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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７ｄ的ＣＨＡＭＰ星载ＧＰＳ相位观测数据和４８个ＩＧＳ跟踪站的观测数据，构造星地双差相位观

测量，进行ＧＰＳ数据预处理；利用ＣｏｗｅｌｌⅡ数值法进行轨道积分和分块Ｂａｙｅｓ最小二乘参数估计，解算了地

球引力场位系数。该模型与ＥＧＭ９６相比（７０阶次），大地水准面起伏差异最大为２．８７２ｍ，差异精度为０．５２２

ｍ，平均差异为－０．００３ｍ，这说明本文解算的地球重力场模型与ＥＧＭ９６没有系统性差异。

关键词：地球重力场模型；星载ＧＰＳ；ＣＨＡＭＰ卫星；大地水准面起伏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３．０；Ｐ２２８．４２

　　ＧＰＳ定位可以获得ｍｍ级的精度，为卫星轨

道摄动的实时或准实时精密测定提供了可能，因

此，如何利用星载ＧＰＳ数据确定地球重力场模型

就成为国际地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１，２］。

ＣＨＡＭＰ采集了大量的地球重力场的长波

长信息，为全球重力场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数据。

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可见文献［３６］。这些模型是

根据动力学原理，利用卫星跟踪数据对于６０阶以

上的系数采用波段约束技术得到的全球重力场模

型，充分证明了卫星跟踪卫星技术在地球重力场

探测中的作用。本文根据动力学原理，利用

ＣＨＡＭＰ星载ＧＰＳ观测数据和ＩＧＳ跟踪站数据

构造星地双差观测量，进行ＧＰＳ数据预处理。

１　犌犘犛数据预处理

ＧＰＳ信号从发射、传输到接收的整个过程都

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ＧＰＳ观测数据中包

含很多误差，如钟差、周跳、多路径效应、大气延迟

等，必须对ＧＰＳ数据进行预处理以消除粗差和系

统误差，才能用于地球重力场模型的计算。

无论是ＧＰＳ伪距观测量还是载波相位观测

量，都受到系统性的接收机和卫星钟差的影响。

ＧＰＳ卫星钟为原子钟，接收机频标为石英钟。

ＩＧＳ发布了后处理的精密ＧＰＳ时钟，通过双差能

够有效地减少接收机钟差，同时由多项式拟合可

以使得钟差小于１μｓ
［７］。

ＧＰＳ相位数据中包含整周模糊度，如果ＧＰＳ

信号的传播介质变化很小且仪器稳定可靠，不发

生钟跳，那么，在连续跟踪观测时间内，整周模糊

度就不会发生改变，载波相位就被锁住。如果出

现不理想的情况，就可能发生周跳。首先利用最

小二乘法计算模糊度的实数解，然后利用ＦＡＲＡ

（ｆａｓｔ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ｐｐｒｏａｃｈ）和 ＱＩＦ

（ｑｕａｓｉｉｏｎｏｓｐｅｒｅｆｒｅｅ）联合算法
［８］搜索接近实数

解的整数解。基于电离层对ＧＰＳ载波犔１ 和犔２

的影响，计算自由电离层观测量犔３，由ＤＢＡ（ｄｕａｌ

ｂａｎ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算法探测周跳
［９］。

对流层延迟只对ＩＧＳ跟踪站数据有影响，而

对星载ＧＰＳ数据没有影响。利用 Ｎｉｅｌｌ模型
［１５］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７年１月

和实际气象数据计算电离层延迟，通过双频组合

就可以消去电离层延迟影响。在ＧＰＳ数据预处

理时，还需要进行观测量的跟踪点改正、ＧＰＳ天

线相位中心的偏移和改正［７］。

２　地球重力场模型解算方法

人造地球卫星在地球引力场内运动，除了地球

中心的引力外，还受到多种摄动［１１］，包括多体摄

动、地球非球形摄动、潮汐摄动、相对论效应、太阳

辐射压、地球反照压、大气阻力和浮力、轨道校正，

同时参考系的选择也会对卫星产生表现力。由

Ｎｅｗｔｏｎ运动定律可得卫星的运动微分方程为：

狉̈（狆，狋）＝－μ
狉３
狉＋狆（狉，狉，狋） （１）

式中，狆为卫星受到的除地球中心引力之外的各

种摄动；μ＝犌犕犲 为地球万有引力常数；狉为地心

惯性系中的卫星位置。在各种摄动力的作用下，

卫星的运行轨道为密切椭圆，而卫星的实际运行

轨迹是各时刻密切椭圆的包络线。保守摄动可以

用模型较为准确地模制，而非保守摄动很难用模

型准确模制，因此，ＣＨＡＭＰ和 ＧＲＡＣＥ等卫星

上装载有加速度计测量非保守力。和地球引力相

比，其他摄动不及地球引力的１／１０３，这样，参数狆

就可以简化。

一般卫星精密星历多是采用直角坐标形式

表达的，如果是用 Ｋｅｐｌｅｒ轨道根数表示的星历，

也可直接变换为直角坐标形式，因此，下面的讨论

以直角坐标为基础。由式（３）可得：

狉＝犳̈狉（狆，狋）ｄ狋，狉＝∫狉ｄ狋＝∫狉̈（狆，狋）ｄ狋ｄ狋（２）
令ξ＝［狉　狉］

Ｔ，则ξ就是地球重力场模型的函数，

即ξ＝犳（狆，狋）。给定一个参考重力场模型，如

ＥＧＭ９６、ＪＧＭ３等，就可利用Ｔａｙｌｏｒ级数将ξ线

性化，即ξ＝犳（狆０，狋）＋∑（犳／狆）狘狆＝狆０ｄ狆。在

历元狋犻，已知卫星的几何轨道ξ犻，顾及各种误差的

影响，可得：

狏犻＝∑（犳／狆）狘狆＝狆０ｄ狆＋犲犻 （３）

式中，狏犻＝ξ犻－犳（狆０，狋犻）；犲犻 为观测误差和模型误

差之和。如果观测数量多于未知参数数量，就可

以利用最小二乘法对式（３）求解，得到未知参数

ｄ狆，则狆＝狆０＋ｄ狆。

式（１）实际上是一个二阶微分方程，在计算

犳（狆０，狋）时，需要进行数值积分，即以参考历元的

卫星状态为初值，根据力模型，由数值方法逐步计

算出卫星在任意历元的状态。常用的数值积分法

有Ｅｎｃｋｅ和Ｃｏｗｅｌｌ法
［１２］。如果摄动加速度小于

先验加速度，一般采用Ｃｏｗｅｌｌ法。设犇 为微分

算子，为后差算子，犈为位移算子，犐为单位算

子，它们之间的关系为：

犈狊 ＝ （犐－）－
狊 （４）

犺犇 ＝－ｌｎ（犐－） （５）

式中，狊为常数；犺为积分步长。式（４）分别除以

式（５）和式（５）的平方得：

犈狊 ＝犺
（犐－）－

狊

－ｌｎ（犐－［ ］）犇 （６）

犈狊 ＝犺
２

（犐－）－
狊

（ｌｎ（犐－））［ ］２ 犇２ （７）

对式（６）和式（７）中的作级数展开，可得：

犈狊 ＝犺 
－１
＋∑

∞

犻＝０

γ′犻＋１（狊）［ ］犻 犇 （８）

犈狊 ＝犺
２

－２
＋（狊－１）－１

＋∑
∞

犻＝０

γ″犻＋１（狊）［ ］犻 犇２

（９）

　　令狊＝１，狋＝狋狀＝狋狀－１＋犺＝…＝狋０＋狀犺，积分

次数为有限次狇，将式（８）和式（９）分别乘上狉（狋）

和狉（狋），得：

狉犘狀＋１ ＝犺犛′狀＋∑
狇－１

犻＝０
β
犘
犻̈狉狀－［ ］犻 （１０）

狉犘狀＋１ ＝犺
２ 犛″狀＋∑

狇－２

犻＝０

α
犘
犻̈狉狀－［ ］犻 （１１）

式中，犛′狀＋１＝犛′狀＋狉̈狀＋１；犛″狀＋１＝犛″狀＋犛′狀＋１；β
犘
犻 ＝

γ′犻＋１（１）；α
犘
犻＝γ″犻＋１（１）。

令狊＝０，狋＝狋狀＋１＝狋狀＋犺＝…＝狋０＋（狀＋１）犺，

将式（８）和式（９）分别乘上狉（狋）和狉（狋），可得：

狉犆狀＋１ ＝犺犛′狀＋∑
狇－１

犻＝０
β
犆
犻̈狉狀－犻＋［ ］１ （１２）

狉犆狀＋１ ＝犺
２ 犛″狀＋∑

狇－２

犻＝０

α
犆
犻̈狉狀－犻＋［ ］１ （１３）

式中，β
犆
犻＝γ′犻＋１（０）；α

犆
犻＝γ″犻＋１（０）。式（１０）和式（１１）

是ＣｏｗｅｌｌⅡ轨道积分的预计公式，式（１２）和

式（１３）是ＣｏｗｅｌｌⅡ轨道积分的校正公式。

如果将几个月甚至几年的卫星数据作为一个

弧段进行解算，则数据量太大，现有的计算机很难

满足要求。因此，要将卫星数据分为几个弧段进

行处理，每个弧段内部的参数就与其他弧段内部

的参数不相关，可利用分块Ｂａｙｅｓ最小二乘参数

估计进行解算。

３　计算结果与分析

　　ＣＨＡＭＰ卫星上装载有高精度的ＧＰＳ接收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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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其相位观测数据可由德国ＧＦＺ获取，数据采

样率为１０ｓ。本文下载了２００１年５月２１日至３１

日共７ｄ的数据（ＲＩＮＥＸ格式）。

为了采用星地双差观测量确定地球重力场模

型，需要ＩＧＳ跟踪站的ＧＰＳ观测数据。根据站点

分布均匀、观测量数量尽可能多、每天观测量至少

约在２００ＫＢ以上（ＣＲＩＮＥＸ格式，也称为 ＨＡ

ＴＡＮＡＫＡ格式）、观测精度高、站点稳定、能够实

现连续观测等特点，从全球３５０个左右的ＩＧＳ跟

踪站中选择了４８个ＩＧＳ跟踪站对ＣＨＡＭＰ卫星

进行跟踪。由相应网站下载对应时间段的 ＧＰＳ

观测数据（ＣＲＩＮＥＸ格式）、ＧＰＳ卫星广播星历

（ＲＩＮＥＸ格式）以及气象数据（ＲＩＮＥＸ格式）。

首先对ＧＰＳ观测数据进行预处理，进行钟差

改正、大气延迟改正，计算天线相位中心改正和偏

差，进行周跳探测和修复，解算整周模糊度。保守

摄动采用模型模制，非保守摄动使用星载加速度

计数据。然后利用动力学方法进行地球重力场模

型参数解算，以ＯＳＵ９１Ａ为参考重力场模型（完

全到７０阶次），解算了７０阶次的地球重力场模

型。表１给出了参数解算中用到的模型。图１给

出了由解算的地球重力场模型系数计算的大地水

准面起伏，图２给出了所解算的重力场模型与

ＥＧＭ９６相比的大地水准面起伏差值（完全到７０

阶次）。与ＥＧＭ９６相比（完全到７０阶次），本文

解算的重力场模型的大地水准面起伏差值的差异

均方差为０．５２２ｍ，平均差异为－０．００３ｍ，最大

差异为２．８７２ｍ，最小差异为－２．５３１ｍ，这说明

所解算的模型与ＥＧＭ９６没有系统性差异。从图

２可以看出，与ＥＧＭ９６相比，本文解算的模型在

两极有较大的误差，主要是由于ＣＨＡＭＰ卫星的

轨道倾角为８７．２７°左右，在两极存在数据空白，

这需要其他重力测量手段进行补充；同时只采用

了７ｄ的数据，数据量较少，卫星地面轨迹覆盖不

均匀。另外，经过预处理的ＧＰＳ数据中也可能包

含残余的模糊度和周跳等影响。在一些局部区

域，本文解算的模型与ＥＧＭ９６也有较大的差异，

如青藏高原、智利等，主要是由于ＥＧＭ９６是利用

地面重力测量、海洋重力测量、卫星测高等多种数

据得到的全球重力场模型［１３］。同时也与德国

ＧＦＺ解算的ＥＩＧＥＮ１Ｓ模型（７０阶次）进行了比

较，其大地水准面起伏差异平均值为０．００５ｍ，标

准偏差（ＳＴＤ）为０．１４９ｍ。

表１　采用的标准模型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ＭｏｄｅｌｓＵｓｅｄ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

模型 标准 备注

多体摄动 ＪＰＬＤＥ４０５ ＩＥＲＳ

参考重力场模型 ＯＳＵ９１Ａ ＯＳＵ

固体潮 ＯＳＵ９１Ａ

海潮 ＯＳＵ９１Ａ

极潮 犽２＝０．３ ＩＥＲＳ

图１　所解算地球重力场模型（７０阶次）

的大地水准面起伏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ｉｄＵｎ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ｌｖｅｄＥａｒｔｈＧｒａｖｉｔｙ

ＦｉｅｌｄＭｏｄｅｌｕｐｔｏＤｅｇｒｅｅａｎｄＯｒｄｅｒ７０

　　　　

图２　所解算模型与ＥＧＭ９６（７０阶次）

的大地水准面起伏差值

Ｆｉｇ．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ＧｅｏｉｄＵｎ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ＧＭ９６ａｎｄＳｏｌｖｅｄＭｏｄｅｌ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

４　结　语

本文利用星载ＧＰＳ和ＩＧＳ跟踪站构成星地

双差相位观测量，采用ＣｏｗｅｌｌⅡ数值积分法进行

轨道积分，利用分块Ｂａｙｅｓ最小二乘估计解算地

球重力场参数。利用７ｄ的ＣＨＡＭＰ星载 ＧＰＳ

数据，以ＯＳＵ９１Ａ为参考重力场模型，初步解算

出一个完全到７０阶次的地球重力场模型。结果

表明，本文解算的地球重力场模型与ＥＧＭ９６没

有系统性差异。本文结果只是初步结果，有待于

进一步改进，特别是星载ＧＰＳ数据预处理、数据

编辑、解算策略、摄动力模型等。

致谢：德国ＧＦＺ的ＺｈｕＳＹ教授、美国ＯＳＵ

的ＳｈｕｍＣＫ教授提供了许多资料和建议，特此

表示感谢。同时感谢德国ＧＦＺ提供了ＣＨＡＭＰ

星载ＧＰＳ原始观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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