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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航卫星自主定轨时轨道机动问题的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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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各种摄动因素的作用下，导航卫星将逐渐偏离其预定轨道，因而需要通过轨道机动的方法来予以纠

正。但轨道机动后，由预报轨道所提供的轨道先验信息将失去作用，这是用星间距离观测值和先验轨道信息

进行导航卫星自主定轨时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提出机动后，机动卫星采用几何法来确定自己的位置，然后用

动力学法来进行轨道拟合和轨道预报，在机动后第二天就能恢复正常的自主定轨。即使有多个卫星在同一天

发生机动，个别卫星因可观测卫星不足４个而无法定轨，在第二天就能实现几何法定位，不会影响整个系统的

导航定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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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卫星自主定轨时所用的星间卫星观测值

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利用ＣＣＤ相机等光学敏感器

所获得的方向观测值，另一类是用无线电测距方

式所获得的距离观测值。方向观测值是以恒星等

天体的位置为参照物来测定的，这些属于天球坐

标系中的方向观测值可以通过地球定向参数（岁

差、章动、ＵＴ１和极移）转换至地球坐标系中。采

用这类观测值来进行卫星自主定轨时不存在秩亏

问题。然而方向测量中所对应的横向误差是与距

离成正比的，当两个导航卫星间的距离为４万

ｋｍ时，若要求横向误差不超过１０ｍ，则方向测量

的精度就应达到０．０５″，ＣＣＤ相机等光学敏感器

目前还难以达到上述精度。星间距离观测值的优

点是精度好，用伪距测量的方法不难达到 ｍ级甚

至ｄｍ级的精度，而且在卫星上需增添的仪器设

备也较少。但利用星间距离观测值只能确定卫星

间的相对位置，无法测定星座的整体旋转［１４］。因

为这类观测值并没有与天球坐标系中的天体或地

球坐标系中的测站建立任何联系，缺少必要的位

置基准。利用这类观测值进行导航卫星的自主定

轨时，方程会出现秩亏问题。

采用最小二乘配置法把预报星历所提供的先

验轨道信息也当作是一种虚拟的观测值，并赋予

适当的权与星间距离观测值一并进行平差，就能

较好地解决上述问题。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在同时

确定子午卫星的精密轨道及测站坐标的动力法测

地和短弧法平差中就广泛采用了这种方法，并取

得良好的效果。ＧＰＳ卫星的自主定轨也采用这

种方法。

１　轨道机动

在各种摄动因素的作用下，卫星轨道会产生

摄动逐渐偏离预定轨道，此时卫星将按命令重新

点火，启动发动机，利用自己所携带的燃料来调整

轨道，返回正确的位置，上述工作称为轨道机动。

当然，轨道机动的含义更为宽泛，为了实现轨道转

移、返回地球、轨道拦截和交会而主动改变原有轨

道的机动飞行皆属轨道机动［５］。本文中主要指调

整轨道，恢复正常的位置。对于ＧＰＳ卫星系统而

言，大约半个月左右会发生一次卫星机动。对于

北斗二代中的 ＧＥＯ卫星而言，轨道机动可能更

为频繁。因为赤道上空的卫星更为拥挤，分配给

每个卫星的区间更小（一般为０．１°），卫星更容易

漂离出预定区间。

采用传统的地面定轨模式时，卫星机动是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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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控制系统的命令进行的。为维持导航卫星星

座的正确结构，转入自主定轨模式后仍需要进行

轨道机动。采用集中式自主定轨方式时，轨道机

动的命令可由中心卫星来下达。采用分布式自主

定轨方式时，则需要各卫星自行判断，当轨道漂移

值超出设定的限差时，自行进行轨道机动。

轨道机动后，卫星位置变化可达数十ｋｍ之

多，预报星历将完全失去作用，因而不能再沿用原

来的方法来进行自主定轨。本文采用的方法是依

据与其有联系的其他卫星的坐标和星间距离观测

值采用几何方法来确定其位置，然后根据所求得

的各历元的卫星坐标用动力学方法来拟合其轨

道，进而进行轨道预报，并估计预报轨道的精度，

这样在下一时段就能重新返回正常的自主定轨模

式。

此外，本文对多个卫星在同一天中发生轨道

机动的情况也进行了讨论。在自主定轨中，最简

单的做法是给卫星设定一个限差，当卫星轨道偏

移超出该限值时，就进行轨道机动，调整轨道。采

用这种方法时，虽然多个卫星在同一天发生轨道

机动的概率很小，但并不能完全排除其可能性，本

文对此也进行了讨论。

２　星间距离观测值的模拟

迄今为止，实测的导航卫星星间距离观测值

尚未获得，因而只能采用模拟的方法来生成这些

观测值。具体的方法如下：

１）判断卫星犼是否位于卫星犻的信号覆盖区

域内。

显然，卫星犼只有位于卫星犻的信号覆盖区

域内才有可能接收到测距信号，测定至卫星犻的

距离。模拟时，假定卫星犻的发射天线的主轴指

向地心，并不考虑姿态误差；发射天线的波束角θ

为９０°，即假定卫星犻的信号覆盖区域为发射天线

主轴四周４５°范围内的一个圆锥体。卫星犼只有

位于该圆锥体内时，才有可能进行星间距离测量。

２）判断卫星信号是否位于“障碍球”外。

即使卫星犼位于卫星犻的信号覆盖区域内，

仍有可能因为信号被地球等遮挡而无法进行距离

测量。此外，卫星信号在穿过对流层时将产生对

流层延迟。星间距离观测值所受到的对流层延迟

与地面站的情况不同，不能直接采用目前的各种

对流层延迟模型。因而在自主定轨中经常采用的

一种简单的方法是：若测距信号穿过对流层，就剔

除相应的距离观测值。为此，需以地心为球心，以

（犚＋犺）为半径来构建一个“障碍球”（犚为地球半

径，犺为对流层的高度，如取５０ｋｍ）。电离层延

迟可用双频观测值来消除。若采用单频接收机

时，也可采用类似的方法来解决，此时应将“障碍

球”的半径扩展为（犚＋犎），犎 为电离层的最大高

度，如取１０００ｋｍ。卫星犻和卫星犼之间的连线

位于“障碍球”之外时，才能生成星间距离观测值。

在自主定轨中，星间距离观测值的数量很多，

卫星离地面的高度超过２万ｋｍ，将“障碍球”的半

径增加犺或犎 后，仍可保留大量的星间观测值，

而且可以彻底解决对流层延迟（电离层延迟）修正

不精确的问题，是目前经常采用的方法。

３）计算几何距离并引入卫星钟差改正。

在满足上述两个条件的情况下，就能根据

ＩＧＳ精密星历所给出的卫星坐标求出它们间的几

何距离，然后再根据ＩＧＳ所给出的精密卫星钟差

对几何距离加以修正，修正值为犮（ｄ狋犻－ｄ狋犼），其

中，ｄ狋犻为发射测距信号的卫星犻的钟差，ｄ狋犼 为接

收测距信号的卫星犼的钟差。

４）引入随机误差和残余的系统误差。

在生成模拟观测值时，并未用各种误差模型

来生成相应的系统误差，并一一引入到观测值中，

然后在数据处理的过程中再用同样的误差模型来

对观测值进行改正。这样做虽然可以使模拟的观

测值更逼近实际情况，但是对定轨结果并没有太

多意义，反而会增加计算工作量。考虑到本文的

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生成模拟观测值，而是在于

定轨的结果，所以未采用这种做法。

笔者的做法是：首先在前面所生成的星间距

离观测值中引入适量的随机误差（如测量噪声

等），其大小可自行设定，计算时采用的是±０．７５

ｍ，这是ＧＰＳＢｌｏｃｋⅡＲ卫星进行星间距离测量

时测量噪声的均方差值。计算时，由计算机根据

上述均方差，按犖（０，σ
２）分布自动生成随机误差

分配给各观测值。然后再在观测值中引入适量的

残余系统误差，以生成最终的模拟观测值。

残余系统误差是由于误差改正模型不够完善

而引起的。有些系统误差甚至还难以建立合适的

误差模型，如多路径误差。对星间距离观测值而

言，残余系统误差主要是由于对测距信号在发射

和接收过程中的时延值的检验和校正不够精确而

产生的。虽然在卫星生产过程中以及发射入轨

后，都可以对上述时延值进行检校，但检校后仍会

存在残余的系统误差。这些残余系统误差一般包

含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常数误差，另一部分为周期

性误差，其周期与卫星运行周期相同。计算时，采

０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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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ＧＰＳ卫星的实际值，信号发射过程中的时延

值经检校后残余下来的常数误差的均方差值为

±０．３１ｍ（为了方便起见，已将时延化算为对应

的距离误差，下同），残余下来的周期性误差的幅

值的均方差为±０．２１ｍ。信号接收过程中所产生

的时延经检校后残留下来的常数误差的均方差为

±０．５１ｍ，周 期 性 误 差 的 幅 值 的 均 方 差 为

±０．２７ｍ。这些均方差值反映了目前ＧＰＳ系统对

星间距离测量中的时延值进行检验和校正的实际

精度水平。至于检校后每个卫星所残留下来的系

统误差的具体数值（大小及符号）当然是不知道

的，计算时，也根据上述均方差按犖（０，σ
２）分布随

机生成分配给各卫星。对每个卫星而言，一旦分

配后，在整个计算过程中，上述误差（常数部分及

周期部分中的幅值）就保持不变，呈系统误差特

性，但在卫星之间，残余误差的大小和符号呈随机

性［７］。本文中的星间距离观测值就是按上述方法

生成的。

３　算　例

３．１　单个卫星机动

以一实际的ＧＰＳ卫星机动为例，用模拟生成

的星间距离观测值和自行研制的自主定轨软件

ＡＯＤＳＴＫ，以１ｄ为一个时段进行了整体计算（集

中式自主定轨），并以ＩＧＳ精密星历作为标准，对

计算结果进行了精度评估。具体情况如下：２００９

年３月６日（ＤＯＹ６５）９时，ＰＲＮ１０卫星发生轨道

机动，机动后的卫星位置与预报位置之差达７０

ｋｍ，机动后的卫星运动速度与预报值相差１１ｍ／

ｓ，而未发生机动的其他卫星的实际轨道与预报轨

道之差一般只有±２ｍ左右，运动速度与预报速

度之差一般只有±（０．２～０．４）ｍｍ／ｓ。由此可

见，轨道机动后，原来的轨道预报信息将完全失去

作用，相应的虚拟观测值的权重趋于零。

计算步骤如下：

１）发生机动的当天（ＤＯＹ６５），剔除发生机动

的ＰＲＮ１０卫星，其余卫星仍按照原方法进行自

主定轨。由于卫星数量多，剔除一颗卫星后几乎

不会对其他卫星的自主定轨精度产生影响，但机

动后ＰＲＮ１０卫星的预报星历已不可用，机动前

后的两段轨道也无法用原有的动力学模型来进行

统一的处理，这一天的ＰＲＮ１０卫星的轨道缺失，

当然也不能预报ＤＯＹ６６的轨道。

２）发生机动后的第一天（ＤＯＹ６６），其余卫星

仍按照原方法进行自主定轨，机动卫星ＰＲＮ１０

由于无预报星历，所以还无法和其他卫星一起统

一进行自主定轨，但可以根据其他卫星的位置和

星间距离观测值采用几何方法来确定自己的位

置，然后用动力学模型来进行轨道拟合，求出当天

的卫星轨道，并预报第二天的轨道。用这种方法

求得的卫星轨道的精度及预报轨道的精度会比其

他卫星稍差些。

３）发生机动后的第二天（ＤＯＹ６７），所有的卫

星都可以按照原方法一起进行自主定轨，精度也

基本恢复正常。

当然从理论上讲，只要机动工作一结束，在机

动当天的其余时间内，ＰＲＮ１０卫星就能立即用几

何方法来确定自己的轨道。但由于自主定轨软件

中是以１ｄ作为一个时段的，用１ｄ中部分时间的

观测值来进行解算时，需要对软件中设置的多个

参数进行修改，容易出错。考虑到目前已有足够

多的ＧＰＳ卫星，机动卫星少一天的数据并不会对

用户的导航定位产生太多的影响，故未作修改。

轨道机动后第一天（ＤＯＹ６６）的定轨结果见

图１（ａ）。可以看出，其他卫星的定轨误差（本文

中的定轨误差指 ｄ犡２＋ｄ犢２＋ｄ犣槡
２，ｄ犡、ｄ犢、ｄ犣

为用自主定轨软件解算得到的初始轨道预报１ｄ

的结果与ＳＰ３精密星历的差值，下同）均在２ｍ

以内，ＰＲＮ１０卫星的定轨精度稍差，约为２．８ｍ。

机动后第二天（ＤＯＹ６７），所有卫星均恢复正常的

自主定轨模式，定轨误差均在２ｍ 以内（见图１

（ｂ））。

图１　机动后第一天和第二天各卫星的定轨精度

Ｆｉｇ．１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Ｏｒｂｉｔ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ａｃｈＧＰＳ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ｏ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Ｄａｙ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Ｄａｙ

ＡｆｔｅｒＭａｎｅｕｖｅｒ

３．２　多个卫星在同一天发生轨道机动

多个卫星同时发生机动所造成的影响有两个

方面：一是按原方法统一进行自主定轨的非机动

卫星数将减少。但由于导航卫星星座中有足够多

的工作卫星，如算例中有３１颗卫星，即使有４～５

颗卫星同时发生机动，其余卫星仍然能正常地进

行自主定轨，精度下降极为有限。二是机动卫星

用几何法来确定自己的轨道时，可用卫星数可能

下降，从而影响定轨精度。这种影响的大小与机

１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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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卫星的空间分布有关。如果机动卫星分布分

散，每个机动卫星用几何法来定轨时，可用卫星数

只减少１～２个，则不会对定轨精度产生较大的影

响。如果机动卫星分布不好，使个别机动卫星用

几何法定轨时，可用卫星数减少较多或几何图形

太差时，会导致定轨精度大幅下降。倘若可用卫

星数少于４个时，这些卫星就无法用几何方法来

定轨，但好在第二天其余卫星都已恢复正常的自

主定轨，可用卫星数将大大增加，在前一天无法定

轨的个别卫星推迟一天后就能实现几何法定轨。

由于ＧＰＳ系统没有发生多个卫星在同一天

机动的例子，因而下述算例是模拟的。在ＰＲＮ１０

发生机动的基础上，再随机选取１～１０个卫星，计

算了同时有２、３、４、…、１１个卫星机动时的定轨结

果。限于篇幅，文中仅给出部分计算结果。

图２给出了ＰＲＮ１０、１１、１２、１６四个卫星发生

机动时的定轨情况。从图２（ａ）可以看出，机动后

第一天，非机动卫星的定轨误差均在２ｍ以内，

情况正常，机动卫星中的ＰＲＮ１０和ＰＲＮ１６的定

轨误差小于３ｍ也属正常，ＰＲＮ１１为５ｍ左右，

ＰＲＮ１２为９ｍ左右，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但机

动后第二天，所有卫星的定轨精度均可恢复正常

（见图２（ｂ））。

图２　机动后第一天和第二天各卫星的定轨精度

（４个卫星同时机动）

Ｆｉｇ．２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Ｏｒｂｉｔ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ａｃｈＧＰＳ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ｏ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Ｄａｙ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Ｄａｙ

ＡｆｔｅｒＭａｎｅｕｖｅｒ

图３（ａ）给出了当ＰＲＮ４、５、８、１０、１１、１２、１６

等７颗卫星同时发生机动后第一天各卫星的定轨

精度。可以看出，ＰＲＮ４、５、１０、１１、１６等５颗卫星

的定轨精度均正常，ＰＲＮ８和ＰＲＮ１２的定轨精度

则有所下降，分别超过了８ｍ和１１ｍ。但机动后

第二天，仍能恢复正常（见图３（ｂ））。

图４给出了１１个卫星同时发生机动后第一

天各卫星的定轨精度。可以看出，ＰＲＮ４、５、１０、

２８的定轨精度在５～１０ｍ之间，ＰＲＮ１２为１１ｍ

左右，精度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但第二天仍可恢

复正常。而ＰＲＮ１１卫星由于可视卫星数不足４

个，在机动后第一天已无法用几何法来确定轨道。

图３　机动后第一天和第二天各卫星的定轨

精度（７个卫星同时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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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动后第二天，由于其余卫星均能恢复正常的

自主定轨，因而ＰＲＮ１１就能用几何方法来确定

自己的轨道，也即该卫星将延迟一天提供星历。

图４　机动后第一天各卫星的定轨精度

（１１个卫星同时机动）

Ｆｉｇ．４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Ｏｒｂｉｔ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ａｃｈＧＰＳ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ｏ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ＤａｙＡｆｔｅｒＭａｎｅｕｖｅｒ

４　结　语

１）利用预报星历所提供的先验轨道信息和

星间距离观测值来进行导航卫星自主定轨，方法

简单，在卫星上无需增添大量的新设备，精度也可

满足要求，是一种较好的自主定轨方法。

２）在各种摄动因素的作用下，卫星将偏离正

确轨道，有必要通过轨道机动使其返回预定轨道，

在自主定轨中仍然需要进行此项工作。

３）机动后，预报星历所提供的先验信息将完

全失去作用，有必要采取特殊措施对机动卫星进

行处理。采用本文方法，在机动后第一天，机动卫

星可通过几何方法来确定自己的轨道。定轨精度

虽略逊于其余未机动的卫星，但也能满足要求。

在机动后第二天，整个系统就能恢复正常的自主

定轨工作。

４）本文模拟计算的结果表明，当几个卫星同

时发生机动时（算例中为２～１０个卫星），机动后

第一天，所有的机动卫星均可采用本文方法来确

定自己的轨道进行轨道预报。虽然个别卫星的轨

道精度会有所下降，但机动后第二天都能恢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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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当同一天发生机动的卫星数过多时（算例中

为１１个卫星），个别卫星可能会出现无法再用几

何方法来定轨的问题，但延迟一天后便可完成上

述工作。个别卫星少一天的星历不会对导航系统

产生大的影响。

由于ＧＰＳ系统有精密星历可供模拟星间距

离观测值时使用，也可作为检验自主定轨精度的

标准，又能提供实际的轨道机动例子，所以在算例

中采用了ＧＰＳ卫星。上述方法也适用于我国自

行研制组建的北斗二代卫星导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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