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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可靠多站接力测控自动化控制技术

陈军超 1 张虹 1 董义兵 1 由凯 1

摘 要 为解决卫星早期测控段的多站接力测控与跟踪异常等问题,同时考虑卫星操作对设备监控的需求,提出了一种基于
XML 配置策略的安全可靠多站接力测控自动化控制技术,并运用该技术搭建自动化运行操作平台,建立任务中心、网管中心
和测站的信息渠道,自动完成测控设备多站接力跟踪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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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 and Reliable Multi-Station Relay Automation TT&C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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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solve multi-station relay and abnormal tracking problems in early stage satellite TT&C, a piece of safe and reliable multi-
station relay automation TT&C technology based on XML configuration policy considering the more requests for equipment monitor
by satellite operations is proposed. Then the automation operating platform is completed to establish the information channel between
mission centre and TT&C stations, so that the multi-station relay TT&C tasks can be automatically fulfil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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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的测站大部分设备
基本实现了测控设备自动化运行[1] , 成功率可达到
99 %.但目前的设备自动化运行只局限于卫星长期
管理阶段单站测控,无法完成早期轨道段测控任务
的自动化控制,这种状况是对中心自动化建设和测
控设备自动化长远发展的极大制约. 造成这种缺陷
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难以解决在早期阶段的多站接

力测控、捕获跟踪异常等问题.这是因为目前测站设
备的自动化控制单纯以网管计划为统一依据,不能
灵活应对各种联合测控情况.
实现多站接力测控的一个很好解决方案就是为

设备的自动化运行增加控制策略,使得测站设备的
自动化运行同时以网管计划和控制策略为依据,增
加设备自动化运行的灵活度,从而实现多站接力测
控自动化运行控制.

1 多站接力测控手动运行场景

目前, 测站多站接力测控大多采用手动方式运
行. 在前站可直接发送上行的情况下,测站也可采用
自动化运行 +手动运行的方式. 设备操作人员根据
中心调度对目标进行跟踪,根据实际情况分析,主要
存在以下运行场景: 同点频接力跟踪 (标准)及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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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同码组接力跟踪 (扩频)、同点频不同码组接力跟
踪和遥控优先级竞争式跟踪. 在手动运行模式下,以
同点频接力跟踪为例,场景可描述如下:

1)测站根据设备工作计划按时加载缺省状态设
置宏: 前站、后站设备跟踪状态都设置为 TM 状态;

2)前站跟踪后,根据中心调度,将跟踪状态设置
为 TM+TC+R状态;

3)前站状态设置完成后向中心进行状态报告,
中心根据前站遥控可发令状态,开始发送指令;

4)后站按照缺省状态进行跟踪;
5)中心向测站发出前站退出接力调度口令,前

站根据调度将状态设置为 TM + R状态,设置完成后
向中心进行报告; 中心向测站发出后站接力调度口
令,后站根据调度将状态设置为 TM + TC + R状态;

6)后站状态设置完成后向中心进行状态报告,
中心根据后站遥控可发令状态,开始发送指令;

7)中心向测站发出接力跟踪结束调度口令,测
站根据调度退出接力跟踪测控任务.

2 多站接力测控自动化运行设计

本文设计一种安全可靠的多站接力测控自动化

运行架构,该架构以中心调度为主,根据 XML 策略
库、指令库和设备实时状态判读结果[2] ,向相关设备
发送接力跟踪命令[3] . 该架构实时获取设备运行状
态作为设备控制命令的结果反馈,并根据测站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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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状态指导中心调度命令执行,能有效降低多站
接力测控过程中人为因素的影响,提高测控设备自
动化运行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提升接力测控自动化
运行水平和任务成功率.
多站接力测控自动化运行架构设计如图 1所示.
以该架构为模型, 搭建多站接力测控自动化运

行操作平台. 该平台有两个外部数据接口: 设备运行
状态和中心调度命令. 其中设备运行状态是指影响
测控任务和遥控发令的设备关键点状态,平台根据
设备状态判读算法,从策略库中获取设备综合状态
判断策略,给出设备综合状态判断结果和遥控可发
令判断,中心根据遥控可发令判断向卫星发送遥控
指令[4] ;中心调度命令是中心通过远程控制向测站设
备发送设备控制命令,主要包括:

1)多站接力跟踪开始命令;
2)设备前站、后站设置命令;
3)设备前站、后站切换命令;
4)设备参数和状态设置命令;
5)多站接力跟踪结束命令.
平台根据多站接力测控算法, 将中心调度命令

转换成设备可识别的设备控制命令,远程控制测站
设备进行相应操作.

2.1 控制策略设计

由于多站接力跟踪涉及多个站多套设备的联合

工作,各个站运行模式的差异、各套设备工作方式
的不同,导致了在多站接力跟踪任务中自动化运行
参数也存在很大差异.同时,在不同接力跟踪场景下,
多站接力跟踪的流程亦存在不同.因此,在多站接力
测控自动化运行设计中,采用策略配置的方式,可屏
蔽各设备参数和运行流程带来的差异,方便操作人

员对运行策略进行定制[5] . 多站接力跟踪自动控制
策略主要包含以下 3个策略项:

1)设备综合状态判断策略.该策略是判断设备
综合状态是否正确的参考依据,它描述了参加测控
任务的设备在指定跟踪模式下、指定任务下对设备

状态起关键性作用的参数集合的合法性. 通过参照
参数集中参数的合法值或值域,可判断出设备的综
合状态是否正确. 该策略采用四级结构对设备运行
的关键参数集合进行描述,设备综合状态判断策略
结构描述如图 2所示.
考虑到多套设备在多个工作模式下多个任务的

参数集要求可能相同,结构中采用组的形式对策略
配置与特征模式匹配[6] . 该策略的主要描述内容如
表 1所示:

表 1 设备综合状态判断策略参数描述表

结构 参数名称 参数描述

测控设备组
DevID 测控设备 ID

DevName 测控设备名称

工作模式组
WkModeID 工作模式 ID

WkModeName 工作模式名称

任务组

TaskID 任务标识

TaskDH 任务代号

TaskName 任务名称

ParamID 设备任务参数标识

ParamName 设备任务参数名称

参数集

ParamType 参数类型

ParamRatio
参数对综合状态的影响系数

(0:不影响 1:影响)

LegalValue 参数合法性值或值域范围

图 1 多站接力测控自动化运行架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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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设备综合状态判断策略描述结构图

2)命令转换策略.该策略将中心调度命令分解
成一系列具有逻辑关系的简单操作指令,并结合基
础指令库,将分解的指令转换成各设备可识别的设
备操作命令或平台内部状态设置命令[7] ,从而完成较
为复杂的设备远程操作控制.命令转换策略逻辑转
换描述如图 3所示:

图 3 命令转换策略逻辑转换描述图

3)系统运行策略.系统运行策略描述了多站接
力跟踪自动化运行方案,考虑了平台操控的安全性
和可靠性,是平台运行和算法设计流程的依据. 平台
运行策略如图 4所示.
平台以主备 (热备) 方式运行,主机采用大环比

对方式确保数据的正确性,即控制命令发送设备后,
接收设备的应答响应,并实时监测设备运行状态;备
机采用小环比对方式[8] ,即控制命令在内部进行正确
性比对,并实时监测设备运行状态和主机运行状态.
如果主机出现故障,平台会自动切换到备机进行工
作[9] ,也可人工进行主备机的切换.

图 4 平台运行策略描述图

平台在网络通信上采用 A、B双平面方式与设备
进行通信[10],在设备接收端再对双平面进行融合[11].
这种方式可以保证通信链路有备份,即使一个链路
出现故障,另一个也能保证通信正常工作,提高通信
安全性可靠性. 每个平面使用 UDP加密包进行通
信[12],在数据传输上借鉴冗余备份机制[13−14],采用 3
判 2比对方式 (每次通信发 3个数据包,接收端判断
有两个相同,则证明数据正确) 进行处理,确保数据
的正确性和可靠性.

2.2 设备综合状态判读算法

平台采用设备综合状态判读算法给出设备综合

状态判读结果.算法给出的设备综合状态判读结果
的合法性可以采用简单二叉树向量机模型表示[15],
如图 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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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设备综合状态描述二叉树

算法中用 ωi 表示参数的影响系数, ωi = 1的参
数称为设备综合状态的影响因子, ωi = 0的参数称
为非影响因子. 用 Pi 表示第 i 个参数,则上图中 P3

为非影响因子. 对于设备综合状态的判别,只考虑影
响因子的状态,不考虑非影响因子的状态[16]. 用 Si

表示参数 Pi 的状态, Si = 0表示该参数状态错误,
Si = 1表示该参数状态正常. 用 R表示设备综合状
态正常, W表示设备综合状态异常.
从图 4中可以看出,如果节点 Pi 的状态 Si = 0

则设备综合状态直接被判定为错误状态,只有当节
点 Pi 的状态 Si = 1时,算法才会继续对节点 Pi+1 进

行状态判断,如果所有节点状态的判读结果都正常,
则算法结果为 R状态,即设备综合状态正常.用 S表
示设备综合状态,则

S =

n⋂

i=1

Si (1)

由于

Si = F(ωi ,Pi) (2)

由式 (1)和式 (2)可以得出:

S =

n⋂

i=1

F(ωi ,Pi) (3)

其中, F(ωi ,Pi)是对 Si 进行求值的函数,其处理过程
遵循以下策略:

1)ωi 值为 0时,函数返回值等于 1;
2) ωi 值为 1时,函数返回值取决于对 Pi 的状态

计算值;
3)对 Pi 的状态求值要遵循设备综合状态判断策

略.
设备综合状态判读算法流程如图 6所示.

图 6 设备综合状态判读算法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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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多站接力测控算法

多站接力测控算法完成对多站接力测控自动化

运行的控制,测控算法流程图如图 7所示:

该算法主要实现以下几个方面的功能:
1)按照策略和测控设备工作计划对多站接力测

控自动化运行过程进行严格控制和跟踪阶段划分;

图 7 多站接力测控算法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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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将中心调度命令转换成设备控制命令或平台
内部状态设置命令,并按照相关策略将命令发送出
去,或根据状态设置命令设置平台状态;

3)实时获取设备综合状态结果,并结合设备工
作计划和任务状态给出遥控可发令判断;

4)实时获取设备相关运行状态,对非法或异常
的设备状态进行状态抑制或状态纠正.

3 多站接力测控自动运行场景

经过自动化运行设计后的多站接力测控场景描

述如下:
1)测站根据设备工作计划进入自动化运行状态;
2)自动化运行操作平台根据中心命令设置跟踪

前站和跟踪后站;
3)自动化运行操作平台根据运行策略实时监听

并设置前站、后站跟踪状态;
4)自动化运行操作平台根据前站设备综合状态

判读结果和中心调度命令给出可发令判断,开始发
送指令;

5)自动化运行操作平台根据中心命令和运行策
略切换前站、后站并设置状态;

6)自动化运行操作平台根据后站设备综合状态
判读结果和中心调度命令给出可发令判断,开始发
送指令;

7)自动化运行操作平台根据中心调度命令发出
接力跟踪结束口令,测站设备根据命令自动退出接
力跟踪测控任务.
从以上运行场景可以看出,经过自动化运行改

造后的多站接力测控相比传统的手动多站接力测控,
在流程上无需人为干预,只需中心通过命令方式便
可完成多站接力测控任务,能够较好地实现多站接
力测控的自动化运行.

4 结论

多站接力测控任务是卫星早期阶段和长期管理

阶段一项非常重要的测控工作,然而当前手动模式
下的多站接力测控方案严重影响着设备自动化运行,
实现多站接力测控的自动化运行是促进 “测控设备
自动化” 这个长远目标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本文根据
目前多站接力测控不能进行自动化运行的实际情况,
研究探索一种基于 XML 可配置策略的自动化控制
技术,并根据该技术搭建测控设备自动化操作平台,
解决多站接力测控自动化运行问题.
本文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特点:
1)设计了多站接力测控自动化控制技术和方案,

解决了多站接力测控自动化运行问题;
2)采用可配置的策略定制方法,使得用户可根

据实际情况对自动化控制策略进行修改,提高了自
动化运行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3)解决了传统多站接力跟踪对人的依赖性,有
效降低了人为因素对测控任务的影响,提高了任务
运行可靠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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