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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差与先验信息对导航卫星自主定轨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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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利用星间距离观测值和由预报星历提供的先验信息采用最小二乘配置法进行导航卫星自主

定轨的方法、模型及软件；采用自编软件进行了一系列的模拟计算，分别探讨了观测值随机噪声、残余系统误

差和先验信息的好坏对自主定轨精度的影响。结果表明，随机噪声对自主定轨精度的影响不明显，而系统误

差和先验信息的影响则较为重要，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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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传统的卫星导航定位系统中，广播星历是

由地面控制系统生成并注入卫星的。由于卫星导

航系统在军事上具有重要价值，且与卫星相比，摧

毁地面控制系统也更为容易和有效，所以战时地

面控制系统很可能首先遭到打击。虽然导航卫星

已能存储较长时间的预报星历，但这些星历的精

度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迅速下降。这就意味着一

旦地面控制系统被毁，整个卫星导航系统实际上

将迅速瘫痪。为此，在开始组建ＧＰＳ时美国就着

手进行了ＧＰＳ卫星自主定轨（也称自主导航）的

研究和实验工作。目前，ＢｌｏｃｋＩＩＲ和ＢｌｏｃｋＩＩＦ

卫星皆具备了星间测量和数据传输功能，具有了

自主定轨的能力［１，３］。

此外，由于我国在建立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时

要实现全球均匀布站比较困难，而卫星具有星间

距离测量和数据传输功能后，只需增加极少量的

地面台站即可通过综合使用地面跟踪数据和星间

测距数据的联合定轨方式（非战时）来解决难以在

全球均匀布设监测站的困难。我们的研究结果表

明，在国内布设一个地面站后，联合定轨的精度就

可与在全球均匀布设１７个地面监测站的定轨精

度相当［２］。

由于卫星导航系统关系到国家安全，国外导

航卫星自主定轨关键的系统算法均处于保密状

态，只有少量几篇公开发表的文献介绍了自主定

轨的发展概况。近年来，随着我国北斗卫星导航

系统筹建工作的展开，国内部分学者对导航卫星

星座的自主定轨作了一些探索性研究，取得了一

些初步研究成果，但由于在卫星自主定轨方面的

研究工作起步较晚，与世界先进水平还存在较大

差距。国内外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１１２］：星座整体旋转问题的研究、自主定轨参数

估计和工作模式的研究、卫星钟差问题的研究、自

主定轨的最优滤波方法的研究。

１　导航卫星自主定轨的方法

导航卫星自主定轨的过程中存在卫星星座整

体旋转不可测的问题，或者说方程式秩亏问

题［１４，７１１］。解决秩亏问题的一般方法有地面校正

法和利用预报星历所提供的先验轨道信息两种。

本文采用第二种方法。

１．１　星间测距的观测方程

在星间观测数据的处理时，对获得的双向距

离观测值需要进行预处理，主要包括电离层延迟

改正、信号发射机延迟改正、信号接收机延迟改

正、测量伪距平滑、测量历元归算改正、相对论效

应改正、天线相位中心偏差改正等，以获得改化伪

距［１３，１０］。改化后的星间伪距可简写为（忽略了残

余的系统误差）［１３，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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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犻犼 ＝ 狓犼－狓（ ）犻
２
＋ 狔犼－狔（ ）犻

２
＋ 狕犼－狕（ ）犻槡

２
＋

（δｔ犻－δ狋犼）＋ε犻犼 （１）

ρ犼犻 ＝ 狓犻－狓（ ）犼
２
＋ 狔犻－狔（ ）犼

２
＋ 狕犻－狕（ ）犼槡

２
＋

（δ狋犼－δ狋犻）＋ε犼犻 （２）

式中，狓犻、狔犻、狕犻为卫星犻的坐标值；狓犼、狔犼、狕犼 为卫

星犼的坐标值；δ狋狉为接收卫星的钟差；δ狋狊为发射

卫星的钟差，单位为 ｍ；ε犻犼、ε犼犻为卫星间测距的随

机误差。结合运动状态方程，对上面的观测方程

进行线性化，即可按照动力学定轨方法参与后续

的轨道解算［１３１４］。

１．２　数据处理方法

１）数据处理模式
［１，１５］

将所存的星间观测值都送往中心卫星进行统

一处理然后再将结果分发给各卫星的工作模式称

为集中式模式。这种模式的优点是几何结构强，

定轨精度好，而且一般卫星不需要具有数据处理

的功能；但缺点是需配备备份的中心卫星。各卫

星根据与自己有关的星间观测值分别确定自己的

轨道并进行预报的工作模式称为分布式模式。这

种方法的优点是技术难度低，较易实现；缺点是几

何强度较差且每个卫星都需要具备数据处理的功

能。也有学者提出了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分区

法，即将整个卫星星座分为若干个组，各组内进行

统一的数据处理［１５］。

本文旨在研究误差及先验信息对自主定轨的

影响，而不是提出一种可供北斗卫星实用的自主

定轨方法，所以将采取集中模式进行数据处理。

２）参数估计方法

在卫星定轨中参数估计一般可采用以下两种

方法：① 逐历元解算的滤波方法；② 分时段整体

解算的最小二乘算法。此外，在自主定轨的参数

估计过程中，为了解决卫星星座整体旋转所引起

的方程式秩亏问题，需利用预报星历提供的先验

轨道信息作为基准。本文综合考虑计算效率［２］、

自主定轨参数估计中的秩亏性问题以及本文的研

究目的，所以拟采用最小二乘配置法［１６］进行参数

估计，正式运行时可根据当时星载计算机的性能

选择合适的处理算法。

２　模拟计算的方法、模型和软件

２．１　星间距离观测值的生成

１）生成模拟观测值时应满足的条件

显然卫星犛犞犼 只有位于卫星犛犞犻 的信号覆

盖区域内时才能接收到测距信号进行测距。在模

拟计算中设卫星犛犞犻 的发射天线的主轴指向地

心，且不考虑姿态误差。这样只要根据发射天线

的波束角θ（本文中取值为０～９０°）即可确定信号

的覆盖范围，并根据卫星犛犞犼 的坐标来判断是否

位于卫星犛犞犻的覆盖区域内。

位于信号覆盖区域中的卫星还有可能受到地

球的遮挡而无法接收到测距信号，此外为了避免

星间观测值受到对流层延迟及电离层延迟的影

响，在导航卫星自主定轨中往往采用一个简单而

彻底的方法：不允许测距信号通过对流层和电离

层。因而，在通视条件中我们设置了一个“障碍

球”，该球的中心在地心，半径为地球半径犚与电

离层高度犎（模拟计算时取１０００ｋｍ）之和。只

有当卫星间的连线在障碍球之外时才能生成距离

观测值。

２）星间距离观测值的生成

首先根据ＩＧＳ精密星历给出的卫星坐标来

判断是否符合生成距离观测值的两个条件。如果

同时满足上述两个条件则计算出卫星间的几何距

离犛，然后再根据ＩＧＳ给出的卫星精密钟差在犛

中加上钟差影响项犮（ｄ狋犻－ｄ狋犼）。其中ｄ狋犻为发射

信号的卫星犻的钟差，ｄ狋犼 为接受信号的卫星犼的

钟差，最后再加入随机误差和残余的系统误差而

生成模拟观测值。其中随机误差是根据设定的均

方差σ，按正态分布 犖（０，σ
２）由计算机自动生成

的。据文献［６］可知，ＧＰＳＢｌｏｃｋＩＩＲ型卫星在进

行星间距离测量时，观测值中的随机误差的均方

差σ为±０．７５ｍ，ＢｌｏｃｋＩＩＦ卫星为±０．５０ｍ，还

在研制的 ＢｌｏｃｋＩＩＩ卫星的σ 预计可减小至

±０．０５ｍ。笔者在模拟计算时也采用了上述几个

数值。系统误差分为以下两个部分：① 固定误

差，主要来自信号发射装置和信号接收装置的内

部时延；② 周期性误差，其周期与卫星运行周期

相同［９］。上述误差在工厂生产过程中及发射入轨

后均可进行检验和校正。但由于检校本身的误

差，检校后仍然会有一部分系统误差残留下来。

这些残余的系统误差对一颗卫星来讲可视为是固

定不变的，但不同卫星经检校后残余下来的系统

误差的大小是不相同的，符号也可正可负，也就是

说残余系统误差在卫星间具有随机特性。表１给

出了ＧＰＳ卫星残余系统误差的限差值以及实际测

定值［５］。模拟计算时是据实际测定的均方差来随

机生成残余的系统误差分配给不同卫星的，但一旦

生成后对每个卫星而言就保持固定不变了。

２．２　软件

为研究工作的需要，我们自行研制了一套利

８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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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犌犘犛卫星星间距离观测值中残留的系统误差／ｃｍ

Ｔａｂ．１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Ｃｒｏｓｓｌｉｎｋ

Ｒａｎｇｉｎｇ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残余系统误差 容许值 实际值

发射机
固定偏差 ７５ ３１

周期项幅度 ７５ ２１

接收机
固定误差 １２０ ５１

周期项幅度 １０５ ２７

用星间距离观测值进行导航卫星自主定轨的计算

和分析研究软件包。该软件包由星间距离观测值

生成模块、根据卫星星历生成所需的先验信息的

模块、利用星间距离观测值进行自主定轨的模块、

卫星星历预报及精度估算模块组成。该软件包的

动力学模型、数值积分器以及参数估计器等已经

过了大量数据的测试和与其他高精度科研软件的

比较，证明是正确的。该软件包经反复调试检测

后，可为后续研究工作提供可靠的基础平台。

３　模拟计算

为了探讨利用星间距离观测值和由预报星历

所提供的先验轨道信息来进行导航卫星的自主定

轨的可行性及其能达到的精度，本文研究了观测

值中的随机误差、残余系统误差以及先验轨道信

息的优劣对自主定轨结果的影响，以供北斗卫星

进行自主定轨时参考。同时，考虑到ＧＰＳ已有现

成的卫星星历可供使用，在轨卫星数也比较多，且

在自主定轨方面已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有不少

数据和资料可供参考和对比，故选用ＧＰＳ系统来

进行相应的模拟计算［１１６］。但从原则上讲，本方

法同样适用于其他卫星导航定位系统。

本文利用参数先验信息对待估的状态参数进

行约束来解决自主定轨秩亏性问题，大致定轨过

程如下。

１）根据轨道拟合所获得的初值以及精度信

息，采用最小二乘配置法进行第一个弧段（第一

天）的求解，获得第一天的轨道信息以及精度信

息；然后以此轨道状态向量信息以及精度信息通

过积分获得第二个弧段（第二天）的轨道初值和精

度信息。

２）采用和第一个弧段类似的方法进行自主

定轨解算，获得第二个弧段的自主定轨结果和精

度信息。

３）依次类推，完成所有弧段的自主定轨。可

以看出，导航卫星具有自主定轨功能后，卫星上无

需预存储很长时间的卫星星历了。

３．１　观测值中的随机误差对自主定轨结果的影

响

为了研究星间距离观测值中的随机误差对自

主定轨结果的影响，用０．７５ｍ、０．５０ｍ、０．０５ｍ３

种随机误差（均方差）对２３颗 ＧＰＳ卫星进行了

１１０ｄ的自主定轨，计算时采用了广播星历所提

供的先验轨道信息，未加入残余系统误差。计算

结果见表２。

表２　距离观测值中的随机误差对自主

定轨结果的影响

Ｔａｂ．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Ｎｏｉｓｅｔｏ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ｆＡＯＤ

自主定

轨天数

噪声均方

差／ｃｍ
犚／ｍ 犃／ｍ 犆／ｍ Ｃｌｏｃｋ／ｎｓ ＵＲＥ／ｍ

５ ０．０４ ０．４７ ０．４５ ０．０４ ０．１０

１ ５０ ０．０４ ０．４８ ０．４６ ０．３５ ０．１５

７５ ０．０５ ０．４９ ０．４７ ０．５３ ０．１９

５ ０．０３ ０．５４ ０．５４ ０．０４ ０．１１

１０ ５０ ０．０３ ０．５６ ０．５６ ０．３６ ０．１６

７５ ０．０３ ０．５７ ０．５６ ０．５４ ０．２０

５ ０．０５ ０．９３ ０．９９ ０．０３ ０．２０

３０ ５０ ０．０５ ０．９５ １．００ ０．３５ ０．２３

７５ ０．０５ ０．９６ １．００ ０．５２ ０．２６

５ ０．０５ １．１３ １．１７ ０．０３ ０．２４

６０ ５０ ０．０５ １．０９ １．１３ ０．３４ ０．２５

７５ ０．０５ １．０７ １．１１ ０．５０ ０．２７

５ ０．０３ １．９８ ２．０９ ０．０３ ０．４１

１１０ ５０ ０．０３ １．８７ １．９７ ０．３３ ０．４０

７５ ０．０３ １．８１ １．９１ ０．５０ ０．４１

　　表２中，犚表示轨道的径向误差，犃表示轨道

沿迹方向的误差，犆表示轨道法向误差。表中所

列的值是全部２３颗卫星轨道误差的ＲＭＳ值，据

［ΔΔ］

槡狀 求得。其中Δ为自主定轨得出的轨道分

量与ＩＧＳ精密星历给出值之差（表中径向、切向、

法向误差是由直接给出值δ狓、δ狔、δ狕通过转换所

得）。由于ＩＧＳ精密星历具有极高的精度，故Δ

可视为是自主定轨所得轨道的真误差。

上述误差每１５ｍｉｎ计算一次。设狀为Δ 的

个数，正常情况下在每个时段中有狀＝２３×９６＝

２２０８。表中的ＵＲＥ是从导航定位的角度衡量星

历（含卫星钟差）优劣的一个重要指标，其计算公

式如下［１］：

ＵＲＥ＝ （犚－ＣＬＫ）
２
＋
１

４９
（犃２＋犆

２

槡 ）（３）

它反映了轨道误差的３个分量犚、犃、犆以及卫星

钟差的误差ＣＬＫ对导航定位的不同影响程度。

从式（３）可以看出，在导航定位中，轨道的径向误

９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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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犚及卫星钟差的误差ＣＬＫ比轨道的沿迹误差

犃和法向误差犆 要重要得多。这种不同的影响

程度在轨道的三维点位误差（δ狓
２＋δ狔

２＋δ狕
２）１／２

中是无法反映出来的。

从表２可以看出，观测值中的随机误差大小

对自主定轨结果中的ＵＲＥ并无显著影响。其原

因是：我们是从ＩＧＳ的精密星历作为标准来衡量

自主定轨的精度，反映的是自主定轨结果的准确

度，而不是以观测值残差来衡量观测值的离散程

度；在自主定轨中星间距离观测值的数量极多，对

２３颗卫星而言，每个历元的观测值就有４００个左

右（其余８颗卫星由于在计算的１１０ｄ中进行了

轨道调整，故未统计在内，关于在自主定轨中对调

整了轨道的卫星的处理方法，将另撰文进行讨

论）。只要观测值是无偏的（不含显著的系统误

差），即便随机误差较大，也不会对所求得的轨道

产生明显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从传统的地面定轨模式转换

为自主定轨模式后，我们并未一直从由地面控制

系统产生、注入并存储在卫星中的长期预报星历

中来获取先验轨道信息，而只是在第一天用存储

在卫星中的广播星历所提供的先验轨道信息来

“启动”自主定轨，随后由自主定轨本身产生的预

报星历来为下一天的自主定轨提供先验信息。由

于自主定轨所给出的广播星历的精度要优于长期

预报星历，因而采用这种算方法能获得更好的定

轨精度。

３．２　残余系统误差对自主定轨结果的影响

为了研究残余系统误差对自主定轨结果的影

响，采用表１中的实际值并按§２．１所介绍的方

法人为产生了残余系统误差并将它们加入到了距

离观测值中。计算时仍采用广播星历所提供的先

验信息，随机误差的均方差取０．７５ｍ。自主定轨

的精度犚＝０．０６ｍ，犃＝１３．８４ｍ，犆＝１４．９７ｍ，

ＣＬＫ＝２．１０ｎｓ，ＵＲＥ＝２．９８ｍ。

与表２最后一行的数值比较后可以看出，在

其余条件均相同的情况下，一旦星间距离观测值

中存在残余系统误差，定轨精度将大幅度下降，

ＵＲＥ将从原来的０．４１ｍ增加至现在的２．９８ｍ。

为了进一步研究残余系统误差的大小对定轨

结果的影响，分别采用以表１中各项指标为基准

的１倍值及０．５倍值来添加残余系统误差，计算

得出的用户距离误差 ＵＲＥ分别为５．９８ｍ 和

１．５１ｍ。可以看出，残余系统误差的大小对自主

定轨结果精度的影响很大，几乎残余系统误差增

加１倍，定轨结果的精度就会下降１倍。因此，在

导航卫星的自主定轨过程中，应十分仔细地检校

观测值中的系统误差。

３．３　先验轨道信息对自主定轨精度的影响

为了研究先验轨道信息对自主定轨的影响，

分别用广播星历和ＩＧＳ的快速精密星历进行了

计算，所得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由广播星历和犐犌犛快速精密星历所求得的

轨道先验信息的精度

Ｔａｂ．３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ＯｒｂｉｔＰｒｉｏ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ｂｙ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

ＥｐｈｅｍｅｒｉｓａｎｄＩＧＳＲａｐｉｄＥｐｈｅｍｅｒｉｓ

星历
位置／ｍ 速度／（ｍｍ·ｓ－１）

径向犚 沿迹犃 法向犆 径向犚 沿迹犃 法向犆

广播星历 ０．２２６ １．３５３ ０．４４４ ０．１９１ ０．１２５ ０．１６９

ＩＧＳ快速星历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８ ０．１２１ ０．１４４

　　从表中可以看出ＩＧＳ快速精密星历所提供

的先验信息的精度要比广播星历的先验信息的精

度好得多。利用这些先验信息分别进行自主定轨

所求得的轨道精度见表４。计算时加入了均方差

为０．７５ｍ的随机误差，残余系统误差按表１中的

实际值加入。

表４　用广播星历和犐犌犛快速星历进行自主定轨的精度

Ｔａｂ．４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ＡＯＤＵｓｉｎｇ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ＥｐｈｅｍｅｒｉｓａｎｄＩＧＳＲａｐｉｄＥｐｈｅｍｅｒｉｓ

自主定

轨天数

广播星历做初值 快速精密星历做初值

犚／ｍ 犃／ｍ 犆／ｍ Ｃｌｏｃｋ／ｎｓ ＵＲＥ／ｍ 犚／ｍ 犃／ｍ 犆／ｍ Ｃｌｏｃｋ／ｎｓ ＵＲＥ／ｍ

１ ０．０７ ０．５３ ０．４９ ２．０９ ０．６４ ０．０９ ０．２６ ０．２０ １．１８ ０．３８

１０ ０．０６ １．２５ １．２８ ２．１０ ０．６９ ０．１１ ０．６３ ０．５８ １．１６ ０．４０

３０ ０．０７ ３．５８ ３．８３ ２．０８ ０．９８ ０．１４ １．７０ １．６２ １．１５ ０．５２

６０ ０．０８ ７．８３ ８．４５ ２．１１ １．７６ ０．１８ ６．００ ５．７３ １．１５ １．２６

１１０ ０．０６ １３．８４ １４．９７ ２．１０ ２．９８ ０．２２ ６．６３ ６．３１ １．１８ １．３９

　　从表４中可以看出，如果用ＩＧＳ快速星历所

提供的先验轨道信息来启动自主定轨，到１１０ｄ

时定轨误差还不足用广播星历启动自主定轨时轨

道误差的一半。这是因为星间距离观测值本身只

能确定卫星间的相对位置，而无法确定卫星星座

的整体旋转。换而言之，由于星间距离观测值并

没有与地球坐标系或天球坐标系建立联系，因此

在确定卫星位置时方程式是秩亏方程，方程中所

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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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的位置基准实际上是由预报星历中的轨道先

验信息来提供的。先验轨道信息的好坏将对自主

定轨的结果产生重要影响。

４　结　语

通过上述研究和讨论可获得以下结论：

１）用星间距离观测值以及预报星历所提供

的先验轨道信息来进行导航卫星的自主定轨是可

行的。采用此方法后已无必要在卫星中存储长时

间的预报星历，只需存储几天的预报星历以便“启

动”自主定轨即可。

２）星间距离观测值中的随机误差对自主定

轨的结果不会产生明显的影响。这是ＧＰＳ自主

定轨中采用伪距观测值而不采用载波相位观测值

的重要原因。

３）观测值中残余的系统误差会对自主定轨

的结果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在检校系统误差时

应特别仔细。

４）轨道先验信息的好坏也会对自主定轨产

生重要影响，应尽可能采用较好的先验信息来启

动自主定轨。

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主要有：

１）在各种摄动因素的作用下，卫星会逐渐偏

离预定轨道。为保证合理的星座结构，需经常对

个别卫星的轨道进行调整。在我们进行模拟计算

的１１０ｄ中已有８颗ＧＰＳ卫星调整了轨道。转

入自主定轨模式后，上述工作仍需进行。只不过

此时卫星不是根据地面控制系统的命令来调整轨

道，而需自行判断自行进行调整。调整轨道后，前

一天的预报星历将失去作用，该卫星需根据其余

卫星的位置及星间距离观测值采用几何方法重新

进行定轨和预报，重新启动自主定轨。在我们的

软件中应补充这一功能。

２）观测值中的残余系统误差和模型误差会

严重影响自主定轨的精度。在软件中引入经验力

模型来吸收这些系统误差可能是解决上述问题的

有效途径，应抓紧研究和实验。

３）好的先验轨道信息对提高自主定轨精度具

有重要作用，应研究出一种可供实用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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