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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地双向伪距模型的建立与仿真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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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下行伪距观测模型给出了上行伪距观测模型，比较了主要误差项对于上、下行伪距的不同影响，

并模拟了星地双向伪距数据，进一步处理了模拟数据，得到了星地钟差。通过与星地钟差的真值比较，验证了

算法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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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系统是导航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星地

时间同步是时间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星地时间

同步主要采用无线电时间同步方法，包括单向和

双向两种方式，ＧＰＳ和ＧＬＯＮＡＳＳ系统采用的是

无线电单向时间同步方法。星地双向测距用于时

间同步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实验方法探讨还很

少，误差影响方面研究也较少。基于此，本文开展

了星地双向时间同步方面的理论研究，并进行模

拟实验。

下行伪距类似于ＧＰＳ卫星的伪距观测值，很

多参考文献详细研究了它的数学模型、各项改正

等［１７］，研究已经很透彻。上行伪距尽管同下行伪

距有很多相似之处，区别也是十分明显的。本文

研究上行伪距的模型和各项改正，并同相应的下

行伪距项作了比较，分析差别，另外进行了数值模

拟分析，验证理论的可靠性。

１　数学模型

ＧＰＳ伪距观测模型，即下行伪距模型，表达

式为：

犚狊狉（狋狉，狋狊）＝ρ
狊
狉（狋狉，狋狊）－（δ狋狉－δ狋狊）犮＋δ犐＋

δ犜 ＋δＴＩＤＥ＋δ犕 ＋δ犚 ＋Δρ
狊
狉＋ε （１）

式中，犚狊狉（狋狉，狋狊）是下行伪距观测值；ρ
狊
狉（狋狉，狋狊）是卫

星在狋狊 时刻和天线在接收时刻狋狉 的几何距离；

δ狋狉、δ狋狊是接收机钟差和卫星钟差；δ犐、δ犜 是电离

层和对流层改正项；δＴＩＤＥ是地球固体潮和海潮影

响；δ犕 是多路径影响；δ犚 表示了相对论改正项；

Δρ
狊
狉是下行地球自转改正项；ε表示观测误差。

如果存在一个上行伪距，它的数学模型可以

参照式（１）写为：

犚狉狊（狋狊，狋狉）＝ρ
狉
狊（狋狊，狋狉）－（δ狋狊－δ狋狉）犮＋δ犐＋

δ犜 ＋δＴＩＤＥ＋δ犚 ＋Δρ
狉
狊＋ε （２）

式中，犚狉狊（狋狊，狋狉）是上行伪距观测值；狋狊 是卫星接收

上行信号时刻；狋狉 是天线发射信号时刻，且狋狊＝狋狉

＋Δ狋，Δ狋表示传播时间；ρ
狉
狊（狋狊，狋狉）是卫星在狋狊时刻

和地面发射天线在发射信号时刻狋狉 的几何距离；

δ狋狉、δ狋狊分别是地面站钟差和卫星钟差；δＴＥＤＥ是地

球固体潮和海潮对于地面发射站的影响；Δρ
狉
狊 是

上行地球自转改正项；δ犐、δ犜、δ犚 和ε意义同前。

比较式（２）和式（１）可见，上行伪距观测模型

同下行伪距观测模型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相同

点不再赘述，不同点将详细讨论。

１．１　几何距离项

对于上行和下行观测值而言，几何距离在本

质上没有区别，均为两个时刻卫星和站间的几何

距离。但是，由于发射和接收对象的不同，几何距

离是不同的，其几何关系如图１所示。上、下行伪

距假设同时发射，且暂未考虑地球自转影响。

由图１可见，在地固坐标系中，下行星地矢量

与上行星地矢量的关系为：

犡
狊
１

狉
１
＝犡

狊
狉＋Δ狉 （３）

式中，两个星地矢量都指向卫星，犡狊狉 是卫星在狋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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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上、下行几何距离关系图

Ｆｉｇ．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ＵｐＬｉｎｋａｎｄＤｏｗｎＬｉｎｋ

时刻的位置与地面基准站间的距离矢量；犡
狊
１

狉
１

是卫

星在接收地面信号时刻位置同地面基准站间的距

离矢量；Δ狉是信号传播期间卫星的运动距离。

由式（３）可推理，假设卫星是地球同步轨道卫

星，且星地时间严格同步，则上、下行几何距离相

等；如果卫星是非同步卫星，例如中轨导航卫星，

卫星在接收信号和发射信号时处于不同的空间位

置，则上、下行几何距离不相等，而且对于不同类

型的卫星和不同的测站而言，上行和下行几何距

离的差别不同。以ＧＰＳ卫星为例来研究上、下行

几何距离差，分为两种情况进行讨论。

１）测站纬度取０°，经度１７°，高度１５０ｍ，星

地钟差设定为０ｎｓ，分别模拟卫星４、卫星１０和

卫星３０同地面站间的上行和下行几何距离，上行

和下行距离差值见图２，其统计结果列于表１。

图２　在点（１７°，０°）上４、１０和３０号星上、

下行几何距离差值

Ｆｉｇ．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ｆＲａｎｇ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ＵｐＬｉｎｋａｎｄ

ＤｏｗｎＬｉｎｋ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ｏＲａｎｇｅｏｆＳｔａｔｉｏｎ（１７°，０°）

ａｎｄＳａｔ４，１０，３０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表１　在点（１７°，０°）上、下行几何距离差值

绝对值的统计结果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Ｒａｎｇ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ｆＵｐＬｉｎｋａｎｄ

ＤｏｗｎＬｉｎｋ

卫星号 均值／ｍ ＲＭＳ／ｍ 最大值／ｍ

４ １５．４ ２０．４ ５２．１

１０ ２４．６ ２７．９ ５２．１

３０ １６．１ ２１．２ ５３．５

　　２）测站纬度分别取０°、４５°和８０°，经度１７°，

高度１５０ｍ，星地钟差０ｎｓ，模拟３０号卫星上行

和下行几何距离，距离求差后表示在图３中，差值

统计结果列于表２。

图３　在纬度０°、４５°和８０°，经度１７°点上、

下行几何距离差值

Ｆｉｇ．３　Ｒａｎｇ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ｆＵｐＬｉｎｋａｎｄ

ＤｏｗｎＬｉｎｋａｔ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Ｗｈｉｃｈ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Ｂｅｉｎｇ

０°，４５°ａｎｄ８０°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表２　在不同纬度地区３０号星上、下行几何

距离差值绝对值统计结果

Ｔａｂ．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Ｒａｎｇ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ｆＵｐＬｉｎｋ

ａｎｄＤｏｗｎＬｉｎｋ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Ｐｏｉｎｔｓ

测站纬度 均值／ｍ ＲＭＳ／ｍ 最大值／ｍ

０° １６．１ ２１．２ ５３．５

４５° ３０．６ ３５．０ ６０．３

８０° ３３．２ ３７．８ ６３．５

　　由图２、表１可见，对于不同的ＧＰＳ卫星，由

信号传播时间引起的上、下行几何距离的差值不

同，０°地区任意选定３颗卫星的上、下行几何距离

差值绝对值的均值为１５～２５ｍ，最大值为５２～５４

ｍ。

由图３、表２可见，位于不同纬度地区的测站

与同一卫星互相观测，上、下行几何距离差值也不

同，卫星３０的上、下行几何距离差值绝对值的均

值为１６～３４ｍ，最大值为５３～６４ｍ，随着测站纬

度的升高，差值增大。由以上分析可知，由于信号

传播时间引起的上、下行几何距离的差值可达几

十ｍ，显然在时间同步处理中需要顾及该项影响。

在计算上、下行几何距离的差值改正时，需使用卫

星精密星历，且星历的相对精度优于０．３ｍ，以保

证该项改正对于钟差精度的影响小于１ｎｓ。

１．２　钟差项

比较式（１）和式（２），钟差项对于上行伪距和

下行伪距的影响是相反的，星地钟差引起的距离

差值将以２倍的数值表现在上下行伪距差值中。

另外，钟差的存在使得卫星和地面站不能同

时发射信号，从而引起几何距离不一致，其大小与

星地钟差有关，钟差越大，其影响越大。这里仅讨

７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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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钟差引起的星地收发信号时间不同，从而引起

上、下行路径差异，以ＧＰＳ４号星为例分别讨论

１０ｍｓ、１ｍｓ和０．１ｍｓ星地钟差引起的上下行几

何距离的差，差值统计结果列于表３。

表３　不同量级星地钟差引起的上、下行几何距离

差值绝对值的统计结果

Ｔａｂ．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Ｒａｎｇ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ｆＵｐＬｉｎｋａｎｄ

ＤｏｗｎＬｉｎｋ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ｖｅｌＣｌｏｃｋＯｆｆｓｅｔｓ

钟差／ｍｓ 均值／ｍ ＲＭＳ／ｍ 最大值／ｍ

１０ ３．８７ ４．３４ ６．７０

１ ０．３９ ０．４３ ０．６７

０．１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７

　　由表３可见，钟差分别为１０ｍｓ、１ｍｓ和０．１

ｍｓ时，由它引起的上、下行距离差值的ＲＭＳ约

为５ｍ、０．５ｍ和０．０５ｍ，显然钟差在成倍减小时

几何距离差值的量级也在成倍减小。从这一数值

分析可知，要达到１ｎｓ的同步精度，要求初同步

的精度为０．１ｍｓ。

１．３　对流层、电离层改正项

对流层项和电离层项与信号传播路径有关，

对于地球同步卫星而言，上、下行信号传播的路径

是重合的，因此这两项改正对于上、下行伪距观测

值影响相同（上、下行信号频率相同）；对于非地球

同步卫星，例如ＧＰＳ卫星，下行和上行路径相差

不大。假设星地钟差为零，计算表明在卫星高度

处两路信号相距约２００ｍ，因此这两项改正对于

上、下行伪距影响也基本相同。

考虑到上、下行信号的频率不同，则电离层对

于上、下行的观测值影响值不同，设定上行频率为

１３００．Ｄ６，下行频率为１２００．Ｄ６，计算上、下行电

离层改正，上行和下行电离层改正的差见图４，差

值ＲＭＳ为０．１４ｍ，最大值为０．８ｍ。

数值分析表明，电离层改正数值可以达到７

～８ｍ，而且随着天顶角的变大，改正量级越大。

由图４可见，不同频率的信号受到电离层影响不

同，在天顶角不是很大的时候，相差小于０．３ｍ，

天顶角较大时，差值可以达到０．８ｍ，在１ｎｓ的时

间同步精度下需要考虑该项的影响。

１．４　地球自转改正项

在地固系中计算星地距离，需要考虑地球自

转改正，但是在惯性系中不需顾及该项改正。

下行信号的地球自转改正为：

Δρ
狊
狉 ＝ ［（狉狉－狉狊）·狏狉］／犮 （４）

式中，Δρ
狊
狉是下行星地距离的地球自转改正项；狉狉、

狏狉分别是地面站的位置和速度矢量；狉狊 是卫星的

位置矢量；犮是光速。

参照下行信号的地球自转改正，可以写出上

行信号的地球自转改正为：

Δρ
狉
狊 ＝ ［（狉狊－狉狉）·狏′狊］／犮 （５）

式中，Δρ
狉
狊 是上行星地距离的地球自转改正项；狏′狊

是地球自转引起的卫星运动速度矢量，其余项同

上。由式（４）和（５）可见，地球自转改正项与地面

站或卫星的运动速度和站星间矢量有关，显然，

上、下行信号的地球自转改正不同。图５给出了

上、下行信号的地球自转改正值。

２　数据实验

本文综合以上各项改正，模拟了星地双向伪

距，并基于模拟观测值实现星地时间同步，评估星

地时间同步精度，验证算法的可靠性。实验中使

用的软件是自主研制的星地双向时间同步软件中

的星地双向观测数据模拟模块和星地双向时间同

步模块。根据钟差设定值不同，做两组模拟实验。

１）星地钟差取常量１ｍｓ，伪距噪声设定为

０．３ｍ，模拟５号星上、下行伪距观测值。然后处

理这组观测值得到星地钟差，并与星地钟差值１

ｍｓ进行比较。图６给出了计算星地钟差。计算

星地钟差呈现了随机误差特性，与钟差参考值符

合很好，两者差值的均值为 １ ｍｓ，标准差为

０．７２ｎｓ。

２）测站 ＢＯＲ１ 钟差采用国际 ＧＰＳ 服务

（ＩＧＳ）提供的精密钟差，卫星钟差设定为０ｎｓ，伪

距噪声设定为０．３ｍ，模拟上、下行伪距观测值，

然后处理这组观测值得到星地钟差，并与精密钟

差进行比较。图７给出了计算星地钟差和模拟观

测数据采用的钟差参考值。

由图７可见，星地钟差具有线性趋势，钟差估

计值与模拟采用的钟差参考值符合较好，两者差

值的均值为－０．０５ｎｓ，标准差为０．７３ｎｓ。

３　结　语

１）上、下行伪距模型尽管有很多相似之处，

但是它们还是具有十分明显的不同点，例如几何

路径不同、地球自转改正不同等。

２）上行和下行几何距离与卫星类型和测站

位置有关，研究表明，由信号传播时间引起的上、

下行几何距离的差值可达几十ｍ；测站纬度越高，

上、下行几何距离的差值幅度越大。

３）钟差的存在使得卫星和地面站不能同时

发射信号，从而引起上、下行信号传播路径不同，

８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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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上、下行观测值

的电离层改正差值

Ｆｉｇ．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Ｉｏｎｏｓ

ｐｈｅｒｉｃＣｏｒｒｅｃ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Ｕｐ

ＬｉｎｋａｎｄＤｏｗｎＬｉｎｋ

　

图５　上、下行伪距

的地球自转改正

Ｆｉｇ．５　Ｅａｒｔｈ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ｒｒｅｃｔｓ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ｏＵｐＬｉｎｋ

ａｎｄＤｏｗｎＬｉｎｋ

　

图６　实验１：星

地钟差计算值

Ｆｉｇ．６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Ｃｌｏｃｋ

ＯｆｆｓｅｔｓｉｎＴｅｓｔ１

　

图７　实验２：星地钟差

计算值和参考值

Ｆｉｇ．７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Ｃｌｏｃｋ

ＯｆｆｓｅｔｓａｎｄＩｔｓＲｅｆ

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ｓｔ２

其数值大小与星地钟差有关，钟差越大，影响越

大，要达到１ｎｓ的同步精度，要求星地钟初同步

的精度为０．１ｍｓ。

４）对流层项和电离层项与信号传播路径有

关，对于对流层项而言，下行和上行路径相差不

大，在时间上也是基本同步，因此改正基本相等；

对于电离层项，由于上下行频率不同，其数值不

同，在高精度时间同步中需要顾及。

５）数值分析表明，上、下行地球自转改正项

的大小相等、符号相反。

６）模拟试算表明，用精度为０．３ｍ的上、下

行伪距进行星地时间同步，同步精度优于１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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