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５卷 第１１期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３５Ｎｏ．１１

Ｎｏｖ．２０１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０９１５。

项目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４０６３７０３４，４０７０４００４）。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８６０（２０１０）１１１３３１０４ 文献标志码：Ａ

犌犚犃犆犈卫星犌犘犛数据系统误差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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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ＧＲＡＣＥ卫星在掩星天线关闭和开启状态下ＧＰＳ观测数据中系统误差的分布情况。结果表

明，在掩星天线开启时，观测数据中存在着由于“信号串扰”引起的系统误差，其在消电离层组合犘３ 上的数值

最大可达６ｍ，而对载波相位的影响相对较小。进一步采用降权方法分析了犘３ 观测值对精密定轨的影响。

当犘３ 组合观测值标准差大于等于４．０ｍ时，定轨精度达到最优，在犡、犢 和犣 轴的定轨精度分别为３．９ｃｍ、

４．０ｃｍ和３．３ｃ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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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收机天线接收到的直接来自于卫星的信号

（直接波）和接收机天线附近反射物所反射的卫星

信号（间接波）在进入天线后产生干涉，从而使观

测值偏离真值的现象称为“多路径效应”，由此产

生的定位误差称为多路径误差［１］。多路径误差与

信号的传播路径、强度、反射信号的极化以及接收

机内部的噪声特性等相关。载波相位多路径效应

误差的最大值为波长的１／４，而码观测值的多路

径误差最大可达码长的１／２
［２］。为了抑制多路径

效应的影响，用于科学研究任务的星载ＧＰＳ接收

机都采用扼流圈天线，以尽可能地减小多路径效

应的 影 响［３５］。然 而，Ｍｏｎｔｅｎｂｒｕｃｋ 和 Ｋｒｏｅｓ

（２００３）对ＣＨＡＭＰ卫星ＧＰＳ观测数据的分析表

明，其观测数据中存在着明显的系统误差，且与实

验室环境下观测到的多路径误差分布特点明显不

同。分析表明，这种类似于多路径效应的系统误

差是精密定轨天线与掩星天线的信号在进入到接

收机后形成干涉引起的，并将其称为“信号串扰”

系统误差［３］。Ｋｒｏｅｓ（２００６）分析了２００４年７月

２８日至２９日ＧＲＡＣＥ卫星的ＧＰＳ观测数据，发

现在掩星天线开启时，ＧＲＡＣＥ卫星ＧＰＳ观测数

据中同样也存在“信号串扰”系统误差。但是，限

于当时观测数据有限，对ＧＲＡＣＥ卫星中的“信号

串扰”系统误差还有待进一步分析［４］。

１　星载犌犘犛观测值及多路径组合

ＧＲＡＣＥ卫星上的ＢｌａｃｋＪａｃｋ接收机由２个

全向精密定轨（ＰＯＤ）天线（一个安装在天顶方

向，称为主精密定轨天线；另一个安装在ＧＲＡＣＥ

卫星后侧，与星固坐标系的狓轴指向相反，作为

备用精密定轨天线）、一个高增益螺旋天线和一个

接收机电子处理箱组成。天顶方向的精密定轨天

线可同时跟踪达１２颗ＧＰＳ卫星，用于在轨导航

和为联合地面数据精密定轨提供观测数据。安装

于后侧的螺旋天线用于掩星观测，以获取如气压、

温度和湿度等大气参数。ＧＲＡＣＥ 卫星上的

ＢｌａｃｋＪａｃｋ接收机采用１６个跟踪信道，其中１２个

用于精密定轨，４个用于掩星测量
［６］。

ＧＲＡＣＥ卫星ＲＩＮＥＸ格式的ＧＰＳ观测数据

共提供９种观测值，包括三种码观测值（Ｃ／Ａ码

即犆１ 码、犘１ 码和犘２ 码）、三种载波相位观测值

（犔犃、犔１ 和犔２）和三种信噪比观测值（犛犃、犛１ 和

犛２）
［７］。

用于分析犆１ 码、犘１ 码和犘２ 码上多路径效应

的组合方程如下［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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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Φ表示载波相位观测值，狉、狊分别表示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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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差等系统偏差，在一个连续的载波相位跟踪弧

段内为常数；δＭｕｌ，犻为多路径效应；ε犻为载波相位观

测值噪声（犻为犆１、犘１ 或犘２）；α＝犳
２
１／犳

２
２，犳１、犳２分

别为犔１ 和犔２ 的频率。多路径效应组合方程消除

了距离相关误差和电离层误差的影响，组合中仅

包含系统偏差和多路径效应误差，因此，如果将系

统偏差去除，则可以用上述组合来分析多路径效

应误差的大小和分布。

２　犌犚犃犆犈卫星信号干涉系统误差

分析方法

　　根据 Ｍｏｎｔｅｎｂｒｕｃｋ和Ｋｒｏｅｓ（２００３）的研究表

明，“信号串扰”系统误差产生的原理与多路径效

应完全相同，前者的干扰信号是由掩星天线引起

的，而后者的干扰信号是由于反射物反射引起的，

因此两者的研究方法也相似，即均可采用式（１）～

式（３）来计算伪距观测值上的“信号串扰”系统误

差。由于多路径误差和“信号串扰”系统误差均是

由信号干涉引起的，因此下文将组合式（１）～式

（３）称为干涉误差组合。为了减弱多路径效应的

影响，ＧＲＡＣＥ卫星采用了扼流圈天线，因此其多

路径误差可得到很好的抑制。由此可知，在掩星

天线关闭时，伪距观测值中应不存在多路径效应。

而在掩星天线开启时，伪距观测值中应存在与多

路径效应类似的呈周期性变化的“信号串扰”系统

误差。

由于“信号串扰”系统误差的变化规律与

ＧＲＡＣＥ和ＧＰＳ卫星的相对关系相关，因此在分

析其变化规律时，应将其转换到ＧＲＡＣＥ卫星星

固坐标系中，以研究其与方位角和高度角的关系。

ＧＲＡＣＥ卫星定义了几种不同的星固坐标系，其

中，ｌｅｖｅｌ１Ｂ数据产品采用的星固系是科学参考框

架（ＳＲＦ），其狓轴指向另一颗ＧＲＡＣＥ卫星，狕轴

指向天底方向，狔轴与狓 轴和狕轴构成右手直角

坐标系［７］。本文在分析“信号串扰”系统误差时，

也采用上述科学参考框架坐标系，但是由于上述

坐标系中狕轴指向天底方向，相对于该坐标系计

算的卫星高度角是负的（假设所有的ＧＰＳ卫星均

在ＧＲＡＣＥ卫星框架平面之上），因此为便于直观

分析，本文将狕轴转换为指向天顶方向。

根据干涉误差组合公式（１）～（３），ＧＲＡＣＥ

卫星的信号干涉误差（当掩星关闭时，信号干涉误

差为多路径误差，而当掩星天线开启时，信号干涉

误差主要为“信号串扰”系统误差）分析的具体步

骤如下：① 利用一个弧段中大于某一卫星高度角

（如４０°）的干涉误差组合观测值，计算该弧段的

载波相位模糊度偏差；② 将模糊度偏差代入到该

弧段内所有干涉误差组合方程中，逐个计算信号

干涉系统误差值；③ 按卫星高度角和卫星方位角

将观测值分布划分成格网（如高度角间隔为０．５°，

方位角间隔为１．０°），然后计算每个格网点附近

一定范围内的平均值。

３　信号串扰系统误差数值分析

在计算某个格网点系统误差平均值时，选择

的方位角和高度角半径分别为１°和０．５°，且卫星

观测数不少于１５个。２００６年５月１９日至２１

日，ＧＲＡＣＥＡ卫星掩星天线关闭时，观测数据中

的多路径误差如插页Ⅱ彩图１（ａ）所示，图中心处

的空白是由于格网点附近的卫星观测数少于１５

个，系统误差没有被计算引起的，其他图中空白的

产生原因与此相同。由插页Ⅱ彩图１（ａ）可见，在

掩星天线关闭时，ＧＲＡＣＥ卫星中的犆１、犘１ 和犘２

伪距观测值中不存在明显的多路径误差，这是由

于ＧＲＡＣＥ卫星采用了扼流圈天线的缘故。

插页Ⅱ彩图１（ｂ）为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３日至２５日

掩星天线开启时，ＧＲＡＣＥ卫星ＧＰＳ观测数据中

“信号串扰”系统误差的分布情况。可以清晰地发

现，在卫星天空图的后半平面内存在非常清晰的条

纹状误差，其分布与 Ｍｏｎｔｅｎｂｒｕｃｋ等（２００３）分析的

ＣＨＡＭＰ卫星的系统误差分布情况相同。该系统

误差是在掩星天线开启后，ＧＰＳ卫星信号同时进入

掩星天线和主精密定轨天线，进而在接收机内部形

成干涉引起的，也即“信号串扰”系统误差［２］。与

ＣＨＡＭＰ卫星的分布不同，ＧＲＡＣＥ卫星的系统误

差变化频率要快，且绝对值也比ＣＨＡＭＰ卫星的

要大。这很可能是由于ＧＲＡＣＥ卫星的掩星天线

与主精密定轨天线之间的距离比ＣＨＭＡＰ卫星的

对应距离要长引起的。对比犆１ 码、犘１ 码和犘２ 码

２３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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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号干扰”系统误差分布可以看出，犆１ 码的数

值变化范围与犘１ 码的数值变化范围相当，而犘２

码的数值变化范围要比上述两者大得多。此外，

从分布范围上来看，犆１ 码的“信号干扰”系统误差

主要分布在后半球面高度角低于５０°的范围，犘１

码的主要分布在后半球面高度角低于３０°的范

围，而犘２ 码的则几乎分布于整个后半球面。

掩星天线开启前后的伪距和载波相位消电离

层组合的残差分布见插页Ⅱ彩图２。在计算上述

残差时，采用的精密轨道来自ＧＦＺ提供的事后精

密科学轨道。由插页Ⅱ彩图２可知，在掩星天线

关闭时，伪距消电离层组合犘３ 的残差不存在明

显的系统误差。而在掩星天线开启时，犘３ 组合观

测值残差中存在明显的系统误差，即“信号串扰”

系统误差。插页Ⅱ彩图２中的载波相位消电离层

组合犔３ 的残差分布基本相同，均不存在明显的系

统误差。这是因为信号干涉误差（多路径效应误

差和“信号串扰”系统误差）在载波相位上的最大

误差值为波长的１／４，因此对于犔１ 和犔２ 观测值

来说，最大的“信号串扰”系统误差值分别约为

４．８ｃｍ和６．１ｃｍ，而这与载波相位观测值的综合

误差水平相当，因此在最终的定轨结果中无法分

辨出来。

４　“信号串扰”系统误差处理方法及

其影响

　　 由上述分析可知，在掩星天线关闭时，

ＧＲＡＣＥ卫星观测值中几乎不存在多路径效应误

差，而当掩星天线开启时，伪距消电离层组合中的

“信号串扰”系统误差值可达±６ｍ，因此掩星天

线开启时，必须考虑伪距“信号串扰”系统误差的

影响。而无论是掩星天线关闭还是开启时，载波

相位消电离层组合中均不存在明显的系统误差。

由此可知，如果在精密定轨中仅采用载波相位观

测值，则精密定轨精度不会受到影响。然而如果

只采用载波相位观测值，则参数估计时，法方程容

易受到异常观测值的影响。为了既获得高精度的

定轨精度，又保证参数估计的稳健性，在精密定轨

时，必须同时采用伪距和载波相位观测值。因此，

在掩星天线开启时，必须对伪距观测值中的“信号

串扰”系统误差进行处理，具体方法为：一是建立

准确的模型，将其从观测值中改正掉，但是这种方

法比较复杂；另一种就是在精密定轨时给伪距观

测值设定一个合理的方差，也即在参数估计时给

定一个合理的权，从而克服“信号串扰”系统误差

对最终定轨结果的影响。相比较而言，后者比较

容易实现，也是本文采用的处理方案。

在采用降权处理方法时，笔者分析了伪距消电

离层组合方差大小与精密定轨精度之间的关系，在

精密定轨计算中采用的观测数据为２００８年８月１

日（掩星天线开启时）ＧＲＡＣＥＡ卫星的观测数据，

采用的参考轨道为ＧＦＺ提供的事后精密科学轨

道。表１给出了不同伪距消电离层组合标准差值

对精密定轨精度的影响。可以看出，当将伪距消电

离层组合标准差设置为１．０ｍ时，对应的精密定轨

精度在犡、犢 和犣轴方向的精度分别为６．１ｃｍ、

４．７ｃｍ和４．６ｃｍ。而当标准差值大于４．０ｍ时，

其定轨精度可达到最高，在犡、犢 和犣轴方向的精

度分别可达３．９ｃｍ、４．０ｃｍ和３．３ｃｍ。

表１　伪距消电离层组合标准差值对精密

定轨精度的影响

Ｔａｂ．１　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ｔｈｅＥｍｐｌｏｙｅｄ犘３ＲＭＳＶａｌｕｅｓ

ｏｎｔｈｅＯｒｂｉｔ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伪距消电离层组合

标准差／ｍ

精密定轨精度／ｃｍ

犡轴 犢 轴 犣轴

１．０ ６．１ ４．７ ４．６

２．０ ４．３ ４．２ ３．４

３．０ ４．２ ４．１ ３．３

≥４．０ ３．９ ４．０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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