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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星日滤波的修正以及对高频
犌犘犛定位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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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现有的恒星日滤波方法进行了修正，提出了利用站点获得的卫星星历分段计算卫星平均轨道周期

的方法。实例结果表明，相比修正前的恒星日滤波，修正后的滤波可更有效地提高定位精度，坐标三分量（犖、

犈、犝）分别提高了４．５％、５．２％和６．２％，而且在０．００１～０．０８Ｈｚ频率域上也可获得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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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接收机技术和存储能力的提高，

高频（１Ｈｚ）和超高频（２０～５０Ｈｚ）ＧＰＳ定位技术

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它可应用于地震学、火山

学、气象学和地震工程学等领域，国内外学者对它

的处理方法和应用前景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

趣［１６］。高频ＧＰＳ定位精度主要受ＧＰＳ观测噪

声的影响，误差源主要有卫星的数量和位置分布、

天线相位中心和多路径效应等。由于这些误差都

与站星间的几何位置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７１０］，所

以可以利用精确的卫星运动周期来对此进行有效

的消除。目前用来消除重复性噪声的最常用方法

是恒星日滤波法［１１］，它是一天以内 ＧＰＳ观测精

度的基础，所以对于提高高频ＧＰＳ定位精度有很

大的帮助。Ｃｈｏｉ等在２００４年
［１２］给出了改进的恒

星日滤波。本文利用开普勒第三运动定律计算分

析了导航卫星长期的运动周期的变化情况，根据

测站获得的导航星历计算出各时段内可视卫星的

平均轨道周期，精细了传统的恒星日滤波方法，使

其更有效地应用于高频ＧＰＳ数据处理。

１　卫星轨道周期的计算

ＧＰＳ卫星轨道运行周期为１２ｈ恒星时，如果

接收天线的位置固定，则卫星与天线相位中心的

相对几何位理论上会在第二天提前２３６ｓ的时刻

与前一天的环境几何构形相同，对于站点位置固

有的误差，如多路径效应等噪声将会重复出现。

根据这个特性，可利用连续两天同时段的重复观

测消除重复性噪声［１３］。

卫星空间分布相对于接收机的几何构形是随

时间而改变的，需先确定ＧＰＳ卫星星座的实际轨

道周期，最简单且直接的方法就是利用长期ＧＰＳ

卫星接收站每日接收的广播星历求得［１４］。

根据开普勒第三运动定律，卫星运动周期的

平方与轨道椭圆长半轴的立方比值为一常数。本

文以广播星历导航文件的参数值犪狊和犱狀 作为分

析样本，其中，犪狊 为卫星轨道椭圆长半轴的平方

根；犱狀 为平均运动角速度的改正量；犜０ 为率定的

轨道周期［１５］：

犜０ ＝４π／狀，狀＝ 槡犌犕 ×犪－
３
狊 ＋犱狀 （１）

由于ＧＰＳ卫星经过一日的时间将绕行地球两周，

因此犜０ 可以写成２倍的轨道周期，为２×２π／狀。

ＧＰＳ卫星轨道周期为１２ｈ恒星时，如果是开普勒

轨道情况下，每日两回的轨道周期理论应提前

２３６ｓ回到原空间位置，但是由于美国国防部并未

将卫星的轨道周期约束为恒星周期，而是把地面

跟踪站设定为固定站，所以导致卫星每天的实际

轨道周期并不完全一致，需要进行修正。

本文利用ＳＯＰＡＣ网站（ｈｔｔｐ：／／ｓｏｐａｃ．ｕｃｓ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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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ｄｕ）提供的广播星历文件来计算卫星运动的实际

轨道周期，数据收集时间为２００９年７月１９日至

８月１８日，根据式（１）计算出在这一时段内每颗

卫星沿轨道运行周期相对于２４ｈ平均提前的时

间，部分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犌犘犛卫星轨道周期

Ｔａｂ．１　ＧＰＳ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Ｐｅｒｉｏｄ

卫星

编号

平均提前

时间／ｓ

卫星

编号

平均提前

时间／ｓ

卫星

编号

平均提前

时间／ｓ

１ ２４１．９３ １１ ２４５．３５ ２１ ２４９．０４

３ ２４８．３８ １３ ２４３．２３ ２３ ２４８．４９

５ ２５１．９５ １５ ２４７．７８ ２５ ２４６．４１

７ ２４５．７６ １７ ２４４．９５ ２７ ２３９．５６

９ ２４７．２７ １９ ２４８．３８ ２９ ２４５．４０

　　从表１可以看出，每一颗卫星的平均轨道周

期都各不相同，对于同一颗卫星来说，每天的运动

周期也不完全一致，导致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有：

① 卫星在飞行过程中受到地球与月球引力场的

影响，引力随时空变化不均影响周期变化；② 受

地面控制站的调控而影响运动周期。

根据表１的结果计算，３２颗卫星的平均提前

时间约为２４６ｓ，即卫星的平均轨道周期为２３ｈ

５５ｍ５４ｓ，这比Ｃｈｏｉ
［１２］于２００４年给出的修正后

的恒星周期提前了１ｓ，而与Ｅｌｏｓｅｇｕｉ等
［１６］２００６

年给出的恒星周期一致。所得到的卫星星座平均

轨道周期对于单日解精度的提高是非常有帮助

的。但是对于高频ＧＰＳ定位来讲，由于数据量非

常大（２４ｈ采样率为１Ｈｚ的ＧＰＳ数据，可达１００

Ｍ左右），计算时间较长，对计算机的配置要求也

比较高，而且在实际应用中，特别是在地震学应用

方面，需计算几个小时的数据，所以应该进行更细

致的分析。

２　恒星日滤波的修正

本文根据测站接收到的卫星星座进行周期分

析，得出不同时段最佳的平均轨道周期值，以此来

对观测结果进行恒星日滤波。所用数据为烟台基

准站２００９年第２１６天接收到的广播星历，采样率

为１Ｈｚ，高度截止角为１５°。将１ｄ平均分为２４

个时段，计算各时段站点所接收到的卫星星座的

平均运动周期相对于２４ｈ的变化值，结果见图１。

从图１可见，站点在观测到的卫星星座的轨

道平均运动周期在１ｄ内也具有较大的差异，最

大差值可达１０ｓ，这主要是测站观测到的卫星星

座随时空变化而造成的，所以只是利用平均的卫

星轨道运动周期值并不能完全适应每个时段，需

图１　１ｄ内卫星星座平均运动周期变化图

Ｆｉｇ．１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Ｃｏｎｓｔｅｌｌ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ｉｏｄｉｎａＤａｙ

要利用不同时段观测到的卫星星座的平均轨道周

期来对恒星日滤波进行修正，然后再对相邻两天

的结果进行平移和差分，消除其重复性噪声。

３　高频犌犘犛结果分析

根据分段计算周期的方法，将修正后的恒星

日滤波应用到高频ＧＰＳ定位中，并与初始结果和

周期提前２４６ｓ的恒星日滤波进行比较，所用数

据为烟台 ＧＰＳ基准站２００９年第２１５天、２１６天

８：００～９：００的观测值，采样率为１Ｈｚ。选择这个

时段的原因主要是根据前面计算得出的卫星轨道

周期明显低于２４６ｓ，有利于分析以往使用的滤波

方法所存在的弊端。高频ＧＰＳ观测数据处理软

件为ＧＡＭＩＴ／ＧＬＯＢＫ中的ＴＲＡＣＫ运动学分析

模块。观测数据显示，这个时段烟台站共接收到

８颗卫星，经计算，卫星星座的平均轨道周期相对

于２４ｈ提前２３７ｓ（见图１），利用这两种周期值对

原始结果进行恒星日滤波，其滤波前后的坐标三

分量结果如图２所示。

图２　坐标三分量时间序列图

Ｆｉｇ．２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３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初始的坐标时间序列精度 ＮＳ为０．９１ｃｍ，

ＥＷ 为０．５８ｃｍ，犝 为１．９５ｃｍ。从图２可以看

出，经过传统的和修正后的恒星日滤波消除了部

分长周期误差，坐标时间序列的精度有了明显的

提高，ＮＳ、ＥＷ 和 Ｕ 方向分别提高了２８．５％和

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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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０％、１０．３％和１５．５％、２５．６％和３１．８％，经过

修正后的恒星日滤波，坐标三分量时间序列的

ＲＭＳ值分别达到了０．６１ｃｍ、０．４９ｃｍ 和１．３３

ｃｍ。

为了更好地得出恒星日滤波在不同频率域上

对原始结果的影响程度，将图２中的结果进行谱

分析，见图３。

图３　坐标三分量功率谱密度

Ｆｉｇ．３　Ｐｏｗ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ＤｅｎｓｉｔｙｆｏｒＴｈｒｅ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由图３可见，两种恒星日滤波在０．００１～

０．０２Ｈｚ的频率域上均可有效地提高定位精度，

即可有效地消除５０～１０００ｓ周期的噪声，这对地

震学应用、灾害监测和电离层、对流层研究非常有

意义。比较利用修正前后的恒星日滤波可以发

现，在０．００１～０．０２Ｈｚ的频率域上，两种滤波的

精度相近，修正后的精度略高；在０．０２～０．０８Ｈｚ

的频率域上，修正前的滤波使部分噪声放大，从而

影响解算精度，而利用修正后的滤波则可得到更

好的效果，这也证实了分段计算卫星轨道周期是

具有实际意义的。

结合图１来讲，利用所有卫星轨道平均周期

进行恒星日滤波对大部分时段都是较可靠的，但

是由于地面站点所观测到卫星的轨道周期在１ｄ

内是随时间变化的，而且有些时段较此周期有１０

ｓ左右的差值，因此对于某些时段来讲，必须进行

修正才能达到更好的结果。这些均说明了此方法

在高频ＧＰＳ数据处理中是具有实际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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