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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非差运动学精密定轨的基本原理，比较分析了精密星历和钟差以及导航星座空间几何构形对

ＧＲＡＣＥ卫星非差运动学定轨的影响。数值分析表明，不同ＩＧＳ精密轨道对应的ＧＲＡＣＥ卫星运动学轨道精

度相当，而３０ｓ间隔和５ｓ间隔钟差对应的径向定轨精度分别为３．８ｃｍ和３．４ｃｍ，说明高采样率的精密钟差

有助于提高非差运动学精密定轨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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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星载ＧＰＳ接收机质量的提高，

美国ＳＡ政策的关闭，以及高精度ＧＰＳ卫星轨道

和钟差产品的发展，基于ＩＧＳ精密星历和钟差产

品的非差运动学精密定轨，因为其定轨模型简单，

逐渐成为了精密定轨领域新的研究热点［１，２］。此

外，非差运动学方法由于仅采用星载ＧＰＳ几何观

测数据，其轨道可以用于确定地球重力场，因此还

具有重要的科学研究意义［１，３］。

与地面ＧＰＳ观测数据不同，搭载在低轨卫星

上的星载ＧＰＳ接收机具有飞行速度快（ＧＲＡＣＥ卫

星的飞行速度约为８ｋｍ／ｓ）、跟踪的ＧＰＳ卫星空间

几何构形变化快，以及太空环境特殊（超低温、强辐

射和高真空）等特点［４］，因此，星载ＧＰＳ观测值中

将存在更多的粗差及周跳。此外，非差精密定轨中

由于采用了原始观测数据，因此还会直接受到ＧＰＳ

卫星精密星历、钟差以及导航星座几何构形的影

响。本文分析了不同ＧＰＳ卫星精密轨道和钟差产

品对非差运动学精密定轨的影响，以及非差运动学

轨道精度与导航星座空间几何构形之间的相关性。

１　非差运动学精密定轨基本原理

１．１　观测方程

在利用非差观测值进行定轨时，首先需要消

除各种系统误差的影响。按照误差分类，可将星

载ＧＰＳ误差分为：① 与ＧＰＳ卫星相关的相对论

效应、相位缠绕改正和相位中心改正；② 与大气

相关的电离层延迟改正；③ 与低轨卫星相关的相

对论效应改正、相位缠绕改正以及相位中心改正。

在各种误差中，相对论效应（包括ＧＰＳ卫星和低

轨卫星的）、相位缠绕改正和相位中心改正均可建

立准确统一的数学模型，而电离层延迟则与低轨

卫星的位置相关且无法建立全球统一准确的数学

模型，因此，星载ＧＰＳ精密定轨中的观测模型为

消电离层组合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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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犘３、犔３ 为伪距和载波相位消电离层组合观

测值；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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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机狉和ＧＰＳ卫星狊之间的几何距离；（狓狉，狔狉，

狕狉）和（狓
狊，狔

狊，狕狊）分别为接收机狉和ＧＰＳ卫星狊的

天线相位中心三维坐标；犮为真空中光速；δ狋狉 和

δ狋
狊分别为接收机和ＧＰＳ卫星钟差；δ

狊
ｒｅｌ、δ

狊
ｗｉｎｄｕｐ分

别为ＧＰＳ卫星的相对论效应改正和相位缠绕改

正；犅３ 为消电离层组合模糊度，此时不再具有整

数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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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１）、（２）的非差观测值是相对于天线相位

中心的，而ＩＧＳ及其分析中心提供的ＧＰＳ卫星位

置是相对于卫星质心的，因此需要将ＧＰＳ卫星位

置改正到天线相位中心，并在精密定轨时将其固

定作为位置基准，然后对相对论效应、相位缠绕改

正等系统误差进行改正，最后就可以采用最小二

乘或者卡尔曼滤波等参数估计方法进行精密定轨

定位［５］。此外，还需要改正由于地心地固参考框

架旋转引起的地球旋转效应。另外，接收机的相

对论效应和相位缠绕改正如果不加以改正，则会

被吸收到接收机钟差中，而不会对定轨定位结果

产生影响，这也是本文的处理方式。

精密定轨中的参数估计方法主要有两种：最

小二乘批处理和卡尔曼滤波。卡尔曼滤波的优点

是对计算机存储空间要求小，计算速度快，适合实

时数据处理，而最小二乘批处理最大的优点是解

算精度高，更适合于高精度事后精密定轨。由于

非差运动学定轨的主要目的是为重力场模型确定

提供精密轨道，因此，本文采用了最小二乘批处理

估计方法。

１．２　法方程结构及快速求解算法

假定接收机位置和钟差参数按观测历元先后

顺序排列在待估参数向量头部，模糊度参数排列

在待估参数向量尾部，则非差运动学定轨的待估

参数向量排列方式为［６］：

［犡Ｔ　犅
Ｔ］＝

［狓Ｔ１　…　狓
Ｔ
犻　…　狓

Ｔ
狀　犫１　…　犫犼　…　犫犿］

（３）

式中，犡Ｔ 为弧段的位置和钟差参数向量；犅Ｔ 为弧

段的模糊度参数向量；狓Ｔ＝［狉Ｔ犻 　犮δ狋犻］为历元狋犻

时刻对应的位置和钟差参数；犫犼 为弧段中第犼个

模糊度参数；狀为弧段的历元个数；犿为模糊度参

数的个数。由于位置和钟差参数仅与当前历元相

关，因此将其统称为历元参数。而只要低轨卫星

对某颗ＧＰＳ卫星保持连续跟踪，则对应的模糊度

参数在跟踪的弧段内为常数，因此，也称其为弧段

参数。

将观测弧段内所有观测方程按照上述参数排

列方式线性化后，并根据最小二乘准则犞Ｔ犘犞＝

ｍｉｎ，可得对应的法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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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Δ犡　Δ犅］
Ｔ 为待估参数初始向量［犡Ｔ０　

犅Ｔ０］的增量；犖犡犡＝ｄｉａｇ［犖１　犖２　…　犖狀］是由４

×４子矩阵构成的块对角阵；犖犻 是历元狋犻 时刻位

置和钟差参数对应的法方程系数阵，且与历元狋犻

时刻利用码观测值估计的位置和钟差参数的法方

程系数矩阵相同；犖犅犅为模糊度参数对应的法方

程系数；犖犡犅、犖犅犡为历元参数与弧段参数相关的

部分。犠犡、犠犅分别为法方程右函数中与历元参

数和弧段参数对应的矩阵。

对于１ｄ的ＧＰＳ跟踪数据，若间隔为１０ｓ，则

共有８６４０个观测历元。对于ＧＲＡＣＥ类型的低

轨卫星，１ｄ的跟踪弧段约有４００～５００个模糊度

参数。按照上述假设，对应法方程的维数约为

３５０００维。若直接求逆，对计算机内存要求很高，

而且计算非常耗时。为了加快数值计算，可以利

用法方程的稀疏特性，构造快速算法来求解法方

程［７］。

２　数值分析

２．１　犌犘犛卫星精密轨道和钟差对运动学定轨的

影响

在分析ＧＰＳ卫星精密轨道的影响时，采用了

２００８０８０１ＩＧＳ提供的不同类型的 ＧＰＳ卫星精

密轨道产品，而精密钟差则采用间隔为３０ｓ的产

品，具体方案为：①ＩＧＳ事后精密星历‘ｉｇｓ’和３０

ｓ间隔精密钟差；②ＩＧＳ快速精密星历‘ｉｇｒ’和３０

ｓ间隔精密钟差。

在分析ＧＰＳ卫星精密钟差的影响时，采用了

ＣＯＤＥ分析中心提供的３０ｓ和５ｓ间隔的精密钟

差产品［８］，而ＧＰＳ卫星精密轨道则为５ｍｉｎ间隔

的产品，具体方案为：① ＣＯＤＥ分析中心３０ｓ间

隔精密钟差和５ｍｉｎ间隔精密轨道；② ＣＯＤＥ分

析中心５ｓ间隔精密钟差和５ｍｉｎ间隔精密轨道。

在精密轨道精度分析时采用的参考轨道为

ＪＰＬ提供的ＧＲＡＣＥ卫星事后精密科学轨道。

采用非差运动学定轨方法对 ２００８０８０１

ＧＲＡＣＥＡ卫星进行了轨道确定，表１给出了两

种方案的非差运动学定轨精度。可以看出，两种

不同轨道产品对应的 ＧＲＡＣＥ卫星定轨精度相

当，其径向均方误差 ＲＭＳ相差仅为１ｍｍ，说明

ＩＧＳ提供的事后精密星历、快速星历的精度是相

表１　不同轨道产品的非差运动学定轨精度／ｃｍ

Ｔａｂ．１　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Ｏｒｂｉｔ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ＰＳＯｒｂｉ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ｃｍ

轨道

产品

径向 横向 法向

ＲＭＳ
绝对值

最大值
ＲＭＳ

绝对值

最大值
ＲＭＳ

绝对值

最大值

‘ｉｇｓ’ ４．３ ２２．４ ３．９ ２８．０ ２．９ １０．５

‘ｉｇｒ’ ４．４ ２２．６ ３．８ ２７．５ ３．０ １０．８

０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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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的，无论采用哪种产品都可以取得高精度的定

轨结果。此外，还说明目前快速精密星历的精度

能满足近实时高精度精密定轨的要求。

同样，对精密钟差分析的两种方案，采用非差

运动学定轨方法对２００８０８０１ＧＲＡＣＥＡ卫星的

轨道进行了计算。表２给出了两种精密钟差分析

方案的运动学定轨精度，由表２可知，在径向、横

向和法向３个方向上，５ｓ间隔钟差对应的运动学

轨道精度均优于３０ｓ间隔钟差对应的运动学轨

道精度。

表２　不同钟差产品的非差运动学定轨精度／ｃｍ

Ｔａｂ．２　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Ｏｒｂｉｔ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ＰＳ

ＣｌｏｃｋＰｒｏｄｕｃｔ／ｃｍ

轨道

产品

径向 横向 法向

ＲＭＳ
绝对值

最大值
ＲＭＳ

绝对值

最大值
ＲＭＳ

绝对值

最大值

３０ｓ间隔 ３．８ １９．０ ３．８ ３２．３ ２．８ ９．５

５ｓ间隔 ３．４ １４．１ ０．１ １６．４ －０．３ ７．８

　　为了进一步分析不同精密钟差对低轨卫星定

轨的影响，图１给出了ＣＯＤＥ分析中心３０ｓ和５

ｓ间隔钟差产品对应的运动学轨道与ＪＰＬ精密轨

道的差值图。可以清晰地发现，３０ｓ间隔钟差对

应的运动学轨道中存在很多“突刺”，而５ｓ间隔

钟差对应的运动学轨道相对平滑得多。这说明在

将３０ｓ间隔钟差内插用于精密定轨时，内插的误

差是不可忽略的。此外，表２中轨道差值绝对值

的最大值也清楚地说明，５ｓ间隔钟差中的轨道异

常值明显减小。因此，确定高采样率的卫星钟差

是非常有意义的。

２．２　导航星座空间几何构形对精密定轨的影响

在利用ＧＰＳ观测技术进行定位定轨时，定位

定轨精度除了受制于观测值相关的因素外，还会

受到导航星座空间几何构形的影响。

图２为ＧＲＡＣＥＡ卫星２００８年８月１日的

几何精度因子ＧＤＯＰ值变化图。根据ＧＤＯＰ的

定义可知，ＧＤＯＰ值越大，则定位定轨精度越差，

说明导航星座的空间几何图形分布越差，反之亦

然。由图２可知，ＧＲＡＣＥＡ卫星的ＧＤＯＰ图中

存在许多异常变化值，且变化存在明显的“跳跃”

特点。为了分析上述 ＧＤＯＰ值的变化对运动学

定轨的影响，首先将实际ＧＤＯＰ值作线性变换，

将其投影到区间［０．２，０．６］上，然后将处理后的

ＧＤＯＰ值与非差运动学轨道径向差值（参考轨

图１　不同钟差产品对应的非差运动学轨道

与ＪＰＬ精密轨道的差值

Ｆｉｇ．１　Ｚｅｒ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Ｏｒｂｉ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ｉｔｈ

ＪＰＬ’ｓＰｒｅｃｉｓ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ｒｂｉｔ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ＰＳ

ＣｌｏｃｋＰｒｏｄｕｃｔ

道为ＪＰＬ事后精密轨道）同时画在图３中。可见，

图中ＧＤＯＰ值中的异常点与卫星轨道差值的异

常点具有很好的一致性，说明ＧＤＯＰ值的变化会

直接影响到运动学定轨精度。随着多种 ＧＮＳＳ

导航卫星系统的投入运行，组合不同卫星系统的

观测值将显著提高导航星座的空间几何构形，运

动学定轨的精度有望得到进一步提高。

图２　ＧＲＡＣＥＡ卫星ＧＤＯＰ值变化图（２００８０８０１）

Ｆｉｇ．２　ＧＤＯＰ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ＡＣＥＡ

图３　非差运动学轨道差值与ＧＤＯＰ值变化对比图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ＤＯＰ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ｆＺｅｒ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Ｏｒｂｉｔｓ

１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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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　语

１）ＩＧＳ事后精密星历、快速星历对应的

ＧＲＡＣＥ卫星非差运动学轨道精度相当，说明两

种精密星历的精度相当。

２）ＣＯＤＥ分析中心３０ｓ间隔和５ｓ间隔卫

星钟差的运动学轨道精度均优于４ｃｍ，其中３０ｓ

间隔的径向精度为３．８ｃｍ，而５ｓ间隔的径向精

度为３．４ｃｍ，说明高采样率钟差可以减小钟差插

值误差，进而提高运动学轨道精度。

３）导航星座空间几何构形是制约运动学轨

道精度的重要因素，因此，联合多种 ＧＮＳＳ导航

卫星系统的运动学定轨有望进一步提高定轨

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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