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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传统ＴＤＭＡ体制数据传输时延较大的缺点，提出了一种适用于卫星导航系统星间链路的可抢

占时隙的ＴＤＭＡ体制，并抽象出了该ＴＤＭＡ体制下的时隙编排优化目标，结合卫星导航系统星座的星间可

视性，以顶点着色为理论基础提出了一种优化的时隙编排算法。仿真结果表明，与ＧＰＳ星间链路的ＴＤＭＡ

体制相比，所提出的ＴＤＭＡ体制可达到相同的卫星自主定轨精度以及系统用户等效观测误差（ＵＲＥ）性能，

同时大幅提高了系统通信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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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星间链路进行星间测距与星间数据交换

是卫星自主导航的核心技术［１］，ＧＰＳＢｌｏｃｋＩＩＲ、

ＢｌｏｃｋＩＩＦ卫星已采用 ＵＨＦ频段建立星间链路

实现自主导航功能，采用 ＴＤＭＡ体制协调各卫

星的信号发射［２，３］。ＵＨＦ等具有广播特性的频

段在现阶段具有一定的技术优势，首先，信号在空

间广播使得星上无需进行复杂的天线对准控制；

其次，卫星发射信号时所有信号覆盖范围内的卫

星都能接收到信号，星间双向观测极其简便。但

是，ＴＤＭＡ体制下卫星发送数据前必须等待自己

的ＴＤＭＡ时隙，等待信号发送的时延很大，导致

传统的ＴＤＭＡ体制在数据传输方面很难满足导

航系统中某些对实时性要求较高的业务需要。针

对这个问题，本文在兼顾星间测距的前提下，提出

了一种可抢占时隙的 ＴＤＭＡ体制，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ＴＤＭＡ时隙编排的优化目标和一种新的

时隙编排算法。

１　犜犇犕犃时隙编排优化

１．１　传统犜犇犕犃体制的不足

ＴＤＭＡ体制下所有卫星共享信道资源，按照

时隙划分，卫星只在属于自己的时隙发送信号，其

他时间处于接收状态。ＧＰＳＩＩＲ星座中２４颗卫

星轮流发送信号，星座中同一时刻仅有一颗卫星

在发送信号，ＴＤＭＡ时隙编排顺序为：卫星１、卫

星２、…、卫星２４，时隙长度为１．５ｓ
［２］，所有卫星

轮流一次称为一个 ＴＤＭＡ 帧，ＧＰＳＩＩＲ的 ＴＤ

ＭＡ帧长为３６ｓ。

尽管这种ＴＤＭＡ参数选择可以完成周期性

的星间双向观测，但是在数据通信上无法满足我

国卫星导航系统对星间链路数据传输的实时性要

求。由于我国监测站布站的区域性限制，不过境

卫星的数据无法直接下传到地面监测站，注入站

也无法直接将数据上传给不过境卫星，地面站与

不过境卫星进行数据往来必然要通过星间链路进

行中转，但是卫星发送数据前必须等待自己的时

隙。最恶劣的情况下，一颗卫星需要等待除自己

外的所有卫星轮流发送一次信号，即等待３４．５ｓ

后才能发送信号，这显然无法支撑某些对数据实

时性要求较高的业务。

卫星只能等待自己的时隙发送信号是导致时

延过大的根本原因，本文处理这个不足的思想为：

当卫星产生紧急数据需要发送时，可以抢占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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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的时隙发送信号，缩短信号发送的等待时间。

１．２　可抢占时隙的犜犇犕犃体制

由于星间需要进行周期性的双向观测，因此

不能把某卫星的整个时隙全部抢占。被抢占卫星

的选择应该满足以下条件：① 与发起抢占的卫星

之间可视；② 被抢占卫星的发射时隙距离当前时

刻最近。卫星发送抢占通知信号后，该卫星信号

覆盖范围内的卫星都能收到通知，只有被抢占卫

星放弃自己下一个时隙的后半部分，让给发起抢

占的卫星发送信号。

可抢占时隙的ＴＤＭＡ体制依然为每颗卫星

分配等长度的时隙，图１给出了正常情况下和被

抢占时的时隙构成。图１中，“发送信号时隙”内

卫星发送信号；若卫星需要发送紧急数据，则在

“抢占时隙”发送时隙抢占通知；“保护时隙”用于

信号传输。

图１　可抢占时隙ＴＤＭＡ的时隙组成

Ｆｉｇ．１　Ｔｉｍ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ＳｅｉｚｅＡｂｌｅＴＤＭＡ

被抢占卫星收到其他卫星的时隙抢占通知之

后，则在即将到来的下一个时隙的前半部分发送

信号，将后半部分让给发起抢占的卫星。抢占卫

星的后半部分时隙既不影响被抢占卫星周期性的

发送导航信号，又可保证需要紧急发送数据的卫

星可以及时发送信号。

卫星只在产生对实时性要求很高的应急信息

时才进行时隙抢占操作，正常情况下使用正常的

ＴＤＭＡ模式进行数据传输。

１．３　时隙编排优化目标

作为ＴＤＭＡ体制的一个关键参数，时隙编

排顺序对卫星发送信号的等待时间影响很大，本

文给出一个例子进行说明。假设星座由５颗卫星

组成，图２给出了某个时刻的星间可视性，图中的

圆圈表示卫星，连线表示两颗卫星之间可视。

图２　星间可视性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Ｃｏｎｓｔｅｌｌａｔｉｏｎ

由于只能抢占可视卫星的时隙，如果时隙编

排为１、２、３、４、５、６，当前时隙是２，则卫星１需要

等待２个时隙后才能占用卫星４的时隙。而如果

时隙编排为１、５、２、４、３、６，对于任何一颗卫星，不

论当前时隙是哪颗卫星，卫星最多只需等待一个

时隙长度便可占用其他卫星的时隙。很明显，后

者的编排方式优于前者。

时隙编排序列记为犛１、犛２、…、犛２４，其中，犛狀

是卫星号。对于卫星犛犻，如果卫星犛犻与序列中连

续的子序列犛犼＋１、犛犼＋２、…、犛犼＋犽均不可视，且与

犛犻＋犽＋１可视，符合上述条件的最大的犽的取值，称

为卫星犛犻的序列不可视长度。所有卫星中最大

的序列不可视长度定义为该序列的最大不可视长

度，记为犔ｍａｘ。由定义可知，只要星座中存在两颗

不可视的卫星，则无论采用何种发送序列，都有

犔ｍａｘ≥１。

在可抢占时隙的 ＴＤＭＡ 体制下，卫星抢占

时隙时的等待时延取决于犔ｍａｘ。导航系统中某些

数据传输业务对数据传输时延有较高要求，降低

信号发送等待时延可降低数据传输时延，因此，时

隙编排的优化目标为使序列的最大不可视长度最

小，即

犔ｍａｘ→ｍｉｎ （１）

　　对于任何一颗卫星而言，序列中该卫星的可

视卫星与不可视卫星均匀交错，可减小最大不可

视长度。假设星座中卫星数量为犖，卫星犛的不

可视卫星数量最多，记为犖狌，则犔ｍａｘ的下限可由

式（２）确定：

犔ｍａｘ≥
犖狌

犖－犖狌－１
（２）

是向上取整符号。

２　时隙编排算法

２．１　数学模型

由序列最大不可视长度的定义可知，减少序

列最大不可视长度的方法为：对于每一颗卫星而

言，序列中应该尽量减少连续出现该卫星不可视

卫星的数量。

卫星犛犻的不可视卫星集合记为犝犻，则各卫星

的不可视卫星集合分别为犝１、犝２、…、犝犖。可用

图论中顶点着色理论来解决时隙编排问题，图的

顶点代表卫星，将属于集合犝犻（犻＝１，２，…，犖）的

所有顶点两两连接，可获得一个不可视连接图

犌（犞，犈）。两个顶点相邻意味着这两个顶点代表

的两颗卫星同时属于某颗卫星的不可视卫星集合

犝犽。对图犌进行顶点着色，为图的每个顶点指定

一种颜色，使得没有相邻的两个顶点指定为相同

的颜色。经过顶点着色处理后，指定为相同颜色

５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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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顶点可以连续出现在序列中。

对图犌进行顶点着色后，遍历各种颜色的顶

点集合，相同颜色的顶点按照卫星编号顺序连续

排列，将不同颜色的顶点集合依次排列。需要特

别说明的是，由于图中有多种颜色，序列中两种颜

色的交接处需要特别处理。对于两种颜色不同的

顶点集合犞１、犞２，从犞１、犞２中搜索两个顶点狏１犻、

狏２犼，满足狏１犻、狏２犼可视且狏１犻、狏２犼在犌 中不相邻，如

果可以找到符合条件的狏１犻、狏２犼，则把狏１犻、狏２犼作为

两种颜色交接处的顶点，即排序为狏１１狏１２，…，狏１犿

狏１犻狏２犼狏２１狏２２，…，狏２狀。如果找不到符合条件的

狏１犻、狏２犼，则按照犞１、犞２中顶点所代表的卫星编号

顺序排列。

时隙编排算法的过程为：① 计算星间可视

性；② 获取不可视连接图犌；③ 对图犌进行顶点

着色；④ 从着色图中获取优化序列。

星座的星间可视性可以通过解析算法获

得［４］，时间复杂度为犗（狀）；获取图犌的复杂度为

犗（狀）；图犌的顶点着色复杂度为犗（狀２）
［５］；从着

色图中获取优化序列需要执行排序，复杂度为

犗（狀ｌｇ狀）。因此，此算法的复杂度为犗（狀
２）。

２．２　星座可视性处理

星座可视性是时隙编排算法的关键输入条

件，但是由于卫星处于不断运动状态，卫星之间的

可视状态也在随时间不断变化，使星间可视性处

理变得复杂。拓扑快照可简化星间可视性处理，

即将一个卫星运行周期划分为一系列等间隔的时

间段，两颗卫星在该时间段内一直可视则定义为

可视，不可视或间断可视定义为不可视。因此，每

个时间段便对应一个固定的星座可视性，一个星

座运行周期就对应一系列固定的星座可视性。

星座可视性的变化会导致时隙编排的变化，

但是由于导航卫星属于中高轨卫星，按照拓扑快

照处理后的星间可视性变化较小，采用ＧＰＳ星座

获取的每一组时隙编排可持续２０～４０ｍｉｎ，一个

星座运行周期１５ｈ内仅有２９组时隙编排。

２．３　算　例

以图２的星间可视性为例，图３是根据图２

得到的不可视连接图犌，图４是图犌的着色图。

图３　不可视连接图

Ｆｉｇ．３　ＵｎｖｉｓｉｂｌｅＧｒａｐｈ
　　

图４　顶点着色图

Ｆｉｇ．４　ＧｒａｐｈＣｏｌｏｒｉｎｇ

从图４可以获取优化的时隙编排顺序为１、

５、２、４、３、６，序列的最大不可视长度为１。该算例

中，犖狌＝２，犔ｍａｘ下限为：

犖狌
犖－犖狌－１

≥
２

６－２－１
＝１ （３）

时隙编排算法的输出时隙排序的最大不可视长度

达到了犔ｍａｘ的理论下限。

３　仿真验证

本文以ＧＰＳ星座为基础，设计了两个仿真场

景，分别验证算法的卫星信号发送等待时延、算法

输出的时隙编排对卫星自主导航精密定轨精度的

影响。星座的基本参数为：① 星座构型为 Ｗａｌｋ

ｅｒ２４／３／２；② 轨道长半轴为３０４００ｋｍ；③ 轨道

倾角为５５°。

３．１　信号发送等待时延

信号发送等待时延是指从卫星产生待发送的

数据时刻开始，到该卫星可发送信号的时刻为止，

这两个时刻之间所耗的时间。卫星可发送信号的

时隙既可以是原分配给该卫星的时隙，也可以是

该卫星抢占的其他卫星的时隙。本文设计了３个

仿真实验，为可抢占时隙 ＴＤＭＡ体制及时隙编

排算法的性能提供比较。表１列出了各仿真场景

的ＴＤＭＡ参数。ＴＤＭＡ时隙长度为５ｓ，ＴＤＭＡ

帧长为１２０ｓ。

表１　各仿真场景的犜犇犕犃参数

Ｔａｂ．１　ＴＤＭＡ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ＬｉｓｔｏｆＥａｃｈ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可抢占时隙 时隙编排顺序

仿真１ 否 １、２、…、２４

仿真２ 是 １、２、…、２４

仿真３ 是 优化编排算法的输出结果

　　图５给出了 ＭＥＯ１１的平均信号发送等待时

延，由于 Ｗａｌｋｅｒ星座具有对称性，因此，ＭＥＯ１１

的特性可以代表星座中其他卫星的特性。仿真时

长为１５ｈ，包含４５０个 ＴＤＭＡ 帧，仿真中假设

ＭＥＯ１１在每个ＴＤＭＡ帧内随机产生１００００次

数据，数据产生时刻在时间上呈均匀分布。对于

各ＴＤＭＡ帧，图５描绘了 ＭＥＯ１１信号发送等待

时延的统计平均值。从图５中可以看出传统的

ＴＤＭＡ的信号发送等待时延远高于可抢占时隙

的ＴＤＭＡ体制，约为６０ｓ。基于可抢占时隙的

ＴＤＭＡ体制下，仿真２与仿真３的信号发送等待

时延分别为１．５～４．２ｓ、０．４～２．３ｓ。从图５可

看出，经过时隙编排的算法大大缩短了信号发送

等待时延。

６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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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平均信号发送等待时延

Ｆｉｇ．５　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ｅｌａｙｏｆＷａｉｔｉｎｇｆｏｒＳｉｇｎａｌＴｒａｎｓｍｉｔ

仿真２的序列编排下，序列不可视长度为２

～４；时隙编排算法输出的时隙编排序列下，序列

不可视长度为１～２。图６给出了各不可视长度

所占的比例。ＭＥＯ１１的可视卫星数量为１６～１８

颗，由式（２）可知犔ｍａｘ的下限为１，优化算法的时

隙编排非常接近理论下限，这是由于优化时隙编

排将不可视卫星均匀分布，减小了输出时隙序列

的不可视长度。

图６　各不可视长度的比例

Ｆｉｇ．６　ＲａｔｉｏｏｆＥａｃｈＵｎ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Ｌｅｎｇｔｈ

仿真２与仿真３的最大不可视长度分别为４

和２，其对应的卫星信号发送最大等待时延为２０

ｓ、１０ｓ，因此，时隙编排算法可提供更好的数据传

输服务质量。

３．２　对卫星精密定轨的影响

星间测距数据是自主导航卫星精密定轨的基

础，而不同的 ＴＤＭＡ时隙编排方式下所采集的

星间测距序列不同。尽管本文提出的时隙编排算

法对通信性能有很大提高，但是 ＴＤＭＡ体制还

必须兼顾精密定轨的性能，因此，有必要分析时隙

编排算法下获取的星间观测资料对卫星精密定轨

精度以及ＵＲＥ的影响。

本文利用ＳＴＫ仿真软件进行了星座运行仿

真，星间双向观测数据由ＳＴＫ输出的卫星位置加

上噪声组成。仿真比较了顺序时隙编排和本文时

隙编排所采集的星间观测数据的卫星精密定轨结

果，仿真中的关键参数为：① 星间观测随机误差

０．５ｍ；② 星间观测系统误差１ｍ；③ 卫星初始位

置误差３ｍ；④ 力模型为二体问题、日月引力、固

体潮、太阳光压；⑤ ＴＤＭＡ时隙长度５ｓ。

仿真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两种犜犇犕犃时隙编排下的处理结果

Ｔａｂ．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ｗｏＫｉｎｄｓｏｆＴｉｍｅｓｌｏｔ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顺序编排 优化编排

卫星位置ＲＭＳ（３ｄ） ４．９６ ４．９６

预报１２ｈＵＲＥ ０．４６ ０．４６

预报４８ｈＵＲＥ ０．７０ ０．７０

　　从仿真结果中可以看出，本文优化时隙编排

与ＧＰＳ所采用的顺序时隙编排顺序相比，两种时

隙编排所采集的星间观测数据所获得的定轨结果

以及ＵＲＥ性能几乎是相同的，优化时隙编排没

有对系统后端信息处理造成影响。

４　结　语

由于传统ＴＤＭＡ体制下系统通信等待时延

很大，无法满足导航系统某些高实时性的业务需

要，本文提出了可抢占时隙的ＴＤＭＡ体制，结合

导航系统星座的星间可视性，优化了 ＴＤＭＡ时

隙编排顺序。在不影响卫星精密定轨精度以及

ＵＲＥ性能的前提下，本文提出的ＴＤＭＡ体制极

大地减小了等待时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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