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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主要考察了ＣＥＩ对静止轨道共位卫星的轨道确定能力。仿真结果表明，利用ＣＥＩ对共位卫星进行定

轨时，需采用基线阵列。对于１１０°Ｅ共位卫星采用三亚昆明基线阵列、１０ｋｍ基线和２ｄ的数据，可使绝对轨

道精度达百米级；外推至１４ｄ时，相对轨道精度保持在ｍ级。同样，要使绝对和相对轨道精度达到相同的量

级，对于８０°Ｅ共位卫星，需选用昆明三亚基线阵列、１００ｋｍ基线和１ｄ的观测弧段；对于１４０°Ｅ共位卫星，需

选用上海三亚基线阵列、５０ｋｍ基线和２ｄ的观测弧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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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国外提出地球静止轨道

多星共位技术以来，一点多星技术既充分利用了

轨道资源，又增加了某一轨道位置的通信容量。

目前，采用多星共位技术共位卫星的数量多为２

颗，双星共位技术的研究是今后多星共位发展的

基础［１］。在共位卫星所研究的问题中，防止卫星

相互碰撞是最基本的问题。为了防止在同一经度

窗口中的共位卫星发生潜在的相互碰撞，应对其

进行高精度的轨道确定和轨道预报，间隔一定的

时间进行一次定点保持机动［２４］。

相位干涉测量是一种基于飞行器下行信号的

被动测角跟踪方法，其中中短基线相位干涉测量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ｅ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ｙ，ＣＥＩ）通过一

条光纤通信链路向相距１０～１００ｋｍ的两个地面

站发送同一个频率标准，两站之间形成一条短基

线，用它可以精确测量航天器发射来的载波信号

在两个站之间的相位延迟，从而精确测角，是国外

广泛使用的一种中精度角度测量系统。ＣＥＩ技术

具有基线短、布网灵活、实时性好等特点，非常适

用于对同步轨道及其以内地球卫星的现有测控手

段进行增强和补充［５，６］。日本早在８０年代末已将

短基线相位干涉技术用于并轨的同步卫星间的实

时精密轨道监控，而俄罗斯一直把短基线相位干

涉作为低轨卫星的日常监测技术［７］。我国短基线

相位干涉技术多年来集中应用在技术侦察部门，

具有较好的设备和技术力量。本文以ＣＥＩ差分

相位延迟为观测量，讨论了采用单组ＣＥＩ基线和

基线阵列时定点在１１０°Ｅ共位双星的绝对、相对

轨道精度，并给出了分别定点在８０°Ｅ和１４０°Ｅ共

位双星的轨道精度。

１　犆犈犐差分相位干涉延迟测量的定

轨原理

　　对测量精度要求较高的近距离导引段两航天

器的距离较近，影响测量精度的各种误差具有较

强的相关性，因此，观测量选取差分ＣＥＩ，组差以

后可以消去大部分误差项。相位干涉测量得到的

是同一个信号波前到达基线两端天线的相对相

位。选择合适的两条长度为数十至数百公里的正

交基线建立三个测站，每条基线上，如果在某时段

内能同时观测到目标附近的一个轨道精确已知的

参考源（如射电源或其他 ＧＥＯ卫星等），则有差

分相位干涉观测方程［５］：

Δφ＋λΔ犖 ＝ 犚


犃（狋１）－狉
（狋０）－ 犚


犅（狋２）－

狉
（狋０）－ 犚


犃（狋１）－狉


０（狋′０）＋ 犚


犅（狋′２）－

狉

０（狋′０）＋Δρ′ａｔｍ＋Δρ′ｉｎｓ＋Δ犱＋ε′ （１）

其中，Δφ和Δ犖 分别为相位观测量之差和整周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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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度之差；犚

犃、犚


犅、狉

和狉

０ 分别为测站１、测站２、

目标星和参考星在天球坐标系中的位置向量；

Δρ′ａｔｍ是大气传播延迟的残余误差；Δρ′ｉｎｓ是仪器延

迟引起的距离误差；Δ犱为测角系统延迟偏差；ε

为观测噪声。

这样，每个时刻均得到两条基线上的两个高

精度差分相位观测量。由于卫星轨道误差绝大部

分体现在它在有效基线方向上的投影，因此两条

正交基线是决定静地卫星二维角坐标及其变化信

息所必需的，结合卫星的动力学模型，就能够确定

完整的轨道状态。

２　轨道仿真方案确定

２．１　仿真条件

１）卫星的初始时刻轨道选取。初始历元时

刻为ＵＴＣ２００８７１１２：００：００，该时刻定点在８０°

Ｅ、１１０°Ｅ、１４０°Ｅ上的ＧＥＯ共位卫星分别是ｓａｔ１

和ｓａｔ２、ｓａｔ３和ｓａｔ４、ｓａｔ５和ｓａｔ６，其轨道数据由

ＳＴＫ生成（见表１，其中α＝４２１６２．５ｋｍ），精确

的轨道用于观测量的模拟。

２）自然摄动以及定点误差的共同作用使卫

表１　各卫星的初始轨道根数

Ｔａｂ．１　ＩｎｉｔｉａｌＯｒｂｉｔＲｏｏｔｓｏｆ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

卫星 犲 犻／（°） ω／（°） Ω／（°） 犕／（°） 星下点经度

ｓａｔ１／３／５ ０．０００２３１ ０．０６３３２８ １３３．７２９／１６３．７２９／１９３．７２９ ２５９．８２３ １４６．２４６ ８０．００５／１１０．００５／１４０．００５

ｓａｔ２／４／６ ０．０００２１４７ ０．０８８ １９５．６２４／２２５．６２５／２５５．６２４ ２５３．９６３ ９０．２２０１ ７９．９８６／１０９．９８６／１３９．９８６

星相对于标称经度存在长期漂移。在ＳＴＫ中，可

以仿真得到共位双星４ｄ内的星下点轨迹图。

３）两颗共位卫星的面质比相同，１ｄ内相对

距离在１６．８３～６０．０５ｋｍ之间变化，相对于测控

站的夹角在０．０１°以内，在测控站天线的同一波

束角内。

３）由于ＧＥＯ卫星的静地特性，在短弧段内，

可将各基线测角系统延迟偏差等效为常值系统误

差，其对共位双星之差取为１ｃｍ，观测噪声误差

取为８ｍｍ。

４）动力学模型中，采用ＪＧＭ３的２０×２０阶

重力场、日月引力摄动和光压摄动力模型。两颗

卫星的状态量同时进行求解，待估参数还包括光

压参数和常值系统参数。初始轨道位置误差为１

ｋｍ，速度误差为０．１ｍ／ｓ。

２．２　仿真流程及精度评定方法
［８，９］

为更真实地反映各误差源对定轨结果的影

响，可采用统计的方法［１０］对外符合精度进行评

定。仿真流程如下：① 首先模拟一条真实轨道，

并根据观测方程模拟含有随机噪声和系统噪声的

观测数据文件（假定相位模糊度之差已知）；② 根

据先验轨道的误差，采用批处理的方法解算初始

时刻的轨道［１１］；③ 重新产生随机噪声进行轨道

解算。

利用４０组观测数据文件的解算结果进行统

计分析。在每个观测及外推时刻，分别比较“真实

轨道”和解算出的轨道在径向（犚）、沿迹向（犜）、法

向（犖）上的位置误差，得到Δ犻，再利用式（２）得到

位置三分量的误差σ，

σ＝ ∑Δ犻
２

槡犖
＝ ∑ （狓犻－犪）

２

槡 犖
（２）

其中，狓｛ ｝犻 （犻＝１，…，犖）为由历元的定轨结果进

行轨道外推的一列轨道量；犪为由历元的标准轨

道进行轨道外推值。将计算出的标准误差σ作为

此次定轨的绝对轨道精度，每个观测时刻及外推

时刻的绝对位置误差作差即为此时刻的相对位置

误差，仍以式（２）得到此次定轨的相对轨道精度。

２．３　轨道仿真方案

考察ＣＥＩ正交双基线组对卫星的绝对及相

对定轨能力，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① 对于

１１０°Ｅ的共位卫星，分别考察单组基线、基线阵列

的绝对、相对定轨能力；② 采用不同的观测弧长、

不同的基线长度进行轨道计算，当观测弧长为１ｄ

时，外推弧段取至７ｄ；当观测弧长为２ｄ时，外推

弧段取至１４ｄ；③ 采用基线阵列对定点于８０°Ｅ、

１４０°Ｅ的共位卫星进行轨道计算。

３　１１０°犈共位卫星的定轨结果分析

３．１　采用单组基线的定轨精度

对于单颗卫星，单组基线应布设在离星下点最

近的位置；相同的基线长度，正交基线组以Ｖ型布

设时，定轨精度最高［１３］。因此，单组基线以Ｖ型布

设在三亚，基线长度分别取１０ｋｍ、５０ｋｍ、１００ｋｍ，

观测弧段分别取１ｄ、２ｄ。绝对、相对定轨结果见

表２。１０ｋｍ基线采用２ｄ观测弧段的相对轨道外

推图见图１（ａ），其外推弧段中犚、犜、犖方向的最大

误差值分别为－２２．２ｍ、－１４．５ｍ、－０．９ｍ。

６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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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外推相对轨道在犚、犜、犖 方向的误差图

Ｆｉｇ．１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ＯｒｂｉｔＥｒｒｏｒｉｎ犚，犜，犖ｉｎｔｈｅ

Ｅｘｔｒａ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Ａｒｃ

　　由表２中不同基线长度和观测弧段下的定轨

结果可知：① 利用单组基线对共位卫星进行定

轨，绝对轨道精度较差。１０ｋｍ基线采用２ｄ的

数据或采用５０ｋｍ和１００ｋｍ基线时，绝对轨道

精度达百ｍ级；② 相对定轨精度可达几十 ｍ级

甚至ｍ级，１０ｋｍ采用２ｄ的数据或采用５０ｋｍ

和１００ｋｍ基线时，相对轨道精度达 ｍ级；③ 观

测弧长越长，基线长度越长，定轨精度越高。

由图１（ａ）可以看出，相对轨道误差随着时间

的推移而逐步放大，当外推到第１４ｄ时，误差在

犚、犜方向分别达到了２２．２ｍ、１４．５ｍ，值较大。要

把相对轨道误差值控制在１０ｍ以内，就只能外

表２　各卫星的绝对和相对定轨精度

Ｔａｂ．２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Ｏｒｂｉｔ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基线长度／ｋｍ
１ｄ／ｍ ２ｄ／ｍ 犚／ｍ 犜／ｍ 犖／ｍ

ｓａｔ３ ｓａｔ４ ｓａｔ３ ｓａｔ４ １ｄ ２ｄ １ｄ ２ｄ １ｄ ２ｄ

不同基线长度、

不同观测弧度

下的定轨精度

１０ ５３１６．９５３０６．７ ５７６．３ ５７２．２ １０．８９ ２．６４ ２３．８５ ９．２８ ０．７１ ０．１６

５０ ５１７．４ ５１６．８ ３９７．９ ３９９．３ ３．６７ ０．５６ ８．６８ １．０７ ０．３４ ０．３９

１００ ４９０．４ ４９０．１ ３９８．３ ４００．５ １．８４ ０．３３ ４．２１ ０．５７ ０．３９ ０．４２

昆明三亚基线阵

列的定轨精度

１０ ６８９６．１６９０３．４ ４１７．３ ４１７．３ ６．１４ ０．８０ １５．４０ １．８７ ０．３５ ０．４３

５０ ６９８．７ ６９９．６ １５９．４ １５９．５ ２．４８ ０．１４ ５．５７ １．１６ ０．３１ ０．０３

推至４ｄ，外推弧段较短。

３．２　采用基线阵列的定轨精度

单组基线分别布设在昆明和三亚，两组基线

的配置相同，定轨结果见表２。１０ｋｍ基线长度

采用２ｄ观测弧段的相对轨道外推图见图１（ｂ）。

由表２中昆明三亚基线阵列的定轨结果可

知，采用１ｄ弧段时，绝对轨道精度有所降低，主

要是因为昆明站的加入所致；单站定轨时，三亚站

的定轨精度高于昆明站，并且弧段较短。基线阵

列的绝对定轨精度（２ｄ弧段）和相对定轨精度均

高于单站，但无量级上的提高。但由图１（ａ）可以

看出，当轨道外推至第１４ｄ时，相对轨道各方向

的误差仍在ｍ级以内。

由以上分析可得，虽然单组基线确定的初始

时刻相对轨道精度在 ｍ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轨道误差被迅速放大，只能在４ｄ内保持在ｍ级；

采用基线阵列使轨道外推至１４ｄ时，轨道误差仍

保持在ｍ级，故需要采用基线阵列进行共位卫星

的相对定轨。

４　８０°犈和１４０°犈共位卫星的定轨结

果

　　选取使卫星定轨精度最高的基线阵列，即选

择离卫星星下点较近的阵列［１２］，对于１４０°Ｅ卫

星，选取上海三亚基线阵列；对于８０°Ｅ卫星，选

取昆明三亚基线阵列。其绝对、相对定轨精度分

别见表３、表４。

表３　８０°Ｅ、１４０°Ｅ共位卫星的绝对定轨精度

Ｔａｂ．３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Ｏｒｂｉｔ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８０°Ｅ，１４０°Ｅ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

基线长度／ｋｍ
１ｄ／ｍ ２ｄ／ｍ

ｓａｔ１ ｓａｔ２ ｓａｔ５ ｓａｔ６ ｓａｔ１ ｓａｔ２ ｓａｔ５ ｓａｔ６

５０ １３１５．１ １２９８．７ ８７９．４ ８９０．０ １０１３．３ ９９７．７ ３３７．８ ３４４．９

１００ ６７６．５ ６６７．９ ２７１．３ ２７３．７ ５９３．２ ５８５．４ １９４．９ １９７．１

表４　８０°Ｅ、１４０°Ｅ共位卫星的相对定轨精度

Ｔａｂ．４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Ｏｒｂｉｔ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８０°Ｅ，１４０°Ｅ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

基线长度／ｋｍ

犚／ｍ 犜／ｍ 犖／ｍ

８０°Ｅ １４０°Ｅ ８０°Ｅ １４０°Ｅ ８０°Ｅ １４０°Ｅ

１ｄ ２ｄ １ｄ ２ｄ １ｄ ２ｄ １ｄ ２ｄ １ｄ ２ｄ １ｄ ２ｄ

５０ ２．３７ ０．４７ １．５５ ０．０６ １７．１９ １５．９６ １４．６０ ８．６２ ０．７７ ０．９５ １４．６ ０．２４

１００ １．２３ ０．２４ ０．６４ ０．０４ ８．７０ ８．１５ ７．２０ ３．９６ ０．４９ ０．５８ ０．２７ ０．１２

７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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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３、表４可得：①１１０°Ｅ卫星的绝对、相

对定轨精度优于１４０°Ｅ、８０°Ｅ卫星，这主要是因为

基线阵列布设在中国境内，离１１０°Ｅ卫星星下点

最近，同时东星的定轨结果要优于西星［１１］。

② 对于８０°Ｅ的共位卫星，１００ｋｍ长的基线可以

使绝对轨道精度达百 ｍ 级，相对轨道精度达 ｍ

级。③ 对于１４０°Ｅ的共位卫星，５０ｋｍ的基线采

用２ｄ的观测弧段可使绝对轨道精度达百 ｍ级，

相对轨道精度达ｍ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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