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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一号的近地卫星天基测控技术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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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了利用北斗一号短消息传输功能支持天基遥测遥控技术；利用其授时功能支持星地时差测量技

术；利用其定位功能支持近地卫星测定轨技术，解决了高动态、无高程信息下的北斗一号用户机的定位问题。

并对“遥感卫星九号”获取的北斗天基测控试验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天基遥测遥控试验正常；星地时

差测量精度满足星务计算机工作要求；仅利用两颗北斗一号卫星对“遥感卫星九号”的四程距离和数据确定的

“遥感卫星九号”轨道，与事后精轨比较，半长轴误差约１ｍ。

关键词：北斗一号；近地卫星；天基测控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８．４１

　　随着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在轨卫星数量急

剧增加（十二五末期，在轨卫星将达百颗），地面测

控网资源冲突日益加剧，大力发展天基测控，对传

统的地基航天测控网进行补充，是解决测控资源

冲突、提高多星同时测控能力的有效途径［１２］。北

斗一号系统是我国第一代导航定位系统，服务对

象为静态和低动态用户。利用北斗一号的短消息

传输功能和定位功能实现对航天器的天基测控是

北斗一号应用领域的一个新思路。目前，北斗一

号星载用户机通过补偿方法解决了高动态条件下

的信号稳定收发问题，这为此思路的实现提供了

硬件条件。

我国的“遥感卫星九号”首次搭载了北斗一号

用户机，并在轨验证了天基测控的各项关键技术。

本文对“遥感卫星九号”获取的北斗天基测控试验

数据进行了计算分析。

１　首次北斗天基在轨试验概况

２０１０年３月，利用“遥感卫星九号”平台及其

所搭载的北斗一号用户机，进行了北斗天基测控

技术首次在轨验证试验。

本次试验系统主要由北斗一号卫星、遥感卫

星九号、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北斗天基演示系统组

成，如图１所示。

图１　北斗天基测控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ｓｓ１ＳｐａｃｅｂａｓｅｄＴＴ＆Ｃ

主要进行的技术试验项目包括：① 系统捕获

试验，在系统捕获过程中，观察北斗用户机响应波

束、通道锁定指示、通道功率电平、载波多普勒频

率和连续开机时间；② 遥测接收试验，统计遥测

丢帧率，测试用户机下行遥测传输时延；③ 用户

机遥控试验，统计遥控大回环时延量；④ 时差测

量试验，利用卫星任务环境获取星地时差，与星载

北斗用户机遥测下传的时差参数进行比对；⑤ 定

轨试验，分别开展已知北斗星历的用户星单星定

轨技术研究以及未知北斗星历的北斗星、用户星

联合定轨技术研究。

２　天基遥测遥控技术

　　与 ＧＰＳ、ＧＬＯＮＡＳＳ等导航系统相比，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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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北斗一号系统具有独特的短消息传输功能。利

用这一功能，可以实现近地卫星的遥测遥控。

试验采取的工作模式如下：① 生成、发送中

低轨道卫星控制数据，以天基测控方式完成对卫

星的控制；② 接收、处理中低轨道卫星天基遥测

数据，判断卫星工作状态、控制执行过程等；③ 统

计卫星天基测控信息传输误码率、误帧率、误指令

率、测控过程时间长度，并分析其分布情况。遥测

接收试验与遥控试验结果分别见表１和表２。

表１　遥测接收试验结果统计表

Ｔａｂ．１　ＴｅｌｅｍｅｔｒｙＤａｔａ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

用户星 遥测检查 遥测丢帧率／％遥测传输时延／ｓ

遥感卫星九号 正确 ３．８８ ＜１

地基遥测检查  ＜１ ０．５左右

　注：由于星上北斗用户机天线存在较大遮蔽，影响北斗天基测

控信道的稳定性，导致遥测丢帧率较高。

表２　遥控试验结果统计表

Ｔａｂ．２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ａｎｄＴｅｓ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

用户星 遥控项目 试验结果

遥感卫星九号

设置北斗用户机工作模式 正确

切换发射响应波束 正确

上行固定码数据 正确

遥控大回环时延量
４．３ｓ（地基遥

控一般为４～６ｓ）

　　从试验结果来看，北斗天基遥测和遥控通道

可以满足高码速率数据传输需求，验证了利用北

斗一号系统短消息传输功能实现近地卫星遥测遥

控技术的可行性。

３　天基星地时差测量技术

利用北斗一号的授时功能，可以实现近地卫

星的星地时差测量。试验采取的工作模式如下：

① 卫星时间管理单元的高精度秒脉冲信号接入

星载用户机；② 星载用户机通过接收北斗一号卫

星的授时数据获取北斗一号系统时，计算高精度

秒脉冲信号与北斗一号系统时的时差，通过用户

机遥测数据下传；③ 利用卫星任务环境获取星地

时差，与用户机遥测下传时差参数进行比对，验证

时差测量精度。星地时差测量试验结果见表３。

表３　星地时差测量试验结果统计表

Ｔａｂ．３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ｇｒｏｕｎｄＴｉｍ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Ｔｅｓ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

圈号 北斗用户机测量结果／ｍｓ 地面设备测量结果／ｍｓ

２８０ －１．１２６
－１．８０５

２８８ －１．１３１

　　表３第２列是北斗用户机的授时和卫星精密

时统测量值之差，第３列是地面时统和卫星精密

时统测量值之差。一般说来，卫星精密时钟、地面

时统以及北斗系统时本身的精度为百ｎｓ量级，但

由于时间脉冲解调时延不定，即将时间脉冲信号

解调为数字时钟存在偏差，导致星地时差测量达

ｍｓ量级。从上表可以看出，北斗用户机星地时差

测量的精度为 ｍｓ量级，能够满足星务计算机工

作要求（星务计算机对时间精度要求较低，一般为

优于５ｍｓ）。

４　近地卫星天基测定轨技术

利用北斗一号的定位功能，开展基于北斗天

基的近地卫星定轨技术研究，包括已知北斗星历

的用户星单星定轨技术研究，以及未知北斗星历

的北斗星、用户星联合定轨技术研究［３，４］。

４．１　距离和测量模型

图２为北斗卫星观测近地卫星的几何示意图

（假设有两颗北斗卫星）。图中实线为北斗星对用

户星的一次测量过程，无线电信号经过中心站→

北斗０１星→航天器→北斗０１星→中心站，共４

段路程。由信号在出入中心站的时间差即可计算

距离和观测量：

犗＝ρ１＋ρ２＋ρ３＋ρ４ ＝

犮×（τ１＋τ２＋τ３＋τ４）＋Δ＋ε （１）

式中，犗为距离和观测量；ρ犻 为各阶段的传播距

离。τ犻为信号在各阶段的传播时延，这里卫星转

发器引起的时延假定为０ｓ，τ′犻为北斗０２星至中

心站及用户星的距离；犮为光速；Δ为测量系统

差；ε为测量随机差。

由此可见，北斗星对用户星的距离和测量简

称距离和，可以看成是带光时解的四程距离和。

如果信号的往返通过不同的天基卫星来完成

（图２中虚线），不妨称这种距离和数据为交叉距

离和数据，其观测量的计算也可类似处理。

图２　北斗卫星测量航天器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Ｃｏｍｐａｓｓ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Ｕｓｅｒ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２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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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狋０ 时刻信号从地面中心站发出，狋１＝狋０＋

τ１，狋２＝狋１＋τ２，狋３＝狋２＋τ２，狋４＝狋３＋τ４，狉１、狉２、狉犝、狉犇

分别表示北斗０１星、北斗０２星、用户星、地面中

心站的惯性系位置矢量，则式（１）可表示为：

犗＝ 狉１狋（ ）１ －狉犇 狋（ ）０ ＋ 狉犝 狋（ ）２ －狉１狋（ ）１ ＋

狉１狋（ ）３ －狉犝 狋（ ）２ ＋ 狉犇 狋（ ）４ －狉犝 狋（ ）３ ＋Δ＋ε

（２）

　　由式（２）可推导出距离和观测数据对用户星

和北斗卫星的位置、速度矢量偏导数如下：

犗

狉犝 狋（ ）２
＝
狉犝 狋（ ）２ －狉１狋（ ）１
狉犝 狋（ ）２ －狉１狋（ ）１

－

狉１狋（ ）３ －狉犝 狋（ ）２
狉１狋（ ）３ －狉犝 狋（ ）２

＝犝２－犝３ （３）

犗

狉犝 狋（ ）２
＝０ （４）

犗

狉１
＝犝１－犝２＋犝３－犝４ （５）

犗

狉１
＝０ （６）

式中，犝１、犝２、犝３、犝４ 分别是沿路径１、２、３、４方向

的单位矢量。

４．２　多星联合定轨技术特点及难点

与单星定轨相比，天地基联合多星定轨在定

轨方法和数据融合方面又有了新的内容［５］。多星

定轨时需要根据距离和等观测方程及具有先验信

息的贝叶斯加权最小二乘原理估计，解算出卫星

初始状态向量的改进量：

狓^０ ＝ 犅Ｔ犠犅＋犆
－１（ ）０

－１犅Ｔ犠狔 （７）

式中，犅为观测量对初始状态向量的偏导数矩阵；

犠 为权矩阵；犆０为初始估计的先验协方差矩阵；狔

为观测残差，即犗犆。

假定初始状态向量的初值为犡
０ （狋０），则改进

后的初始状态向量为：

犡０狋（ ）０ ＝犡

０ 狋（ ）０ ＋狓０ （８）

　　在多星（狀个卫星）联合定轨中，待估的初始

状态向量表达如下：

犡０ ＝ ［狉１，狉，狉２，狉２…，狉狀，狉狀，犆犇１，犆犇２…犆犇狀，

犛狉狆１，犛狉狆２，…，犛狉狆狀，…，犆犾犿，犛犾犿，…］
Ｔ （９）

式中，狉犻、狉犻表示第犻个卫星的位置速度；犆犇犻为第犻

个卫星的大气阻尼参数；犛狉狆犻为第犻个卫星的光压

反射系数；犆犾犿、犛犾犿为地球重力场谐系数。

对于北斗天基多星定轨，在多星轨道动力学

方面有以下技术特点和难点。

１）距离和观测量与多颗卫星的位置有关。

２）某些参数可能只与一个卫星相关，比如卫

星的初始位置和速度；某些参数可能被多个卫星

所共享，比如地球重力场谐系数。

３）卫星的数目、待估参数的数目和变分偏导

数的数目在每次定轨任务中各不相同。对于多星

任务，需要对这些参数和变分偏导数进行更加有

效的管理。

４）需要同时积分多颗卫星的运动方程和变

分方程。

针对上述技术特点及难点，我们在定轨软件

中采用指针结构的形式来完成数据存储块与待估

参数、偏导数以及法化矩阵间的自由导航［６］。

４．３　定轨试验结果

以长弧的遥感卫星九号星载ＧＰＳ测量数据

定轨结果为基准（轨道半长轴精度优于１ｍ；空间

位置精度优于１０ｍ），分别进行已知北斗星历的

遥感卫星九号单星定轨，以及未知北斗星历的遥

感卫星九号、北斗一号联合定轨试验，结果如下。

计算采用的遥感卫星九号星载北斗用户机测

轨数据分布统计情况见表４。

表４　遥感卫星九号星载北斗用户机测轨数据统计表

Ｔａｂ．４　Ｏｒｂｉｔ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ＤａｔａｏｆＯｎｂｏａｒｄ

ＣｏｍｐａｓｓＵｓｅｒ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ｏｆＹＧ９

数据

弧段

响应

星号
起始时间 结束时间

数据

点数

１ ０２星
２０１００３２５

２３：１２：１８．９６８

２０１００３２５

２３：１５：４５．９６８
１５７

２ ０２星
２０１００３２７

０７：５７：５１．９６８

２０１００３２７

０８：０１：４６．９６８
２０６

３ ０１星
２０１００３２７

２１：３２：５２．９６８

２０１００３２７

２１：４０：３０．９６８
３９５

　　其中，已知北斗星历的遥感卫星九号单星定

轨结果见表５。从定轨结果来看，已知北斗一号

卫星星历，仅利用遥感卫星九号星载北斗用户机

的四程距离和数据定轨，与西安中心基准轨道相

比，卫星位置误差约９８ｍ。

表５　已知北斗星历的遥感卫星九号定轨结果

Ｔａｂ．５　ＹＧ９Ｏｒｂｉｔ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ｗｉｔｈ

ＫｎｏｗｎＣｏｍｐａｓｓＥｐｈｅｍｅｒｉｓ

项目 轨道历元 犪／ｍ 犻／（°） Ω／（°）

北斗天

基定轨
２０１００３２５７４７３０２９．５ ６３．４６１７９ １３１．６４９５９

基准轨道 ２３：１０：００ ７４７３０２８．９ ６３．４６２２２ １３１．６４８８８

根数偏差 ０．６ －０．０００４３ ０．０００７１

位置偏差
Δ犚／ｍ Δ犡／ｍ Δ犢／ｍ Δ犣／ｍ

９８．１ ６３．４ ４３．２ ６１．１

　　未知北斗星历确定遥感卫星九号轨道见

表６。从定轨结果来看，利用地面标校站对北斗一

号卫星的四程距离和观测数据、遥感卫星九号星

载北斗用户机的四程距离和数据进行未知北斗星

历的北斗卫星、遥感卫星九号联合定轨，确定的遥

３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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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卫星九号位置误差约９２ｍ，轨道半长轴误差优

于１ｍ。

表６　未知北斗星历的遥感卫星九号定轨结果

Ｔａｂ．６　ＹＧ９Ｏｒｂｉｔ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ｗｉｔｈＵｎｋｎｏｗｎ

ＣｏｍｐａｓｓＥｐｈｅｍｅｒｉｓ

项目 轨道历元 犪／ｍ 犻／（°） Ω／（°）

北斗天

基定轨
２０１００３２５７４７３０２９．４ ６３．４６１７４ １３１．６４９４５

基准轨道 ２３：１０：００ ７４７３０２８．９ ６３．４６２２２ １３１．６４８８８

根数偏差 ０．５ －０．０００４８ ０．０００５７

位置偏差
Δ犚／ｍ Δ犡／ｍ Δ犢／ｍ Δ犣／ｍ

９２．１ ６１．４ ３８．２ ５７．２

　　考虑到星上其他载荷测试要求，星载北斗用

户机开机时间有限，故测轨数据弧段相对较少（见

表４）。在后续应用中，可延长北斗用户机开机时

间，增加测轨弧段，定轨精度可得到相应提高。

北斗天基测控系统是对北斗一号导航定位系

统的功能扩展，解决了星载用户机在高动态条件

下的双向距离测量、遥测遥控和时差测量问题以

及无高程辅助信息下的目标卫星定轨问题，可应

用于近地轨道卫星的测控支持。该系统能同时支

持上百颗卫星的测控，增强了地面的多星测控能

力。地面的北斗指挥型用户机具有较好的机动

性，可完成应急测控任务。在未来的实际工程应

用中，可利用多颗ＧＥＯ卫星扩大波束覆盖范围；

增大北斗一号用户机的短消息传输容量；利用分

包遥测和分包遥控技术，使北斗天基测控可作为

大卫星的备用测控手段和小卫星的主用测控手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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