｄ时，其影响可达４ｍ，由此指出了在高

精度自主定轨中顾及潮汐摄动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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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在导航卫星上增加星间测距、数据通信

和计算系统，实现广播星历的在轨更新（自主定轨

或自主导航［１］），不仅能提高导航卫星定轨的精

度，而且可以大大提高系统的战时生存能力。正

因为如此，美国已在ＧＰＳＢｌｏｃｋＩＩＲ型卫星上实

现了自主定轨的功能［１，２］。随着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组建工作的开展，我国也开始了自主定轨问题

的相关研究工作。

由于受星载设备对质量、体积、功耗的限制，

并考虑到目前的测距、测速、测向观测技术的特

点，当前的导航卫星自主定轨系统基本上都是采

用无线电星间测距的方式来进行的［１３］。在仅利

用星间测距数据的自主定轨中，将不可避免地遇

到星座旋转的不可观测性问题，以及由此引起的

秩亏性问题［１９］。虽然在参数估计过程中，可以通

过引入先验信息解决秩亏性问题，但是并不能彻

底消除星座整体旋转误差。如果自主定轨算法不

能有效地控制或约束星座整体旋转误差，将会严

重影响卫星星历的精度，进而降低广大用户的导

航定位精度［１３］。因此，如何有效地解决星座的整

体旋转问题是导航卫星自主定轨研究的一个热

点，也是自主定轨的关键所在。在目前可查的有

关导航卫星自主定轨的国内外资料中，普遍忽略

了微小摄动力（特别是潮汐摄动力）对星座整体旋

转误差的影响，因此，本文将着重分析潮汐摄动对

星座整体旋转误差及自主定轨的影响。

１　导航星座的整体旋转问题

１．１　星座整体旋转的机制分析

根据高斯摄动运动方程，升交点赤经Ω和轨

道倾角犻的摄动方程可表示为
［４］：

ｄΩ
ｄ狋
＝

狉ｓｉｎ狌

狀犪２ｓｉｎ犻 １－犲槡
２
犳犠

ｄ犻
ｄ狋
＝

狉ｃｏｓ狌

狀犪２ １－犲槡
２
犳犠

（１）

此方程可以用于研究任意性质的保守力或非保守

力所引起的卫星轨道的摄动。

由式（１）可以看出，用于确定轨道面空间方向

的轨道根数（Ω，犻）由于受到轨道面法线方向摄动

力犳犠 的影响会逐渐变化。地球重力场的犑２项、

日月引力、太阳光压、潮汐等摄动力都会分解出轨

道面法线方向摄动力犳犠，因此，这些摄动项都会

造成卫星Ω、犻的变化，从而使整个星座产生整体

性转动，因此，可以说星座的整体旋转是必然的。

笔者的计算分析表明，在摄动力的综合影响下，

１８０ｄ的时间内，ＧＰＳ卫星的倾斜角变化小于

０．１°，但升交点赤经将要变化大约７°，且呈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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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变化趋势［２］。

１．２　星座整体旋转的不可观测性及秩亏性问题

仅利用星间距离观测值来进行导航卫星自主

定轨时会产生卫星星座整体旋转不可测的问题，

或者说方程式秩亏问题［１３，５８］，这是因为当整个卫

星星座绕地球自转轴旋转ΔΩ角后，并不会影响

星间距离观测值。换言之，星间距离观测值只含

有各卫星的升交点赤经之差ΔΩ的信息，而不含

有升交点赤经Ω 的信息
［７］。考虑到导航星座整

体旋转的必然性以及自主定轨中的不可观测性，

可以说在仅利用星间距离观测值的导航卫星自主

定轨中必将产生星座整体旋转误差。

星座旋转的不可观测性使得定轨缺少充足的

方向基准而出现秩亏性问题，秩亏性集中表现在

轨道平面的升交点赤经Ω 的估计上
［１，６７］。解决

上述问题的途径一般有加入方向观测值［９］、地面

用户自行校正法［１０］、锚固站法［５］及利用已有的卫

星星历所提供的先验信息进行自主定轨［１３，６８，１１］

等。从技术上可行且又不影响导航卫星自主性的

角度来讲，目前主要是利用已有星历提供的先验

信息进行自主定轨解算。

利用已有星历提供的先验信息进行自主定轨

解算时，一般是固定或约束全部或部分轨道参数

（主要是升交点赤经Ω）来进行参数估计
［１３，６７］。

如前所述，星座旋转的不可观测性使得表征星座

旋转的轨道根数，即升交点赤经Ω，不能通过观测

信息很好地得到修正，而只能依靠其预报精度，这

也使得最终的星座旋转误差难以得到很好的控制

和消除；而且随着自主定轨时间的增加，Ω的预报

精度会越来越差，也必将使得星座旋转误差越来

越大，自主定轨精度自然也就越来越差。因此，如

何有效地控制升交点赤经的预报误差的增长，进

而减小星座整体旋转误差，自然而然地成为自主

定轨的难点。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导航星座来说，在进行星

间测距的自主定轨时，可以对轨道倾角犻的系统

误差进行很好的修正［８］，所以并不会产生倾角方

向的星座旋转误差。

２　潮汐摄动对升交点赤经的影响

某时刻狋的升交点Ω狋可以写为：

Ω狋 ＝Ω０＋Ω·狋 （２）

式中，Ω０ 为初始时刻的升交点赤经；Ω 为升交点

赤经的变率。由式（１）可以看出，轨道面法线方向

的摄动力犳犠 会影响Ω，进而影响Ω狋。一般来说，

在自主定轨中大多都会考虑地球重力场的非球形

部分、日月引力、太阳光压等主要摄动力，而没有

考虑到固体潮、海潮等微小项的影响。

２．１　潮汐摄动引起的法向加速度

采用文献［１２］给出的固体潮和海潮模型，分

别计 算 了 ２００７０４２２（简 化 儒 略 日 ＭＪＤ 为

５４２１２）～２００７０８０９（ＭＪＤ 为５４３２１）共１１０ｄ

ＰＲＮ１３卫星因为固体潮、海潮而受到的法向摄动

加速度的数值（见图１）。从图１中可以看出，固

体潮对ＰＲＮ１３卫星的法向摄动加速度可达１０－９

ｍ／ｓ２，海潮导致的法向加速度可达１０－１０ ｍ／ｓ２。

同时，固体潮导致的摄动加速度明显地呈现出大

约１５ｄ的周期，海潮也呈现出了类似的周期性。

图１　ＰＲＮ１３卫星因潮汐产生的法向摄动加速度

Ｆｉｇ．１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ｒｏｓｓｏｆＰＲＮ１３

ＤｕｅｔｏＴｉｄｅ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

２．２　潮汐摄动对升交点赤经的影响分析

方案①：根据轨道初值和包括地球重力场非

球形引力、日月引力、太阳辐射压改正、潮汐摄动

改正在内的力模型积分出上述１１０ｄＰＲＮ１３的

轨道，然后将积分轨道的升交点赤经与同时段

ＩＧＳ精密轨道所给出的升交点赤经进行求差而获

得ＰＲＮ１３卫星在１１０ｄ内的升交点赤经误差。

其中，轨道初值和太阳光压模型参数由笔者采用

轨道动力学拟合方法获得［２］。

方案②：除了不考虑潮汐摄动，其他与方案

①均相同，同样通过数值积分获得ＰＲＮ１３卫星

在１１０ｄ内的升交点赤经误差。

将上述两种不同方案所获得的升交点赤经误

差进行比较，就可以获得潮汐摄动对ＲＰＮ１３卫

星的升交点赤经的影响。

图２给出的是按照上述方案计算出的１１０ｄ

中潮汐（固体潮、海潮）对ＰＲＮ１３卫星升交点赤

经的影响。其中，“ＮｏＴｉｄｅ”线表示忽略潮汐改正

后积分轨道与ＩＧＳ轨道相比的升交点赤经之差，而

５９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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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ｄｅ”线表示进行潮汐改正后的升交点赤经之差。

图２　１１０ｄ中潮汐对ＰＲＮ１３卫星的升交点赤经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Ｔｉｄｅ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ｏｎΩ

ｏｆＰＲＮ１３Ｄｕｒｉｎｇ１１０Ｄａｙｓ

从图２中可以看出，如果忽略潮汐摄动，升交

点赤经的误差会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快速增大，但

考虑潮汐改正后，该误差能得到相对有效的控制。

这说明潮汐改正对升交点赤经的影响还是很大

的，而且这种影响会随时间的增加越来越大。在

第１１０ｄ时，两种方案引起的ＰＲＮ１３卫星的升

交点赤经误差之差可达１６９ｍｓ，相当于大约２１．８

ｍ的轨道偏差。同时，也可以看出升交点赤经中

存在类似于图１中的摄动力所具有的周期，这个

很容易根据式（２）来理解。

从本文的分析可知，在利用星间测距的自主

定轨中，由于不可观测性的存在，升交点赤经是不

能很好地得到修正的。目前的自主定轨方法中，

这个参数的精度主要依靠预报的精度，也就是初

值Ω０ 和Ω的精度。分析表明，固体潮和海潮对

Ω影响较大，进而会影响到Ω狋，并最终影响到自

主定轨的结果。

３　潮汐摄动对导航卫星自主定轨的

影响

３．１　自主定轨方案

１）数据模拟。以 ＧＰＳ系统为对象，选择了

２００７０４２２～２００７０８０９共１１０ｄ中没有发生机

动的２３颗卫星进行星间测距数据模拟。模拟时，

所加的测量噪声的均方差为０．７５ｍ，其为Ｂｌｏｃｋ

ＩＩＲ卫星进行星间距离测量时的测量噪声
［１３］。具

体的数据模拟方法参照文献［２］。

　　２）解算策略。基于广播星历初值及相应的精

度信息，采用了最小二乘配置法对１１０ｄ的星间模

拟观测数据进行了解算，可以很好地解决秩亏性问

题，实现自主定轨。解算时，采用了统一处理模式，

同时估计２３颗卫星的轨道状态向量（位置、速度及

动力学模型参数）以及钟差参数，并以ＩＧＳ的精密

星历作为真值来评价分析自主定轨的结果。

本文中，如果没有特别说明的话，均进行了潮

汐改正，所采用的模型选自文献［１２］。

自主定轨的解算策略如表１所示。

表１　自主定轨解算策略

Ｔａｂ．１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ｆ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Ｏｒｂｉｔ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参　数 模　型

观测量
星间模拟距离观测值（观测噪声均方差

为７５ｃｍ）

采样间隔 １５ｍｉｎ

潮汐改正 固体潮、海潮［１２］

恒星星历 ＪＰＬ的ＤＥ４０５

重力场模型及阶次 ＥＧＭ９６　１０阶

光压模型 ＪＰＬ的ＧＳＰＭ．０４模型［１３］，２参数

ＥＯＰ ＩＥＲＳＥＯＰ参数

积分器及步长 ＲＫ４阶、ＡｄａｍｓＣｏｗｅｌｌ１２阶　６０ｓ

估计器 最小二乘配置法

状态参数 每个弧段中每颗卫星一组状态向量

钟差参数
每个卫星每个历元设置一个参数，并固

定ＰＲＮ２的钟差

３．２　自主定轨结果

表２给出的是按照上述方案和解算策略进行

１１０ｄ自主定轨解算后整个ＧＰＳ星座的ＲＭＳ统

计结果。犚表示整个星座的径向ＲＭＳ；犃表示切

向的ＲＭＳ；犆表示法向的ＲＭＳ；Ｃｌｏｃｋ表示钟差

的ＲＭＳ；ＵＲＥ为用户距离误差的 ＲＭＳ，是用以

衡量卫星自主定轨的一项重要指标，其计算公式

为［１］：

ＵＲＥ＝ （犚－ＣＬＫ）
２
＋
１

４９
（犃２＋犆

２

槡 ）

式中，ＣＬＫ为卫星的钟差。

图３给出的是按照上述方案和解算策略进行

１１０ｄ自主定轨解算时，ＰＲＮ１３卫星的切向、法

向、ＵＲＥ和升交点赤经的变化图。

表２　１１０犱的整个星座自主定轨结果

Ｔａｂ．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Ｏｒｂｉｔ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ＰＳＣｏｎｓｔｅｌｌａ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１１０Ｄａｙｓ

自主定

轨天数

不顾及潮汐摄动 顾及潮汐摄动

犚／ｍ 犃／ｍ 犆／ｍ Ｃｌｏｃｋ／ｎｓ ＵＲＥ／ｍ 犚／ｍ 犃／ｍ 犆／ｍ Ｃｌｏｃｋ／ｎｓ ＵＲＥ／ｍ

１ ０．０４ ０．４６ ０．４９ ０．５２ ０．１５６ ０．０４ ０．４４ ０．４６ ０．５２ ０．１５３

１０ ０．０３ ０．５２ ０．５６ ０．５３ ０．１７９ ０．０３ ０．４９ ０．５３ ０．５３ ０．１７５

３０ ０．０４ １．０９ １．２２ ０．５１ ０．２８０ ０．０４ ０．７６ ０．９５ ０．５１ ０．２３１

９０ ０．０３ ４．５６ ４．８３ ０．５３ ０．９８２ ０．０３ １．４３ １．７１ ０．５３ ０．３７０

１１０ ０．０３ ５．７５ ６．０５ ０．４９ １．２２０ ０．０３ １．６４ １．８７ ０．４９ ０．３９３

６９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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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１１０ｄ中潮汐对ＰＲＮ１３卫星的自主定轨结果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Ｔｉｄｅ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ｏｎ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Ｏｒｂｉｔ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Ｎ１３Ｄｕｒｉｎｇ１１０Ｄａｙｓ

　　从表２中可以看出，顾及潮汐摄动后，整个星

座的切向误差、法向误差及 ＵＲＥ的增长得到了

有效控制，在自主定轨第１１０ｄ时，此３项误差的

ＲＭＳ分别为１．６４ｍ、１．８７ｍ、０．３９３ｍ，而忽略潮

汐摄动时，此３项数值的ＲＭＳ分别为５．７５ｍ、

６．０５ｍ、１．２２０ｍ，轨道的切向误差和法向误差分

别相差４ｍ左右。从图３可以看出，顾及潮汐与

否会使得自主定轨第１１０ｄ时ＰＲＮ１３卫星的升

交点赤经误差之差达到８５ｍｓ，引起大约１１ｍ的

轨道偏差。可见，顾及潮汐摄动后，自主定轨精度

有了较大的提高，与目前ＧＰＳ地面监控系统所计

算的未加入预报误差的轨道的ＵＲＥ大致处于一

个量级［１４，１５］，其主要原因是：潮汐摄动对导航卫

星的法向摄动加速度会影响卫星的升交点赤经的

变率Ω，进而影响到Ω狋，并最终影响到与轨道空

间方向相关的切向和法向的定轨误差。因此，在

高精度的自主定轨中，必须顾及潮汐影响。

在图２中，顾及潮汐摄动与否，在第１１０ｄ时

可引起ＰＲＮ１３卫星的升交点赤经的误差之差达

１６９ｍｓ，在图３中为８５ｍｓ，可见自主定轨后升交

点赤经的误差之差缩小了，其主要原因是：在仅利

用测距的自主定轨中，虽然距离观测值对于各个

卫星升交点赤经中变化相同的部分（即星座整体

旋转）不能进行很好的校正，但对于各个卫星升交

点赤经中的不同部分却可以进行很好的校正。

需要说明的是，潮汐摄动对自主定轨的影响

方式与传统的地面定轨有很大的不同。在地面定

轨中，星地间的距离观测值对星座的整体旋转具

有约束和校正能力，而且每个时段的轨道都主要

是依据定轨站的坐标来确定的，星历误差不会向

下传递，因此，即使在力模型中未顾及潮汐摄动也

不会对定轨结果产生很大的影响。而在自主定轨

中，情况却有了很大的不同：① 潮汐摄动对轨道

面法线方向的摄动加速度犳犠 将导致卫星升交点

赤经产生变化ΔΩ，而星间距离观测值对ΔΩ犻 中

的公共部分（即星座整体旋转）却无任何约束和校

正能力，从而影响定轨结果；② 上述误差又将通

过先验信息这一渠道影响下一时段的定轨结果。

③ 在新时段中，由于力模型不够精确，还将产生

新的误差，通过这种传承和不断加大的过程，自主

定轨的结果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越来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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