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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了简化动力学定轨方法中伪随机脉冲的定义、特征及估计的数学模型。结合ＣＨＡＭＰ星载ＧＰＳ

实测数据，讨论了不同力学模型及观测值情况下的随机脉冲的估计，并分析了随机脉冲在不同情形下的大小

变化及其对定轨精度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随机脉冲的大小和使用的力学模型、是否估计经验参数及使用

的观测值精度有关系。在力学模型误差较大的情况下，随机脉冲的设置能有效地补偿和吸收模型误差，从而

提高定轨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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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助低轨卫星而展开的科学研究及各种应用

技术的迅猛发展，对低轨卫星定轨精度提出了越

来越高的要求［１］。由于能全天候、连续提供低轨

卫星的高精度跟踪数据，星载ＧＰＳ接收机的使用

开创了低轨卫星精密定轨的新途径［２］。利用星载

ＧＰＳ接收机跟踪到的连续ＧＰＳ观测值，可以使用

传统的动力学方法定轨，但当确定像ＣＨＡＭＰ之

类的低轨卫星轨道时，却很难将作用在低轨卫星

上的力特别是大气阻力及地球重力场，用模型精

确地描述出来。一个克服轨道模型缺陷的基本方

法是将较长定轨弧段分成数个较短弧段。在这种

情况下，力学模型误差被较短弧段的初始状态向

量最大程度地吸收，这就是短弧定轨法［３６］。但随

着定轨弧段的增加，与弧段相关的参数也大量增

加，力学模型误差也会随之积累，导致轨道精度降

低。解决这个问题另一种常用而又有效的方法是

利用随机微分方程系统代替描述低轨卫星运行轨

道的确定性卫星运动方程，这个随机微分方程除

了包含所有主要力外，还包含由已知均值（通常由

零均值向量表示）和先验方差协方差定义的所谓

的伪随机加速度，这种定轨方法即引入了随机脉

冲的简化动力学方法［７１２］。在这个更为广义的理

论框架下，每个待估参数都可以用一个随机过程

来代替，不仅考虑观测噪声，还考虑系统噪声。本

文介绍了一种利用传统最小二乘方法建立的、考

虑低轨卫星轨道随机变化的简化动力学定轨方

法。它在本质上等价于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方法，其区

别在于随机参数部分是通过对轨道的一阶导数引

入，而非二阶导数。

１　伪随机脉冲的定义及数学模型

１．１　定义及特征

对某历元狋犻，在预定方向犲上发生的瞬时速

度变化δ狏称一个随机脉冲
［５，１１，１２］。一般的，可以

在每一个历元的３个不同方向（不一定要正交）设

置３个随机脉冲，通常是每隔一定间隔在径向、切

向和法向上各设置一个随机脉冲，或在这３个方

向的合成方向上设置一个随机脉冲。由于实际定

轨时，无需在每个观测历元都设置随机速度脉冲

变量，而是每隔一定时间设置一个或一组随机脉

冲，因此称其为伪随机脉冲。借助于事先引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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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速度变化的伪观测值，可以将速度变化约束

到适当小的值。伪随机脉冲的特征如下。

１）每个轨道弧段都是连续的；

２）每个弧段都可以用常规普通微分方程系

统分段表示；

３）在预定历元狋犻，允许低轨卫星在预置方向

瞬时改变其速度；

４）伪随机脉冲δ狏全部是经典最小二乘平差

过程的正常参数；

５）每个伪随机脉冲由一个期望值和方差来

表征。

通过改变伪随机脉冲预置历元间隔、期望值

及方差，定轨方法可以在纯动力学法、几何法及简

化动力学定轨方法之间变化。

１．２　数学模型

速度脉冲变化的大小定义为［５，１２］：

δ狏＝０ （１）

其权为：

狑＝
σ
２
０

σ
２（δ狏）

这里，δ狏被定义为期望为０、方差为σ
２（δ狏）的随机

变量，σ
２
０为单位权方差。

如果σ（δ狏）很大，权狑就很小，这样可以使δ狏

吸收较大的力模型误差。如果σ（δ狏）很小，权狑

就很大，这时力的模型较准，仅允许有微弱的速度

变化。速度允许变化的范围大约在±３σ（δ狏）之

间。

在历元狋犻，伪随机脉冲δ狏的偏导数可以用初

始历元狋０的６个轨道根数的偏导数的线性组合表

示。狋犻时刻低轨卫星初始状态的变化为
［５，１２］：

δ狉（狋犻）＝δ狏·犲

δ狉（狋犻）＝０
（２）

其中，犲为瞬时真赤道坐标系中径向、切向、法向３

个方向中的一个方向上的单位向量。具体表达式

分别为：

犲犚 ＝
→
狉

‖狉‖

犲犖 ＝
→
狉×狉

·
→

‖
→
狉×狉

·
→

‖

犲犜 ＝犲犖 ×犲犚

式中，→狉、狉
·
→
分别为低轨卫星瞬时位置向量和速度

向量。

忽略高阶项，当狋≥狋犻时，由随机脉冲引起的

轨道变化为：

δ狉（狋）＝
狉

（δ狏（ ））（狋）δ狏 （３）

　　同运动方程相联系的变分方程的解和上述初

始条件决定了变分方程的一个特殊解。另一方

面，每一个微分方程的线性同源特殊解都可以写

成完整解的线性组合。δ狏的偏导数为
［５，１２］：

狉

（δ狏（ ））（狋）＝∑
６

犽＝１
β犽
狉

犐（ ）
犽

（狋）＝∑
６

犽＝１
β犽狕犽（狋）

（４）

式中，犐犽表示相对于初始历元狋０的６个轨道参数

之一。函数狕犽（狋）是变分方程中初始轨道参数犐犽

的解。上面线性组合的６个系数β犽（犽＝１，２，…，

６）由以下条件方程确定：

∑
６

犽＝１
β犽狕犽（狋犻）＝０ （５）

∑
６

犽＝１
β犽
狕犽（狋犻）＝犲 （６）

　　同样，犲也是径向、切向、法向３个方向中的

一个方向上的单位向量。相应的，可以求出这３

个方向伪随机脉冲的偏倒数。

２　算例及分析

为了验证不同定轨情况下随机脉冲的大小及

其对定轨精度的调节作用，本文研究了以下几种

情形。

１）考虑先验力学模型，其中重力场模型为

１２０阶的ＴＥＧ４，其他力学模型包括日月引力、地

球潮汐、海潮模型、广义相对论效应、太阳辐射压

及大气阻力等，估计了９个太阳辐射压摄动经验

参数（包括３个常数和６个每圈一次的项）。在径

向、切向、法向方向上，随机脉冲的设置间隔都是

３０ｍｉｎ；３个方向的随机脉冲的先验ＲＭＳ为１０

ｍｍ／ｓ；观测值为２００３年７月２９日的 ＣＨＡＭＰ

卫星上的星载ＧＰＳ接收机跟踪到的双频观测值。

为了消除电离层影响和避免解算相位整周模糊

度，采用伪距消电离层组合和双频相位消电离层

组合的历元间单差值作为定轨的基本观测

值［１３，１４］。

２）除了不估计９个经验参数，其他情况

同１）。

３）力学模型仅使用了１２０阶的ＴＥＧ４，其他

情况同１）。

４）力学模型仅用了１２０阶的ＴＥＧ４，不估计

９个经验参数，其他情况同１）。

５）除了观测值仅为双频伪距的消电离层组

合外，其他情况同１）。

针对以上几种情形，用本文描述的随机模型

７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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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了不同情况下随机脉冲的大小，并研究随机

脉冲对定轨精度的调节作用，得到的随机脉冲绝

对值的统计结果见表１。表１中犚 表示径向、犜

表示切向、犖 表示法向，ａｂｓ表示绝对值。同时，

还统计了以上各种情形下的定轨结果，并将定轨

结果和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ＴＵＭ解算的同一天

的ＣＨＡＭＰ轨道进行比较，比较结果见图１。

表１　不同情况下估计的随机脉冲绝对值的统计结果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ｓｔｉｃ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ｏｒｓｏｆ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Ｐｕｌｓｅ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ａｓｅｓ

定轨

方案

脉冲

方向

ｍａｘ（ａｂｓ）

／ｍ

ｍｉｎ（ａｂｓ）

／ｍ

均值（ａｂｓ）

／ｍ

标准差

（ａｂｓ）／ｍ

１） 犚 ０．９９０２ ０．０００１ ０．１６５５ ０．１８９１

犜 ０．２３９４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７８７ ０．０５２１

犖 ０．３１９５ ０．００８０ ０．１２７８ ０．０７９８

２） 犚 ２．０５９１ ０．００７１ ０．５７５０ ０．６３２３

犜 １．８３５２ ０．２１３７ ０．４７９５ ０．２３９４

犖 ０．３３６４ ０．００１４ ０．１１９８ ０．０９１０

３） 犚 ２．３８６８ ０．０２０２ １．１８７１ ０．５７１３

犜 １．２４６４ ０．０２１８ ０．６３６４ ０．３２６９

犖 ０．４０５８ ０．００６６ ０．１３４０ ０．０９１５

４） 犚 ３．４４８８ ０．０２６６ １．３３５４ ０．８３３９

犜 １．６４３６ ０．０２９０ ０．７１５９ ０．４８７５

犖 ３．０１８０ ０．０３２６ １．６６０４ ０．８３７８

５） 犚 ３．９６３５ ０．０３９９ １．１２６６ ０．９０９９

犜 １．４５１３ ０．０２４６ ０．３９１３ ０．３２７１

犖 ０．４００７ ０．００３６ ０．１７７６ ０．１２１７

图１　不同情况下的定轨精度

Ｆｉｇ．１　Ｏｒｂｉｔ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Ａｃｈｉｅｖｅｄ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ａｓｅｓ

　　从表１和图１可以看出：① 除了４）外，径向

随机脉冲的值都明显大于其他两个方向上的值；

② 在１）中，由于考虑的力学模型较全且较准确，

估计了９个经验参数，再加上所用的观测值为伪

距和相位的联合，这时估计出的随机脉冲的值明

显小于其他几种情况；③ 虽然５）和１）所用的力

学模型完全相同，但由于所用观测值不同，估计出

的随机脉冲值的大小也不相同，精度较高的相位

观测值估计出的随机脉冲值较小；④ 由于在４）中

仅用重力场模型，而其他力学模型都没有使用，并

且没有估计９个经验参数，所以估计出的随机脉

冲在３个方向的值都较大；⑤ 从定轨结果来看，

１）中由于力学模型考虑比较全，估计经验参数，再

加上伪距和相位联合解算，得出的定轨结果最好；

对于３）和４）的情况，虽然只用了重力场模型，其

他模型都没有应用，但也得到了较好的定轨结果，

说明随机脉冲的设置对力学模型误差的调节作用

还是很明显的；⑥ 对于１）和５）的情况，虽然力学

模型和随机脉冲的设置完全相同，但由于使用的

观测值不同，其定轨结果也不相同；⑦ 在力学模

型不准确、不估计９个经验参数或观测值不准确

的情况下，估计的随机脉冲的值偏大，说明此时随

机脉冲的调节作用也较大。

３　结　语

１）随机脉冲的大小和力学模型、观测值精度

及是否估计９个经验参数等因素有关，在力学模

型准确、观测值精度高和估计９个经验参数的情

况下，在３个方向估计的随机脉冲的值都很小，此

种情况下的定轨精度也最高。

２）在仅用较准确的重力场模型，忽略其他力

学模型，估计经验参数和使用伪距和相位观测值

的情形下，虽然估计的随机脉冲的值较大，但得到

的定轨精度也较高，说明随机脉冲对力学模型误

差的补偿调节作用还是很明显的。

３）在其他情况都相同的情况下，使用高精度

观测值的定轨结果明显高于其他结果。

应该指出的是，由多天ＣＨＡＭＰ定轨时对随

机脉冲的估计结果与本文得到的结果类似，考虑

文章篇幅，仅用１ｄ的算例说明。另外，随机脉冲

的大小除和所用力学模型、估计经验参数与否及

观测值精度高低有关外，还和随机脉冲先验方差

大小、随机脉冲的预置间隔等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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