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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载加速度计的动力法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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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模拟轨道，利用动力法对星载加速度计校准进行了研究。用不同参考重力场模型获得的校准参

数分别重新积分卫星轨道，与模拟轨道的差异最大可达ｍ级。结果表明，参考重力场模型误差对加速度计校

准的影响不可忽略，在校准加速度计的同时应解算重力场模型，以削弱模型误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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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载加速度计是新一代重力场探测卫星的重

要载荷，用于分离作用于卫星上的非保守力［１３］。

卫星运动过程中，设备的物理特性总是随时变化，

与设计值有一定的偏差，因此加速度计观测值存

在一定的偏差，需要引入偏差参数和尺度参数进

行加速度计校准。校准方法主要有能量法和动力

法。能量法校准有两种：① 利用参考重力场模型

校准加速度计［４７］；② 通过交叉点处扰动位相等

的准则校准加速度计［４，６］。第一种方法是由几何

轨道［８］和加速度计观测，按能量守恒原理计算卫

星沿轨扰动位［９］，与参考重力场模型扰动位的差

异是由加速度计校准因子的不准确引起的，进而

进行加速度计校准。这一方法的不足是会引起校

准结果的偏差。第二种方法则是在卫星上升弧和

下降弧交点处扰动位相等准则约束下实现加速度

计校准，这样，就需要将扰动位归算到同一参考轨

道上，可能会存在扰动位的向上或向下延拓问

题［４，６］，从而引起不适定。

本文通过模拟精密轨道，由动力法进行加速

度计校准。通过积分轨道与精密轨道的差异逐步

精化卫星动力模型，包括加速度计的校准。该方

法的输入与能量法校准的输入完全一样，因此采

用动力法校准可以进一步探讨参考重力场模型对

加速度计校准的影响，并提供如何提高加速度计

校准精度的优化方案。

１　加速度计的动力法校准原理

根据动力法基本原理，顾及加速度计校准参

数的卫星非保守力模型可表达为［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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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犳狓，犳狔，犳狕）为惯性系卫星所受的非保守力；

（犳
犪
狓，犳

犪
狔，犳

犪
狕）为加速度计观测分量；（犽狓，犫狓）、（犽狔，

犫狔）和（犽狕，犫狕）分别为加速度计观测值３个分量的

尺度参数和偏差参数；犚为加速度计坐标系到惯

性系的转换矩阵［１０］。因此，采用精密轨道校准加

速度计的观测模型可表达为：

珒狉＝珒狉（珒狉０，珗狏０，珒β） （２）

其中，珒狉０ 和珗狏０ 为初始时刻轨道状态，分别为位置

和速度向量；珒β为参数向量。按动力法原理，在求

解变分方程后可将观测方程线性化［１１］。若固定

重力场模型参数，则加速度计校准解与能量法的

一致，因此两种校准方法之间的结果可以相互检

核。若将重力场模型参数作为待解参数，则可同

时获得加速度计校准结果和重力场模型。

２　数值分析

　　精密轨道采用ＧＧＭ０２Ｓ９０ｘ９０模型
［１２］与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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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加速度计尺度参数、偏差参数模拟。考虑到

重力场模型解算的需要，本文统一采用１２ｈ的弧

段进行校准，故每１２ｈ进行一次加速度计校准，

数据采样率为１０ｓ。模拟精密轨道时随机选取的

尺度参数 犽狓、犽狔、犽狕 分别为 １．０００３００００２、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１０和０．９２００００００１，偏差参数犫狓、犫狔、

犫狕 分别为２．１３×１０
－１０ ｍ／ｓ２、－１．１０×１０－９ ｍ／ｓ２

和５．８２×１０－１０ｍ／ｓ２。

本文采用两种方法评价加速度计校准结果。

１）将不同参考重力场模型对应的加速度计

校准结果和真值进行比较，分析参考重力场模型

对校准结果的影响。

２）利用校准结果重新积分卫星轨道并与真

实轨道比较，研究参考重力场模型的影响。

加速度计校准分别采用ＧＧＭ０２Ｓ（方案犃）、

ＥＩＧＥＮ１Ｓ（方案犅）、ＥＧＭ９６（方案犆）和ＯＳＵ９１

（方案犇）作为初始的参考重力场模型积分轨道。

加速度计尺度参数的初值选１，偏差参数初值选

０，校准结果见表１。

表１　选用不同参考重力场模型的加速度计校准结果

Ｔａｂ．１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ｃｃｅｌｅｒｏｍｅｔｅｒＵｓｉｎｇＶａｒｉｏｕｓ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Ｍｏｄｅｌａｓ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ｉｅｌｄ

犽狓 犽狔 犽狕 犫狓／（ｍ·ｓ－２） 犫狔／（ｍ·ｓ－２） 犫狕／（ｍ·ｓ－２）

犃 １．０００３００００２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１０ ０．９２００００００１ ２．１３×１０－１０ －１．１０×１０－９ ５．８２×１０－１０

犅 １．０００４５３９３２ １．１００１４４３２０ ０．９１９８５１２０５ ２．７２×１０－９ －４．９２×１０－９ －３．０８×１０－９

犆 １．００２４１２８２１ １．１０１６５１６１９ ０．９１８１４６３７６ ５．００×１０－８ －３．２９×１０－９ －１．２９×１０－８

犇 １．００７９０８６１４ １．１０６２９６８９５ ０．９１２８２７５０９ １．５１×１０－７ ４．２９×１０－８ １．４６×１０－７

　　利用校准的加速度计尺度参数和偏差参数重

新积分轨道，并与模拟的精密轨道进行比较。由

于卫星的径向轨道对地球重力场最敏感，这里仅

给出径向统计结果。由表２可知，轨道径向差异

最大可达４．５８ｍ（方案犇）。

表２　利用不同校准结果积分的轨道与真实

轨道径向差异统计／ｍ

Ｔａｂ．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Ｒａｄｉ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Ｏｒｂｉｔ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ｎｄＴｒｕｅＯｒｂｉｔ／ｍ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犃 －７．３６×１０－８ １．７５×１０－７ ２．１３×１０－８ ５．４５×１０－８

犅 －４．３４×１０－２ ８．１２×１０－２ １．２２×１０－２ ３．０３×１０－２

犆 －９．９２×１０－１ ８．８１×１０－１ １．２８×１０－２ ３．９２×１０－１

犇 －４．５８ ３．１１ －４．４６×１０－２ １．３３

　　方案犃实际上是对软件的可靠性测试。表２

表明，参考重力场模型对加速度计校准的影响非

常显著，模型精度会直接影响加速度计校准结果。

为了提高校准的可靠性和后续的重力场模型解算

精度，应尽可能使用最精确的重力场模型。

为进一步提高加速度计校准精度并降低参考

场对校准结果的影响，需同时进行重力场模型解

算和加速度计的校准［１３］（简称为同解法校准）。

本文模拟了１５ｄ共３０个弧段的轨道，初始重力

场模型选 ＯＳＵ９１。所有弧段加速度计比例因子

和偏差因子的校准结果与真值的差异统计见表

３。可以看出，利用校准参数及恢复的重力场模型

所积分的轨道与模拟轨道（共１２９６００个观测值）

径向差异的标准差为５．９２×１０－４ｍ，与表２中的

结果进行对比，可以反映出同解法的巨大优势；使

用ＯＳＵ９１模型作参考场，同解法获得的校准结

果要远优于固定重力场参数的结果。由表３和表

２轨道径向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同解法最大程

度地降低了校准结果对参考重力场模型的敏感

性，提高了加速度计校准结果的可靠性。

表３　加速度计同解法校准结果与真值差异统计

Ｔａｂ．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ｃｃｅｌｅｒｏｍｅｔｅｒ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ｙ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ＴｒｕｅＶａｌｕｅｓ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尺度参数犽狓 －７．４５×１０－８ １．１３×１０－６ ７．０１×１０－９ ４．４５×１０－８

尺度参数犽狔 －６．９８×１０－８ ９．８６×１０－８ ６．３１×１０－９ ４．０１×１０－８

尺度参数犽狕 －１．０６×１０－７ ７．３２×１０－８ ７．６２×１０－９ ４．１３×１０－８

偏差参数犫狓／（ｍ·ｓ－２） －１．３８×１０－１１ １．６５×１０－１１ ２．２０×１０－１２ ７．９４×１０－１２

偏差参数犫狔／（ｍ·ｓ－２） －１．０４×１０－１１ ９．４４×１０－１２ ７．９８×１０－１４ ５．４９×１０－１３

偏差参数犫狕／（ｍ·ｓ－２） －２．２０×１０－１２ ２．０８×１０－１２ ５．８０×１０－１５ ９．２７×１０－１３

轨道径向差异／ｍ －２．５７×１０－２ ３．８９×１０－２ ２．７４×１０－６ ５．９２×１０－４

３５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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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同解法恢复重力场模型大地水准面误差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ｉｄＥｒｒｏｒｏｆＲｅｃｏｖｅｒｅｄＧｒａｖ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ｂｙ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３　结　语

本文将加速度计校准参数作为力模型参数，

利用动力法研究了加速度计的校准。结果表明，

利用动力法校准加速度计时，参考重力场模型的

选取对校准影响较大。利用校准结果重新积分卫

星轨道，则这种影响在轨道比较中更加明显，分别

采用ＥＩＧＥＮ１Ｓ、ＥＧＭ９６和 ＯＳＵ９１模型作为参

考重力场，轨道的径向精度分别为３．０３×１０－２ｍ、

３．９２×１０－１ｍ和１．３３ｍ。显然，参考重力场模型

越接近真实场，加速度计校准的结果越可靠、准

确。研究表明，同时解算重力场模型和加速度计

校准参数可以显著降低参考重力场模型误差对加

速度计校准结果的影响，从而显著提高加速度计

校准结果的可靠性。采用低精度的ＯＳＵ９１作为

参考场并进行相似的比较，同解法校准后轨道径

向差异的统计结果为５．９２×１０－４ｍ，重力场模型

可以恢复到９０阶次，累积到４０阶的大地水准面

误差优于１ｃｍ。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同时估计加速度计校准

参数和重力场模型参数的同解法是一种有效可行

的方法，若能量法采用这一校准策略，也应可以达

到类似效果。其次，采用动力法校准不存在通过

几何轨道来内插速度的问题。不足之处是同解法

校准增加了计算的复杂度和数据处理工作量，解

算大量位系数时需要选择合理的数据长度以保证

解算的稳定性。同解法恢复的重力场模型误差在

５０阶后迅速增大（见图１），这与数据覆盖率和模

型的最高阶有关，在实际数据处理中可以通过大

量的数值分析确定最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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