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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马尔科夫链等方法建立了评价单星可用性的数学模型，利用组合数学和全概率公式建立了评价

导航星座ＰＤＯＰ可用性的数学模型，仿真实现了在一定故障率、修复率下，ＰＤＯＰ在中国服务区的可用性。仿

真结果表明，星座构型、故障类型及数量、故障率和故障修复率对星座ＰＤＯＰ可用性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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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航星座性能一直是星座设计者和导航用户

比较关注的问题，它对于军／民用飞行器、信息化

武器装备等重要用户平台的安全性和使用有效性

有着直接影响［１］。对标准定位服务来说，导航性

能指标主要有星座覆盖性、定位精度、可用性、完

好性和连续性等，其中可用性是建立在星座覆盖

性、精度之上，更加贴近用户需求的一个重要指

标。可用性一般包括导航星座在特定服务区的可

见星数和精度衰减因子（ｄｉ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ＤＯＰ）。由于可见星数并不能反映用户的定位精

度，在用户等效测距误差（ｕｓｅｒ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ｒａｎｇｅ

ｅｒｒｏｒ，ＵＥＲＥ）已知时，定位精度完全由 ＤＯＰ确

定。ＤＯＰ又细分为位置精度衰减因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ｄｉ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ＰＤＯＰ）、水平精度衰减因子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ｄｉ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ＨＤＯＰ）和垂直

精度衰减因子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ｄｉ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ＶＤＯＰ），它们之间存在着函数关系 ＰＤＯＰ＝

ＨＤＯＰ２＋ＶＤＯＰ槡
２。通常，在导航中的定位精度

主要是三维空间中的位置精度，因此ＰＤＯＰ常用

来评价导航星座的服务可用性［１］。

导航星座ＰＤＯＰ可用性与单星可用性、星座

构型和星座的可维修性密切相关。单星可用性与

卫星的故障模式有关，如由卫星固有可靠性引起

的卫星寿命末期硬件失效、由卫星轨道机动导致

的用户测距误差过大（导航信号不可用，本文认为

是一种故障模式）以及由单粒子撞击卫星某些电

气元件造成的导航信号翻转等故障模式。星座构

型与星座设计以及在轨运行的卫星空间分布有

关。星座的可维修性包括以下两个层次：① 对卫

星本身进行维修（如软件功能重构）以恢复其功

能；② 从整个星座来看，当某颗卫星出现不可修

复故障时，通过发射卫星或启用冗余卫星进行替

换或补网以恢复系统功能，也是一种维修活动。

从星座运行阶段任务来看，单星的故障或失效并

不一定导致星座运行故障，但可能导致整个导航

系统的服务性能下降。分析单星的故障机理和故

障模式对于研究和评价单星可用性以及导航星座

ＰＤＯＰ可用性都是非常必要和必需的。

卫星的固有可靠性与卫星的设计和制作工艺

有关，随着设计能力、制作能力的提高而提高；当

卫星达到寿命末期退役或失效后，卫星替换准备

时间（发射新卫星补位或补网）会随着设计和制作

能力的提高而缩短。卫星轨道机动频率和机动持

续时间与卫星的轨道高度、所处的空间环境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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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航系统的运控能力有关；区域导航星座由多颗

ＧＥＯ、ＩＧＳＯ 和 ＭＥＯ 卫星组成，存在卫星类型

多、数量多、工作寿命长、星座构型复杂等特点。

三类卫星的轨道高度不同，所处的空间环境不同，

轨道机动频率不同。由于卫星空间电磁环境的不

同，导致单粒子翻转事件发生的频率不同；单粒子

翻转功能恢复时间和轨道机动持续时间随着运控

能力的提高而缩短。此外，导航卫星还会发生其

他故障。顾及故障和故障修复的卫星及星座

ＰＤＯＰ可用性分析，对于星座设计和评估星座运

行状态、制定维护策略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工程

意义。

然而，以往的研究大多是人为地指定某种星

座中哪些轨道面中的哪（几）颗卫星作为故障星，

或者人为地给定故障卫星的数目且假定故障卫星

在星座中或某些轨道面中均匀分布，而且都不考

虑故障卫星的修复［１～８］，来模拟和评价星座服务

可用性。本文从卫星平均故障率和平均修复率出

发，利用马尔科夫链等方法建立了在固有可靠性、

卫星轨道机动和单粒子翻转影响下的单星可用性

数学模型，然后利用组合数学和全概率公式建立

了导航星座ＰＤＯＰ可用性数学模型，并对设定的

５ＧＥＯ＋３ＩＧＳＯ＋４ＭＥＯ区域导航星座在中国服

务区内的ＰＤＯＰ可用性进行了仿真实现。

１　单星可用性

单星可用性也称卫星可用性，是指占据轨位

（ＳＬＯＴ）的卫星发射“健康”的、能被跟踪的空间

信号的年均时间百分比［９］。这里的“健康”信号是

指导航信号没有警告指示出现且卫星健康状态字

为健康。卫星可用性与卫星设计（卫星的固有可

靠性）、卫星替换准备时间和控制区段对卫星的在

轨维护（轨道机动与保持以及单粒子翻转及功能

恢复时间）等有关。单星可用性实质上是可修复

系统的可用性或有效性，它综合反映了单星的可

靠性和维修性，也称为有效度或可利用度。本文

主要讨论在固有可靠性、轨道机动和单粒子翻转

影响下单星的可用性。

假设某区域导航星座有狀（狀≥４）颗导航卫星

且假定每颗卫星在每个时刻至多发生一类故障，

并设第犻颗卫星的三类故障（固有可靠性引起的

寿命末期失效、轨道机动和单粒子翻转）的平均故

障间隔时间（平均故障率的倒数）和平均故障修复

时间（平均故障修复率的倒数）分别为 ＭＴＢＦ犻犼和

ＭＴＴＲ犻犼，犼＝１，２，３，易得第犻颗卫星的平均可用

性为：

狆犻＝１－∑
３

犼＝１

ＭＴＴＲ犻犼
犕犜犅犉犻犼＋ＭＴＴＲ犻犼

，犻＝１，２，…狀

（１）

　　一般假设卫星的三类故障发生时间和故障修

复时间都服从指数分布且初始时刻卫星工作正

常，根据可靠性理论［１０１３］，利用马尔科夫链可计

算卫星的瞬时可用性为：

狆犻（狋）＝ （１，０，０，０）·犲
犅
Ｔ
狋 １，０，０，（ ）０ Ｔ （２）

式中，犅为状态转移率矩阵：

犅＝

－∑
３

犻＝１

λ犻 λ１ λ２ λ３

μ１ －μ１ ０ ０

μ２ ０ －μ２ ０

μ３ ０ ０ －μ

烄

烆

烌

烎３

式中，λ犼＝１／犕犜犅犉犻犼；μ犼＝１／ＭＴＴＲ犻犼；犼＝１，２，３

是第犻颗卫星的三类平均故障率和平均故障修复

率。

根据式（２）可得指数分布下第犻颗卫星的稳

态可用性———卫星长期运行时的可用性为［１０１３］：

狆犻（∞）＝ｌｉｍ
狋→∞
狆犻（狋）＝

１

１＋∑
３

犼＝１

ＭＴＴＲ犼
ＭＴＢＦ犼

，

犻＝１，２，…，狀 （３）

　　指数分布下第犻颗卫星的平均可用性———卫

星在［狋１，狋２］时间内可用性的平均值为：

珚狆犻（狋１，狋２）＝
１

狋２－狋１∫
狋
２

狋
１

狆犻（狋）ｄ狋 （４）

　　尽管卫星的瞬时可用性刻画了卫星每一时刻

的可用性，但不便于从总体上把握；另外用户最关

心的是卫星长期使用的可用性，因此稳态可用性

是经常使用的，但稳态可用性在理论上是时间趋

于无穷大时的可用性，无穷大的时间结点不好把

握；因此，常采用平均可用性。需要指出的是，

式（１）和式（４）都是计算单颗卫星的平均可用性，

但它们成立的前提条件不同，因而使用范围也不

同。式（４）是在故障发生时间和故障修复时间都

服从指数分布的前提下得到的，计算结果精确，但

适用范围受到分布的限制；而式（１）与分布无关，

适用范围广泛，但计算结果粗糙。本文推荐使用

式（１）计算卫星的平均可用性。

２　星座犘犇犗犘可用性

美国国防部在２００８年发布的《ＧＰＳ标准定

位服务性能标准》中定义ＧＰＳ系统的ＰＤＯＰ可用

２４８



　第３５卷第７期 李国重等：顾及卫星故障修复的导航星座ＰＤＯＰ可用性分析方法研究

性为［９］：在任意２４ｈ的时间间隔内，卫星遮掩角

在５°以上，在全球范围内提供的ＰＤＯＰ≤６的时

间百分比。这里的数字 ６ 称为 ＰＤＯＰ 阈值。

ＰＤＯＰ性能标准为全球范围内日平均ＰＤＯＰ可

用时间≥９８％，全球最差点≥８８％。

借鉴ＧＰＳ的做法，区域导航星座ＰＤＯＰ可用

性可定义为：在导航卫星轨道回归周期内，卫星遮

掩角在５°以上，在导航系统的服务区内提供的

ＰＤＯＰ值小于或等于给定阈值的时间百分比。

ＰＤＯＰ可用性实质上是特定服务区 ＰＤＯＰ

的时间平均、区域平均。它与单星可用性、星座构

型和星座备份策略有关。在第犻颗卫星平均可用

性为狆犻，犻＝１，２，…，狀，且卫星之间出现故障是独

立的情况下，星座ＰＤＯＰ可用性的计算公式为：

犃＝∑
狀

犿＝４
∑

犮
犿
狀

犽＝１

犘犿，犽·α犿，犽 （５）

式中，犿表示参与定位的卫星个数，根据导航原

理，犿≥４才能实现定位功能。从所有的狀颗卫星

中任意选出犿颗卫星参与定位，共有犆犿狀种组合。

不妨设第犽种组合下犿 颗可用卫星的编号分别

为犼１，犼２，…，犼犿，其余不可用卫星的编号设为

犼犿＋１，犼犿＋２，…，犼狀。卫星平均可用性为狆犼犻，犻＝１，

２，…狀。设第犽种组合下导航星座正常工作的概

率为犘犿，犽，ＰＤＯＰ可用性为α犿，犽。根据全概率公

式，对所有组合相加，即得ＰＤＯＰ可用性。这里

犘犿，犽和α犿，犽的计算公式分别为：

犘犿，犽 ＝ ∏
犿

犻＝１

狆犼（ ）
犻
· ∏

狀

犻＝犿＋１

（１－狆犼犻（ ）） （６）

α犿，犽 ＝

∑

狋
０＋犜

狋＝狋０

∑
犻，犼

ｂｏｏｌ（ＰＤＯＰ狋，犻，犼＜犾）

犜×犻×犼
（７）

式中，ｂｏｏｌ（狓）为布尔函数，即狓为真时ｂｏｏｌ（狓）

＝１，狓不真时ｂｏｏｌ（狓）＝０。ＰＤＯＰ狋，犻，犼为格网点

（犻，犼）在狋时刻的ＰＤＯＰ值，格网点按地心经纬度

１°×１°划分，假定导航服务区的格网点总数为犻×

犼，星座运行周期为犜小时，每小时ＰＤＯＰ采样一

次，共采样犜次，狋０ 为计算ＰＤＯＰ值的初始时刻，

犾为ＰＤＯＰ阈值。

３　算例与分析

参照ＧＰＳ的做法，本文设定由 ＧＥＯ、ＩＧＳＯ

和 ＭＥＯ卫星组成的区域导航星座的ＰＤＯＰ可用

性阈值犾＝５；回归周期为７ｄ，导航服务区在我国

境内。

要计算ＰＤＯＰ可用性必须首先确定单星可

用性。在区域导航星座中，ＭＥＯ、ＩＧＳＯ和 ＭＥＯ

卫星所处的空间环境以及卫星设计和制作工艺等

方面与ＧＰＳ卫星是不同的（ＧＰＳ星座由类型单一

的 ＭＥＯ卫星构成），因此区域导航星座中的单星

可用性与ＧＰＳ卫星有很大区别，不但类型相异的

单星可用性不同，而且同类卫星可用性也可能不

同。因此不能照搬ＧＰＳ单星可用性的分析方法，

必须分析区域导航星座中每颗卫星的可用性。假

定区域导航星座中 ＧＥＯ、ＩＧＳＯ和 ＭＥＯ单星可

用性的输入参数如表１所示。

表１　单星的轨道机动、单粒子翻转及固有可靠性输入参数

Ｔａｂ．１　Ｐｅｒ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Ｏｒｂｉｔ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ｇｌｅ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Ｏｖｅｒｔｕｒｎａｎｄ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Ｉｎｈｅｒｅｎｔ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轨

道

机

动

ＧＥＯ５ １次／２０ｄ 每次持续（恢复）６ｈ

ＧＥＯ２ １次／４０ｄ 每次持续（恢复）６ｈ

东西向 ＧＥＯ３ １次／２０ｄ 每次持续（恢复）６ｈ

ＧＥＯ ＧＥＯ１ １次／２０ｄ 每次持续（恢复）６ｈ

ＧＥＯ４ １次／６０ｄ 每次持续（恢复）６ｈ

南北向 １次／４ａ 每次持续（恢复）６ｈ

ＩＧＳＯ １次／１００ｄ 每次持续（恢复）８ｈ

ＭＥＯ １次／２００ｄ 每次持续（恢复）８ｈ

单粒子

翻转

ＧＥＯ／ＩＧＳＯ １次／１月 每次持续（恢复）２ｈ、

ＭＥＯ １次／２月 １２ｈ、２４ｈ等

卫星寿命末期（８ａ）固有可靠性设为０．６８，卫星替换准备时间为４个月（地面备份）。

　　根据表１的单星可用性输入参数，参照式（１）

计算单星的平均可用性，结果如表２所示。

从表２可以得到，单粒子翻转功能恢复时间

越长，单星的平均可用性越小。进一步数值分析

表明，随着单粒子翻转功能恢复时间的延长，单星

平均可用性呈加速下降趋势；固有可靠性使所有

卫星的可用性都下降了１．５６％ （１－９８．４４％

＝１．５６％）；轨道机动使卫星的可用性进一步下

降，机动频率不同、机动持续时间不同，可用性

下降程度不同；轨道机动比单粒子翻转（２ｈ恢复

３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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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轨道机动、单粒子翻转和固有可靠性影响下的单星平均可用性／％

Ｔａｂ．２　Ｐｅｒ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Ｏｒｂｉｔ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ｇｌ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Ｏｖｅｒｔｕｒｎａｎｄ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Ｉｎｈｅｒｅｎｔ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正常
ＧＥＯ４ ＧＥＯ１ ＧＥＯ３ ＧＥＯ２ ＧＥＯ５ ＩＧＳＯ ＭＥＯ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固有可靠性 ４个月恢复 ９８．４４ ９８．４４ ９８．４４ ９８．４４ ９８．４４ ９８．４４ ９８．４４

固有可靠性

＋轨道机动
６～８ｈ ９８．０１ ９７．０９ ９７．１７ ９７．８０ ９７．１７ ９８．１１ ９８．２７

固有可靠性 ２ｈ恢复 ９８．１６ ９８．１６ ９８．１６ ９８．１６ ９８．１６ ９８．１６ ９８．３０

＋单粒子翻 １２ｈ恢复 ９６．７７ ９６．７７ ９６．７７ ９６．７７ ９６．７７ ９６．７７ ９７．６１

转 ２４ｈ恢复 ９５．１１ ９５．１１ ９５．１１ ９５．１１ ９５．１１ ９５．１１ ９６．７７

固有可靠性＋单 ２ｈ恢复 ９７．７３ ９６．８１ ９７．８３ ９７．５２ ９６．９０ ９７．８３ ９８．１４

粒子翻转＋轨 １２ｈ恢复 ９６．３４ ９５．４２ ９６．４４ ９６．１３ ９５．５１ ９６．４４ ９７．４４

道机动 ２４ｈ恢复 ９４．６７ ９３．７５ ９４．７７ ９４．６５ ９３．８４ ９４．７７ ９６．６１

　　　注：一年按３６５ｄ６ｈ９ｍｉｎ７ｓ计算，即一年有３６５．２５６３ｄ。

功能）影响大，比１２或２４ｈ恢复功能的单粒子影

响小。恢复轨道机动、单粒子翻转和固有可靠性

的综合影响比单独的影响大。

假定区域导航系统采用５＋３＋４（５ＧＥＯ＋

３ＩＧＳＯ＋４ＭＥＯ）星座，根据式（５）和表２可计算

在单星固有可靠性、轨道机动及单粒子翻转影响

下星座ＰＤＯＰ在我国服务区的平均可用性和组

网运行后星座瞬时ＰＤＯＰ可用性。计算结果如

表３和表４所示。

１）无故障发生时，区域导航星座在我国境内

ＰＤＯＰ可用性达到１００％；在故障发生和假定的

单星可用性参数下，ＰＤＯＰ可用性有所下降，不能

达到１００％。

２）在卫星固有可靠性影响下，区域导航星座

ＰＤＯＰ可用性下降了０．７５％。进一步研究发现，

可用性与卫星替换准备时间有关，替换准备时间

表３　轨道机动、单粒子翻转和固有可靠性影响

下５＋３＋４星座ＰＤＯＰ平均可用性

Ｔａｂ．３　５＋３＋４ＣｏｎｓｔｅｌｌａｔｉｏｎＰＤＯＰａｖｅｒａｇｅ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ＢａｓｅｄｏｎＯｒｂｉｔ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ｇｌｅ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Ｏｖｅｒｔｕｒｎ

ａｎｄ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Ｉｎｈｅｒｅｎｔ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影响类别 恢复时间

标准定位服务（ＰＤＯＰ≤５）

平均可

用性／％

年均不可用

时间／ｄ

正常 １００ ０天

固有可靠性
卫星替换时

间４个月
９９．２５ ２．７

固有可靠性＋

轨道机动
６～８ｈ ９８．８６ ４．２

固有可靠性＋单

粒子翻转
２ｈ恢复 ９９．１２ ３．２

１２ｈ恢复 ９８．３８ ５．９

２４ｈ恢复 ９７．４３ ９．４

固有可靠性＋单粒

子翻转＋轨道机动
２ｈ恢复 ９８．７１ ４．７

１２ｈ恢复 ９７．９５ ７．５

２４ｈ恢复 ９６．９６ １１．１

表４　轨道机动、单粒子翻转和固有可靠性影

响下５＋３＋４星座犘犇犗犘瞬时可用性

Ｔａｂ．４　５＋３＋４ＣｏｎｓｔｅｌｌａｔｉｏｎＰＤＯＰＩｎｓｔａ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Ｏｒｂｉｔ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ｇｌｅ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Ｏｖｅｒｔｕｒｎａｎｄ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Ｉｎｈｅｒｅｎｔ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组网运行

时间／ａ

ＰＤＯＰ瞬时可用性／％

单粒子恢复时

间２ｈ

单粒子恢复

时间１２ｈ

单粒子恢复

时间２４ｈ

０年 ９８．８８ ９８．３５ ９７．６９

１年 ９８．７９ ９８．２６ ９７．５９

２年 ９８．７９ ９８．２５ ９７．５８

３年 ９８．７９ ９８．２５ ９７．５８

４年 ９８．７９ ９８．２５ ９７．５８

５年 ９８．７９ ９８．２５ ９７．５８

６年 ９８．７９ ９８．２５ ９７．５８

越短可用性越高。卫星固有可靠性是卫星的本质

属性，要研究故障下星座的可用性，必须考虑固有

可靠性。

３）在固有可靠性和单粒子翻转影响下（２ｈ

恢复），区域导航星座在我国服务区的ＰＤＯＰ可

用性达到９９％以上。恢复时间越长，可用性越

低，当恢复时间为１２ｈ，ＰＤＯＰ可用性低于９８％。

４）在固有可靠性、单粒子翻转和轨道机动共

同影响下，ＰＤＯＰ可用性更低。单粒子翻转功能

恢复时间在１２ｈ以内时，星座在我国服务区的

ＰＤＯＰ值基本达到９８％；当恢复时间超过１２ｈ，

不能达到９８％，说明单粒子翻转对星座ＰＤＯＰ可

用性影响不能忽略。

５）按指数分布计算的ＰＤＯＰ瞬时可用性在

星座运行到第二年时基本达到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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