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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卫星精密轨道参数确定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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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改进等效中心投影模型，对欧洲空间局资源卫星（ＥＲＳ）轨道参数予以精改正。为克服各参数之

间强相关性的影响，引入了偏最小二乘回归（ＰＬＳ）方法，取得了较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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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星载雷达的应用中，卫星精密轨道参数的

确定具有重要意义。轨道参数的精度对雷达测

高、利用ＩｎＳＡＲ获取数字高程模型（ＤＥＭ）以及

ＳＡＲ影像几何纠正的精度具有重要影响
［１］。确

定精密轨道参数的基本思路是：首先利用卫星数

据头文件中提供的参数，间接或直接获取卫星位

置、速度以及其他参数的近似值，然后基于地面点

和卫星影像点坐标之间的构像几何关系，利用一

定数量的控制点对上述近似值予以改正。

本文主要讨论了ＥＲＳ卫星精密轨道参数确

定的方法，在应用 Ｋｏｎｅｃｎｙ模型的基础上，详细

分析轨道参数解算中出现的未知数强相关问题，

并提出有效解决方案。

１　轨道参数初始值计算

１．１　构像模型

雷达卫星构像方程通常有两类：基于中心投影

的构像方程和基于多普勒关系的构像方程。本文

使用基于改进等效中心投影的Ｋｏｎｅｃｎｙ模型
［２］。

Ｋｏｎｅｃｎｙ在１９８８年提出关于等效共线方程

模型的意见，对共线方程作了某些改动，即考虑地

形对投影点位置的影响因子，按地面为水平面的

投影方式进行处理，形成改进方程式。Ｋｏｎｅｃｎｙ

公式实际上是将所有地面点投影到数据归化面

上，利用归化面上所有点的高程一致的特点，建立

构像关系。它引入了点的平面位置因高程不同造

成投影差异的改正因子，充分考虑了因地形起伏

所造成的斜距投影变形，比直接利用共线方程要

严密。

１．２　轨道参数初始值获取

利用Ｋｏｎｅｃｎｙ模型进行雷达卫星精密定轨，

实质是解出影像初始行卫星的位置和姿态角以及

它们的变化率（犡０，犢０，犣０，０，φ０，κ０，犞狓，犞狔，犞狕，

犞，犞φ，犞κ），对于其他各行，有：
［３，４］：

犡犻＝犡０＋犞狓狋犻

犢犻 ＝犢０＋犞狔狋犻

犣犻 ＝犣０＋犞狕狋犻

犻 ＝０＋犞狋犻

φ犻 ＝φ０＋犞φ狋犻

κ犻 ＝κ０＋犞κ狋

烅

烄

烆 犻

（１）

式中，狋犻为卫星由首行飞至第犻行所经历的时间。

１．２．１　卫星的位置矢量和速度矢量

ＥＲＳ卫星数据的Ｌｅａｄｅｒ头文件提供了飞行

线路上卫星５个点的位置矢量和速度矢量及其协

调世界时（ＵＴＣ）时刻。其中，中间３个点是在成

像区域范围上空。５个点分布如图１。利用这５

个卫星位置点可以拟合出卫星位置矢量（狓，狔，狕）

随时间变化的多项式函数（狓，狔，狕）＝犳（狋）和速度

矢量（犞狓，犞狔，犞狕）随时间变化的多项式函数（犞狓，

犞狔，犞狕）＝犵（狋），再将起始行时间分别代入这两个

函数，即可解得初始行卫星位置矢量和速度矢量

的初始值。

１．２．２　角元素

ＥＲＳ卫星的俯仰、滚动较小，所以角元素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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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五个卫星点

Ｆｉｇ．１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Ｆｉｖ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φ０的初始值可设为零。根据球面三角形几何知

识，航偏角κ０ 与轨道倾角ε和星下点地理纬度犅

存在如下关系［５］：

ｃｏｓκ０ ＝
ｃｏｓ２犅－ｓｉｎ

２
槡 ε

ｃｏｓ犅
（２）

　　从Ｌｅａｄｅｒ头文件获取轨道倾角ε和星下点

地理纬度犅 之后，即可计算出航偏角κ０ 的初始

值。

由于卫星姿态平稳，所以角元素变化率犞、

犞φ、犞κ 初始值均可设置为零。

同时，在Ｋｏｎｅｃｎｙ模型中引入的雷达扫描延

迟、等效焦距等可以依据Ｌｅａｄｅｒ头文件提供的雷

达仪器参数及成像参数予以计算。

２　轨道参数强相关性问题

在获取轨道参数及上述相关成像参数的初始

值之后，便可利用控制点，按照间接平差方法予以

精确改正。由于有１２个参数，所以至少需要６个

控制点。误差方程式为：

犞 ＝犅Δ犡 －犔 （３）

式中，犞为像元坐标误差；犅为Ｋｏｎｅｃｎｙ公式按照

一阶泰勒公式展开后的微分矩阵；犔为一常数项。

平差计算得到的参数改正量Δ犡 ＝（犃
Ｔ犘犃）－１

犃Ｔ犘犔，用改正量修正初始值，并进行下一轮迭代，

直至改正量小于某一阈值。

直接利用这种平差方法往往得不到正确的迭

代结果，其原因是未知参数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相

关性。法方程系数矩阵主对角线元素严重不占

优，系数矩阵接近奇异阵，从而求逆和解算得到的

未知数改正量不稳定，往往导致迭代结果不收敛、

收敛错误或迭代结果严重依赖初始值。

本文采用ＥＲＳ卫星对德国波恩地区探测的

雷达数据，利用各参数的初始值，结合式（３）系数

矩阵犅中各参数的微分量，计算得出轨道参数相

关系数。计算结果表明，轨道参数之间存在着相

当多的相关系数大于０．９的强相关项，直接利用

间接平差难以得到正确收敛的结果。

常见克服未知数强相关性的方法有合并强相

关项、岭估计、线角元素分开迭代以及法方程系数

矩阵谱分解等方法［６］。合并强相关项方法在操作

中较繁琐，且过分依赖于未知数之间的具体关系。

岭估计是人为在法矩阵对角线上加一较小数（即

岭参数），本质上是有偏估计，缺乏足够数学依据。

线角元素分开迭代较好地解决了线元素与角元素

之间的强相关性问题，但事实上，线元素与线元素

之间、角元素与角元素之间通常也存在强相关性

问题［３］，同时，如果分组过多，则导致交叉迭代过

多，降低解算效率。本文在对这些方法进行试验

的基础上，将偏最小二乘法引入到雷达卫星轨道

参数的解算中来，在克服未知数强相关性问题上

收到较好结果。

３　轨道参数的偏最小二乘回归方法

由式（３）可以看出，轨道参数的解算过程实质

是犔对犅的回归过程，在每次迭代过程中求出一

组回归系数Δ犡，再利用回归系数修正犅，进入下

一轮回归。因此可以从线性回归的角度看待这一

问题。

偏最小二乘回归是一种新型的多元统计分析

方法，研究的重点是单因变量对多自变量的回归

建模，能够在严重多重相关性的条件下进行回归

分析，因而本文引入该方法修正轨道参数。

设有单因变量犢 和犽个自变量｛狓 １，狓２，…，

狓犽｝，观测狀个样本点，构成自变量与因变量的数

据表犡＝［狓１，狓２，…，狓犽］狀×犽和犢＝［狔］狀×１。偏最

小二乘回归分别在犡和犢中提取成分狋１ 和狌１，满

足以下两个要求。

（１）狋１ 和狌１ 分别最大限度地承载自变量和

因变量的变异信息；

（２）狋１ 和狌２ 之间的相关程度（协方差）最大

化。

首先将自变量观测矩阵犡和因变量观测值犢

作标准化变换，变换后的矩阵分别记为犜和犝，作

为迭代的初始矩阵，记为犜０ 和犝０，分别从犜０ 和

犝０ 中提取一个主成分狋１ 和狌１，使得：

狋１ ＝犜０狑１　 且 ‖狑１‖ ＝１ （４）

狌１ ＝犝０犮１　 且 ‖犮１‖ ＝１ （５）

　　按照偏最小二乘的基本思想，狋１ 与狌１ 的协方

差（可以用内积＜狋１，狌１＞来表示）趋于最大。采

用拉格朗日极值定理，再结合式（４）、式（５）即可计

算出狋１ 和狌１。在第一成分狋１ 和狌１ 被提取后，按

０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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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回归方法分别实施犜０ 对狋１ 的回归以及犝０

对狋１ 的回归：

犜０ ＝狋１（（狋
Ｔ
１）

－１犜Ｔ０狋１）
Ｔ
＋犜１ （６）

犝０ ＝狋１（（狋
Ｔ
１）

－１犝Ｔ
０狋１）

Ｔ
＋犝１ （７）

而犜１、犝１ 分别是两个回归方程的残余矩阵。如

果回归方程已经达到了满意的精度，则算法终止；

否则，将利用犜被狋１ 解释后的残余信息以及犝 被

狋１解释后的残余矩阵进行第二轮的成分提取。如

此往复，直到能达到一个较满意的精度为止。最

终，获取了犜和犝 分别对狋１，狋２，…，狋犻共犻个成分

的回归，然后分别进行从犜到犡 和从犝 到犢的逆

标准变换，得：

犢＝狋１狉１＋狋２狉２＋…＋狋犻狉犻 （８）

犡＝狋１狆１＋狋２狆２＋…＋狋犻狆犻 （９）

　　再对式（８）、式（９）实施线性变换，就获取了犢

对犡 的回归关系。

利用偏最小二乘回归确定轨道参数的主要步

骤如下。

１）建立待回归关系式：

犔＝犅×Δ犡 （１０）

　　各参数意义同式（３）。

２）求出犔对犅的偏最小二乘回归，得到一组

Δ犡。

３）用Δ犡 修正轨道参数，重新计算犅矩阵，返

回第一步，进行下一轮回归，直至Δ犡 小于阈值。

表１列出了利用偏最小二乘回归方法对首行

卫星６个外方位元素改正的结果，与卫星头文件

中对轨道参数精度值的说明相吻合。

表１　偏最小二乘回归方法改正结果

Ｔａｂ．１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ＬＳ

初始值 改正值 改正量

犡０／ｍ ４４７４４７９ ４４７２９６６ －１５１３

犢０／ｍ ８９９２０６ ９００４０１ １１９５

犣０／ｍ ５５０４６７３ ５５０３６５４ －１０１９

φ０／ｒａｄ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ｒａｄ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κ０／ｒａｄ －０．２１６ －０．２１５ ０．００１

４　分析与结论

４．１　结果分析

在完成轨道参数解算之后，将改正之后的轨

道参数及控制点坐标代入Ｋｏｎｅｃｎｙ方程，计算出

控制点的像元坐标残差。表２反映了偏最小二乘

回归、主成分估计和分组迭代三种方法的控制点

残差情况。

表２　控制点残差表

Ｔａｂ．２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ｏｉｎｔｓ

点号
偏最小二乘回归

Δ狓 Δ狔

主成分估计

Δ狓 Δ狔

组迭代

Δ狓 Δ狔

最大残差 ０．９９ １．０６ －１．８０ －１．９４ －１．９６ －１．２４

最小残差 ０．２９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０

中误差　 ０．６２ ０．４９ １．０７２ １．０６ １．１９ ０．８３

　　从表２的试验结果可以看出，这三种方法均

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各轨道参数之间的强相关

性，控制点残差均接近或小于一个像元，在雷达影

像形变最大的距离向也有较好的结果。通过将主

成分估计法、分组迭代法和偏最小二乘回归法的

计算结果残差予以比较可以看出，主成分估计法

的方位向残差Δ狓小于分组迭代法，而距离向残

差Δ狔则较大；同时，无论是距离残差Δ狓向还是

方位向残差Δ狔，偏最小二乘法均明显优于其他两

种，是三种方法中精度最高的。

４．２　结论与讨论

分组迭代法将参数分成若干组，每组采取最

小二乘方法平差。该方法虽然能有效地将相关性

较强的元素避开，但在每组平差计算时，都必须将

其他组的参数的初始值视为真值，是一种局部回

归方法，其结果受参数初始值和分组方案的影响。

主成分估计法实质上也是在最小二乘方法的基础

上，对法方程系数矩阵犖 实施谱分解
［７］，使得犖

＝犙
Ｔ
Λ犘，Λ是对角阵，人为把原对角阵Λ末端较

小值置零，用Λ０ 取代Λ计算出新的法矩阵犖＝

犙
Ｔ
Λ０犘，再进行后续计算。为了消除相关性提取

主成分，Λ０ 中有较多值被置零，但这样又会损失

原法方程系数矩阵数据信息，所以这种平差方法

具有很大近似性。

偏最小二乘采取逐步回归方法，它能够充分

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典型相关分析和主成分

分析的优点。较之基于最小二乘的平差方法，偏

最小二乘更容易识别系统信息与噪声。该方法在

历次回归过程中，能逐步提取包含参数最大独立

信息的成分，并逐步优化回归结果，在精密轨道参

数确定过程中显示出很好的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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