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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导航卫星广播星历参数拟合算法和接口设计问题进行了研究。通过条件数、参数相关性分析，指出

小倾角问题是造成ＧＰＳ开普勒轨道根数广播星历拟合算法不能适用于ＧＥＯ卫星的最主要原因；通过分析定

轨理论和拟合实例证明，ＧＥＯ卫星星历参数犆狉犮、犆狉狊超限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其轨道特性决定的；针对ＧＥＯ卫

星星历参数拟合法方程严重病态的问题，提出了动态加权的带参数约束条件平差算法。该方法能有效稳定星

历拟合结果，解决Δ狀等星历参数超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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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自主卫星导航工程建设与科学研究

的展开，ＧＥＯ、ＩＧＳＯ、ＭＥＯ３类不同卫星轨道，特

别是ＧＥＯ卫星轨道的广播星历拟合问题，逐渐

成为一个研究的热点［１］。文献［１６］分别对ＧＰＳ

开普勒轨道根数广播星历参数拟合的基本算法进

行了研究，并根据自主卫星导航系统星历算法与

ＧＰＳ、ＧＡＬＩＬＥＯ相兼容的要求，提出在旋转参考

坐标系中采用ＧＰＳ开普勒轨道根数法拟合ＧＥＯ

卫星轨道，以避免小倾角问题。文献［６７］通过论

证分析，简化了ＧＥＯ卫星星历拟合过程中坐标

系的旋转步骤，简化了星历拟合和用户算法。文

献［８］对广播星历参数拟合的轨道特征以及各星

历参数的取值范围进行了初步分析。文献［４，９

１０］等提出利用多项式拟合法解决不同卫星，包括

ＧＥＯ卫星的广播星历参数拟合问题；同时还指出

对于摄动力作用下的导航卫星星历拟合，此算法

比开普勒轨道根数法更具有适应性。但是此类算

法对于移动卫星而言，广播星历需要的通信量较

大，对于宝贵的导航卫星通信资源来说，显得不够

“经济”。文献［９］等对伪导航卫星的星历表进行

了研究。文献［４，１２］对ＧＬＯＮＡＳＳ卫星状态矢

量积分星历表达法及其特点进行了研究。虽然其

星历精度相对较低，且用户算法相对复杂，但是其

星历表达开放性好，用户可以根据情况自己建立

高精度的摄动力模型，显著提高星历精度和外推

能力。

ＧＰＳ开普勒轨道根数星历拟合算法设计的

主要物理基础在于卫星的开普勒轨道根数在短时

间（数小时）内主要摄动变化为短周期项，周期约

为卫星轨道周期的一半［４，６，８］，能很好地应用于自

主卫星导航系统 ＭＥＯ卫星轨道的星历参数拟

合。但是自主卫星导航系统星座同时采用了

ＧＥＯ、ＩＧＳＯ高轨道地球同步卫星，地球非球形

犑２，２共振项摄动力有可能上升为主要摄动力，部

分破坏了其设计的物理基础，而且 ＧＥＯ卫星可

能存在的小倾角、小偏心率问题，使得开普勒轨道

根数物理意义奇异。在上述算法设计中，ＧＥＯ卫

星轨道在绕犡 轴旋转５°后的参考系进行星历参

数拟合，完全破坏了其轨道根数的变化规律，各星

历参数所代表的物理意义不再严格，星历参数的

取值范围更难确定［８］且不能完全根据物理上的取

值范围去定义接口。

在实际卫星导航系统中，卫星的实时通信资

源极其宝贵，不可能允许把整个实数空间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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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值范围作为星历参数的解空间，需要对星历参

数模有一定的约束条件，而且参数的模越小越能

节约通信资源。混合星座的广播星历参数接口到

底如何设计才能最优？自主卫星导航系统在参照

ＧＰＳ星历接口设计的基础上，需要作哪些改动，

才能适应所有 ＧＥＯ、ＩＧＳＯ、ＭＥＯ卫星的星历参

数表达。

　　导航卫星广播星历参数拟合的法方程接近奇

表１　犌犘犛卫星广播星历参数接口设计范围

Ｔａｂ．１　ＢｏｕｎｄｓｏｆＧＰＳ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Ｅｐｈｅｍｅｒｉｓ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参　 数 有效范围 单　位 参　 数 有效范围 单　位

犕 ０ #１ π △狀 #３．７２５$１０－９ π／ｓ

犲 ０．５ 无量纲 Ω #９．５３６$１０－７ π／ｓ

（犃）１／２ ８１９２ ｍ１／２ 犆狉犮 #１０２４ ｍ

Ω０ #１ π 犆狌犮 #６．１０３$１０－５ ｒａｄ

犻０ #１ π 犆狌狊 #６．１０３$１０－５ ｒａｄ

ω #１ π 犆犻犮 #６．１０３$１０－５ ｒａｄ

ｉｄｏｔ #９．３１$１０－１０ π／ｓ 犆犻狊 #６．１０３$１０－５ ｒａｄ

犆狉狊 #１０２４ ｍ

　　　　　　　　　　　　注：参数有效范围经过了十进制转换。

异，特别是ＧＥＯ卫星广播星历参数拟合时，由于

小倾角、小偏心率的存在，参数相关性较强（表

２），其法方程条件数
［１３］可达１．０$１０２２以上。拟合

数据中的微小扰动，都可能会引起某些广播星历

参数的严重背离，造成这些参数的拟合结果极不

稳定。部分学者已经对基于最小二乘的广播星历

参数拟合结果的不稳定性进行了研究，文献［５］提

出了用 Ｇｉｖｅｎｓ变换
［１３］求解星历拟合方程，以防

止利用最小二乘方法求逆解法方程时，可能出现

的由于计算机字长有限造成法方程系数矩阵部分

对角线元素小于零，造成计算崩溃的极端情况。

从数据处理的角度，如何改进算法以保证广播星

历参数拟合结果的稳定性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从应用的角度看，卫星导航工程要求广播星历参

数拟合算法成熟稳定、精度高、表达数据量小、用

户算法简单、外推能力强；涉及的技术环节包括拟

合算法和接口设计。其中接口设计又包括参数量

化单位和参数有效范围设计。

表２　犌犈犗卫星轨道广播星历参数相关性

Ｔａｂ．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ＥＯ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Ｅｐｈｅｍｅｒｉｓ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犲 犆狉犮 犆狉狊 Ω ω Δ狀 ｉｄｏｔ

（犃）１／２ －０．９９４６９５ －０．７１４１１８ ０．５４４５７４ －０．０７０７７８ －０．５８９１５６ ０．０７０５４１ ０．０７０６３５

犲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７７８７３９ －０．５０６００７ －０．０３２２７０ ０．６６５３９９ ０．０３３１１４ ０．０３２１７０

犻 －０．０２７００６ －０．６２５３６９ －０．５０５３５６ ０．９９９３２４ －０．７４４８２２ －０．９８９７４６ －０．９９９８５７

Ω －０．０２７１８３ －０．６２８１７３ －０．５０７５６３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７４７２２７ －０．９９４１０９ －０．９９９６５５

ω ０．６６１６８７ ０．９８５４４５ ０．１５５８３２ －０．７５０７０３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７５２６４８ ０．７４９４１２

犕０ －０．７８７５６９ －０．９９８８２９ －０．０３７０１４ ０．６０６４２８ －０．９８１０６３ －０．６１０５１２ －０．６０４９７８

Δ狀 ０．０２８０４７ ０．６３２４３６ ０．５１０２４０ －０．９９４１４７ ０．７４９２１２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９９１８０１

Ω －０．０２７５２９ －０．６３２０４１ －０．５１０５０４ ０．９９４１４６ －０．７４８８７８ －０．９９９９９９ －０．９９１８００

ｉｄｏｔ ０．０２７０８７ ０．６２６６６１ ０．５０６３７３ －０．９９９６４９ ０．７４５９３４ ０．９９１７５７ １．００００００

犆狌狊 －０．６４２８５２ －０．９７８６９６ －０．１５３４６８ ０．７６８３４７ －０．９９６９９１ －０．７７３２８２ －０．７６６５１９

犆狌犮 ０．３３２３１０ ０．６０４０９７ ０．５９１７６２ －０．３６７８５８ ０．６１５４４９ ０．３７０２７５ ０．３６６９７８

犆犻狊 ０．０１７６９０ ０．４３２９６６ ０．３５０９１９ －０．７５９８１１ ０．５３２３５６ ０．６８６５５１ ０．７７３８１４

犆犻犮 ０．０２７３３２ ０．６３００３０ ０．５０８９９３ －０．９９８３４５ ０．７４８３０３ ０．９９６９６０ ０．９９７９７２

犆狉狊 －０．５０８６４４ ０．０２６７０２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５０５７７０ ０．１５２７２１ ０．５０８４３４ ０．５０４５８５

犆狉犮 ０．７７５６４７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２９９０１ －０．６３２２４１ ０．９８６３０１ ０．６３６４６６ ０．６３０７３０

　　　　注：参数拟合精度ＵＲＥ＝０．０９ｍ（模拟轨道犻≈０°，犲≈０）。

　　本文从广播星历参数拟合的角度解释开普勒

广播星历拟合算法不能直接适用于ＧＥＯ卫星的

原因；结合实际算例和理论分析，在ＧＰＳ星历参

数接口协议设计基础上给出混合星座广播星历参

数的接口有效范围设计；并从数据处理方法的角

度提出改进星历拟合算法，以稳定星历参数拟合

结果，控制参数值在接口设计的有效范围内，并给

出了具体算例。

１　犌犈犗星历拟合问题及解决方案

自主卫星导航系统广播星历参数设计考虑了

未来多卫星导航系统兼容使用的需求，充分参照

了ＧＰＳ星历的接口设计，广播星历接口协议适用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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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ＭＥＯ、ＩＧＳＯ卫星。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利用最

小二乘法拟合卫星广播星历时，ＧＥＯ卫星广播星

历参数就出现过偏心率犲小于０、犆狉犮或犆狉狊、Δ狀值

范围超出表１接口有效范围的情况。

在卫星导航系统工程应用中，广播星历参数拟

合的限制性要求就是拟合结果等效的 ＵＲＥ小于

０．１ｍ。这是对星历参数拟合唯一的、综合性的精

度要求，对各个参数本身的独立精度、是否与其物

理意义一致并无要求。星历参数的解空间是ＵＲＥ

小于０．１ｍ且参数满足接口要求的所有解。显

然，广播星历参数解不一定是全局最优且不唯一。

１．１　参数相关性分析

对从上述参数相关性分析作简单分析可以看

出，开普勒轨道根数法不适用拟合 ＧＥＯ卫星轨

道广播星历，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小倾角引起的。

由于小倾角问题引起的参数相关性远比小偏心率

带来的问题严重，这也是利用旋转坐标系改变卫

星轨道倾角参考面进行ＧＥＯ卫星广播星历参数

拟合的主要根据。

１．２　星历参数拟合算法及接口的改进设计

１．２．１　偏心率小于０的问题

在旋转５°坐标系中用ＧＰＳ开普勒轨道根数

法拟合 ＧＥＯ 卫星轨道，算法遵循数学意义上

犞Ｔ犘犞＝ｍｉｎ的原则，并没有对星历拟合的结果作

严格的物理意义上的限制。当ＧＥＯ卫星偏心率

较接近于０时，就有可能出现上述问题。

１．２．２　犆狉犮、犆狉狊值超接口有效范围问题

１）　理论分析

从星历参数设计的角度来看，犆狉犮、犆狉狊相当于

两个圆的半径。广播星历拟合参数用这两个圆同

一相位段内的弧段相加来综合表示Δ狉′。Δ狉′是

在拟合弧段内卫星非二体运动引起的地心距离变

化量Δ狉，扣除角速率变化量Δ狀在星历参数拟合

中吸收Δ狉线性项后的剩余量。

从星历拟合实例分析来看，犆狉犮或犆狉狊超限是

Δ狉变化范围、Δ狉变化特性、卫星轨道特性的综合

影响造成的：① 在４ｈ的拟合弧段内，ＧＥＯ卫星

Δ狉变化范围一般比 ＭＥＯ卫星稍大；② 拟合相同

时间跨度，ＭＥＯ卫星运动的角度约是ＧＥＯ卫星

的两倍，表达相同大小的Δ狉′变化范围，ＧＥＯ的

犆狉犮、犆狉狊值比 ＭＥＯ的大；③ ＧＥＯ卫星运动造成的

Δ狉变化更接近于线性；拟合相同Δ狉′变化幅度时，

ＧＥＯ的犆狉犮、犆狉狊值是较 ＭＥＯ的要大。

　　２）算例分析

图１　ＭＥＯ、ＧＥＯ轨道２ｈ内Δ狉的变化

Ｆｉｇ．１　ＶａｒｉｅｔｙｏｆＭＥＯ’ｓｏｒＧＥＯ’ｓΔ狉ｉｎ２ｈ

图２　ＭＥＯ、ＧＥＯ轨道４ｈ内Δｒ的变化

Ｆｉｇ．２　ＶａｒｉｅｔｙｏｆＭＥＯ’ｓｏｒＧＥＯ’ｓΔ狉ｉｎ４ｈ

从参数相关性分析结果来看，总结不出犆狉犮或

犆狉狊超限时与其他参数异常相关情况，参数相关性

与犆狉犮、犆狉狊超限之间没有表现出显著的规律性。

通过２ａ时间跨度内的自主卫星导航系统所

有卫星模拟轨道拟合实验结果分析，可以得出以

下结论：① ＧＥＯ卫星普遍可能出现犆狉犮、犆狉狊超限

的情况，最大已经达到１３７８ｍ；ＩＧＳＯ卫星没有

出现类似情况；② 不能通过改变拟合弧长来有效

控制犆狉犮、犆狉狊的拟合值的范围；也不能通过固定部

分参数的方法解决犆狉犮或犆狉狊拟合结果超限问题；

③ 拟合结果出现犆狉犮、犆狉狊超限时，不存在既能满足

精度要求，又能限制其值在接口协议范围内的其

他局部最优解，也就是说不能通过改变最优解的

搜索范围来解决问题；④ ＧＥＯ 卫星星历参数

犆狉犮、犆狉狊是否超限，与它们强相关的其他参数之间

没有规律性的关系，不能通过调整其他星历参数

估计的约束的方式来解决问题；⑤ 星历拟合误差

集中反映在径向上，沿迹方向、法向相对较小；

ＧＥＯ卫星犆狉犮、犆狉狊在接口表达上的精度损失集中

反映到径向方向。

３）解决方案

ＧＥＯ卫星犆狉犮、犆狉狊参数超限的问题是由于

ＧＥＯ卫星固有的轨道特征引起的，不能通过算法

改进的方法解决，因此建议星历接口设计中犆狉犮、

犆狉狊的表达比特数增加一位，即扩大其值有效范围

到［－２０４８，２０４８］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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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不同情况下参数犆狉狊与其他星历参数的相关性

Ｔａｂ．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犆狉狊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Ｅｐｈｅｍｅｒｉｓ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犃）１／２ ０．９７１３９８ ０．９１６４７２ ０．９１７０４８ ０．９５１０６０ －０．８９６１８６ ０．９０８５１２

犲 －０．９７９２１９ －０．９２２８６２ －０．９１６５３０ －０．９４５１２２ －０．９２０９１８ ０．８３２０３８

犻 ０．０３０４１７ ０．０４５５０２ ０．０２８３９３ ０．００５７２６ ０．００１４２７ ０．００１２９０

Ω －０．０３０４３４ －０．０４５５２７ －０．０２８４０８ －０．００５７２９ －０．００１４５１ －０．００１２９５

ω ０．９３６５９６ ０．７７８３８７ －０．７８１５１７ －０．９９４９９４ －０．７８０９５１ ０．９３９１２１

犕０ －０．９３６２９６ －０．７７７４６４ ０．７８１７６３ ０．９９４９５３ ０．７８０７８８ －０．９３９１０１

Δ狀 －０．０６６４６４ －０．０７９４０５ －０．０６２２４０ －０．０４０６３６ ０．６８００８９ －０．６９１２６６
Ω ０．０３０４３４ ０．０４５５２７ ０．０２８４０８ ０．００５７２９ ０．００１４５１ ０．００１２９５

ｉｄｏｔ －０．０２９１７５ －０．０４３６１１ －０．０２７１８２ －０．００５４７４ ０．００１３５３ －０．００１２０８

犆狌狊 －０．９５０１５６ －０．８７３１９８ －０．８６７３６７ －０．９１９２５６ ０．８１８０４１ －０．８２７７３４

犆狌犮 ０．９９６０５４ ０．９９１０８２ ０．９９４６７９ ０．９９７７１４ ０．９７１０６０ ０．９６４８４９

犆犻狊 ０．０２９２８４ ０．０４３７７１ ０．０２７２７９ ０．００５４９２ －０．００１３５４ ０．００１２１０

犆犻犮 ０．０３０３１４ ０．０４５３５１ ０．０２８３０２ ０．００５７０８ ０．００１３９９ ０．００１２４８

犆狉犮 ０．９５４０３８ ０．８８１９１７ ０．８８０６７４ ０．９２８９０５ －０．８３５５８５ ０．８４７４２７

说明 ＧＥＯ，超限 ＧＥＯ，超限 ＧＥＯ，正常 ＧＥＯ，正常 ＭＥＯ，正常 ＭＥＯ，正常

１．２．３　法方程接近奇异的问题

导航卫星，特别是 ＧＥＯ卫星广播星历参数

拟合过程中，法方程奇异带来的影响是：极小的扰

动数据（包括组建观测方程时线性化误差、定轨误

差等）都可能引起部分星历参数较大范围的变化，

超过接口规定的有效范围。Δ狀参数超限就是由

于此类原因造成的。

针对上述问题，采用不适定问题的正则化方

法（最小模最小二乘估计）［１４］和动态加权的带约

束条件的参数平差方法来解决［１５］。本文仅详细

讨论后者解决此类问题的原理、实现过程及结果。

　　１）动态加权的带约束条件的参数平差方法

在广播星历参数解算中，通过先验信息约束

参数解的变化范围。采用带条件的参数加权平差

法对参数估计值变化范围进行限制的原理如下：

犡＝ （犃
Ｔ犃＋犘犡）

－１犃Ｔ犾

式中，犃为观测矩阵，犡为待估星历参数，犾为常数

项，犘犡 为待估星历参数的先验权。通过广播星历

拟合实验的结果统计表明：

１）采用犘犻＝σ
２
０／σ

２
犻 的方式对犘犡 赋权（σ０ 为星

历拟合中误差，σ犻 为星历参数犻的先验精度），不

能完全解决Δ狀参数拟合结果超限的问题。

２）在出现１）情况时，需要加大犘Δ狀的权重才

能将Δ狀限制在接口协议范围内，此时很有可能

造成拟合精度超限或者ｉｄｏｔ参数超限的情况。

为此，本文对上述算法进行了改进，改进算法

框图如图３所示。

图３　广播星历参数拟合改进算法流程图

Ｆｉｇ．３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ＥｐｈｅｍｅｒｉｓＦｉｔｔｉｎｇ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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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所述的算法采用了动态参数相关性分

析、动态参数权重分配技术。此方法基本的思想

是在ＧＥＯ广播星历参数拟合出现参数超限时，

适度加大超限参数的权重，同时减小与超限参数

强相关、且自身不超限参数的权重，对解决由于法

方程奇异引起的广播星历参数拟合接口超限问题

具有较好的通用性。对不同的星历拟合算例，选

择不 同 的 参 数 组 合 （ＦｒａｃＩｎｄｅｘ，ＰｏｗｅｒＩｎｄｅｘ，

ＰｏｗｅｒＩｎｄｅｘ２）（超限参数值取接口定义范围的比

例、接口超限参数的权重放大比例、与接口超限参

数强相关且没有接口超限参数权重的缩小比例）

可以解决所有出现过的星历参数拟合误差超限和

参数接口超限的问题。

２）算　例

对自主卫星导航系统近五年的联调测试中出

现的三个星历拟合结果Δ狀参数接口超限问题的

典型实例进行分析和比较。表４给出了ＧＥＯ卫

星广播星历参数拟合法方程严重病态的程度，法

方程条件数可达２．０×１０２２。表５给出了利用最

小二乘法和动态加权的带参数约束条件平差法拟

合星历结果的对比情况。

表４　Δ狀参数超限时法方程对角线元素值

Ｔａｂ．４　Ｄｉａｇｏｎａｌ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ｗｈｅｎΔ狀ｉｓｏｕｔ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Ｂｏｕｎｄ

算例１ 算例２ 算例３

（犃）１／２／×１０４ ２．０５６６６１８５ ２．１３４１１２３９ ２．１３２８８５６０

犲／×１０－１２ ２．４０９０６０１４ １．７２６７９４２４ １．１８７５１１２５

犻／×１０－１１ ２．４６４１５８４３ ２．３３５８１７０３ ２．３５８３８８３１

Ω／×１０－８ ２．２５０３８３４９ ２．３７１８８１３０ ２．３３０５６９２８

ω／×１０－４ ５．２６００１０４８ １．４７１０５７２３ ３．０３１４６９２９

犕０／×１０－４ ５．２６０５０２２０ １．４７０７９０９７ ３．０３１５２８４５

Δ狀／×１０－１７ ２．４０１６８９８４ ２．６３９９６９５３ ２．５７４７８３９６

Ω／×１０－１７ ２．３９６１７１３１ ２．６３４６１３２０ ２．５６９２５０６３

ｉｄｏｔ／×１０－１８ １．２３９５７０２１ １．２３０９４０２１ １．２３２１３３４２

犆狌狊／×１０－１４ ５．２８１６５４９４ １７３．６４６７９２ １４１．５６８２４６

犆狌犮／×１０－１２ ２．７３４００６７５ １．３８５６６０７２ ２．４１０５３１０５

犆犻狊／×１０－１２ ２．０５９２２２０４ １．８２４１４１５９ １．８６４７０４８９

犆犻犮／×１０－１２ ７．７１０７３３８０ ７．９７５０２９９５ ７．９２４０５４２４

犆狉狊／×１０３ ３．４７８５３０９０ ２．１１５８３３５１ ３．２２４６９７５７

犆狉犮／×１０３ ０．３３３１１３６９３ ２．５３７５８５４２ ２．１７０８５４４０

Δ狀拟合结果

／×１０－９
４．３９３４７９３６８４４．３１２９３０２１２１４．６２０６３０２３３９

　　为了评价上述动态加权的带参数约束条件平

差算法的应用效果，通过模拟仿真数据进行了不

同拟合方法星历参数拟合的对比实验。事实证明

新算法能够解决所有卫星的参数或者拟合精度的

超限问题。

表５　Δ狀与其他参数的参数相关性及拟合结果

Ｔａｂ．５　ＥｐｈｅｍｅｒｉｓＦｉｔ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Δ狀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相关性 正常拟合结果 改进算法拟合结果 相关性 正常拟合结果 改进算法拟合结果

（犃）１／２ －０．０９８ ６．４９３４０７１１９５×１０３ ６．４９３４１４×１０３ －０．０９４ ６．４９３４３１７１５９×１０３ ６．４９３４３０×１０３

犲 ０．０９４ １．９０３７６１８８４５×１０－４ １．９０８２２８×１０－４ ０．０９６ １．８４７１３５９７７５×１０－４ １．８５１３４７×１０－４

犻 ０．９９０ ２．８４１５７２０３６２×１０－２ ２．８４１５７２×１０－２ ０．９９１ ２．７８８４９０４０２８×１０－２ ２．７６７２９５×１０－２

Ω ０．９９２ ２．６４３３６７２４４０×１０－１ ２．６４３１３６×１０－１ ０．９９２ ５．１１３９９４４４１７×１０－１ ５．９４８８６４×１０－１

ω －０．１０３ －９．８９０３３６７８７２×１０－１ －９．８４１２９１×１０－１ －０．１０３ ７．７８０８５１６５００×１０－１ ６．９３６７０１×１０－１

犕０ ０．０９７ ４．４３２７１１６８２７×１０－１ ４．３８３６６６×１０－１ ０．０９１ ６．７９７６３０３６１１×１０－１ ７．６４２２９２×１０－１

Δ狀 １．０００４．３９３４７９３６８４×１０－９ １．９１３７９３×１０－１３ １．０００４．３１２９３０２１２１×１０－９ ８．９２３５９５×１０－１４

Ω
·

－０．９９５ －４．０５４４８００６３９×１０－９ －４．０５７６０５×１０－９ －０．９９５－４．０３２５８９３１６８×１０－９ －３．４８９３６５×１０－９

ｉｄｏｔ －０．９８３ １．３９０８５６９７４１×１０－１０ １．３８３３２４×１０－１０ －０．９８４－１．４５５７６８２６０６×１０－１０ －２．３９９９８４×１０－１０

犆狌狊 －０．０４３ －７．８５５５９６３５６３×１０－６ －７．５６４３８８×１０－６ －０．０９４－５．８７３９６１７５５６×１０－６ －１．３８７９２８×１０－６

犆狌犮 ０．１０２ ６．７１１９２１０１６１×１０－６ ６．７７９１７６×１０－６ ０．１０７－７．４７４６８０１９１６×１０－６ －９．４３０３２４×１０－６

犆犻狊 －０．８９８ －４．６８１２６８２７７５×１０－８ －４．７８７１８４×１０－８ －０．８８９ ８．７４３４３３４３３５×１０－８ ５．２９３９５９×１０－８

犆犻犮 ０．９９３ －５．２２１７７５９１０９×１０－８ －５．０４７０４６×１０－８ ０．９９３－１．５２０３７７３６２３×１０－８ ５．１２４０２８×１０－８

犆狉狊 ０．１００ ６．４７７０７５５７０６×１０２ ６．５４６８２４×１０２ ０．１０３ －７．２５１９９３９５９７×１０２ －９．０８９１０７×１０２

犆狉犮 ０．０８９ ７．６３６７４４６４０４×１０２ ７．３０２１５７×１０２ ０．０９５ ５．５７５６４７７５１５×１０２ １．２５２１６７×１０２

　注：算例１：正常拟合ＵＲＥ＝０．０９７８ｍ，Δ狀参数超限，改进算法拟合：ＵＲＥ＝０．０９３７ｍ。算例２：正常拟合ＵＲＥ＝０．０６４ｍ，Δ狀参数超

限，改进算法拟合ＵＲＥ＝０．０５９ｍ。参数单位同表１。带“”号参数为拟合结果超出接口有效范围。

２　结　语

１）影响ＧＰＳ开普勒轨道根数广播星历参数

拟合算法对ＧＥＯ卫星轨道适用性的主要原因是

ＧＥＯ卫星轨道的小倾角问题。小倾角问题会在

星历参数拟合中引起Ω、ω、ｉｄｏｔ、Δ狀、Ω 等参数大

范围的强相关，引起拟合结果不稳定甚至不收敛。

２）ＧＥＯ卫星星历参数犆狉犮、犆狉狊超出ＧＰＳ星历

接口范围的主要原因是由于ＧＥＯ卫星轨道特性

决定的，可通过增大接口规定参数有效范围的方

法解决。

３）广播星历参数拟合法方程（特别是 ＧＥＯ

卫星）严重病态，必须通过一定的改进算法稳定参

数拟合结果。本文提出的动态加权的带参数约束

条件平差法被证明是一种有效的方法，能有效地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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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参数有效范围，最大限度地节约导航卫星的

通信资源。

致谢：在本文的完成过程中，得到了上海天文台

吴斌研究员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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