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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星间和地面测距数据的导航卫星联合定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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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简要地论述了基于星间测距数据和地面跟踪数据的导航卫星联合定轨中的观测模型、定轨软件及数

据模拟方法等，在此基础上，基于自编的联合定轨软件进行了不同方案的模拟计算。结果表明，采用星地联合

定轨模式，不仅可以获得很好的定轨精度，而且可大量减少地面跟踪站的布设数目以及降低对地面站的几何

分布要求；地面跟踪站数量的增加及其地理分布的改善对提高联合定轨精度作用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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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播星历是导航和实时定位中必不可少的重

要数据，长期以来其一直是由地面控制系统通过

对导航卫星的跟踪观测、定轨计算和轨道预报来

提供的［１，２］。星历精度除了取决于定轨站的站坐

标精度、观测值的数量和精度、定轨软件的完善程

度等因素外，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定轨站的数

量及其地理分布［２，３］。正因为如此，一般都要求

有足够数目的地面定轨站且地理分布较为均匀。

然而，地面定轨站的布设数量及其地理分布往往

受国土范围限制而难以满足上述要求。通过国际

协作和商业租借等方式在全球均匀布站将受到国

家关系、国际政治及数据传输等因素的限制，并非

易事。

卫星导航系统通过搭载星间链路实现自主定

轨功能后［４７］，不但可维持系统的战时生命力，而

且在非战时，也可综合使用地面跟踪数据和星间

测距数据实现联合定轨（本文称为星地联合定

轨）。这种星地联合定轨方式为解决地面跟踪站

分布不足及地理分布不均均匀问题提供了另一种

可能，也对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建立有着重

要作用且逐渐受到关注。

国内外有关导航卫星星地联合定轨的研究文

献较少。刘迎春等以低轨星座为对象通过简单的

数值分析证实了星地联合定轨是有效的［８］。Ｒａ

ｊａｎ等人从解决导航卫星自主定轨中的星座整体旋

转问题出发进行了初步的研究［９］。耿江辉等也对

综合地面ＧＰＳ观测数据及低轨卫星的星载ＧＰＳ数

据进行导航卫星及低轨卫星的联合定轨问题进行

了初步分析，结果表明低轨卫星的星载ＧＰＳ观测

值对ＧＰＳ卫星精密定轨具有一定的贡献
［１０］。刘万

科等对使用导航卫星的星间测距数据和地面测距

数据进行导航卫星的星地联合定轨问题开展了初

步的研究，结果表明星地联合定轨模式是可行的，

可明显降低地面监测站布设数目及对地理分布的

要求［３］。这些初步的研究成果，对后续的相关研究

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并未对星地联合定轨进行

深入的研究。实际上，我国在布设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时将不得不面临地面定轨站布设不足及其地理

分布不均匀的困境，因此，深入开展导航卫星的星

地联合定轨方面的研究显得尤为迫切。本文将就

导航卫星星地联合定轨中的观测模型、定轨软件和

数据模拟方法等问题进行简要的阐述，并重点通过

模拟计算，获得一些有益的结论。

１　观测模型及定轨软件

１．１　星间测距的观测方程

在星间观测数据的处理时，需能对获得的双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０年７月

向距离观测值进行预处理以获得改化伪距。其可

简写为（忽略了残余的系统误差）［３５，１１，１２］：

ρ犻犼 ＝ 狓犼－狓（ ）犻
２
＋ 狔犼－狔（ ）犻

２
＋ 狕犼－狕（ ）犻槡

２
＋

（δ狋犻－δ狋犼）＋ε犻犼 （１）

ρ犼犻 ＝ 狓犻－狓（ ）犼
２
＋ 狔犻－狔（ ）犼

２
＋ 狕犻－狕（ ）犼槡

２
＋

（δ狋犼－δ狋犻）＋ε犼犻 （２）

式中，狓犻、狔犻、狕犻为卫星犻的坐标值；狓犼、狔犼、狕犼为卫星

犼的坐标值；δ狋犻为接收卫星的钟差，δ狋犼为发射卫星

的钟差，单位为 ｍ；ε犻犼、ε犼犻为卫星间测距的随机误

差。结合状态方程，对上面的方程进行线性化，即

可按照动力学定轨方法参与后续的轨道解算。

地面测距为单向测距方式，其距离观测和星

间距离观测的差别在于距离的接收端由卫星变成

了地面站，所以可以说其距离观测方程和星间距

离观测方程实质是一样的，可以采用类似的方式

参与轨道计算。

１．２　定轨软件

为满足本研究的需要，笔者研制了一套可进

行导航卫星星地联合定轨解算和分析研究的

Ｃ＋＋软件包，其主要由观测值生成、时间和坐标转

换、数值积分、星地联合定轨解算、星历预报和精

度评定等模块组成。该软件现已经过了较大量数

据的反复测试和改进完善，可为后续的相关研究

工作提供可靠的基础平台。

２　模拟观测值的生成

由于目前尚无法获得实测的星间距离观测

值，因而在本研究工作中只能采用模拟观测值。

考虑ＧＰＳ可提供本文数据模拟中所需的各种基

本数据，也便于对计算结果进行精度检验，同时

ＧＰＳ系统也成功地实现了星间测距，故本文的数

据模拟和计算分析都是以ＧＰＳ系统为对象进行

的。但从理论上讲，本文所用的方法和程序也适

用于其他类似的卫星导航系统，比如我国的北斗

卫星导航系统。

２．１　测距观测值的误差处理原则

星间距离观测值和星地间的距离观测值将受

到多种误差的影响。一般地，应首先按各种模型

生成各类误差，加入卫星间的几何距离中，使模拟

观测值尽可能接近实际情况，然后在数据处理时

再使用各种模型来加以改正。但考虑到本研究项

目的性质（主要从事理论和方法研究），这样做并

无太大的实际意义，因而作了简化处理：首先依据

卫星精密星历计算出卫星间的真实距离，然后加

入测量噪声ε和残余的系统误差σ。其中，σ是由

于未模型化或模型不完善而在观测值中残留下来

的系统性偏差，本文采用参考文献［５］中所给出的

值，由固定偏差和周期荐误差组成，但不再追究它

们是由哪些模型误差所造成的。测量噪声均方差

ε参照ＧＰＳＢＬＯＣＫＩＩＲ卫星的星间测距观测噪

声，设置为±７５ｃｍ
［３，９］。地面站的测量噪声在一

般情况下采用±３０ｃｍ。此外，在星间观测数据的

模拟中，还需考虑星间测距信号的覆盖范围和通

视条件［３］。星地间的距离观测值采用类似的方法

生成，其截止高度角取值为１０°。

２．２　信号覆盖范围

为了进行星间距离观测，在导航卫星上需配备

专门的测距信号发射天线和接收天线。由于用途

和对象的不同，星间测距系统往往与地面导航系统

使用的测距系统不重合，需另行配置。显然，卫星

犛犞犼只有位于卫星犛犞犻的星间测距信号的覆盖范围

内，才有可能接收到测距信号来进行距离测量。发

射天线的主轴一般都与卫星的犣轴一致，指向地

心。考虑到目前卫星的姿态控制已能做得相当好，

所以在模拟计算时不再考虑姿态误差。这样只要

根据发射天线的波束角θ（本文取值为０～９０°）即可

确定信号的覆盖范围，并根据卫星犛犞犼的坐标来判

断是否位于卫星犛犞犻的覆盖区域内。星间测距的

信号覆盖范围如图１所示
［１３］。

图１　卫星犛犞犻与卫星犛犞犼 之间的星间测距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ｏｆＣｒｏｓｓｌｉｎｋＲａｎｇ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犛犞犻ａｎｄ犛犞犼

３　模拟计算及结果分析

３．１　定轨解算策略

为了分析星地联合定轨的可行性，检验所编

写软件的正确性，并获得有益的结论，基于上述的

模拟数据采用自编软件进行了星地联合定轨的模

拟计算，并以ＩＧＳ的精密星历为标准来检验模拟

计算的结果，评定其精度。模拟计算时所采用的

解算策略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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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数值计算时所采用的解算策略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Ｕｓｅｄｉｎ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参数 模型

观测量
星地间的距离观测值，星间距离观测值

（波束角０～９０°）

采样间隔 １５ｍｉｎ

地球重力场模型 １０阶次的ＥＧＭ９６模型

三体引力 日月引力

潮汐摄动 固体潮、海潮

光压模型 ＪＰＬＧＳＰＭ０４模型［１３］（两个待估参数）

地球定向参数 ＩＥＲＳ提供的ＥＯＰ

积分器及积分步长 ＲＫ４阶、ＡｄａｍｓＣｏｗｅｌｌ１２阶，步长６０ｓ

估计器 标准最小二乘法

状态参数
每个弧段（２４ｈ）每个卫星估计一组状态

向量（估计时固定地面跟踪站坐标）

钟差参数

每个卫星、每台接收机、每个历元设置一

个钟差参数，估计时固定 ＢＪＦＳ站的钟

差；国内６站定轨时不估计钟差参数。

３．２　地面站定轨的结果及分析

为了方便地分析评价星地联合定轨结果，首

先对仅利用地面跟踪资料进行精密定轨作了模拟

计算。计算按以下两种方案进行：第一种方案是

利用在国内均匀分布的 ６ 个ＩＧＳ 站（ＢＪＦＳ、

ＳＨＡＯ、ＷＵＨＮ、ＵＲＵＭ、ＬＨＡＳ、ＫＵＮＭ）的跟

踪资料进行定轨；第二种方案是利用在全球较为

均匀分布的１７个ＩＧＳ站的跟踪资料进行定轨，

其分布见图２。

图２　全球１７个ＩＧＳ跟踪站的分布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１７ＩＧＳ

Ｇｒｏｕｎｄ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３．２．１　国内６站的定轨结果

利用国内６站的伪距观测值来确定ＧＰＳ卫

星的轨道时，部分卫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无

任何站可观测的“失踪”状态，因而定轨精度不好，

卫星钟差的精度更差。具体结果见表２。

表２　基于国内６站的地基定轨精度

Ｔａｂ．２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Ｏｒｂｉｔ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６

Ｇｒｏｕｎｄ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ｈｉｎａ

精度指标 犚／ｍ 犃／ｍ 犆／ｍ ＵＲＥ／ｍ

ＲＭＳ′ ５．０７ ２２．７４ ６．５９ ６．１１

ｄｉｆｍａｘ ２９．０８ １５４．０１ ２２．８５ ３５．６４

　　在表２中，ＲＭＳ′为全部３１颗ＧＰＳ卫星在１５

ｄ中的平均ＲＭＳ值。ＲＭＳ反映了整个 ＧＰＳ星

座在一个时段（１ｄ）内的整体定轨精度。

ｄｉｆｍａｘ为最大偏差值，是全部３１颗卫星在１５

ｄ共１４４０个历元中定轨结果与ＩＧＳ精密星历间

的最大差值，它反映了最大的定轨误差。犚表示

径向误差，犃 表示切向误差，犆 表示法向误差。

ＵＲＥ为用户距离误差（ｕｓｅｒｒａｎｇｅｅｒｒｏｒ），它是反

映卫星导航系统导航定位精度的一个重要指标，

其计算公式如下［３，４］：

ＵＲＥ＝ （犚－δ狋）
２
＋
１

４９
（犃２＋犆

２

槡 ） （３）

式中，δ狋为卫星钟差的确定误差，在表３中未给

出。

从表２可以看出，仅利用国内６站的伪距观

测值来确定ＧＰＳ卫星的轨道时，精度较差。即使

不计卫星钟差的确定误差δ狋以及广播星历的预

报误差，整个星座的 ＵＲＥ值也已超过６ｍ，部分

卫星在部分时间中的 ＵＲＥ值则可超过３０ｍ，无

法满足导航和定位要求。

３．２．２　全球１７站的定轨结果及分析

为了改善ＧＰＳ系统的地面跟踪站的地理分

布和图形结构，提高ＧＰＳ系统的广播星历的精度

和可靠性，目前ＧＰＳ系统已将地面跟踪站的数量

增加至１６个
［２］，因此，在全球范围内也选择了与

其分布大致相同的１７个ＩＧＳ跟踪站来进行类似

的定轨解算，这些测站的分布见图２。按照此布

设方案，卫星的跟踪状况大为改善，所有卫星的轨

道几乎都能１００％地被跟踪观测，且大部分时间

都能被４个以上的地面站同时跟踪，因而定轨精

度和可靠性将大为改善。计算结果见表３。

表３　基于全球１７站的地基定轨精度

Ｔａｂ．３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ｂｉｔ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ｔｈｅ１７Ｇｒｏｕｎｄ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精度指标 犚／ｃｍ 犃／ｃｍ 犆／ｃｍ δ狋／ｎｓ ＵＲＥ／ｃｍ

ＲＭＳ′ １４．８ ３２．４ ２２．９ １．５４０ ５３．１

ｄｉｆｍａｘ ７０．７ １４７．２ ７２．９ ５．００３ １９３．９

　　从表３中可以看出，利用全球分布较均匀的

１７个地面站来确定ＧＰＳ卫星的轨道及卫星钟差时

ＲＭＳ值减小为０．５３ｍ（１５ｄ的平均值）且最大偏差

值也小于２ｍ。需要说明的是，这与同时段ＧＰＳ系

统根据地基１６站资料所直接确定的未加入预报误

差的星历的ＵＲＥ大致处于一个量级
［２］。

３．３　星地联合定轨的结果及分析

３．３．１　单地面站的星地联合定轨结果及分析

在此处的模拟计算中，地面观测值与星间距

３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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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观测值的观测噪声均方差均采用±７５ｃｍ（１σ），

系统偏差的值按表１所示设定，计算结果见表４

与图３。图３中的“１７ｓｔａ”表示的是全球１７个

ＩＧＳ站的地基定轨结果。

表４　单地面站星地联合定轨结果精度

Ｔａｂ．４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ＣＯＤｗｉｔｈＯｎｅＧｒｏｕｎｄＳｔａｔｉｏｎ

精度指标 犚／ｃｍ 犃／ｃｍ 犆／ｃｍ δ狋／ｎｓ ＵＲＥ／ｃｍ

ＲＭＳ′ ７．０ ４０．９ ３９．３ １．４８０ ４７．０

ｄｉｆｍａｘ ２３．６ １０１．３ ８０．５ ４．２９０ １３６．３

图３　１７站地基定轨与１地面站的星地联合定轨结果比较图

Ｆｉｇ．３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ｂｉｔ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ｎｌｙＵｓｉｎｇ１７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ＣＯＤｗｉｔｈＯｎ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从表４和图３可以看出，即使将地面观测值

中的随机误差从３０ｃｍ增加至７５ｃｍ，单地面站

联合定轨的精度仍可稍优于在全球较均匀地布设

１７个地面站的地基定轨精度。

３．３．２　地面站的数量对联合定轨精度的影响

同时，为了分析地面定轨站的数量对联合定

轨精度的影响，分别用国内１～６个站及全球１７

个站进行了模拟计算，结果见表５。在此处的模

拟计算中，地面观测值与星间距离观测值的观测

噪声均方差均采用±７５ｃｍ（１σ），系统偏差的值按

表１所示设定。

表５　利用不同数量地面站进行星地联合定轨结果精度

Ｔａｂ．５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ｓｏｆＧｒｏｕｎｄ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ｔｈｅ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ＣＯＤ

地面站数量
ＲＭＳ′

犚／ｃｍ 犃／ｃｍ 犆／ｃｍ δ狋／ｎｓ ＵＲＥ／ｃｍ

１ ７．０ ４０．９ ３９．３ １．４８０ ４７．０

２ ７．０ ３６．７ ３５．３ １．４７９ ４６．８

３ ７．０ ３４．０ ３２．５ １．４７８ ４６．７

４ ７．０ ３１．０ ２９．３ １．４７７ ４６．５

５ ７．０ ３０．７ ２９．０ １．４７７ ４６．３

６ ７．０ ３０．９ ２９．３ １．４７５ ４６．４

１７ ７．０ ２０．５ １５．６ １．４６７ ４５．９

　　 从表５可以看出，随着地面站数量的增加，

切向误差犃和法向误差犆将逐步减小，但对径向

误差犚和卫星钟差的测定误差δ狋的影响却很小。

由于ＵＲＥ主要取决于犚和δ狋，所以地面站数量

的增加对ＵＲＥ的改善程度也十分有限。这是因

为星间距离观测值的数量将远远超过地面站上的

观测值数量。例如，对于３１颗ＧＰＳ卫星而言，除

个别卫星被“障碍球”遮挡而无法观测外，任一历

元星间双向距离观测值数量都将超过７５０个，而

１７个地面站上的观测值个数一般只有１００个左

右。此外星间观测值的图形强度也要优于地面观

测的图形强度，所以增加地面站的数量，改善其地

理分布对于提高联合定轨精度的贡献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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