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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犛犔犚检核犆犎犃犕犘卫星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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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初步研究了利用ＳＬＲ检核ＣＨＡＭＰ卫星轨道的方法。采用２００２年１月１日到１６日的ＳＬＲ观测数

据对ＧＦＺ提供的事后科学轨道进行了检核实验，实验结果表明，ＧＦＺ事后科学轨道没有明显的系统偏差，其

精度优于１０ｃ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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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０年７月１５日发射的ＣＨＡＭＰ（ＣＨＡｌ

ｌｅｎｇｉｎｇＭｉｎｉ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Ｐａｙｌｏａｄ）卫星，是一颗由德

国研制的担负地球科学和大气研究使命的小卫

星，卫星上搭载有ＧＰＳ接收机和激光反射镜，其

中ＳＬＲ观测数据不仅可以用来进行卫星的精密

定轨，还可以对星载ＧＰＳ接收机的定轨结果进行

外部 检核。德国 地 学 研 究 中 心 （ＧＦＺ）负 责

ＣＨＡＭＰ卫星的管理和使用，它提供ＣＨＡＭＰ卫

星的快速科学轨道（ｒａｐｉ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ｒｂｉｔ）和事后科

学轨道（ｐｏｓ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ｒｂｉｔ）
［１］。其他多家研究机

构，包括德国慕尼黑技术大学（ＴＵＭ）、美国喷气

推进实验室（ＪＰＬ）、美国德克萨斯空间研究中心

（ＣＳＲ）以及欧洲空间研究中心（ＥＳＯＣ）等也都开

展了对ＣＨＡＭＰ卫星精密定轨的研究
［２～５］。由

于各计算中心采用的方法、模型以及解算参数等

不同，其定轨结果也不尽相同。ＥＳＯＣ对不同计

算中心的定轨结果进行了相互比较，并利用ＳＬＲ

观测资料对不同计算中心的定轨结果进行了外部

检核［２，３］。通过比较发现，ＣＳＲ、ＧＦＺ、ＴＵＭ 和

ＪＰＬ计算的ＣＨＡＭＰ卫星轨道具有较高的精度，

其轨道精度优于１０ｃｍ
［２］。

利用ＳＬＲ观测资料对星载ＧＰＳ定轨结果进

行外部检核，实际上就是比较ＳＬＲ直接测得的站

星距与星载ＧＰＳ定轨结果反算的站星距，因此，

必须仔细考虑观测站及ＳＬＲ观测资料的各项改

正。本文在利用ＳＬＲ资料检测ＧＦＺ的事后科学

轨道时，观测站的改正主要考虑了潮汐（包括固体

潮、海潮和极潮）的影响，以及板块运动的影响（采

用ＩＴＲＦ２０００地固参考系中的台站速度值）。观

测资料的改正主要考虑了对流层折射修正、广义

相对论修正、质心补偿修正和测站偏心修正。

１　潮汐对测站的影响

１．１　固体潮对测站坐标的影响

由于日、月引潮力的作用，弹性固体地球产生

形变，从而引起台站位移。这里应用沃尔（Ｗａｈｒ）

理论计算由于固体潮引起的台站坐标的变化。由

于沃尔模型中勒夫数是随频率变化的，所以参照

文献［６］中的两个步骤来计算最为有效。

１．２　海洋负荷造成的测站位移

海潮现象会造成海洋负荷的变化。海洋负荷

变化对观测站造成的位移可以分为水平位移和垂

直位移，本文仅考虑了海洋负荷造成的垂直位

移［７］：

Δ犺３ ＝∑
１１

犻＝１

犃犿狆（犻）ｃｏｓ（ａｒｇ（犻，狋）－ｐｈａｓｅ（犻））

（１）

式中，犃犿狆（犻）为分潮波犻对该观测站造成的垂直

位移振幅；ａｒｇ（犻，狋）为观测站在时刻狋对分潮波犻

的幅角；ｐｈａｓｅ（犻）为分潮波犻对该观测站的相位

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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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极潮引起的测站位移

由地球自转产生的地球离心力可使得地球发

生形变，称为极潮，极潮导致的台站位移同样可以

分为水平位移和垂直位移，本文仅考虑了极潮引

起的垂直位移［８］：

Δ犺４ ＝－０．０３２ｓｉｎ２θ（狓狆ｃｏｓλ－狔狆ｓｉｎλ） （２）

式中，θ＝９０°－φ，狓狆＝犡狆－珡犡；狔狆＝犢狆－珚犢；珡犡、珚犢

为极移平均值；犡狆、犢狆 为瞬时极移值。

２　激光测距的资料修正

２．１　对流层折射修正

对流层的范围是从地面至地面以上３０ｋｍ

处。当激光穿过对流层时，会受到衰减，传播路径

会受到折射。对流层对激光的折射率取决于环境

温度、压力和湿度以及激光的频率。对流层对激

光测距的折射修正采用 ＭａｒｉｎｉＭｕｒｒａｙ的计算模

型［７］：

ΔρＴＲ＝α·犚ＴＲ ＝

α·
犳（λ）

犳（φ，犺）
犃＋犅

ｓｉｎ犈＋
犅／（犃＋犅）

ｓｉｎ犈＋０．０１

（３）

式中，犳（λ）＝０．９６５０＋
０．０１６４

λ
２ ＋

０．０００２２８

λ
４

；

犳（φ，犺）＝１－０．００２６ｃｏｓ２φ－３．１×１０
－７犺；犃＝

０．００２３５７犘＋０．０００１４１犘犠；犅＝１．０８４×１０
－８×

犘×犜×犓＋
２×４．７３４×１０－８×犘２

犜×（３－１／犓）
；犘犠 ＝

犠
１００

×

６．１１×１０７．５×
（犜－２７３．１５）／２７３．３（犜－２７３．１５）；犓＝１．１６３－

０．００９６８ｃｏｓ２φ－０．００１０４犜＋０．００００１４３５犘；犈

是卫星的仰角；λ是激光波长（μｍ）；φ、犺是观测站

的大地纬度和高程；犘、犜、犠 是观测站的大气压

强（ｍｂ）、大气温度（犓）、相对湿度（％）；犘犠 是观

测站的水蒸汽压强；α是对流层折射校正因子，取

值为１。

２．２　广义相对论修正

根据广义相对论原理，引力场会使光线弯曲，

且传播速度也将变慢，从而造成光线从卫星到观

测站的传播时间比无引力场是要长。太阳和地球

引力场对激光测距的修正表示为［６］：

ΔρＲＬ ＝ （１＋γ）·
犌犕犻
犆２
·ｌｎ

狉犻１＋狉
犻
２＋ρ

狉犻１＋狉
犻
２－（ ）
ρ
（４）

式中，犻＝１，２，犻＝１对应太阳，犻＝２对应地球；犕犻是

天体质量；狉犻１ 是天体至卫星的距离，狉
犻
２ 是天体至观

测站的距离；γ是相对论效应校正因子，取值为１。

２．３　质心补偿修正

由于激光测距信号是从卫星的激光反射器返

回的，激光反射器与卫星质心不重合，所以观测站

测得的卫星距离实际上是卫星激光反射器到观测

站的距离。但是，ＧＦＺ事后科学轨道提供的是卫

星质心的位置，所以要把测距数据修正到卫星的

质心。ＣＨＡＭＰ卫星的质心补偿修正通过下式

计算：

ΔρＯＦ ＝
［犆］（犚－狉）·犛狆

犚－狉
（５）

式中，［犆］是Ｊ２０００．０地心惯性坐标系到星固坐标

系的转换矩阵；犚和狉分别为观测时刻观测站和

卫星在Ｊ２０００．０地心惯性坐标系中的位置矢量；

犛狆是ＣＨＡＭＰ卫星的激光反射器在星固坐标系

中的位置矢量；取犛狆＝（０．００ｍ，０．００ｍ，０．２５

ｍ）
［９］。需要指出的是，ＣＨＡＭＰ卫星的激光反射

镜由４块角反射棱镜组成，大多情况下，地面

ＳＬＲ观测站每次仅能观测到其中的一块角反射

棱镜［１０］，而文献［９］给出的犛狆是４块角反射棱镜

的中心，这会造成４±２ｍｍ的误差
［１］。

２．４　测站偏心修正

卫星激光测距仪的测量中心位置可能与给出

的观测站的标定坐标不一致，这样将引起测距的

理论计算值与实测值的偏差，即观测站的偏心修

正。对激光测距的偏心修正为：

ΔρＥＣ ＝
１

ρ
［ρ狓Δ狓＋ρ狔Δ狔＋ρ狕Δ狕］ （６）

式中，（ρ狓，ρ狔，ρ狕）是卫星在测站坐标系中的位置

矢量；（Δ狓、Δ狔、Δ狕）是卫星激光测距仪的测量中

心与观测站标定坐标的差别。

经过上述各项改正后，利用ＳＬＲ观测数据直

接检核的残差中不可避免存在着系统偏差（时间

偏差和距离偏差），该系统偏差与观测站的各个弧

段有关，这些系统误差的影响可以分为两部分：一

部分为常数，称为“距离偏差”，以犫表示；另一部

分与径向速度ρ成正比，以

ρτ表示，其中τ称为

“时间偏差”。

用最小二乘法解方程组：

狏＝Δρ－（犫＋

ρτ） （７）

得到经时间和距离偏差改正后的残差狏。

式（７）中的Δρ为ＳＬＲ观测值与ＧＦＺ事后科

学轨道反算的站星距的差值。

３　计算与分析

按照上述计算过程，笔者采用２００２年１月１

日１２时到１６日１２时的ＳＬＲ观测数据及相应的

ＧＦＺ事后科学轨道进行了计算。其中，ＳＬＲ观测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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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自美国 ＮＡＳ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ｅｒｏｎａｎｔｉｃｓ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的标准点数据，该数据是通

过对原始观测数据进行预处理生成的间隔为５ｓ

的标准点。ＧＦＺ事后科学轨道是在 ＴＴ时间系

统下以１０ｓ为间隔给出的ＣＨＡＭＰ卫星精密星

历，而ＳＬＲ观测资料采用的时间系统是 ＵＴＣ时

间系统，因此，在检核计算时，首先要统一两者的

时间系统。在试验计算时，本文采用８阶拉格朗

日内插公式将ＣＨＡＭＰ卫星位置内插到ＳＬＲ观

测时刻，通过比较 ＳＬＲ 直接测得的站星距与

ＣＨＡＭＰ卫星位置反算的站星距，得到ＣＨＡＭＰ

卫星轨道检核的结果。

由于ＣＨＡＭＰ卫星轨道高度低，飞行速度

快，难以跟踪，因此，ＳＬＲ观测数据稀少，在计算

时间段内共有１１个ＳＬＲ观测站１６００个标准点

数据。计算中剔除了残差大于３０ｃｍ的标准点数

据（假设ＧＦＺ事后精密轨道的精度为１０ｃｍ，按照

３倍中误差进行剔除），得到１５７６个标准点数据。

当卫星高度角较低时，ＳＬＲ观测精度会降低，因

此，取１０°为截止高度角进行试验，这时共有１５５１

个标准点数据。当卫星高度角较高时，ＳＬＲ测得

的站星距与轨道反算的站星距之差更多代表的是

卫星轨道的径向精度。取６５°为截止高度角进行

试验计算，发现此时仅有２３个ＳＬＲ标准点数据，

表１给出了ＳＬＲ测得的站星距与ＧＦＺ事后科学

轨道反算的站星距之间的直接比较结果。图１给

出了不考虑高度角的情况下，消除测站系统偏差

后的比较结果。

表１　ＳＬＲ检测ＣＨＡＭＰ卫星轨道的结果

Ｔａｂ．１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ＣＨＡＭＰ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ＯｒｂｉｔＶａｌｉｄ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ＳＬ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测站 标准点数
直接检核结果／ｃｍ

ｍｅａｎ ＲＭＳ ｍｉｎ ｍａｘ

消除测站系统偏差后的检核结果／ｃｍ

ｍｅａｎ ＲＭＳ ｍｉｎ ｍａｘ

不

考

虑

高

度

角

１８８４ ３７ ４．１６ ９．７９ －１８．９２ ２８．６４ ０．００ ７．６０ －１８．４２ １５．４１

７０９０ ６０５ －１．９２ ８．７４ －２７．３９ ２０．７７ ０．００ ６．７０ －２１．４０ １９．５３

７１０５ ９６ －０．１０ ７．２４ －２０．５４ １９．３９ ０．００ ６．４６ －１７．３２ １８．２７

７１１０ ９４ １．４１ ８．４５ －２０．９２ １９．４６ ０．００ ５．１７ －１４．２７ １１．５８

７４０３ ２２ ８．７２ １４．４７ －１４．６４ ２７．６９ ０．００ ４．６５ －８．１２ ６．２７

７８１０ ５５ １．４５ １１．３１ －１９．７３ ２９．３９ ０．００ ６．３６ －１４．０３ １５．２９

７８３５ １９２ ０．６９ ７．６９ －２２．４２ ２６．３２ ０．１０ ６．７４ －２１．２３ ２７．３６

７８３６ １４２ －０．７７ ７．０７ －１６．９６ １９．３３ ０．００ ６．１９ －１５．３２ ２２．２９

７８３９ ２２３ －１．８８ ７．４５ －２１．６２ ２０．０５ ０．００ ６．２６ －１６．９５ １７．７４

７８４０ ３３ －３．２８ ４．３９ －９．９７ ８．６２ ０．００ ３．２８ －８．４４ ７．８６

７８４９ ７７ －３．３４ ６．６８ －２７．３８ １１．８９ ０．００ ５．７７ －１７．１３ １７．７３

共计 １５７６ －０．８７ ８．４７ －２７．３９ ２９．３９ ０．０１ ６．３７ －２１．４０ ２７．３６

截止角为１０° １５５１　 －０．９２　 ８．４０ －２７．３９ ２９．３９ ０．００ ６．２６ －２１．４０ ２２．２９

截止角为６５° ２３ ２．５９ ３．６２ －５．０８ ８．６６ ０．１２ ２．４５ －６．２７ ４．００

图１　ＳＬＲ数据检测ＣＨＡＭＰ卫星轨道的残差

Ｆｉｇ．１　ＳＬＲ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ｆｏｒＣＨＡＭＰＯｒｂｉｔ

　　通过对表１和图１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以下

几点。

１）在利用ＳＬＲ观测数据检测ＣＨＡＭＰ卫星

轨道时，除个别台站直接检核的均方根误差

（ＲＭＳ）大于１０ｃｍ外，其他台站的均方根误差小

于１０ｃｍ。一方面说明这些台站不存在大的系统

误差（ＮＡＳＡ在进行数据预处理时已经剔除了系

统误差较大的台站观测数据）；另一方面也说明

ＧＦＺ提供的事后科学轨道具有较高的精度。对

比测站系统偏差消除前后的检核结果可以看到，

虽然ＮＡＳＡ已经对ＳＬＲ原始数据进行了预处

理，但测站仍然存在系统偏差。

２）从直接检测结果可以看到，ＳＬＲ测得的站

星距与ＧＦＺ事后科学轨道反算的站星距之间没

有明显的系统偏差。在卫星截止高度角为６５°

时，直接检核的均方根误差（ＲＭＳ）仅为３．６２ｃｍ，

说明ＧＦＺ事后科学轨道在径向具有较高的精度。

３）可以通过直接检核结果判断卫星轨道是

否存在系统偏差，这是因为在不同测站、不同弧段

表现出来的系统误差，在大量的检测结果中表现

为偶然误差，因此它们的平均值可以用来判断卫

星轨道是否存在系统偏差。为了合理评定卫星轨

道精度，首先消除ＳＬＲ 测站的系统偏差，因为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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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ＬＲ观测资料的精度已经达到亚ｃｍ级
［１０］，在扣

除系统偏差的影响后，ＳＬＲ测得的站星距与轨道

反算的站星距之间的误差，主要是由轨道反算的

站星距误差引起的，而在轨道反算的站星距误差

中，轨道误差又是主要的误差源。

４）利用ＳＬＲ资料检核卫星轨道的结果仅能

代表卫星轨道在某一分量上的精度，ＥＳＯＣ通过

大量的比较分析发现，卫星轨道的精度与ＳＬＲ检

核的结果之比为１．６５∶１．００
［２］，考虑到本文在计

算的时候数据编辑标准比较宽松，因此，可以说

ＧＦＺ事后科学轨道的精度优于１０ｃｍ。

本文研究了利用ＳＬＲ观测数据检核ＣＨＡＭＰ

卫星轨道的方法，并对ＧＦＺ事后科学轨道进行了

检核，检核结果表明，ＧＦＺ事后科学轨道的精度

优于１０ｃｍ。需要指出的是，笔者的检核结果与

ＥＳＯＣ的检核结果存在１～２ｃｍ的差异，这是因

为两者采用的数据和数据编辑的标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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