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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ＧＰＳ近地服务空城（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ｖｏｌｕｍｅ，ＴＳＶ）和空间服务空域（ｓｐａｃ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ｖｏｌｕｍｅ，

ＳＳＶ）的划分，给出了双天线模型条件下两个空域内可视卫星的判决条件和接收功率的可行性分析，对近地空

间中ＧＰＳ空间信号（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ｓｐａｃｅ，ＳＩＳ）标准定位服务条件下的用户等效测距误差（ｕｓｅｒ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ｒａｎｇｅｅｒ

ｒｏｒ，ＵＥＲＥ）进行了预算，并采用 ＭｏｎｔｅＣａｒｌｏ方法分别对中纬度单点和全球范围内不同高度条件下的导航精

度性能进行了统计。结果表明，在ＴＳＶ内，随着用户高度的增加导航精度性能将不断增强；进入ＳＳＶ，导航精

度性能迅速下降，到达一定高度时导航服务出现中断。另外，在ＴＳＶ内，一定高度条件下几何精度衰减因子

（ＧＤＯＰ）将改变精度衰减的属性，使得位置精度优于等效测距精度；同时，垂直定位精度将逐渐优于水平定位

精度。

关键词：全球定位系统；近地服务空域；空间服务空域；几何精度衰减因子；性能评估；用户等效测距误差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８．４１

　　最近发布的 ＧＰＳ标准定位服务性能标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ｓｅｒｖｉｃ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ｔａｎｄ

ａｒｄ，ＳＰＳＰＳ）中提出了ＧＰＳ服务空域的概念，并

明确了ＴＳＶ和ＳＳＶ的划分。其中，ＴＳＶ已经包

含了目前空间探测活动比较活跃的近地空间。近

地空间以其独特的空间优势和物理环境，正在成

为未来电子信息战的重要战场。卫星导航定位技

术以其独特的优势必将成为太空战略武器、空间

探测等领域的重要支撑技术和首选解决方

案［１，２］。

１　近地空间导航卫星可视模型

ＧＰＳＳＶ包括 ＴＳＶ（地球表面３０００ｋｍ 以

下）和 ＳＳＶ（地球表面３０００～３６０００ｋｍ 之

间）［３］。由于ＳＩＳ波束角的限制，近地空间用户在

两个服务空域内对卫星的可视情况略有不同。本

文将对两个空域内近地空间用户的卫星可视情况

进行分析。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空间用户通常可

以在飞行器的不同部位安装多个接收机天线，以

此来增加来自不同方向的可视卫星数目。本文将

这种做法抽象简化为双天线模型［４］，即飞行器安

装两个天线，一个面向地球，一个背向地球，从而

在功能上形成一个全向天线。本文中，可视卫星

不仅指几何可视，而且是电磁信号覆盖条件下的

几何可视，简称为电磁有效可视卫星。

１．１　犜犛犞内的可视条件

如图１所示，空间用户犝 的高度犺犝＝｜犝犓｜，

地球半径狉＝｜犗犘｜。犺犝≤３０００ｋｍ，即空间用户

始终处于所有几何可视卫星的ＳＩＳ波束覆盖区域

内。建立用户本地坐标系犝狓狔狕，其中，狕轴经过

地心，狔轴未画出，狓狔狕构成右手坐标系。狓犝狔平

面将可视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中，卫星

犛１的高度角为θ，为正值；下半部分中卫星犛２的高

度角为－α，为负值。由于地球的遮挡，α具有一

定的边界；当卫星与用户的连线相切时即为α的

最大角度，据此，可以求出其最大角度。空间用户

的可视判断条件为：

θ ［０，９０°］，高度角为正时

犪 ［０，ｃｏｓ
－１（ 狉
犺狌＋狉

）］，烅

烄

烆
高度角为负时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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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ＴＳＶ内的可视条件

Ｆｉｇ．１　Ｖｉｓｉｂｌ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ＳＶ

１．２　犛犛犞内的可视条件

如图２，用户犝 所处的高度犺犝满足３０００ｋｍ

＜犺犝≤３６０００ｋｍ。中间的虚线圆的半径为狉０＝

（３０００＋狉）ｋｍ，是地球表面卫星ＳＩＳ电磁重叠程

度最高的空间区域。卫星犛１的电磁覆盖空间为

空间直线犓犛１绕犗犛１形成的圆锥与地球表面形成

的空间。由于此时犓犛１经过用户犝 与中间的虚

线圆相切于犓，与狓犝狔平面形成的夹角为θ，此时

的θ即为空间用户在上半空间内可视卫星的最低

高度角。如果小于这个角度，如卫星犛２，其电磁

波束形成的空间将无法覆盖空间用户。对于用户

而言，卫星只要处于空间直线犝犛１绕狕犝 形成的

圆锥体犞１内即属于电磁有效可视卫星。另外，当

卫星处于扇形犛３犝犛４绕狕轴旋转形成的空间犞２

内时也属于电磁有效可视卫星。其中，犝犛３与虚

线圆相切于犕，犝犛４与地球圆相切于犖，据此，可

以求解出卫星处于下半平面高度角－α需要满足

的条件。空间用户的可视判断条件为：

θ［ｃｏｓ
－１（狉０
犺狌＋狉

），９０°］，高度角为正时

犪［ｃｏｓ
－１（狉０
犺狌＋狉

），ｃｏｓ－１（
狉

犺狌＋狉
）］，

烅

烄

烆
高度角为负时

（２）

图２　ＳＳＶ内的可视条件

Ｆｉｇ．２　Ｖｉｓｉｂｌ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ＳＳＶ

１．３　接收功率对电磁有效可视卫星的限制

以上两种可视判断中，电磁有效可视卫星高

度角为负时，卫星信号的自由空间路径损耗要增

大，空间用户与ＧＰＳ卫星的距离比地面接收点最

大远Δ犛，且

Δ犛＝ （犺犝 ＋狉）
２
－狉槡

２ （３）

其中，犺犝为空间用户高度；狉为地球半径。

空间信号要经过Δ犛的自由空间损耗，降低

了用户的接收功率，限制了空间用户的轨道高度。

用户接收到的信号功率与用户和卫星之间距离的

平方成反比。在最坏的情况下，空间用户为另外

一颗ＧＰＳ卫星，且两颗卫星之间的连线与地球相

切，此时，接收到的信号功率比相应的地面接收功

率约小Δ犘狉：

Δ犘狉 ＝１０ｌｇ（
犮

犱２
）－１０ｌｇ（

犮
（２犱）２

）＝６ｄＢ（４）

该数值是在假设空间用户的接收机天线与地面用

户的接收机天线相同的条件下得到的。但事实

上，空间用户的天线要比普通的地面接收机天线

性能更高，即６ｄＢ是一个保守估计值。再考虑到

ＧＰＳ卫星的发射功率有一定裕量（一般取１０

ｄＢ），仍可保证有４ｄＢ的裕量。因此，以上两种电

磁有效可视条件下均可保证空间用户对于接收功

率的最低要求。

２　犌犘犛导航精度性能评估基本理论

ＧＰＳ导航精度可采用 ＵＥＲＥ和ＧＤＯＰ的乘

积来表示（相关的定义可以参考文献［４］）。

ＧＤＯＰ整体上反映了所有电磁有效可视卫星

的空间几何结构对用户导航精度的影响。可视卫

星的数目是影响 ＧＤＯＰ的重要因素之一。随着

卫星数目的增加，ＧＤＯＰ将减小，导航精度将提

高，相关的证明可以参考文献［５］。需要说明的

是，传统的关于ＧＤＯＰ值的定义为精度几何衰减

因子，即在理论上取值至少大于１。文献［２］指

出，ＧＤＯＰ值的典型值在１和１００之间。但本文

的实验将证明在一定条件下ＧＤＯＰ将小于１，而

成为“精度增强因子”。

ＵＥＲＥ中的用户测距误差（ＵＲＥ）部分主要

取决于卫星位置和星钟的精度，不会因为用户的

飞行高度而变化；用户设备误差（ＵＥＥ）部分由于

其包含电离层、对流层延迟误差等与空间物理环

境相关的误差，会因为空间用户的飞行高度不同

而不同。地球周围的大气层对 ＧＰＳＳＩＳ产生影

响的主要是对流层和电离层。其中，对流层分布

在距地面０～１５０ｋｍ的范围内，其主要影响是在

０～３０ｋｍ的高度范围内，并且８０％的误差发生

在１０ｋｍ以下；电离层主要分布在距地面５０～

６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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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０ｋｍ的范围内，其中１００～８００ｋｍ的范围内

有明显延迟影响。文献［１］认为，高度为５００ｋｍ

时，电离层延迟只有地面的１０％，６００ｋｍ时只有

地面的５％左右。本文主要以文献［３］为参考依

据，综合以上考虑，给出不同飞行高度条件下的

ＧＰＳ标准定位服务ＵＥＲＥ（９５％）预算结果（见表

１）。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电离层与观测纬度、当地

时间均有密切关系，对伪距观测造成的误差通常

在数ｍ到数１０ｍ之间，不宜确定；在此，采用文

献［３］给出的双频条件下的典型值。另外，在一定

高度条件下，负高度角的可视卫星很可能穿越两

次电离层，笔者认为在双频条件下绝大部分可以

消除而不考虑。表１中，ＵＥＥ中“其他”一项主要

包括多路径、接收机噪声以及其他一切与用户设

备相关的误差项。

表１　近地空间中犛犐犛标准定位服务犝犈犚犈预算（９５％）

Ｔａｂ．１　ＵＥＲＥＢｕｄｇｅｔ（９５％）ｏｆＳＩＳＳＰＳｉｎＮｅａｒＳｐａｃｅ

用户高度

／ｋｍ

ＵＲＥ

／ｍ

ＵＥＥ／ｍ

电离层 对流层 其他

ＵＥＲＥ

／ｍ

１ ７．８ ０．８ １．０ ０．９２ ７．９６

１００ ７．８ ０．８ ０．０ ０．８９ ７．８９

２００～５００ ７．８ ０．８ ０．０ ０．８９ ７．８９

５００～８００ ７．８ ０．５ ０．０ ０．８９ ７．８７

８００～３０００ ７．８ ０．３ ０．０ ０．８９ ７．８６

３０００～３６０００ ７．８ ０．０ ０．０ ０．８９ ７．８５

３　仿真实验与分析

３．１　仿真数据准备

本文采用ＧＰＳ历书仿真星座，其精度不会对

本文实验的结果产生明显影响。历书对应的

ＧＰＳＷＥＥＫ 为 １５６６，包括 ３１ 颗卫星，其中

ＰＲＮ０１号卫星被置为非健康状态，可用卫星为

３０颗。

为了分析空间用户可获得的导航系统最终的

导航精度性能，需要仿真伪距观测量。根据

ＵＥＲＥ预算添加误差，误差采用以满足对应条件

下的ＵＥＲＥ作为方差的高斯白噪声模型的随机

数。为了获得较为准确的导航性能评估，采用有

限次计算子样的算数均值作为具有随机性质的导

航解及其相关精度评定的数学期望，即采用

ＭｏｎｔｅＣａｒｌｏ仿真思想进行导航解及其相关精度

评定的概率统计。随机仿真的次数设置为５０，数

据仿真时长为２４ｈ，采样间隔为１５０ｓ。

３．２　中纬度单点导航精度分析

采用上述仿真数据，统计中纬度单点（Ｅ１１３°，

Ｎ３４°）在不同高度条件下１ｄ内的可见卫星数目、

ＧＤＯＰ以及定位中误差，并给出了由ＵＥＲＥ和平

均ＰＤＯＰ值获得的平均理论精度。其中，在计算

理论精度时，需要将表１中的 ＵＥＲＥ（９５％）除以

转换因子１．９６换算为１δ精度。

在实验给定的条件下，随着用户高度的增加，

ＧＰＳ单点的导航性能先增强后减弱（见图３、４）。

用户高度为３０００ｋｍ时性能最优；大于３０００ｋｍ

后由于可视条件发生变化，导致可见卫星数目迅

速减少，性能迅速下降；至４５００ｋｍ时，可见卫星

开始出现了５颗的情况，定位中误差迅速增大；至

４６００ｋｍ时，有部分时段可视卫星数目虽然能满

足４颗的基本要求，但由于几何布局很差，导致精

度不可用，服务中断；至４９００ｋｍ时，部分时段可

见卫星数为３，无法提供导航服务。由于用户高

度在４６００～４９００ｋｍ时，统计的精度恶化严重，

指标远远超过可用值，故图中没有给出相应的支

持数据。

图３、４反映的导航性能变化主要是随着用户

高度的变化，用户可视的卫星数目和空间布局发

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产生了与地面传统导航性能

截然不同的表现。表现之一是改变了 ＧＤＯＰ值

的精度衰减属性，在一定高度时ＧＤＯＰ值会对测

距精度起到精度增强效果，从而使得位置精度优

于测距精度。如图５所示，其中，实线为可见卫星

数目，虚线为 ＧＤＯＰ，当用户高度为１００ｋｍ 时，

ＧＤＯＰ出现小于１的情况。表现之二是随着高度

的增加，水平定位的精度不再优于垂直定位的精

度，在１５００ｋｍ时二者大致相等，２０００ｋｍ后水

平中误差开始大于垂直中误差，３０００ｋｍ以后，

由于可视条件发生巨变，导致水平中误差线性增

长，远大于垂直中误差，如图４所示。

３．３　全球导航精度性能分析

仍然以地面经纬度作为参考，统计分析近地

空间不同高度条件下ＧＰＳ在全球的导航精度性

能分布。将全球划分为５°×５°分布的格网，共计

２７０１个格网点。以格网点作为接收机观测点，

统计了某一观测时刻可见卫星数目和ＧＤＯＰ在

全球的分布。图６～９分别为 ＴＳＶ 内高度为１

ｋｍ和３０００ｋｍ在同一观测时刻的可见卫星数目

和ＧＤＯＰ全球分布。图１０、１１为ＳＳＶ内高度为

４５００ｋｍ在同一观测时刻的统计分布。

图６～９表明，在ＴＳＶ内３０００ｋｍ高度时，

ＧＤＯＰ与可见卫星数目在全球的分布之间的相关

性要比地面１ｋｍ时强很多。这说明在ＴＳＶ内，

随着高度的增加，ＧＤＯＰ与可见卫星数目在全球

的分布之间的相关性也在增强，即可视卫星数目

７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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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不同高度下

的可见卫星数目

Ｆｉｇ．３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Ｖｉｓｉｂｌｅ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Ｈｅｉｇｈｔｓ

　　　　　

图４　不同高度条件

下的中误差

Ｆｉｇ．４　ＭｅａｎＳｑｕａｒｅ

Ｅｒｒｏｒ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Ｈｅｉｇｈｔｓ

　　　　　

图５　高度为１００ｋｍ时的

ＧＤＯＰ和可见卫星数

Ｆｉｇ．５　ＧＤＯＰ＆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Ｖｉｓｉｂｌｅ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ａｔＨｅｉｇｈｔ１００ｋｍ

图６　高度为１ｋｍ时

可见卫星数全球分布

Ｆｉｇ．６　Ｇｌｏｂ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Ｖｉｓｉｂｌｅ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ＮｕｍｂｅｒａｔＨｅｉｇｈｔ１ｋｍ

　 　

图７　高度为１ｋｍ时

ＧＤＯＰ全球分布

Ｆｉｇ．７　Ｇｌｏｂ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ＧＤＯＰａｔＨｅｉｇｈｔ１ｋｍ

　 　

图８　高度为３０００ｋｍ时

可见卫星数全球分布

Ｆｉｇ．８　Ｇｌｏｂ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Ｖｉｓｉｂｌｅ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ＮｕｍｂｅｒａｔＨｅｉｇｈｔ３０００ｋｍ

图９　高度为３０００ｋｍ时

ＧＤＯＰ全球分布

Ｆｉｇ．９　Ｇｌｏｂ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

ＧＤＯＰａｔＨｅｉｇｈｔ３０００ｋｍ

　　

图１０　高度为４５００ｋｍ时

可见卫星数全球分布

Ｆｉｇ．１０　Ｇｌｏｂ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Ｖｉｓｉｂｌｅ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ＮｕｍｂｅｒａｔＨｅｉｇｈｔ４５００ｋｍ

　　

图１１　高度为４５００ｋｍ时

ＧＤＯＰ全球分布

Ｆｉｇ．１１　Ｇｌｏｂ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

ＧＤＯＰａｔＨｅｉｇｈｔ４５００ｋｍ

对导航性能的影响在增强。另外，在３０００ｋｍ高

度时，全球任意地点的可见卫星分布为１９～２７

颗，ＧＤＯＰ均小于１，基本分布在０．６６～０．７２之

间，也就说，在全球任意地点所获得的位置精度都

将小于 ＵＥＲＥ的精度。图１０、１１表明，ＳＳＶ 内

４５００ｋｍ高时，由于可视条件的变化，与ＴＳＶ内

相比可见卫星数目在全球的分布均匀性变差，最

大１９颗，最小４颗；相应的ＧＤＯＰ在全球的分布

均匀性也变差。

４　结　语

１）在ＴＳＶ内，随着用户高度的增加，导航精

度性能逐渐增强，至边界３０００ｋｍ处达到最优。

２）在ＳＳＶ内，随着用户高度的增加，导航精

度性能迅速减弱，至４６００ｋｍ时即出现导航服务

中断。

３）在 ＴＳＶ 内，用户高度大于１００ｋｍ 时，

ＧＤＯＰ因子在部分时段小于１，改变了其精度衰

减的属性，此时获得的位置精度将优于 ＵＥＲＥ的

８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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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度。

４）随着用户高度的增加，垂直定位精度不断

提高，１５００ｋｍ时与水平定位精度相当，之后将

超越水平定位精度；在３０００ｋｍ以后，水平定位

精度将迅速下降。

５）在ＴＳＶ内，随着用户高度的增加，ＧＤＯＰ

与可见卫星数目在全球的分布之间的相关性逐渐

增强，即可视卫星数目对导航性能的影响在增强。

６）在ＳＳＶ内，随着用户高度的增加，ＧＤＯＰ与

可见卫星数目在全球的分布均匀性将逐渐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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