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犜狉犻犘软件非差几何法精密定轨精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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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ＴｒｉＰ软件作为非差定轨解算的软件，通过设置不同的截止高度角和采用不同的定权策略，解算了部

分ＧＲＡＣＥ卫星的星载接收机实测数据，通过结果分析得到了较优的截止高度角和定权函数估计策略。利用

ＴｒｉＰ软件采用较优的估计策略解算得到了４个月的ＧＲＡＣＥ卫星定轨结果，将其与ＪＰＬ中心提供的轨道进行了

对比分析。结果表明，ＴｒｉＰ软件的几何学定轨精度为５～６ｃｍ，与目前国内外几何学定轨精度在同一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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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密定轨的方法目前主要有几何法定轨、动力

学定轨以及简化动力学定轨３类。国际上一些相

关的著名研究机构都研制了相应的定轨软件，如

ＪＰＬ研制了采用平方根滤波估计方法的非差定轨、

定位软件ＧＩＰＳＹ；ＧＦＺ研制了采用最小二乘估计

方法的非差定轨、定位软件ＥＰＯＳ；美国戈达德空

间研究中心研制了动力学定轨软件ＧＥＯＤＹＮ。国

内近年来 也加快了对星载ＧＰＳ低轨卫星定轨方法

的研究［１４］，如上海天文台、武汉大学等在低轨卫星

ＧＰＳ定轨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研制了星载ＧＰＳ

定轨软件如ＳＨＯＲＤＥ、ＰＡＮＤＡ等。

低轨卫星几何法精密定轨可通过处理非差、

双差或三差观测值３种模式来完成。采用双差或

三差模式需要联合处理地面数据，以形成差分观

测值。本文采用非差模式进行解算，需要获取

ＧＰＳ高精度卫星星历和钟差信息
［５］。将ＧＲＡＣＥ

卫星作为定轨的研究对象，选取ＧＲＡＣＥ卫星４

个月的实测数据，利用Ｔｒｉｐ软件对ＧＲＡＣＥ卫星

的位置进行了解算。

１　犜狉犻犘软件介绍

ＴｒｉＰ软件是武汉大学研制的一款专业高精

度ＧＰＳ精密单点定位数据处理软件，该软件主要

包括数据预处理模块、误差改正模块和精密单点

定位的参数估计模块［６］。本文采用该软件进行几

何定轨解算。

１）数据预处理。数据预处理在几何学定轨方

法中非常重要，本文中的周跳只进行探测，不进行

修复，对于每个出现周跳的地方增加一个模糊度参

数，周跳探测方法采用改进的ＴｕｒｂｏＥｄｉｔ方法
［７］。

２）误差改正。对于ＧＲＡＣＥ卫星定轨，其不

受对流层延迟的影响，因此无需考虑。

３）参数估计。采用递归最小二乘方法来解

算轨道坐标、接收机钟差及组合后的相位模糊度

参数。

２　不同估计策略分析

２．１　截止高度角的选择

当设定一定截止高度角时，小于截止高度角

的观测值都将被剔除。截止高度角的选取对于定

轨结果质量有一定的影响，高度角选取过大，会屏

蔽一些有用的观测数据，并使卫星的几何强度变

差；截止高度角选取过小，又会引入质量差的观测

值，有可能损害定轨精度。因此，需要选取一个合

适的截止高度角。

２．２　高度角定权函数的选择

由于不同高度角的观测数据的质量有所差

别，因此，不能采用等权的方式定权，一般根据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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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角对观测值进行定权。目前的定权函数有多种

形式，选择合适的定权函数有利于定轨精度的提

高。

Ｂｅｒｎｅｓｅ软件采用如下定权方式
［８］：

ω（狕）＝ｃｏｓ
２（狕） （１）

还有一种定权函数定义如下：

ω（狕）＝
２ｃｏｓ（狕），狕＞３０°

１，狕≤３０｛ °
（２）

式中，狕＝９０°－犈，为ＧＰＳ卫星天顶距；犈为ＧＰＳ

卫星高度角。

２．３　不同估计策略对定轨结果的影响

为了分析不同截止高度角和不同权函数的影

响，本文选定３种方案对 ＧＲＡＣＥ＿Ａ卫星２００５

年年积日３０９～３１３共５ｄ的数据进行定轨解算，

以得到较优的解算方案。方案策略如下：① 截止

高度角设定为５°，定权函数采用式（２）；② 截止高

度角设定为１０°，定权函数采用式（２）；③ 截止高

度角设定为５°，定权函数采用式（１），得到解算结

果并作出相应的统计图，如图１所示。图中，犚表

示轨道径向，犜表示轨道切向，犖 轨道法向。

图１　ＧＲＡＣＥ＿Ａ卫星定轨结果ＲＭＳ值对比（年积日３０９～３１３）

Ｆｉｇ．１　ＲＭＳｏｆＰＯ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ＧＲＡＣＥ＿Ａ（ＤＯＹ３０９３１３）

　　从图１可以看出，虽然各天以及各方向的

ＲＭＳ值大小不一，但方案①的ＲＭＳ值绝大多数

要低于方案②和方案③，即采用５°截止高度角和

式（２）定权策略结果较优。这可能是因为截止高

度角设置为５°时采用了更多的观测值，保证了足

够的观测卫星数及卫星几何图形强度。而定权函

数式（２）认为高度角在低于６０°时，其受到高度变

化的影响较大，采用ω＝２ｃｏｓ（狕）的形式；而在大

于６０°时，各观测值的影响基本上是相同的，取为

１，这一方式比较有效地体现了按高度角定权的影

响。因此，将截止高度角犈 设定为５°，观测值定

权函数采用式（２）进行定轨解算，是实现合理数据

筛选以及利用不同质量数据的较优方案。

３　精密定轨结果及精度分析

为了评价 ＴｒｉＰ软件的定轨精度，笔者利用

ＴｒｉＰ软件采用最优的策略处理了２００５１１、２００６

１１、２００７１１、２００８１１共４个月的ＧＲＡＣＥ卫星的

实测数据，得到了几何学定轨结果，将定轨结果与

ＪＰＬ提供的轨道比较作差，得到犚犜犖 坐标系下

的偏差。

３．１　单天结果

为了清晰直观地看出轨道偏差的情况，先对

某一天的定轨结果进行分析，选择ＧＲＡＣＥ＿Ａ卫

星在２００８１１２２（年积日３２８）的结果，作出该天

在犚、犜、犖３个方向的偏差曲线图，如图２所示，

其中历元采样间隔为１ｍｉｎ，其平均偏差、标准偏

差统计如表１所示。

图２　ＧＲＡＣＥ＿Ａ卫星定轨偏差（年积日３２８）

Ｆｉｇ．２　Ｏｒｂｉｔ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ｆＧＲＡＣＥ＿Ａ（ＤＯＹ３２８）

８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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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犌犚犃犆犈＿犃卫星定轨偏差统计（年积日３２８）

Ｔａｂ．１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ＧＲＡＣＥ＿ＡＯｒｂｉｔ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偏差统计 犚方向／ｍ 犜方向／ｍ 犖 方向／ｍ

平均偏差 ０．００９４ －０．００８０ ０．０００３

标准偏差 ０．０４５１ ０．０４８７ ０．０３８２

３．２　星间基线对比

将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１日至１０日（年积日３０５～

３１４）的 ＴｒｉＰ软件解算的定轨结果星间基线和

ＪＰＬ中心提供的定轨结果星间基线作差，对偏差

结果进行统计，得到平均偏差统计图（由于年积日

３０８ｄ的观测数据质量太差，未得到定轨结果，因

此未进行统计），如图３所示。表２列出了犡、犢、

犣３个方向基线偏差的ＲＭＳ值。

表２　星间基线偏差ＲＭＳ值统计（年积日３０５～３１４）

Ｔａｂ．２　ＲＭ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年积日／ｄ 犡方向／ｍ 犢 方向／ｍ 犣方向／ｍ

３０５ ０．０７１０ ０．０７０６ ０．０５６７

３０６ ０．０５０４ ０．０３７９ ０．０４６１

３０７ ０．０８９１ ０．０５６５ ０．０７１０

３０９ ０．０６１６ ０．０６３９ ０．０６６１

３１０ ０．０３３４ ０．０３９４ ０．０４００

３１１ ０．０８４７ ０．０９９０ ０．０７１９

３１２ ０．０５４８ ０．０６０２ ０．０６０３

３１３ ０．０４７６ ０．０４６５ ０．０４７２

３１４ ０．０８１３ ０．０６６７ ０．０６１４

图３　星间基线偏差平均偏差统计（年积日３０５～３１４）

Ｆｉｇ．３　Ｂｉａ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ｓａｔｅｌｌｉｚｅ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ＤＯＹ３０５３１４，２００５）

３．３　总体统计结果

将４个月的偏差值分别进行统计，得到每个

月犚犜犖 方向的平均偏差和ＲＭＳ值，如图４及表

３所示，图４中 犃、犅 分别表示 ＧＲＡＣＥ＿Ａ 和

ＧＲＡＣＥ＿Ｂ卫星。由于几何学轨道完全不考虑动

力学模型，因此在某些观测值较少或观测条件较

差的时段，定轨结果会非常差，某些历元的轨道偏

差可能大于５０ｃｍ。经统计，本文解算的４个月

中，大于５０ｃｍ 的历元占所有历元的比例约为

０．２３％左右，可认为是解算结果的粗差。为了对

结果进行有效的统计，本文在剔除了轨道偏差大

于５０ｃｍ的历元后，再对平均偏差和 ＲＭＳ值进

行统计。

图４　ＧＲＡＣＥ＿Ａ和ＧＲＡＣＥ＿Ｂ总体平均偏差统计

Ｆｉｇ．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ｖｅｒａｇｅＢｉａｓｏｆＧＲＡＣＥ＿Ａ

ａｎｄＧＲＡＣＥ＿Ｂ

表３　犌犚犃犆犈＿犃和犌犚犃犆犈＿犅总体犚犕犛值

统计（４个月）

Ｔａｂ．３　ＲＭＳ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ＧＲＡＣＥ＿ＡａｎｄＧＲＡＣＥ＿Ｂ

时间 卫星 犚／ｍ 犜／ｍ 犖／ｍ ３Ｄ／ｍ

２００５１１
ＧＲＡＣＥ＿Ａ ０．０５９０ ０．０５９７ ０．０４７６ ０．０９６５

ＧＲＡＣＥ＿Ｂ ０．０５３７ ０．０５３２ ０．０４３５ ０．０８７２

２００６１１
ＧＲＡＣＥ＿Ａ ０．０５７０ ０．０６１３ ０．０４９１ ０．０９７０

ＧＲＡＣＥ＿Ｂ ０．０７１０ ０．０７４６ ０．０５７２ ０．１１７８

２００７１１
ＧＲＡＣＥ＿Ａ ０．０５８６ ０．０５９９ ０．０４７９ ０．０９６５

ＧＲＡＣＥ＿Ｂ ０．０７０９ ０．０７３７ ０．０５７４ ０．１１７３

２００８１１
ＧＲＡＣＥ＿Ａ ０．０４８０ ０．０４９０ ０．０３８１ ０．０７８５

ＧＲＡＣＥ＿Ｂ ０．０５２２ ０．０５３０ ０．０４００ ０．０８４４

３．４　精度分析

从图２中可以看出，该天３个方向的偏差基

本在１０ｃｍ范围内，平均为５～６ｃｍ左右，由于受

到观测数据质量较差的影响，少部分时间段会出

现２０～３０ｃｍ左右较大的偏差，如犚方向出现了

２８ｃｍ左右的最大偏差，该结果反映了ＴｒｉＰ软件

几何法定轨的一般情况。

从图３中可以看出，在２００５年年积日３０５～

３１４时间段，犡、犢、犣３个方向的星间基线偏差的

平均偏差基本在１～２ｃｍ左右，表２则表明基线

偏差的ＲＭＳ值为４～９ｃｍ 左右，平均为６～７

ｃｍ，若两颗卫星的误差不相关，按照误差传播率，

假设单颗的误差为５～６ｃｍ，则基线偏差将为８～

１０ｃｍ，但本文的基线结果偏差要稍好于这一结

果，推测其原因可能是两颗卫星之间存在误差相

关性，具体原因需要作更深入的研究，本文暂不作

探讨。

从图４可知，犚、犜、犖３个方向的平均偏差基

本在２ｃｍ以内，且并不存在明显的系统性偏差。

从表３中可以看出，３个方向的ＲＭＳ值在４～７

ｃｍ范围内，总体平均水平优于６ｃｍ，三维 ＲＭＳ

９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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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总大小为８～１２ｃｍ左右；ＧＲＡＣＥ＿Ａ卫星的

结果稍好于ＧＲＡＣＥ＿Ｂ卫星的结果；犖 方向的结

果略优于犚 和犜 方向的结果，这可能是由于径向

和切向的方向和速度时刻发生着较大的变化，受

到的阻力等的影响较大，从而产生的误差也相对

较大，而法向基本上不会发生剧烈的方向或速度

的变化；４ａ的结果之间，精度则基本相当。

综上所述，ＴｒｉＰ软件单天定轨结果达到５～６

ｃｍ左右的精度，结果中存在少数历元偶尔会出现

较大偏差，需要得到更好的解决，以保证定轨解算

的可靠性；星间基线的精度能达到６～７ｃｍ，且不

存在明显的系统性偏差；定轨精度在４～７ｃｍ内。

因此，与ＪＰＬ中心提供的轨道相比，ＴｒｉＰ软件几

何学定轨精度能够达到５～６ｃｍ的精度，该精度

与国内外几何学定轨精度处于同一量级。

本文分析中不可避免地多次遇到粗差问题，

这说明几何法定轨受到粗差观测值和观测条件的

影响严重，因此单纯依靠目前的几何法定轨无法

保证定轨结果的完全可靠性。如何有效地编辑星

载接收机的数据，以得到可靠的观测数据和解算

结果，以及几何法和动力学方法有效的结合等有

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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