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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北斗区域卫星导航系统试运行服务，给出了系统覆盖区、服务精度、服务连续性、服务可用性的测

试方法及计算公式。测试结果表明，北斗区域卫星导航系统运行稳定、可靠，能够为覆盖区内用户提供２０ｍ

（９５％）左右的定位精度，且其服务连续性指标优于０．９２／ｈ，可用性指标优于９０％。随着系统研制建设的全面

完成，有望全面达到系统设计的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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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星导航系统是国家重要的信息基础设施，

是关系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基础资源。ＧＰＳ、

ＧＬＯＮＡＳＳ的建成并投入运行不仅促进了导航定

位理论与应用的变革，也促进了相关产业的长足

发展［１］。为提高卫星导航定位的自主性、安全性、

完好性，中国和欧盟先后启动了ＣＯＭＰＡＳＳ／北斗

和ＧＡＬＩＬＥＯ卫星导航系统的建设。之后，日本

启动了准天顶卫星系统 ＱＺＳＳ
［２］，印度也启动了

ＩＲＮＳＳ导航系统
［３］。中国正在建设的北斗系统

是全球卫星导航系统（ＧＮＳＳ）的重要组成部分，

２００３年完成了北斗卫星导航验证系统建设，并已

在多个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４］。２０１１年１０月完

成了北斗区域卫星导航系统的初步测试与集成验

证工作，验证了空间段、地面段和用户段工作的协

调性，测试了系统服务指标，系统已经具备向亚太

地区提供试运行服务的条件。根据北斗卫星导航

系统的整体规划和发展路线，随着工程建设的稳

步推进，系统服务区域将逐步扩展，系统服务性能

将稳步提升，并计划于２０１２年开始为中国和周边

地区用户提供ＲＮＳＳ服务以及更广覆盖的ＲＤＳＳ

服务［５］。为此，本文结合北斗区域卫星导航系统

集成测试工作，给出了北斗系统覆盖区、服务精

度、服务连续性以及服务可用性的测试方法及计

算公式，并利用实测数据评估了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试运行期间的服务性能。

１　测试内容及测试方法

卫星导航系统服务性能一般包括覆盖区、服

务精度以及服务的连续性、可用性和完好性指标。

其中，完好性指标一般是指系统服务精度超出预

定标准或出现故障时，系统为用户提供及时报警

的能力，由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试运行期间本身

未形成完整星座，不具备及时报警能力，所以本文

不对完好性进行评估。

１．１　系统覆盖区

系统覆盖区决定了卫星导航系统能够为用户

提供服务的区域范围。衰减因子（ＤＯＰ值）反映

了空间卫星几何构型对服务精度的影响，取决于

卫星与用户之间的几何关系，主要由星座几何构

型决定。ＤＯＰ值越大，导航精度越低；ＤＯＰ值越

小，导航精度越高。ＤＯＰ值包括几何精度衰减因

子（ＧＤＯＰ）、空间位置精度衰减因子（ＰＤＯＰ）、平

面位置精度衰减因子（ＨＤＯＰ）、高程精度衰减因

子（ＶＤＯＰ）等
［６］。ＤＯＰ值是分析卫星星座性能

和定位精度的重要指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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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７月，北斗区域卫星导航系统成功完

成了３颗ＧＥＯ卫星、４颗ＩＧＳＯ卫星的空间星座

部署，结合本阶段空间星座结构，本文基于１°×１°

的格网，以７ｄ作为计算周期，截止高度角为５°，

计算了服务区域内９５％时间的平均 ＨＤＯＰ和

ＶＤＯＰ值分布图，最差的５％时间段未统计在内，

详见图１。由图１计算结果可知，３颗ＧＥＯ卫星、

４颗ＩＧＳＯ卫星组成的空间星座，其覆盖区为东

经８４°～１６０°，南纬５５°～北纬５５°之间的大部分区

域，且覆盖区内９５％时间内的 ＨＤＯＰ优于５，

ＶＤＯＰ优于６。

图１　服务区内７颗星的 ＨＤＯＰ、ＶＤＯＰ分布

Ｆｉｇ．１　ＨＤＯＰａｎｄＶＤＯＰＶａｌｕｅｏｆＢｅｉｄｏｕ

ｗｉｔｈ７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

１．２　系统服务精度

服务精度的定义为真实值与估计值或测量值

之间的统计学差值，该统计学差值以９５％置信度

水平或均方根误差（ＲＭＳ）表示。卫星导航系统

一般可以提供全天候连续的定位、测速和授时服

务，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又可进一步提供短报

文通信服务［４］。由于定位、测速、授时精度的分析

方法类同，本文主要给出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定

位服务精度的计算与分析方法。

１．２．１　基于公式的估计方法

在误差服从零均值正态分布时，系统服务精

度可近似表示为：

ＥＰＥ＝ＵＥＲＥ×ＧＤＯＰ （１）

式中，ＥＰＥ为用户定位误差（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ｅｒｒｏｒ），一般用均方根误差（ＲＭＳ）表示，代表系统

可以提供的定位精度；ＵＥＲＥ为用户等效距离误

差，是各种误差归算到用户至卫星视线距离上的

综合误差，计算公式为：

ＵＥＲＥ＝ σ
２
ｅｐ＋σ

２
ｃｌ＋σ

２
ｉｏｎ＋σ

２
ｔｒｏ＋σ

２
ｍｕｉｔ＋σ

２
槡 ｎｏｓ

（２）

其中，σｅｐ为星历误差；σｃｌ为卫星钟差；σｉｏｎ为电离层

延迟修正误差；σｔｒｏ为对流层延迟修正误差；σｍｕｉｌ为

多路径效应误差；σｎｏｓ为接收机噪声误差。σｅｐ、σｃｌ

和σｉｏｎ由北斗系统本身决定，σｅｐ和σｃｌ的综合误差

又称为用户距离误差（ＵＲＥ），其他三项误差跟测

试环境、用户机性能有关。

式（１）、式（２）也可归算到９５％置信度下的定

位精度ＥＰＥ（９５％）和 ＵＥＲＥ（９５％），即通过一个

转换因子（１．９６）得到
［７］。由式（１）可知，在ＧＤＯＰ

值一定的情况下，系统的定位精度主要取决于

ＵＥＲＥ，其计算方法可采取正向法和反向法。正

向法是基于式（２），通过计算各分量大小获得

ＵＥＲＥ，该方法需要精度较高的基准。除σｎｏｓ在用

户机出厂时标校完成外，ＵＥＲＥ各分量的计算方

法为：

σｅｐ ＝Ｅｐｈ１－Ｅｐｈ２，σｃｌ＝Ｃｌｏ１－Ｃｌｏ２

σｉｏｎ ＝Ｉｏｎ１－Ｉｏｎ２，σｔｒｏ ＝Ｔｒｏ
１
１－Ｔｒｏ２

σｍｕｉｌ＝ Ｍｕｉｌ
１
１－Ｍｕｉｌ

烅

烄

烆 ２

（３）

式中，“１”表示系统自身的广播信息；“
１
１”表示

由用户机采用的模型修正结果；“２”表示事后或

精确模型计算结果；Ｅｐｈ２、Ｃｌｏ２、Ｉｏｎ２ 指事后精密

星历、精密钟差或国际 ＧＮＳＳ服务组织（ＩＧＳ）提

供的相对精准模型；Ｔｒｏ２、Ｍｕｉｌ２ 指基于精密模型

的计算结果，相关参数计算方法详见文献［８］。

此外，文献 ［８］也提供了一种 复 核 验 证

ＵＥＲＥ的方法，即反向法。其计算策略为：在服

务区内均匀布设静态测试站，长期采集数据后（最

少为所有卫星的一个回归周期），基于已知点坐

标、测试结果、平均 ＤＯＰ 值，按照式（１）反算

ＵＥＲＥ的平均值。

１．２．２　基于已知坐标的估计方法

通过与已知坐标的比对，可以验证北斗用户

接收机的定位性能，通过对多个分布于覆盖区域

用户机定位精度的统计分析，可以判断北斗卫星

导航系统的服务性能。本文主要采用两种模式进

行定位性能的评估：一种是静态站的评估，即接收

机放置于一个已知坐标的基准墩；另一种则是将

移动终端放置于一个移动测试车上，并利用ＧＰＳ

测量型接收机ＲＴＫ为测试车提供精密坐标。具

体示意图见图２和图３。

图２　静态测试方法

Ｆｉｇ．２　ＳｔａｔｉｃＭｏｄｅｌ

若统计整个服务区内系统的定位精度，则需

统筹考虑覆盖区内ＤＯＰ值分布及定位精度在时

间和空间上的相关性。本文介绍了一种简单统计

３５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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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车载动态测试方法

Ｆｉｇ．３　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Ｍｏｄｅｌ

覆盖区内系统定位精度的方法，即加权计算方法。

其计算公式为：

Δ珚狓ｒｍｓ＝
犪１Δ狓ｒｍｓ１＋犪２Δ狓ｒｍｓ２＋…＋犪犾Δ狓ｒｍｓ犾

犪１＋犪２＋…＋犪犾

（４）

同理可求得 Δ珔狔ｒｍｓ、Δ珔狕ｒｍｓ。式中，Δ狓ｒｍｓ、Δ狔ｒｍｓ和

Δ狕ｒｍｓ指误差序列的均方根误差；犪犾 表示每个区域

采集的有效数据个数。公式表述为一个加权平均

的均方根误差概念。

１．３　系统服务连续性

定位精度连续性的定义为：指定时间间隔内

满足一定标准而不被中断的可能性。文献［７］从

计划外故障中断（长期硬件故障、短期硬件故障、

软件故障等）、计划外维修中断（卫星寿命末期故

障、卫星运行维护中断等）以及计划内中断等方面

分析论证了ＧＰＳ空间信号（ＳＩＳ）连续性的统计结

果。本文结合系统试运行服务集成测试需求及文

献［９］的论证过程，介绍了北斗系统服务连续性的

计算方法。即假设在第ｌ个地区，测试时间段为

狋ｓｔａｒｔ，狋［ ］ｅｎｄ ，用户机采样间隔记为犜，则系统服务

的连续性指标Ｃｏｎ犾的计算公式为：

Ｃｏｎ犾 ＝

∑

狋
ｅｎｄ－犜ｏｐ

狋＝狋ｓｔａｒｔ
，ｉｎｃ＝犜

Π

狋＋犜狅狆

犽＝狋，ｉｎｃ＝犜
ｂｏｏｌ（ＥＰＥ犽 ≤犳Ａｃｃ｛ ｝）

∑

狋
ｅｎｄ－犜ｏｐ

狋＝狋ｓｔａｒｔ
，ｉｎｃ＝犜

ｂｏｏｌ（ＥＰＥ犽 ≤犳Ａｃｃ）

（５）

若犽时刻定位误差ＥＰＥ犽 满足一定标准犳Ａｃｃ，则

ｂｏｏｌ（）函数取１，否则取０。对于卫星导航系统，

一般统计每ｈ系统服务的连续性指标，即常取

犜ｏｐ＝１ｈ。

式（５）可用来计算单一测试点定位精度的连

续性，若统计整个服务区内系统服务精度的连续

性，则需统筹考虑覆盖区内测试点在时间和空间

上的相关性，相关计算方法详见文献［９］。本文给

出了一种简单的加权计算方法为：

Ｃｏｎ＝ （犪１Ｃｏｎ１＋犪２Ｃｏｎ２＋…＋犪犾Ｃｏｎ犾）／

（犪１＋犪２＋…＋犪犾） （６）

１．４　系统服务可用性

定位精度可用性的定义为：指定时间间隔内满

足一定标准的定位结果占整个时间的百分比。文

献［７］从卫星单轨定位可用性、星座可用性以及扩

展可用性等不同角度分析论证了空间信号（ＳＩＳ）的

可用性统计结果。结合文献［９］的论证过程，本文

给出了一种系统服务可用性的计算方法，即假设测

试时间段为狋ｓｔａｒｔ，狋［ ］ｅｎｄ ，用户机采样间隔记为犜，则

系统服务的可用性指标Ａｖａ犾的计算公式为：

Ａｖａ犾 ＝

∑

狋
ｅｎｄ

犽＝狋ｓｔａｒｔ
，ｉｎｃ＝犜

ｂｏｏｌ（ＥＰＥ犽 ≤犳Ａｃｃ）

１＋
狋ｅｎｄ－狋ｓｔａｒｔ
犜

（７）

则覆盖区内系统服务可用性的表达形式同式（４）、

式（６），具体为：

Ａｖａ＝ （犪１Ａｖａ１＋犪２Ａｖａ２＋…＋犪犾Ａｖａ犾）／

（犪１＋犪２＋…＋犪犾） （８）

２　测试数据及结果

为有效测试本阶段北斗区域卫星导航系统的

服务能力，自２０１１年９月１５日至３１日，本文提供

了覆盖区内３２个静态测试点、１８条动态测试路线

（环城、城际）的数据，对系统服务性能（定位、测速

和授时性能）进行了测试验证。其中，静态测试结果

与已知点坐标比较，动态测试结果与ＧＰＳ差分或

ＧＰＳＲＴＫ结果比较，相关测试精度统计详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１１年９月１５日至３０日，单频用户机

测试精度统计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ｃ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ＢＤ２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ｗｉｔｈ

ＯｎｌｙＢ１Ｃｏｄ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测试地点
定位精度（９５％）

平面／ｍ 高程／ｍ
可用性／％ 连续性／ｈ

北　京 １２．０ ２２．０ ９７．１５ ０．９６

郑　州 １０．５ ２５．０ ９７．８２ ０．９０

上　海 １０．０ ２４．０ ９０．７０ ０．８７

武　汉 １５．８ ２５．０ ９０．２９ ０．８９

西　安 １５．０ ２３．０ ９４．５０ ０．９０

哈尔滨 ８．８ １５．３ ９８．８７ ０．９１

三　亚 １０．５ ２１．２ ９９．９４ ０．９２

成　都 １６．０ ２６．５ ９３．７０ ０．８８

综　合 １１．５ ２１．３ ９６．４０ ０．９２

　　分析表１计算结果可以看出：① 静态定位测

试时，在测试时间段内，水平定位精度优于２０ｍ

的单历元定位结果占总历元数的９７％以上，优于

３０ｍ 的高程定位精度占９５％以上。② 采用

４５３１



　第３７卷第１１期 高为广等：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试运行服务性能评估

式（４）、式（５）和式（７）统计的综合服务能力表明，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具备为服务区内用户提供水平

精度约１１．５ｍ（优于１６．０ｍ，９５％）、高程约２１．３

ｍ（优于２６．５ｍ，９５％）、可用性指标约９６．４％（优

于９０．２９％）、连续性指标约０．９２／ｈ（优于０．８７／

ｈ）的服务能力。③ 由表１可知，由于地理位置、

测试环境、用户机性能等存在差异，不同城市之间

的测试结果也存在一定差异。但综合来看，定位

精度与当前星座构型和状态相符。

３　结　语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计划在２０１２年左右向亚

太地区提供连续稳定的导航、定位、授时与短报文

通信服务。目前，系统已基本完成７颗的组网工

作，具备试运行的服务能力。随着工程研制建设

的进展，卫星组网数量不断增加，系统持续完善和

用户设备日趋成熟，系统服务能力将持续提高。

根据本文７颗星所达到的技术状态和技术指标预

计，系统研制建设全面完成后，有望全面达到系统

设计的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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