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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信、导航、遥感一体的天基信息服务系统的建设将对跨境实时通信、动目标全球跟踪、灾害快速响应

等提供有力保障，同时也对高效的网络通信,特别是卫星路由规划算法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优化通信链路，进

一步降低时延，充分利用网格空间关系直视、编码计算效率高的优势，提出了卫星星座空间互联网格化计算方

法。基于GeoSOT⁃3D（geographic coordinate subdivision grid with one dimension integer coding on 2n Tree ⁃3D）
模型，构建了空天网格索引大表，并提出了一套通过查询网格通视情况来进行卫星通视分析以及星间路由规

划的算法。通过仿真 90/15/2的Walker星座，构建空天网格索引大表，进行星间通视分析、星间效率规划的实

验验证与效率对比，结果发现，网格通视分析效率较传统算法提升 2.2倍；基于预先建立通视大表的通视分析

效率较传统算法提升 20.9倍；网格化星间路由规划效率在最短距离约束下提升近 25倍；在最小跳数约束下则

提升约 20倍。因此，该算法具有可行性与高效性，能显著提升星间通视及空间链路规划的计算效率。此外，

该算法能够用于紧急通信、灾害预警、海上救援等方面，为卫星互联网建设作出贡献。

关键词：空天信息网格；空天全域网格索引大表；星间通视分析；卫星路由路径规划

中图分类号：P208 文献标志码：A

目前，中国对导航、遥感等天基信息的覆盖

范围需求已从国内拓展到全球，在“一星多用、多

星组网”的应用需求以及紧急通信、灾害预警、海

上救援等场景的需求下，面对无法在全球范围建

设地面站这一现实难题，卫星间的高效通信具有

非常重要的研究意义［1-4］。与此同时，文献［5-6］
提出构建与地面网络深度耦合的集成化的天基

信息实时服务系统，即同时提供定位、导航、授时、

遥 感 、通 信 服 务（positioning，navigation，timing，
remote sensing，communication，PNTRC）系统，该

系统具有上百颗卫星的卫星星座，可实现与地面

互联网的互联互通。

在大规模的低轨通信、遥感星座的运控过程

中，可见性分析是实现全球范围遥感信息的快速

回传，特别是境外目标观测数据的快速回传的重

要基础。现有通视分析方法在计算卫星之间、卫

星与地面观测点的相对位置时，需要实时构建卫

星相对坐标系、地心地平坐标系，并采用浮点数

在不同卫星轨道、甚至不同星座间进行计算，算

法复杂度高［7-8］。境外数据获取涉及大量路由传

输规划，文献［9-10］对卫星通信网络路由及卫星

网络拓扑结构进行了研究，主要针对通信卫星星

座，包括有集中式路由、分布式路由等结构。考

虑到研发成本低、覆盖范围广、重返周期短等优

势，不构建星间链路的低轨互联网卫星星座成为

近年来对地实时观测与通信的新方向。然而传

统的路由规划方法是基于星间链路构建的，在

Starlink、OneWeb以及鸿雁、鸿云、PNTRC等大

星座组网（至少包含数百颗、甚至有规划上千颗）

应用场景中，传统的几何方法难以应对大规模、

复杂网络环境下应急任务的快速调度，以及其对

星间可见性分析的快速、高精度要求，因此需要

进一步结合低轨高时变卫星大星座的特点，研究

更高效的通视计算、路由规划方法。

空间网格数据模型及其索引方法具有划分

方式简单、空间计算高效的特点［11］。其中，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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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n 及整型一维数组全球经纬度剖分网格（geo⁃
graphic coordinate subdivision grid with one dimen⁃
sion integer coding on 2n Tree，GeoSOT）是二三

维一体的、多层次嵌套的、等经纬度划分的统一

位置框架，具有网格空间关系直视、编码计算效

率高的优势，可用来进行空间位置的标识、表达、

计算，文献［12-14］发现 GeoSOT-3D立体网格对

提升空间计算效率有显著帮助。因此，本文将

GeoSOT-3D立体网格拓展至航空航天范围，开

展星间互联计算的探讨，旨在通过构建空天全域

网格索引大表，“以空间换时间”，将复杂的星间

通视计算转为卫星所在网格的固有属性查询，提

升通视计算、空间链路规划的效率，进而探讨遥

感信息快速回传的有效途径，发展更高效的通视

计算、星间路由规划的计算方法。

1 卫星网格化建模

空天网格体系与空天网格索引大表是网格

化卫星星座快速互联计算的重要基础。其核心

思路是将 GeoSOT框架体系扩展至空天范围，对

所有空天范围的立体空间区块进行标识，形成空

天网格索引大表。在此基础上，对卫星轨迹、资

源实现网格化，也为后续的快速互联计算提供

途径。

1.1 空天网格体系

本文引入 GeoSOT-3D模型，并将其应用至

航空航天范围，即把空天划分成连续的立体空间

区块，每个区块都给与了一个可以计算的整型编

码，由此形成的坐标系称为空天网格坐标体系，

在经纬度坐标体系基础上增加一种离散网格坐

标，对现实空间进行标识、表达与计算。

1.2 空天全域网格索引大表

本文利用网格数据模型与索引技术，建立了

跨领域、多尺度、无缝无叠、覆盖全球的多源数据

编码检索模型。以网格索引大表为依托，通过简

便快捷的编码处理，提供空间数据的索引技术，

实现对多源异构空间数据的快速汇集与综合管

理。其中，卫星作为重要的空间对象，其相应时

空轨迹将被离散化并存于空天全域网格索引大

表中。索引大表定义如表 1所示。

表 1中，Code由数据库提供的 INT整型或

STRING类型存储，支持三维网格编码和以编码

代数为基础的各种运算；Visible是用一个数组列

来标记和存储计算得到的通视网格（集合）。

1.3 卫星轨迹与资源网格化

1.3.1 卫星轨迹网格索引大表

本文根据卫星轨道根数与卫星星座的设计，计算

出给定时间段内的卫星轨迹集合<Gridsat，T>
（Gridsat为卫星轨迹的网格编码集合，T为相应

时间段）。在原有的以卫星为组织形式的卫星轨

迹数据表的基础上，结合轨迹集合改进对象表

（在原有表的基础上增加编码列，并作为与索引

大表关联的外键），再与索引大表模型关联，建立

卫星轨迹网格索引大表。在具体的卫星轨迹网

格化计算中，由于卫星轨迹在卫星所在的轨道平

面运动，涉及到卫星轨道的地心坐标系，而空天

网格坐标是以经纬网格为基础发展的坐标体系，

因此先将地心坐标系（x，y，z）转为大地坐标系

（L，B，H），其中，L为大地经度，B为大地纬度，

H为高程；再将大地坐标系转为空天网格坐标

code。网格的尺度可以根据精度来选择（网格模

型共 32层级），一般选择卫星的最小外包尺度匹

配的网格粒度 D layer作为基础层级，并选择其两层

父网格的粒度来进行初筛。卫星的位置和通视

关系为时变函数，在具体计算时会按照卫星动目

标的运动轨迹在网格化时满足 D layer <V0×T的

原则（V0为该时刻初速），即选择的最小时间间隔

为 Tmin=D layer/V0。具体在建立描述一颗卫星运

动轨迹的文档时，需要包括卫星重要的基本信息

以及轨迹信息。

1.3.2 卫星资源能力索引大表

卫星资源能力索引大表是指将未来可获得

的卫星资源，通过提前计算，量化至空天网格坐

标中，并以网格编码作为数据主键，形成能力大

表（见图 1）。通过检索大表可知未来某时刻、某

地面网格可以获取到哪些卫星数据［15］。其中，空

间网格编码和时间建立联合索引，一方面记录卫

星在不同时刻的地面覆盖情况，另一方面为能力

大表快速检索作支撑。最终依托卫星资源能力

表 1 大表的结构定义

Tab.1 Structure of Big Table

列名

Code
Visible
DataExist
Data

Time

Source
MetaData

类型

STRING/INT
STRING/INT[ ]

INT
JSON[ ]

TIME[ ]

JSON
JSON

说明

三维网格编码

通视网格编码

是否存有数据，是为 1，否为 0
数据描述

数据时间，包括进入网格

时间、离开网格时间

数据源描述

元数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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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大表，可以快速查询甚至地图可视化，以及

未来不同时段、不同区域会获取到的数据及获取

数据的对应卫星。当观测目标的形状是不规则

的，则采用多尺度的网格集合来描述该地面对象

的空间范围，其中不同层级的编码可以相互转换

（见图 2）。

2 星间互联网格化计算方法

在 §1中的空天网格体系和空天全域网格索

引大表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网格化星间互联计算

方法，以用户获取特定区域的遥感卫星数据和未

来覆盖资源为例，主要步骤如下：（1）通过预先计

算网格间的通视情况，查找网格索引大表中的通

视情况和 GeoSOT-3D二级索引来代替传统复杂

的通视计算方法。（2）在无法直接通视的情况下

进行星间数据传输。建立网格化虚拟节点，并使

用虚拟拓扑，通过查询网格通视大表，迭代出满

足覆盖要求的数据星间传输路径。

2.1 星间通视分析

卫星之间能够通信的最基本前提条件是卫

星的通视。影响卫星通视的主要因素有：几何通

视、天线通视、距离影响［7］。其中，几何通视是两

颗卫星不被地球遮挡，天线通视是两颗卫星的天

线角度范围处于彼此天线夹角范围内，距离影响

是指卫星通信会受功率及其他因素影响，信号无

法传输。

卫星位置具有高时变特性，因此，本文选取

某一时刻 t认为其此刻静止，此时，卫星A、B之间

的距离为 lAB，轨道高度分别为 dA、dB，地球半径厚

度分别为 Rearth。卫星之间的几何可见性示意图

如图 3所示。

为了构建网格化星间通视分析二级索引，先

查询网格大表中的通视网格，若通视，则再进行

方位、距离等计算分析。

2.1.1 通视网格查找表

索引大表的表结构定义在 §1.2中已经给出，

其中包含 Visible字段，该字段为数组结构，可以

为一个或多个值，即存储网格所对应的通视网格

集合。

通视网格是原网格的固有属性，无论网格有

没有数据，都会有对应的通视网格。当查询一个

网格的通视网格，输入查询语句即可。通过获取

Visible字段可知，一个网格可能会有非常多的几

何通视网格。由于卫星上的存储资源有限，因此

对通视大表进行优化非常有必要。卫星运动具

有周期性，因此进行存储优化时，可以将某一个

卫星在不同时刻的所有通视网格存入星上，根据

周期的运行时间来匹配几何通视网格即可。如

考虑卫星轨道的摄动等影响，可以定期去后台计

算并更新通视网格。

2.1.2 网格通视计算

网格几何可视性计算的原理是依托网格编

图 2 不规则目标的多尺度网格化

Fig.2 Multi⁃scale Gridding of Irregular Targets

图 1 卫星资源能力索引大表

Fig.1 Satellite Resource Index Big Table

图 3 卫星之间几何可见性示意图

Fig.3 Diagram of Geometric Visibility Between Satell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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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代数，基于三维 Bresenham算法，结合网格的多

尺度特性，进行网格填充［16］。首先填充较大尺度

的网格，通过不断判断连续填充网格在三维空间

中更偏离的方向，确定边相邻、角相邻的网格，再

进一步划分小尺度网格，实现递进式划分填充。

特别地，可以将上一层级的路径结果进行分割，

对每个子路径进行并行计算，来计算星间链路网

格集合，提升计算效率。然后通过高度码判断是

否被地球遮挡（只需比较网格编码集合最小高程

码与遮挡高度高程码大小即可），从而实现卫星

间几何可见性判断。

上述算法的优势在于不存在判断是否同轨

等问题（不同轨道计算复杂），且化高维浮点数计

算为一维高度码比对。在预先计算好一个网格

的所有通视网格后，就可以存入网格通视查找

表，成为该网格的固有属性。当一颗卫星出现在

另一颗卫星所在网格的通视网格中，则两颗卫星

处于几何通视状态。

此外，还可以在几何通视分析基础上，基于

网格编码的方位运算、距离量算函数进行天线通

视、距离影响分析，例如通过设置网格属性，对大

气层部分网格设置权重，在计算通透性时加入权

重，细化模型，最终实现星间通视精细计算。

2.2 星间路由空间链路动态规划

低轨卫星星座由上百颗卫星组成，若在该系

统中只采用时间分片的集中式+路由算法，星上

存储和计算压力较大，且在发生紧急突发情况

时，应急效率和可靠性较低。因此，需要进一步

结合低轨卫星星座的特点，设计一套适合于卫星

网络拓扑的模型与路由算法。

2.2.1 网格化网络拓扑模型

首先对低轨卫星星座建立基于网格的分布

式路由基本模型。核心思路是将地球表面划分

为不同区域，即 GeoSOT-3D的网格划分，每个区

域分配一个虚拟节点（virtul node，VN），标记为

该网格的网格编码（见图 4）。

卫星在网格内时，这个网格对应的网络节点

则被该卫星持有；当卫星离开时，也会失去与网

格的持有关系。当卫星从邻近的区域进入该区

域时，在本算法中就是从邻域网格进入，同样离

开该网格也是前往邻域网格。进入网格化的路

由时，虚拟节点会对邻域的 6个方向即上、下、左、

右、前、后进行判断，采用全球坐标系则为顶、底、

西、东、北、南 6个方向，分别对应网格的六邻域

（见图 5）。当选择好合适的邻域网格后，进行下

一跳，称为方向增强。当卫星进入该网格，则会

匹配该网格的网格码，从而获取对应的路由表及

网格相关信息。结合空天全域网格索引大表模

型，即卫星进入一个网格，直接查找索引大表中

网格编码关联的信息即可。

卫星的网格虚拟节点还可以按照应用场景

需求继续划分，分为子网格，一个虚拟节点可以

包含一个子网格集合。在每个网格虚拟节点中

心的小网格可表示这个虚拟节点目前被哪个卫

星所占有。地面上的地面站或者用户也可以作

为节点映射在网格单元中，而这些网格单元是固

定的。GeoSOT-3D网格体系的二三维一致性很

好地支持了地面、卫星网格节点保持一致特性。

2.2.2 星间路由空间链路动态规划

动态规划算法是用来解决多阶段、多任务、

多目标决策过程中如何最优化这一问题的经典

算法［17］。

本文基于网格化网络拓扑思路，对研究时段

的卫星运行周期 T进行分区，分为 K个时间段，

当时段（Δt= T/K）足够小，可以认为时段内的卫

星拓扑结构不变，此时可将卫星拓扑结构看作所

在网格的拓扑结构。在每个时间段内，建立包含

卫星和地面目标拓扑结构信息的关联矩阵，整个

关联矩阵大小为（M+N）×（M+N）（其中 M、N
分别代表建立卫星、地面目标的数量）；卫星拓扑

的主关联矩阵存在星上，定期更新。基于该矩阵

图 5 网格六邻域

Fig.5 Six Neighborhood Grids

图 4 网格化虚拟节点

Fig.4 Grid Virtual 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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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最短路径算法，其时间复杂度、空间复杂度

为 O（（M+N）2）。当卫星数目、地面目标数目较

多时，计算和存储的代价太大，不符合星上要求。

由于通视是通信的必要不充分条件，因此在每次

建连接图时，增加一步查询通视表的步骤，筛掉

不通视、更不可能通信的卫星，建立一个小规模

的关联矩阵，降低算法特别是星上存储的代价。

再根据最小跳数、最短距离等不同决策来选择

路径。

由于在计算过程中一定存在无关卫星，故新

建 立 的 关 联 矩 阵 的 大 小 一 定 小 于（M+N）×
（M+N）。剔除每个时间片下没有参与通信的无

关卫星，降低主关联矩阵的维数，减少最短路径

算法的寻路时间，极大降低了最短路径算法的时

间复杂度和空间复杂度。

3 仿真实验

3.1 实验设计

根据研究内容与方法，本文将进行以下 3组
实验：（1）构建空天网格索引大表；（2）星间通视

分析；（3）星间路由空间链路动态规划。

实验数据采用仿真Walker星座，构型为 90/
15/2，共 15 个 轨 道 面 ，每 个 轨 道 面 6 颗 卫 星 ，

Satelliteij代表星座的第 i轨道面的第 j颗卫星。模

拟开始时间为协调世界时 2019-02-16T04：00：00—
2019-02-17T04：00：00。采用卫星工具箱（satellite
tool kit，STK）生成仿真星座，坐标系为 J2000。
3.2 空天网格索引大表

网格索引大表实验包括网格化、存储、建立

索引 3个步骤。按照卫星轨迹网格化方法，对仿

真星座的 90颗卫星在该时段的轨迹进行网格化，

存入表中。首先对 90颗卫星分别进行轨迹网格

化。根据卫星轨道根数（two lines of elements，
TLE）计算卫星各时刻空天网格坐标，并使用线

对象网格建模、三维路径填充算法建立整个卫星轨

迹的网格映射。将Walker仿真星座及 GeoSOT-

3D在 Cesium平台中进行可视化，结果见图 6。然

后将计算的数据结果生成为 JSON类型，批量导

入数据库，通过网格编码与空天网格索引大表的

编码主键进行关联；再对编码列建立空时二级索

引，以加速查询。

3.3 星间通视分析

星间通视是判断两颗卫星是否可以通过地

球通视，即任意两颗卫星其连线与地球不相交。

在仿真星座中，随机选取 10、20、30、40、50、60、

70、80、90颗卫星，计算每个经纬度高程坐标在第

15层级的网格编码，并进行网格通视大表的效率

对比。利用网格通视大表与网格几何通视算法、

传统的几何通视算法进行星间通视计算，各自的

用时如图 7所示。

从图 7中可以看出，采用经纬高计算任意两

点之间的通视情况与星间计算次数相关，且呈指

数上升，通视计算时间大于网格通视计算。而采

用网格编码，只需在计算两点连线网格中有任意

一个网格高程码为负即可，避免了复杂的空间运

算，较传统算法提升 2.2倍。由于网格坐标单元

相对地心是固定的，因此可以提前计算出网格与

其他网格之间的通视关系，当卫星分别进入已明

确通视关系的若干网格内，只需要查询提前计算

好的网格通视查找表即可。通过预先计算的网

格通视大表，查询网格的通视网格，较传统算法

图 6 卫星轨迹、覆盖网格可视化

Fig.6 Satellite Trajectory and Coverage
Grid Visualization

图 7 3种通视计算方法的效率对比

Fig.7 Comparison of Time⁃Consuming of Three
Visibility Calculation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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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 20.9倍。

为了分析本文算法复杂度，在星间通视分析

的常规算法中，首先假设空中存在 N颗卫星，对

于每颗卫星，都要与其他卫星进行距离量算，测

算其角度是否在可视范围内，高程又是否与地球

有遮挡，时间复杂度为O（N）；基于通视网格大表

查询：利用网格计算模型时，卫星的三维空间坐

标以编码的形式存储在数据库中，查询的时间复

杂度是 O（logN），大大降低了算法复杂度。虽然

本文方法在计算前采用了“空间换时间”的思路，

首先构建空天网格索引大表并预判网格之间的

通视关系，有一定开销（本实验中基于编码的存

储空间为离散化传统方法的 7.8倍），但在完成大

表构建后，在面向 PNTRC系统数百颗卫星甚至

更大规模的卫星星座时，卫星数量的大量增加对

算法计算量的影响应远比传统方法小，在星间互

联计算等方面具有效率优势。同时，结合网格的

多尺度特性，通过粗粒度网格的初步筛选，可以

更快速筛选到通视网格大致范围，之后进行尺度

的细化以及天线夹角等角度量算网格化算法，计

算的准确率也得以保障。

3.4 星间路由空间链路动态规划

基于空天网格化建模，按照时间进行等距划

分，每个时间段认为是静态的，根据网格自身之

间的可视性（查找表）来判断落入不同网格内卫星

之间的通视情况，生成卫星路由关联矩阵。设定地

面信号点为深圳市某点（114°E，22°N，100 m），根

据可见拓扑关系，建立卫星之间的连接图（1为可

见，―1为不可见）。根据最短路径、最小跳数的

策略选择，计算出最短的路由路径：当星座规模

变大时，如选择 90颗卫星，两个不同策略下的路

径存在不同，具体用时如图 8所示。

由图 8可知，网格化算法的效率显著优于传

统算法的，在最短距离约束的路径规划中，效率

平均提升近 25倍；在最小跳数中，提升约 20倍。

另外，在实际应用中，还应考虑链路情况的

复杂性以及延时、干扰等因素。后续研究应该结

合实际应用中可能的多种影响因素，进行更为精

确的分析。

4 结 语

本文在天基大数据背景下，结合低轨卫星星

座，特别是 PNTRC系统建设，引入 GeoSOT-3D
模型，并将其应用到航空航天范围，探讨低轨大

规模、复杂网络环境的卫星星座信息快速回传方

法。通过构建空天全域网格索引大表，提出了星

间互联网格计算方法，建立以网格编码为主键的

空天全域网格索引大表来关联空天位置信息；实

现星间通视分析的网格通视查找表及网格通视

计算二级检索模型；对于境外卫星资源无法直接

传输给地面用户时，需要进行星间数据传输，即

先建立网格化虚拟节点，并使用虚拟拓扑，通过

查询网格通视大表，迭代出满足覆盖要求的数据

星间传输路径。实验从建立空天网格索引大表

开始，验证了组织、存储、计算、规划这一星间互

联计算及应用流程的可行性与高效性，该“空间

换时间”的方法在星间互联计算等方面具有效率

优势，考虑实际物理开销后，判断卫星连线网格

编码是否为负的网格通视分析效率较传统算法

提升 2.2倍，基于预先建立通视大表的通视分析

效率较传统算法提升 20.9倍，网格化星间路由规

划效率在最短距离约束下提升近 25倍，在最小跳

数约束下则提升约 20倍。在完成大表构建后，卫

星数量的大量增加对算法计算量的影响远比传

统方法小，更适用于大规模、复杂低轨卫星间的

通信与传输。

本文提出的网格化星间互联算法，其应用与

发展将为低轨大规模、复杂网络通信的卫星星座快

速互联、信息回传提供解决方案；同时由于网格具

有二三维一致性，对星上、地面计算均可提供有效

支持，有利于构建基于位置的天地一体化网络通

信，实现更高效的天基信息智能服务。然而，由于

本文首次将网格体系用于低轨卫星星座的互联算

法，仍有很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如大气层对信号

传递距离影响的精细计算、空天全域网格索引大表

的索引优化、针对星上算法的存储优化、星间路由

动态规划的多任务多目标算法优化等方向。

图 8 星间路由空间链路动态规划效率对比

Fig.8 Time⁃Consuming Comparison of Route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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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rospace Grid⁃Based Algorithm of Inter⁃satellite Visibility and Route

Path Planning for Satellite Constellation

LI Shuang 1 LI Deren 2 CHENG Chengqi 3 CHEN Bo 3 SHEN Xin 2 TONG Xiaochon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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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nstruction of space⁃based information service system integrating positioning, navigation,
timing, remote sensing and communication (PNTRC) will provide a powerful guarantee for cross ⁃ border
real ⁃ time communication, global tracking of moving targets, and rapid response to disasters. It also puts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efficient network communications, especially satellite routing planning
algorithms. In order to optimize the communication link and reduce the time delay, this paper makes full
use of the advantages of direct view between spatial grids and high coding calculation efficiency, and pro⁃
poses a satellite grid space grid computing method.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GeoSOT⁃3D grid subdivision
model and applies it to the aerospace, proposes an aerospace grid index big table, and develops a set of
satellite visibility analysis and inter⁃satellite routing planning by querying the grid visibility look⁃up table. In
order to verify the feasibility and applicability of the proposed algorithm, based on the coding generation
principle and visualization of the aerospace grid coordinate test platform, a global grid index big table is
established. Three sets of verification work are carried out after simulating the 90/15/2 Walker constella⁃
tion, including grid big table experiment, inter⁃satellite calculation efficiency experiment, and inter⁃satellite
route planning experiment. The experiments verify the feasibility of the inter ⁃ satellite link calculation and
application process in terms of organization, storage, calculation and planning. The efficiency of grid visibili⁃
ty analysis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satellite connection grid code is negative is 2.2 times higher than the
traditional algorithm, and the efficiency of the visibility analysis based on the pre⁃established universal visi⁃
bility table is 20.9 times higher than the traditional algorithm. The efficiency of grid ⁃ based inter ⁃ satellite
routing planning is improved by nearly 25 times under the shortest distance constraint, and approximately
20 times under the minimum hop count constraint. Through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xperimental verifica⁃
tion, it is initially shown that the algorithm is feasible and efficient. We hope that the proposed algorithm
can be used in emergency communications, disaster warning, maritime rescue, etc., and also contribut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satellite Internet.
Key words：aerospace information grid；aerospace grid index big table；satellite visibility analysis；satellite
route path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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