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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卫星星座对犌犖犛犛犚海洋遥感时空特性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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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仿真方法研究了ＧＮＳＳＲ接收天线俯仰角、卫星轨道长半轴和轨道倾角对镜像反射点数量的影

响，对４颗和６颗卫星组成的星座时空分辨率进行了仿真计算，分别获取了星座的时间分辨率。认为由６颗

卫星组成的星座，８ｈ可完成全球５°×５°海洋格点的探测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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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１９９３年 ＭａｒｔｉｎＮｅｉｒａ提出利用ＧＰＳ海

洋反射信号反演海面高度的概念以来，利用ＧＰＳ

海洋反射信号（ＧＮＳＳＲ）遥感海洋参数的研究日

新月异［１］，ＧＮＳＳＲ海洋遥感可以获取海面风场、

有效波高、海面高度和海水盐度等信息。美国

ＮＡＳＡ和科罗拉多大学等研究机构开展了

ＧＮＳＳＲ岸基测高和机载测风试验
［２，３］；西班牙

Ｓｔａｒｌａｂ公司、欧空局空间应用研究所、德国的

ＧＦＺ、英国的Ｓｕｒｒｅｙ大学等在欧洲开展了一系列

岸基、机载和星载试验 ［４６］。特别是在２００３年发

射的英国灾害监测卫星上成功接收到ＧＰＳ海洋

反射信号，并反演得到海面风场。这次星载

ＧＮＳＳＲ试验说明，在卫星平台上采用 ＧＮＳＳＲ

技术遥感海洋参数是可行的。在国内，中国科学

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等单位在厦门开展了

岸基ＧＮＳＳＲ试验
［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制了

ＤＭＲ接收机，并进行了机载试验
［８］。

在ＧＮＳＳＲ海洋遥感反演技术方面，Ｚａｖｏｒ

ｏｔｎｙ等人发展了ＺＶ海浪谱模型
［９］，为ＧＮＳＳＲ

反演海洋参数提供了实用模型；美国、西班牙和德

国的研究机构在开展ＧＮＳＳＲ试验的同时，开展

了反演理论的研究工作。在国内，中国科学院大

气物理研究所、武汉大学、北京应用气象研究所和

解放军理工大学气象学院等单位开展了ＧＮＳＳＲ

反演海面风场的研究工作［１０，１１］。本文分析了接

收天线波束指向和卫星轨道根数对星载ＧＮＳＳＲ

海洋镜像反射点时空分布的影响；针对４星和６

星组网方案，仿真计算了ＧＮＳＳＲ遥感海洋风场

的时间和空间分辨率。

１　星轨道参数与犌犖犛犛犚海洋镜像

反射点时空分布的关系

　　ＧＮＳＳＲ海洋镜像反射点是指满足基尔霍夫

散射近似条件下，ＧＮＳＳ信号经海面点犘改变了

信号传播方向（如图１所示）。海面镜像反射点可

按条件 珝犚１ ＋ 珝犚２ ＝ｍｉｎ搜索获得。

经犘点反射的ＧＮＳＳ信号中，包含有该点附

近海洋风场等信息［１１］，从而可从ＧＮＳＳ反射信号

中反演海洋参数。因此，镜像反射点的时空分布

代表着利用 ＧＮＳＳＲ技术遥感海洋参数的时空

分布。镜像反射点的数量与接收天线波束在海面

覆盖区域的大小和卫星轨道参数有着密切的关

系，海面覆盖区越大，可观测的镜像反射点的数量

越多。

卫星是ＧＮＳＳＲ接收机的平台，卫星的运动

轨迹可用６个轨道根数来描述，即轨道长半轴、轨

道倾角、轨道扁率、升交点赤经、近地点幅角和平

近地点角距。其中在讨论大于一个轨道重复周期

的时间尺度时，升交点赤经、近地点幅角和平近地

点角距对分析结果没有影响；在对地观测卫星中，

一般采用圆轨道。因此，在讨论单颗ＬＥＯ卫星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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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参数对反射事件数量的影响时，着重讨论轨道

长半轴和轨道倾角对时空分布的影响。轨道长半

轴的变化主要影响镜像反射点的个数，轨道倾角

的变化主要影响镜像反射点随纬度的分布；在讨

论ＧＮＳＳＲ海洋遥感卫星星座时，星座中卫星升

交点赤经的分布将影响探测的空间分布。

本文采用ＥＧＯＰＳ软件５．２版本进行海洋反

射事件的仿真计算［１２］，在计算中，ＧＮＳＳ卫星采

用ＧＰＳ、ＧＬＯＮＡＳＳ和 ＧＡＬＩＬＥＯ卫星星座，其

中ＧＰＳ和ＧＬＯＮＡＳＳ卫星数为２４颗，ＧＡＬＩＬＥ

Ｏ卫星数为３０颗。

１．１　卫星地面覆盖区宽度

ＧＮＳＳＲ海洋遥感卫星地面覆盖区是指接收

天线波束与地面相交形成的区域，覆盖区宽度与卫

星轨道高度和天线波束宽度及天线指向有关，如图

２所示。覆盖宽度越宽，可接收的反射点就越多。

图１　ＧＮＳＳ海洋反

射几何关系图

Ｆｉｇ．１　ＧＮＳＳＯｃｅａｎ

Ｒ 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Ｄｉａｇｒａｍ

　　

图２　天线波束形成

的覆盖区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ＡｎｔｅｎｎａＢｅａｍ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ＡｒｅａＤｉａｇｒａｍ

设天线波束与地球表面相交的宽度为犱，波

束边沿与卫星的仰角分别为λ１和λ２，地球半径为

犚，卫星轨道高度为犺，天线的波束宽度为θ，轴向

俯仰角为Φ时，覆盖区长度为犅。图３形象地描

述了犱随犺和Φ 的变化关系。可以看出，覆盖宽

度犱与卫星轨道高度犺成正比关系，与天线俯仰

角Φ成单调递减关系。

图３　犱（犺，Φ）的三维曲面图

Ｆｉｇ．３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ＳｕｒｆａｃｅＭａｐｏｆｔｈｅ

犱（犺，Φ）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１．２　接收天线及天线波束指向

在卫星平台上，经海洋反射到达卫星的

ＧＮＳＳ信号要比直达信号衰减约３０ｄＢ
［６］，且极化

变为左旋，因此，需要高增益的左旋极化接收天

线，但接收天线的高增益指标影响３ｄＢ带宽的波

束宽度，在接收天线增益和波束宽度上需综合平

衡。在英国灾害监测卫星上，接收海洋反射信号

的天线增益为１３ｄＢ，波束宽度为２８°×６７°，本文

的仿真计算将采用该天线的参数。

ＧＮＳＳＲ海洋遥感载荷一般采用沿轨道推扫

方式，在卫星的＋犡（沿飞行方向）和－犡（逆飞行

方向）方向各安装一副接收天线。以接收天线俯

仰角（轴向与海面垂直为９０°）作为变量，仿真计

算海洋反射点的数量，其结果列于表１，其中，轨

道高度为８００ｋｍ；太阳同步圆轨道；降交点地方

时为上午６：３０；搜索反射事件时间步长为１２ｓ。

表１　接收天线俯仰角变化对镜像反射点数量的影响

Ｔａｂ．１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Ａｎｔｅｎｎａ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ｇｌｅ

ａｎｄＮｕｍｂｅｒｓｏｆＭｉｒｒｏｒ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Ｐｏｉｎｔ

接收天线

俯仰角

卫星飞行２４ｈ镜

像反射点个数／个

接收天线

俯仰角

卫星飞行２４ｈ镜

像反射点个数／个

５０° ４１９８９ ６５° ３１８４３

５５° ３６９８１ ７０° ３０３３７

６０° ３３９６１ ７５° ２９３６１

　　由于８００ｋｍ高度对地的俯仰角约２７°，加上

天线波束半宽度为１４°，所以在该卫星轨道上地

球临边探测的俯仰角为５１°，因此，计算从５０°开

始。从表１可以看出，接收天线覆盖范围越接近

临边，可观测到的镜像反射点越多。

另一方面，镜像反射点反射的信号功率与海

面的菲涅尔反射系数相关，右旋极化的导航信号

经海面反射后，部分变为左旋极化信号，被左旋极

化天线所接收。从不同的信号入射角与信号左

旋／右旋分量菲涅尔反射系数的关系［６，１０］可以看

出，当卫星仰角大于４０°时，左旋信号的菲涅尔反

射系数基本不变，而右旋反射信号菲涅尔反射系

数在卫星仰角大于６０°时才得到很好的抑制。综

上所述，认为接收天线的俯仰角选为６０°为宜。

１．３　轨道长半轴与镜像反射点数量的关系

在仿真分析轨道长半轴与镜像反射点数量的

关系时，设轨道长半轴在６７７８～７１７８ｋｍ之间

变化（相当于轨道高度变化从４００～８００ｋｍ），步

长设为５０ｋｍ，仿真计算结果列于表２，其中太阳

同步圆轨道；降交点地方时为上午６：３０；搜索反

射事件时间步长为１２ｓ；接收天线俯仰角为６０°。

从表２结果可以看出，卫星轨道高度越高，镜像反

９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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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点的个数越多。

表２　卫星轨道长半轴对镜像反射点数量的影响

Ｔａｂ．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ｅｍｉｍａｊｏｒＡｘｌｅａｎｄ

ＮｕｍｂｅｒｓｏｆＭｉｒｒｏｒ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Ｐｏｉｎｔ

轨道长半

轴／ｋｍ

卫星飞行２４ｈ镜

像反射点数量／个

轨道长半

轴／ｋｍ

卫星飞行２４ｈ镜

像反射点数量／个

６７７８ ２３３３０ ７０２８ ２９９２６

６８２８ ２４７６６ ７０７８ ３１２０４

６８７８ ２５９９１ ７１２８ ３２４０５

６９２８ ２７３６１ ７１７８ ３３９６１

６９７８ ２８７０７

　　另一方面，从反射点反射的信号信噪比

（ＳＮＲ）
［１０］可以看出，在ＬＥＯ卫星上接收的反射

信号信噪比与卫星轨道高度的平方成反比，轨道

高度越高，信号越弱。综合考虑镜像反射点个数、

反射信号强度和卫星轨道衰变的程度，卫星轨道

高度在６００～７００ｋｍ之间较为合适。

１．４　轨道倾角对镜像反射点分布的影响

在讨论轨道倾角对镜像反射点随纬度分布的

影响时，设卫星轨道倾角从９０°到３０°变化，卫星

轨道高度取７００ｋｍ，升交点赤经设为０°。为了计

算方便，ＧＮＳＳ卫星只采用 ＧＰＳ星座，时间步长

为１ｍｉｎ。镜像反射点分布随轨道倾角的变化见

图４。

由图４可以看出，镜像反射点被限制在与轨

道倾角相同的纬度范围内，当轨道倾角大于７０°

时，镜像反射点可全球覆盖。表３给出了不同轨

道倾角对应的镜像反射点的数量，其中升交点赤

经为０°，近地点幅角为０°，轨道偏心率为０，轨道

高度为７００ｋｍ，搜索反射事件时间步长为３０ｓ。

从表３可知，卫星过两极大陆时，除影响海洋镜像

反射点的数量外，轨道倾角变化对镜像反射点数

量变化的影响约为５％。

图４　卫星轨道倾角对反射点分布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ｏｒｂｉｔａｌＩｎｃｌｉｎａ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Ｐｏｉｎｔｓ

表３　卫星轨道倾角对镜像反射点数量的影响

Ｔａｂ．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ＯｒｂｉｔａｌＩｎｃｌ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ｇｌｅａｎｄ

ＮｕｍｂｅｒｓｏｆＭｉｒｒｏｒ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Ｐｏｉｎｔ

轨道倾角
卫星飞行２４ｈ镜

像反射点数量／个
轨道倾角

卫星飞行２４ｈ镜

像反射点数量／个

８０° ３６２５ ５０° ４０９２

７０° ３９０５ ４０° ４０９５

６０° ４１１７ ３０° ３９３９

２　犌犖犛犛犚海洋遥感卫星星座设计

可采用卫星星座提高 ＧＮＳＳＲ海洋遥感的

时空分辨率。ＧＮＳＳＲ卫星星座编队与其他卫星

编队相比，卫星的工作模式简单，星座的卫星数量

与遥感的时空分辨率呈线性叠加关系，唯一需要

考虑的是卫星间在空间上均匀布设。本文讨论由

４颗卫星（星座犃）和６颗卫星（星座犅）分别组成

星座，研究两种星座的时空分辨特性。在以下的

讨论中，ＧＮＳＳ卫星由ＧＰＳ、ＧＬＯＮＡＳＳ和ＧＡＬ

ＩＬＥＯ共同组成，接收天线俯仰角设为６０°，搜索

镜像反射点的时间步长设为１２ｓ。

２．１　星座轨道根数设计

根据以上分析，卫星的轨道高度设计为７００

ｋｍ，偏心率为０，轨道倾角设计为７０°，表４给出了

两种星座的升交点赤经与近地点幅角的设计值。

表４　星座升交点赤经与近地点幅角设计值

Ｔａｂ．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ＮｏｄｅａｎｄＰｅｒｉｇｅｅＤｅｓｉｇｎ

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ｅｌｌａｔｉｏｎ

卫星号
升交点赤经／（°） 近地点幅角／（°）

星座犃 星座犅 星座犃 星座犅

１ ０ ０ ０ ０

２ ９０ ６０ ９０ ６０

３ １８０ １２０ １８０ １２０

４ ２７０ １８０ ２７０ １８０

５ ２４０ ２４０

６ ３００ ３００

２．２　星座覆盖性分析

ＧＮＳＳＲ海洋遥感卫星星座覆盖性是指在一

定时间内镜像反射点覆盖全球的能力，它与卫星

的数量和卫星轨道根数相关，卫星数量与星座覆

盖全球所用的时间相关，星座卫星的轨道根数与

镜像反射点的分布是否均匀相关。为了使镜像反

射点全球均匀分布，要求组成星座的卫星在轨道

球面上均匀分布，即卫星的升交点赤经和近地点

幅角均匀分布。

海面反射事件是满足反射几何条件下发生的

事件，ＧＮＳＳＲ海洋遥感覆盖性分析不同于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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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卫星的扫描条带覆盖，ＧＮＳＳＲ海洋遥感更

注重对海洋格点的覆盖性。因此，本文采用格网

点覆盖统计方法，统计出星座海洋反射点对全球

海洋５°×５°格点覆盖的时间分辨率。

设海洋反射点的经纬度坐标为（λ犻，φ犻），如果

该点落在某一海洋格点犽内，则该格点犽的反射

点数加１，统计星座的飞行时间内所有反射点落

在海洋格点的情况，得出满足覆盖全部海洋的格

点放入结果。

２．３　星座犃、犅海洋遥感覆盖性仿真结果

星座犃、犅分别由４颗和６颗空间均匀分布

的卫星组成。星座犃飞行６ｈ后，产生３２３２９个

反射点，覆盖全球５°×５°海洋格点的５７．１％。飞

行１８ｈ、２１ｈ和２４ｈ后，在５°×５°格点上覆盖率

分别为７７．３％、８９．５％和１００％。镜像反射点全

球时空分布图见图５。可见，星座犃飞行６ｈ后，

可以获取全球较为均匀分布的海洋信息。

星座犅飞行６ｈ后，产生４９０５６个镜像反射

图５　星座犃的镜像反射点全球分布

Ｆｉｇ．５　Ｇｌｏｂ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ＰｏｉｎｔｓｏｆＣｏｎｓｔｅｌｌａｔｉｏｎ犃

点，覆盖全球５°×５°海洋格点的８７．５％。飞行８

ｈ后，覆盖率为９９．１％，基本做到全球覆盖，如图

６所示。

图６　星座犅的镜像反射点全球分布

Ｆｉｇ．６　Ｇｌｏｂ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ＰｏｉｎｔｓｏｆＣｏｎｓｔｅｌｌａｔｉｏｎ犅

３　结　语

１）ＧＮＳＳＲ接收机天线指标及安装方式影

响海洋遥感的效果。影响接收海洋反射信号的主

要指标是接收机天线增益，需要研制高增益、宽视

场的接收天线。目前最新的数字波束天线阵列技

术要比传统的天线阵列性能更好。接收天线俯仰

角的变化影响海洋反射信号的接收范围，综合海

洋的反射特性和俯仰角的覆盖区域等因素，接收

天线的俯仰角按６０°安装为宜。

２）卫星轨道长半轴和轨道倾角对海洋遥感产

生影响。卫星轨道长半轴从４００～８００ｋｍ变化，镜

像反射点数量呈线性增加，递增率为２６５８个／１００

ｋｍ。卫星的轨道倾角限制海洋反射事件随纬度的

分布，全球海洋遥感需要轨道倾角大于７０°。

３）卫星星座数量直接影响海洋遥感的时空

分辨率。４颗卫星２４ｈ可以探测全球５°×５°海洋

格点的海洋参数，６颗卫星８ｈ即可达到覆盖全

球５°×５°海洋的探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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