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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CE模式确定重力场的关键技术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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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德合作的 GRACE计划可以利用卫星跟踪卫星技术(SST)获取有关地球重力场 、大气和海洋等方面

有史以来最为全面的信息。 它们为广泛开展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丰富资料。其中 ,

GRACE提供的稳态的和时变的地球重力场数据可以反映地球内部构造 、地表水体运动等地球物理信息 , 是

GRACE目标的最重要的方面 。本文深入探讨了 GRACE 卫星有效载荷对于研究地球重力场的贡献 , 并给出

相应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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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地球重力场的精细结构及其时间相依变

化不仅是现代大地测量的主要科学目标之一 ,也

将为现代地球科学解决人类面临的资源 、环境和

灾害等紧迫课题提供主要的基础地理空间信息。

目前 ,最先进的地球重力场模型只能以优于亚 dm

级的精度满足中低轨卫星定轨的要求。利用卫星

测高测定的海面高研究海面地形和海流要求有相

应波长的 cm 级海洋大地水准面 ,同样 ,建立全球

高程基准要求在 50 ～ 100km 的波长范围内具有

优于 5cm精度的全球大地水准面 ,而目前全球大

地水准面的精细度同上述要求大约相差一个数量

级。实现这一目标首先取决于在全球范围内测定

重力和探测重力场信息的技术发展水平 。传统重

力测定技术对获取全球均匀分布的高精度重力场

信息的能力受到极大的限制 ,甚至在有些地区 ,可

以说是完全无能为力 ,这迫切需要新的技术突破。

卫星跟踪卫星和卫星重力梯度测量技术就是实现

这一目标的新技术突破。

历经近 30 年的研究和 CHAMP(challenging

minisatellite payload)计划的成功实施 , 主要由

CSR 、GFZ 、NASA 和 DLR 共同研制的 GRACE

(g ravity recovery and climate experiment)计划空

间部分于 2002年 3月 17日 GMT09∶21升空 ,标

志着GRACE 计划已正式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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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 T_ll∶Satellite_to_Satelli te Track-

ing in Low_Low)卫星跟踪卫星的同时与 GPS 卫

星实施高低模式(SST_hl:Satelli te_to_Satellite

Tracking in High_Low)观测。测定地球重力场精

细结构及中 、长波重力场随时间变化是 GRACE

计划的主要目标之一 。正如有的报道称 ,在 30天

中 ,GRACE所提供的信息量超过了过去 30年的

相关研究的总和[ 1] 。

1　星载GPS

低成本 、全天候 、连续卫星跟踪是诸如 SLR、

DORIS 等地面跟踪系统很难独立满足的 LEO

(low earth orbit)卫星跟踪要求 。这使得传统大

地测量卫星都将卫星轨道设计在中等轨道高度 ,

由于地球重力场固有的距离平方衰减性质 ,过高

的卫星轨道配置无法满足测定地球重力场精细结

构的要求。直到以 GPS 、GLONASS 和 Galileo 系

统为代表的 GNSS(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 s-

tem)对 LEO 卫星的跟踪试验(如应用于 Topex/

Poseidon卫星的星载 GPS 定轨试验)的成功 ,表

明 GNSS 可以为 LEO 卫星的定轨提供一套

比较完整的解决方案 。该方案已经在近几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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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O卫星计划中广泛使用。

GRACE计划的空间部分搭载了由 JPL 提供

的BlackJack星载 GPS 接收机 ,该类接收机是目

前性能最优的星载型 GPS ,它可以提供两个频率

(L 1 和 L 2)的信号 ,用于 GRACE 卫星的差分或

非差分方式的精密轨道确定 ,实时或事后以不同

精度水平连续给出 GRACE 卫星的三维状态(精

度为 cm 级)。

由于 CHAMP 卫星和 GRACE卫星所搭载的

星载 GPS属于同一型号 ,而 GRACE 数据目前尚

未公开 ,所以由已经公布的 CHAMP 星载 GPS数

据分析目前应用于重力卫星计划的星载 GPS 定

轨水平和存在的问题 。

　　随机抽取了 J2000.0 第 996.5 ～ 999.5天的

两类 CHAMP 星历 ,它们分别由德国地学研究中

心(GFZ)和美国喷气动力实验室(JPL)提供。比

较了两类星历在协议地面坐标框架下 3个方向的

互差 ,如图 1所示 ,目前CHAMP 卫星的定轨水平

可能在 10cm 左右 ,还没有达到预期优于 5cm 的

目标。这一方面是由于低空间环境的复杂 ,已有

的定轨模型和方法还有待改善;另一方面也可能

是由于星载 GPS接收机的性能所致 。而 GRACE

在轨道特性和定轨技术方面与 CHAMP 类似 ,特

别是 GRACE 在 5 年的任务期内 ,轨道高度将由

目前的500km 左右渐变到 300km 左右 ,对其定轨

的难度也将高于 CHAMP 卫星 。所以 ,多手段组

合定轨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 , 这才能保证

GRACE定轨达到比较高的水平 ,使得 GRACE在

计划的低轨道任务阶段可以满足既定任务的需

要。另外 ,已有的 LEO 卫星任务表明 ,星载 GPS

作为一项定轨技术目前还无法完全取代地基手

段。SLR 、DORIS 、PRARE 等定轨技术的一种或

几种与GNSS(GPS 、G LONASS或未来的 Galileo)

联合确定轨道技术是目前 LEO 实施精密定轨的

标准模式 。因为其他定轨技术可以作为 GNSS 定

轨的补充和独立的外部检核 ,从而大幅度地提高

卫星轨道的精度和可靠性 。

此外 , GRACE星载GPS接收机还承担着利

(a)　　　　　　　　　　　　　　(b)　　　　　　　　　　　　　　(c)

图 1　X 、Y 和Z 方向(0.067Hz)数据比较

Fig.1　RSO Bias in X , Y and Z_direction(0.067Hz)Data

用掩星技术监测大气的任务。具体设计实施时 ,

可以选择一台接收机配备多天线或者各系统独立

配备 GPS接收机的模式 。

2　星载加速度计

GRACE卫星所载的 SuperS TAR型加速度计

是CNES(Centre National d' Etudes Spatiales)提

供的 。它由位于法国 Chatillion的ONERA(Office

National d' Etudes et de Recherches Aerospatials)

制造 。由于 GRACE 卫星的低振荡设计和温度的

高稳定度 ,用于 GRACE 计划的加速度计的测量

范围达到±5×10
-2

m·s
-2
,加上其他的改进措

施 ,其精度可达到 10-10m·s-2 。无论是由卫星轨

道运动来推算地球重力场 ,还是基于某一地球重

力场模型进行精密轨道确定 ,非引力摄动力(非保

守力),如大气阻尼 、太阳辐射压力 、卫星作轨道机

动时的附加推力等和地球引力一起作用于卫星 ,

因此过去和现在的卫星重力测量中的一个主要问

题是 ,如何将这些非保守力对卫星轨道运动的扰

动精确地排除 。由于三轴静电悬浮加速度计具有

结构简单 、成本低 、灵敏度高 、易于自动化数据采

集等特点 ,因而在目前的卫星重力场探测中被认

为是最佳可选设备。

CHAMP 的 STAR星载加速度计与 Super-

STAR属于同一系列的星载微加速度计 ,同样可

以通过对 CHAMP 所载的 S TAR加速度计的数

据进行分析[ 3] ,进而研究 GRACE 所载的 Super-

STAR加速度计在数据处理方面所面临的问题。

S TAR和SuperSTAR的出厂设定值见文献[ 2] 。

　　为了满足 CHAMP 计划测定非保守力摄动

的需要 ,CHAMP 卫星所载的 STAR加速度计在

参数上做了一些调整 ,具体见文献[ 3] 。

随机抽取了 CHAMP 星载加速度计 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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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01到第 100天的数据进行处理 ,有效地联合

了CHAMP 二级数据的 0.1Hz加速度计观测值

和恒星敏感器观测值 ,计算出相应 0.1Hz采样率

的基于惯性参考系(C IS)的替代加速度。

对于 0.1Hz加速度计观测量的改正主要有

两项:①洛伦兹力加速度(Lo rentz force accelera-

tion);②由法国宇航局 CNES 提供的模型计算的

CHAMP星载加速度计 x 方向(IFX)的改正数

(CNES并未提供 y 和 z 方向相应的改正)。需要

特别注意的是 ,由于 STAR 加速度计固有的特

性 ,即 x 轴的敏感程度比较低 ,加入 CNES 的改

正十分必要 。比较图 2(a)和图 2(c)或图 2(b)和

图 2(d)可以看出 ,加入改正后替代加速度量的离

散程度迅速减小 ,而且其加速度值的方向也产生

了变化(由正到负)。另外 ,图 2(a)～ 2(d)表明 , x

方向的加速度几乎呈线性增加 。由于该方向的非

保守力部分的摄动力主要来源于地球热辐射压力

和地球反射压 ,所以这种现象可能是季节性的 ,但

是也不排除加速度计在该方向上存在线性漂移。

在卫星运行过程中 , STAR加速度计有时会

处于不稳定状态(如 2002086天 ,即 J2000.0 的第

815天附近),这种不稳定状态并非只是短暂的抖

动 ,而是出现较长时间的(一天或数天)系统性偏

移。在这段时间内 ,加速度计观测量的离散程度

会增大 1 ～ 2个数量级(图 2(a))。如果没有进一

步的外部数据进行改正 ,最好的处理方法就是剔

除该时间段的数据。

关于使用 CNES 提供的模型改正值 ,笔者发现

经过附加改正后 ,加速度观测量的变化趋势更加明

显 ,而且对于小的异常的探测也较容易(图 2(e)中

的 J2000.0第 800天和 831天附近)。虽然这些异

常的量级可能比815天的异常小得多 ,但是对加速

度观测量确定地球重力场仍然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

所以最好也进行剔除。进一步由图 2(e)、2(f)也可

以明显看到 , J2000.0第 815天加速度计的异常在

y 和 z 方向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e)　y 方向(IFX)　　　　　　　　　　　　　　　　　　(f)　z 方向(IFX)

图 2　X 、Y 、Z 三方向(IFX)每日平均加速度值和标准差

Fig.2　X 、Y 、Z_direction Mean Acceleration and STD Per Day(IFX)

　　此外 ,在 y 方向和 z 方向非保守力产生的加

速度规律性也较 x 方向差。因为 y 方向的非保

守力摄动主要来源于大气阻力 ,这部分摄动十分

复杂。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 ,在确定 LEO 卫星

的轨道和地球重力场时 ,只利用传统的大气经验

模型很难满足较高精度的需要 。

由图 2(f), z 方向在 J2000.0第 730 ～ 第 788

天之间有一线性增加的过程 ,然后趋于平稳(除去

815天)。由于 CHAMP 卫星出于所执行任务的

考虑 ,不是太阳同步轨道卫星 ,这部分影响可能是

非球形地球引起的摄动 ,也可能是太阳辐射压变

化引起的 ,但是由于其量级较小(1×10-7),对于

确定重力场的影响也相对较小 。

现在我们再来综合分析各方向非保守力摄动

加速度的大小和 STA R加速度仪观测的离散程

度 , x 方向加速度的大小在 10-5m·s-2数量级 ,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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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异常点并加上附加改正 , 其 STD 的大小为

10-7m·s-2数量级。 y 方向加速度的大小在 10-6

m·s
-2
数量级 ,剔除异常点之后 ,其 S TD 的大小

也在 10-7m·s-2数量级。 z 方向加速度的大小在

10-7m·s-2数量级 ,其 S TD 的大小也处于 10-7

m·s-2数量级。可以看出 ,该加速度计的噪声水

平至少可以达到 3×10-7
g/ Hz @0.1Hz 。

GRACE计划对星载加速度计的要求稍高 ,即

使使用性能更优的 SuperSTAR 型加速度计 ,仍会

面临类似的问题 ,这需要更加完备的分析处理方

法。

3　精密卫星间跟踪

GRACE计划的重力场任务中 ,星间相对位

移的变率 ﹒ρ是 SS T_ll确定地球重力场的直接观

测量 ,它的观测精度直接决定了地球重力场成果

的精度水平。因此 ,作为 GRACE 计划的核心载

荷———K 波段测距系统(KBR:K_band ranging

sy stem)是直接提供 SS T_ll观测量的设备 ,它用于

精确测定两卫星之间的双向单程距离和距离变

化 ,其设计精度约为 1μm/s。由于采用 K波段的

电磁波测距方式 ,频率基准的稳定性直接影响了

测定距离和距离变率的精度 。为此 , GRACE 配

备了精密超稳定振荡器(USO:ultra_stable oscilla-

tor)作为 K 波段测距的频率发生器 ,其设计指标

为:运行 30天以后每天的长期稳定度仍优于 1×

10-10 ,可以确保所需的距离变率测定精度 。

为了保证 GRACE 实施星间精密测距 ,必须

使GRACE卫星有一定的俯仰角(如图3)。而卫

图 3　GRACE卫星间跟踪

Fig.3　T racking Between Two GRACE Satellites

星轨道高度和星间距离直接决定了卫星姿态调整

的幅度 ,它们之间的关系如图 4。可以看出 ,卫星

在500km ～ 300km之间 ,对俯仰角的调整幅度大

致相当 ,而星间距离对调整幅度影响较大 ,从1.1°

～ 0.7°不等 。如果星间距离再加大 ,则调整的幅

度将呈线性增加 。所以 KBR测距设备还需辅助

以姿态测定设备(SCA)、姿态调整设备(微推进

器)和位置确定设备(GPS),以及协调它们工作的

IPU(inst rument processing uni t),以此保证两卫

星间能够精密对准。为了确保 KBR测距的可靠

性 ,GRACE 两卫星成一线的偏移量不得超过

0.5mrad(对于 220km 约为 110m)[ 4] 。

图 4　GRACE卫星间距离与俯仰角关系

Fig.4　Relationship Between Tw o GRACE

Satellites and Pitch

4　其他

4.1　恒星敏感器

恒星敏感器在卫星姿态和轨道控制系统

(AOCS)中用于卫星的精密定向加速度计(ACC)

观测资料的正确归算(由加速度计仪器固定坐标

到惯性坐标)。GRACE 所载恒星敏感器(SCA ,

star camera assembly)由一组相机镜头(两个)与加

速度计精密固联。恒星敏感器的关键技术在于所

要求的星等在满足观测的条件下要尽量低 ,并必

须具有优化的选星算法和星的搜索匹配算法 。

GRACE所载恒星敏感器的设计指标为:测

定卫星姿态的精度优于 0.3mrad , 争取达到

0.1mrad的目标。这对于目前比较成熟的恒星敏

感器技术相对易于实现。

4.2　质量补偿

卫星的质量中心与加速度计(ACC)的检测质

量中心之间的偏移量必须精确测定 ,同时在 3个

坐标轴上的测定精度要优于 50μm ,而 GRACE的

每个卫星上装备的 CMT(质量调整中心 , center of

mass trim assembly)就是用于调节该偏移量 ,并且

在每个坐标轴上调节的步长为 10μm ,甚至更小 ,

总的调节范围为 ±2mm ,保证最大偏心不超过

±400μm[ 5] 。这对于 GRACE 所载 SuperSTAR所

获取加速度数据的可靠性和精度至关重要 ,一旦

达不到控制水平 ,所产生附加的旋转加速度噪声

可能淹没所要观测的加速度。

5　结论和建议

以上列举了与重力场有关的GRACE 有效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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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 ,它们是 GRACE 能否成功实施 SST_ll技术的

关键 。通过分析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结论。

1)利用星载 GPS 实施 LEO的轨道确定是未

来的一个趋势。无论 CHAMP 、GRACE 还是

GOCE计划 ,星载 GPS 都是关键的有效载荷。

2)GRACE 相对于 CHAMP 是较优的 SST

模式 。由于 GRACE 同时发射两颗低轨道卫星在

同一个轨道上 ,彼此相距约 220km ,采取一个“追

踪”另一个的观测方式。两者之间的相对运动 ,即

卫星间的距离变化用微波干涉仪极其精密地测

量 ,用其一阶微分便可求得重力加速度 。而

CHAMP实际上是通过轨道的摄动感应地球非球

形引力摄动 。GRACE 所得到的静态和动态重力

场的精度将比 CHAMP 高一个数量级 ,空间解析

度(半波长)可达 100 ～ 200km 。

3)GOCE 在理论上对于大地测量关于高分

辨率地球重力场的获取贡献最大。但是由 6个高

精度加速度计构成的梯度仪在制造 、安装方面难

度太大 ,要求每个加速度计的特性尽量一致 ,单个

加速度计的噪声水平要达到 10-12
g/ Hz量级

等 ,这也是 GOCE 计划一再推迟的原因。所以

GRACE任务是目前比较切实可行的卫星重力探

测模式。

4)星载加速度计是 SST 关键的有效载荷。

两个飞行器上的非保守力影响可以由 Super-

STAR加速度计辅助以 SCA 测量出来 。加速度

计的敏感度和稳定度是最重要的指标;另外由于

外层空间的特殊性 ,星上标定技术是十分必需的。

5)GRACE有望提供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地

球重力场模型。它将主要应用于固体地球物理

学 、海洋学和气象学问题 ,使人们对于海洋表面流

和海洋热传输等问题有更好的理解 。

6)GRACE主要是用来研究重力场的时间变

化。由于 CHAMP 和 GRACE具有不同的轨道高

度和由此产生的不同的轨道扰动波谱 ,两个卫星

计划可以互相取长补短 ,给出一个高精度的中 、长

波地球重力场模型。该模型将为今后更高分辨率

的重力卫星探测计划作铺垫。如 GOCE 卫星重

力梯度测量计划的观测频段主要是高频部分 ,它

需要高精度中 、长波地球重力场模型作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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