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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外部引力场引起卫星间距离
变化的数值模拟研究

宁津生1　罗　佳2　汪海洪2

(1　武汉大学地球空间环境与大地测量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武汉市珞喻路 129号 , 430079)

(2　武汉大学测绘学院 ,武汉市珞喻路 129号 , 430079)

摘　要:卫星跟踪卫星(SST)被认为是解决目前地球重力场探测领域中所面临一系列问题的有效方法之一。

随着 CHAMP、GRACE 等 SST 卫星重力任务的实施 ,卫星跟踪卫星方法已经进入实用阶段。以 GRACE 卫星

重力计划为参照 ,利用数值模拟方法研究了由于地球外部引力场导致的卫星间距离变化的规律 , 得出了相应

结论 。本研究方法和结论可以为进一步的研究工作 , 特别是我国未来可能发展的利用 SST 探测地球重力场

的卫星计划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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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 年 ,搭载了精密星间 K 波段测距仪 、星

载 GPS 接收机 、高精度微加速度计的 GRACE

(g ravity recovery and climate experiment)卫星对

的成功发射 ,标志着地球重力场探测向高精度和

高分辨率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GRACE 的空间部

分由相距约 220km 的 GRACE 卫星对组成 ,在进

行低低模式(SST-ll:satellite-to-satellite t racking

in low-low)卫星跟踪卫星的同时 ,对 GPS卫星实

施高低模式(SST-hl:satellite-to-satelli te t racking

in high-low)观测 。测定地球重力场精细结构及

中 、长波重力场随时间的变化是 GRACE 计划的

主要目标之一 。GRACE 可以在 30d 的正常运行

期间 ,提供超过过去 30a 相关研究的信息量的总

和[ 1] 。

在进行 GRACE计划 SST 方面的研究时 ,需

要获取模拟的 SST 观测数据 ,而 SST 观测数据的

模拟必然涉及重力场模型的使用。本文通过对不

同阶次 、两种地球重力场模型生成模拟 SST 观测

量的分析 ,得到了一个较优的模拟方案 。此外 ,还

从地球外部引力场与 SST 的关系得出了有关

SST 恢复重力场性能的参考结果。

1　SST卫星间距离观测量

一对基本处于同一轨道 、相距一定距离并可

实现精密星间测距的 GRACE卫星在地心(似)惯

性系中的位置矢量分别为 r
　※
1 和 r

　※
2 。如图 1所

示 ,两颗卫星的地心角为 Χ。如果卫星处于极轨

道(i≈0),则 Χ=2arcsin(ρ/(2 r))。两卫星绕地

球运行的平均角速率相同 ,而  n2 = GM/ a3;同

时 ,地球以平均角速率  ωe绕自转轴在惯性空间中

自转 。容易理解 ,两卫星具有相同的瞬时经度 ,但

它们的星下点轨迹是不同的 ,某一历元两卫星的

星下点在南北方向差 Χ rad , 在东西方向差

 ωe n
2 Χrad。

GRACE-B 卫星 s2与 GRACE-A 卫星 s1之间

的距离为视线矢量 r
　※
12(line of sight vecto r),其变

率即是相对视线速度 r
　·　※
12(relative line of sight

veloci ty)。设卫星 s1和 s2之间的距离为 ρ,则有:

﹒ρ= r
　·　※
12 · e12 (1)

式中 , r
　※
12 =r

　※
2-r

　※
1 , r
　※
i 是卫星 i 的地心位置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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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SST 观测量

F ig.1　Measurement of SST

量; e12是 r
　※
12的单位方向矢量:

 e12 =
r
　※
2 - r

　※
1

|r
　※
2 - r

　※
1|
=

r
　※
12

ρ
(2)

再将 ﹒ρ对时间求导数可以得到 ρ̈。

在不引起混淆的前提下 ,以下也称 ﹒ρ为相对

视线速度(LSV , lig ht of sight velocity),称 ρ̈为相

对视线加速度(LSA , light of sight acceleration)。

直接建立 ρ、﹒ρ和 ρ̈与地球重力场位系数之

间的关系是十分困难的 ,而 Kaula 的方法可以利

用轨道根数表达平均长期椭圆运动的摄动[ 2] 。
Kaula解提供了基于频率域的轨道根数摄动与地

球重力场位系数的关系。如果选择参考轨道的平

近点角 M 为两卫星连线中点处 , GRACE-A 与

GRACE-B 卫星的平近点角就可以表达为 M1 =
M +α/2和 M2 =M +α/2。基于 Kaula的方法 ,

距离和距离变率的摄动量 Δρ、Δ﹒ρ可以表达为卫

星对中点处位置的径向 、切向和法向的摄动

(RTN),进而 GRACE 卫星对之间的距离和距离

变率的摄动可以表达为[ 3] :

Δρ=∑
nmpq

ρnmpqcos Χnmpq (3)

Δ﹒ρ=∑
nmpq

﹒ρnmpqsinΧnmpq (4)

即对下标 n 、m 、p 、q 求和 ,其中 ,

ρnmpq =2Anm ∑
s
2

s=s
1

F
ρ
nmpqs/ ﹒Χnmp(q-s) (5)

﹒ρnmpq =2Anm ∑
s
2

s=s
1

F
﹒ρ
nmpqs/ ﹒Χnmp(q-s) (6)

F
ρ
nmpqs =sin

α
2
cos

Lnpqα
2

P
R
nmpqs +cos

α
2
sin

Lnpqα
2

P
T
nmpqs

(7)

F
﹒ρ
nmpqs =sin

α
2 cos

Lnpqα
2 [ V

R
nmpqs +P

T
0nmpqs +

(PR
Snmpqs +P

T
Cnmpqs)cos

2(
α
2
)] +

cos
α
2 sin

Lnpqα
2 [ V

T
nmpqs -P

R
0nmpqs -

P
R
Cnmpqscos

2(
α
2
)-P

T
Snmpqs)sin

2(
α
2
)] (8)

Χnmpq =(n -2 p)ω+(n -2 p +q)M +

m(Ψ-θG)-(πnm +εnm) (9)

﹒Χnmpq =(n -2p)﹒ω+(n -2p +q)﹒M +m(﹒Ψ-﹒θg)

(10)

式中 ,

Anm = C
2
nm +S

2
nm

L npq =n -2p +q

εnm =arctan(S nm/ Cnm)

πnm =mod(n +m ,2)π/2

(11)

其中 , Cnm和S nm是地球引力场球谐展开系数;ω、

Ψ、M 和θg分别是对应的轨道根数和格林尼治恒

星时(GST)。

进而可以得到 LSV 的摄动 Δ﹒ρ与地球重力

场引力位系数 Cnm和 Snm之间的关系 ,从而通过

SST-ll观测量确定地球重力场模型。观测方程

为:

Δ﹒ρ1

Δ﹒ρ2



Δ﹒ρj

=A

β1

β2



βk

(12)

式中 , Δ﹒ρ1 , …, Δ﹒ρj 是 LSV 观测量的摄动;β1 , …,

βk 是需要求定的地球重力场位系数;A 为由式

(6)到式(12)构造的矩阵。由于在式(4)和式(5)

中 ,地球重力场引力位系数是隐含的 ,并且需要经

多次求和计算 ,所以构造矩阵 A 是一复杂的过

程。由式(12)知 ,地球重力场模型位系数可以直

接与 LSV 观测量的摄动量联系 ,当剔除了其他摄

动因素的影响之后 ,可以利用 LSV 观测量确定地

球重力场 。

2　卫星间距离与地球外部引力场关
系的数值模拟

　　地球外部引力是地球卫星得以运行的主要动

力 ,由于地球内部质量和外部形状的不均匀性 ,仅

仅使用二体问题方法描述 GRACE 的卫星运动 ,

不能满足对地球卫星在地球外部引力环境下运动

的高精度描述 ,特别是 GRACE卫星轨道较低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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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质量分布的不均匀性对卫星运动会产生更大的

影响 。以下将通过截取到不同阶次的地球引力场

模型数值模拟 SST 观测量 ,并对 SST 观测量的变

化规律进行分析 。

以GRACE 卫星为例 ,利用表 1的初始数据

模拟了 1d 的卫星间距离观测量 LSD 、LSV 和

LSA 。各种观测量在 1d 中的变化规律如图 2所

示 ,图 2(a)是由 70×70阶次 JGM-3 作为参考模

型模拟的 1d SST-ll 观测量的变化趋势图;

图 2(b)是由 360×360阶次 EGM96作为参考模

型模拟的 1d SST-ll 观测量的变化趋势图 。两

者比较可以看出 ,观测量变化的趋势并没有本质

的差别 ,而 LSA和 LSV 相对于 LSD 显然包含了

更多的高频信息。

表 1　GRACE-A 和 GRACE-B 的初始参数

Tab.1　Initial Status of GRACE-A and GRACE-B

G RACE- A GRACE-B

历元/MJD 52 732.000 000 00 52 732.000 000 00

半长轴/ km 6 857.010 120 85 6 857.010 120 85

偏心率 0.001 707 20 0.001 707 20

轨道倾角/(°) 89.007 800 00 89.007 800 00

近地点角/(°)304.181 700 00 304.181 700 00

升交点角/(°)249.222 400 00 249.222 400 00

平近点角/(°)112.026 100 00 110.187 800 00

星间距离/ km 219.857 788 6

图 2　70×70 JGM-3 和 360×360 EGM96 模拟的 SST-ll观测量

Fig.2　Measurement of SST-ll Based on 70×70 JGM-3 and 360×360 EGM96

　　图 3 显示了基于截取到不同阶次(8 、36 、50

和70阶次)的 JGM-3 模型 SST 观测量的互差。

可以看出 ,随着 JGM-3 模型截断阶数的提高 , 3

种观测量的模拟数据的偏差都呈明显减小的趋

势 ,且偏差的离散程度也变小 。另外 , LSD 的偏

差具有随着外推时间增加而线性增大的趋势 ,而

LSV和 LSA随外推时间增加而增大的趋势并不

明显 。这表明 LSV 和 LSA相对于 LSD对较低频

地球引力场引力信号的响应程度要低于 LSD。

所以 ,在进行 SST 数据模拟时 ,较高阶次的地球

引力场模型是必需的 ,1d之内 ,50阶与 70阶模型

模拟数据的偏差对于 LSV 在±0.02m/ s范围内

振荡 ,对于 LSA 在±4×10-5m/ s2范围内振荡。

这一量级的变化已经完全可由现有的 KBR系统

观测 。

另外 ,为了研究不同地球引力场模型对 SST

数值模拟的影响 ,比较了 70×70的 JGM-3和截

断到 70×70 的 EGM-96 所模拟数据的差异。如

图 4所示 ,1d之内由于模型的差异 ,模拟的观测

数据的偏差对于 LSV 在±0.002m/ s范围内振

荡 ,对于 LSA在±4×10-6m/ s2范围内振荡 , LSD

的平均偏差也在 10m 左右 。这说明当前高精度

的地球引力场模型之间的差异还比较大 ,这种差

异对于SST 观测量的模拟仍然不能忽略 ,因此在

生成模拟数据时 ,最好基于某一种或某一系列进

行 ,以减小由于模型不同带来的偏差影响。

如图 5(a)和 5(b)所示 ,当使用截断到 70阶

次至 150 阶次的重力场模型进行数值模拟时 ,

LSD 、LSV 和 LSA 的互差都已经比使用低于 70

阶模型进行模拟时的互差有所下降 ,这也进一步

说明了使用高于 70阶的模型是必需的 。另外 ,比

较图 5(c)～ 5(g)可以看出 , 200阶 、250阶 、360阶

的 LSD 、LSV 和 LSA 互差有摆动的趋势。这一

方面是由于到了高阶次 ,球谐函数的收敛性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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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JGM-3模拟的 SST-ll观测量比较

Fig.3　Comparison Between Measurements of SST-ll , JGM-3

图 4　JGM-3 与 EGM96(70×70)模拟的 SST-ll观测量比较

Fig.4　Comparison Be tw een Measurements of SST-I I Simulated by JGM-3 and EGM96

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 SST 对超过 200阶的信

号不够敏感造成的。图 5(b)显示 , EGM96 模型

截断到 200 阶次与 360 阶次的模拟数据互差最

小 ,更直观地体现了上述结论 。

图6是基于 360×360阶次 EGM96的 180s和

10s采样率的 SST 观测量的频谱图 ,图中细线表示

SE ,粗线表示 σ
2
。可以发现 ,高于 30阶次后 , LSD

的噪声谱强于信号的能量谱;而 LSV的信号和噪

声谱在随着阶次的增高而逐渐趋于重合;LSA的信

号和噪声谱在 30 ～ 70阶次会出现信号弱于噪声的

情况 ,超过 80阶次后又会随着阶次的增加 ,信号的

能量又逐渐强于噪声能量 ,表现了 LSA在高频部

分的优良特性。只是随着阶次的增加 ,LSA信号本

身较弱 ,如果有较强的其他噪声 ,将使 LSA 的这一

特性得不到发挥。比较图 6(a)和 6(b)可以看出 ,

SST 的数据采样率对于 SST 观测量恢复地球重力

场的能力也是至关重要的。

3　结　语

1)在进行 SS T 数值模拟时 ,高阶次的地球引

力场模型是必需的。由 8阶次到 200阶次间的比

较结果可以看出 ,不符值具有减小的趋势。

2)由于不同模型之间具有差异 ,在进行数据

模拟时 ,不同重力场模型模拟的数据最好不要共

同处理 。此外 ,还需要考虑高阶重力场模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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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EGM-96 模拟的 SS T-ll观测量比较

Fig.5　Comparison Betw een Measurements of SST-ll Based on EGM-96

图 6　EGM-96(360×360)模拟的 SST 180s 和 10s观测量频谱

Fig.6　Spectrum of SST 180s and 10s Measurement Based on EGM-96 (360×360)

的一些隐含问题 ,如使用 EGM96模型模拟 SST

观测量时 ,300 阶次的模拟数据与 360 阶次的模

拟数据的一致性比 200阶次的模拟数据差的反常

现象 。

3)EGM96模型截断到 200 阶次与 360阶次

的模拟数据互差最小 ,这一方面是由于到了高阶

次 ,球谐函数的收敛性减弱;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

于SST 对超过 200 阶的信号不够敏感造成的。

所以建议使用截断到 200 阶次的 EGM96 模型进

行类似GRACE计划的 SST 观测量的模拟。

4)LSD 、LSV和 LSA 观测量具有不同的频谱

特性。在恢复较高阶次的地球重力场模型时 ,需

要考虑使用 LSV和 LSA ,选择哪一类观测量还需

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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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sic research of SS T simulation , JGM-3 and EGM96 are adopted and some numer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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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 ter simulation results.At the same time , the results simulated by the two different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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