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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轨道叠加的方法，对将单天解轨道合成为多天解轨道算法过程进行了详细推导，并通过算例证明

了轨道合成对提高轨道产品精度（特别是在局域定轨中）的有效性。同时对利用动力平滑的方法实现简化的

轨道合成进行了原理分析，并对基于法方程叠加的轨道合成与利用动力平滑的方法进行简化的轨道合成方

法进行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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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ＧＳ所发布的轨道结果是对７个ＩＧＳ分析中

心（ＣＯＤＥ、ＥＭＲ、ＥＳＡ、ＧＦＺ、ＪＰＬ、ＮＧＳ、ＳＩＯ）各

自的轨道处理结果的合成结果。由于单天解轨道

的末端效应，两端轨道误差往往相对较大，且各天

的轨道之间不连续，各分析中心为进一步提高轨

道的质量，需将单天解轨道合成为多天解轨道，并

提供多天解轨道的中间轨道部分参加多分析中心

轨道的最终合成，以形成ＩＧＳ精密轨道。通常而

言，通过轨道合成所得到的中间轨道部分结果比

相应的单天解轨道具有更高的精度。对于这一领

域，国外已有较好的研究成果［１］，国内的研究尚处

于起步阶段。

１　轨道参数与轨道合成方案

假设包含轨道参数的法方程系统与天数犻有

相应的联系：

犖犻·Δ^狆犻＝犫犻，（犻＝１，２，…，狀） （１）

式中，犻为天数；犖犻＝犅
Ｔ
犻·犘犻·犅犻为法方程矩阵；

犫犻＝犅
Ｔ
犻·犘犻·犾犻，犅犻为设计矩阵，犘犻为权矩阵，犾犻为

含有观测值的列矩阵。而参数的最终估值为：

狆^犻 ＝狆犻０＋Δ^狆犻 （２）

　　每天的参数狆犻 包括观测站坐标、模糊度参

数、对流层参数等，还有每颗卫星的轨道参数。这

些参数中的有些参数像观测站坐标一样，对于接

下来的每天可能均是不变的（因此对于多天解的

综合只需估计一套参数）。另外，像模糊度参数和

对流层参数等，每天都不一样。在进行法方程叠

加过程中，必须考虑这些参数的各自特性。对于

一颗特定的卫星，假定轨道是由犿 个轨道参数描

述的，可把它们区分为以下３类。

１）连续的轨道参数犈犻犽，犻＝１，２，…，狀；犽＝１，

２，…，６，对于第犻天弧段狋０犻历元的开普勒轨道根

数有：犈犻＝（犈犻１，犈犻２，…，犈犻６）＝（犪，犲，犻，Ω，ω，狌）犻。

２）动力学参数狇犻犽，犻＝１，２，…，狀；犽＝１，２，…，

犿１，即用于模型化太阳光压辐射所造成的摄动力

的轨道参数。

３）伪随机参数犛犻犽，犻＝１，２，…，狀；犽＝１，２，…，

犿２，其描述了在预定的方向及时刻上速度的变

化。

对于第犻天的一颗特定的卫星，所采用的参

数犿＝犿１＋犿２＋６可用下式来表示：

犗犻＝ （犗犻１，犗犻２，…，犗犻犿）＝ （犈犻１，犈犻２，…，

犈犻６，狇犻１，狇犻２，…，狇犻犿１，狊犻１，狊犻２，…狊犻犿２） （３）

狀天合成的轨道狉犮（狋）可定义为：

狉犮（狋）＝狉（狋；狅犮１，狅犮２，…，狅犮珦犿）

＝狉（狋；犈犮１，犈犮２，…，犈犮６，狇犮１，狇犮２，…，狇犮犿１，

狊１１，狊１２，…，狊１犿２，狊２１，狊２２，…，狊２犿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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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狊狀１，狊狀２，…，狊狀犿２） （４）

　　向量狉犮（狋）将狀天完整的弧段表示成一套开

普勒轨道根数、一套犿１个动力学参数、狀套犿２个

伪随机参数的函数。

在轨道计算处理中常常采用的方法是将几天

的计算轨道进行叠加，拟合出一段长轨道出来，一

般来讲是３ｄ轨道。目前所采用的方法是基于法

方程叠加（其计算方案如图１所示）。采用这种方

案的好处在于数据处理工作集中在每天的单个时

段，每天的数据处理结果存储在法方程中。３ｄ

轨道解的基础就是单天解所形成的这些法方程，

最终的轨道的解算就是将这些法方程通过最小二

乘方法进行叠加，得到最终的计算轨道。

图１　３天轨道合成计算方案

Ｆｉｇ．１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ｏｆ３ｄａｙｓＯｒｂｉｔ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２　连续单天解弧段合成多天解弧段

连续单天解弧段合成多天解弧段可以按密切

元素与动力学参数的合成和附加伪随机参数的弧

段合成两方面来考虑。为讨论问题的方便，这里

暂时不考虑附加伪随机参数的弧段合成。

第犻天的６个轨道根数犈犻＝（犪，犲，犻，Ω，ω，狌）犻

在狋历元等同于相同历元下的卫星位置狉犻（狋）和

速度狉犻（狋），因此如果希望通过第犻天的轨道参数

表示第（犻＋１）天的轨道，那么就得求助于在每天

边界卫星位置和速度的连续性，则相关联的６＋

犿１个条件方程为：

狉犻（狋犻＋１）＝狉犻＋１（狋犻＋１） （５）

狉犻（狋犻＋１）＝狉犻＋１（狋犻＋１） （６）

狇犻＝狇犻＋１ ＝狇犮 （７）

　　对上述方程进行线性化，得到从第（犻＋１）天

到第犻天的线性转换方程如下：

狉犻狘０＋∑
６

犽＝１

ｄ狉犻狘０
ｄ犈犻犽

Δ犈犻犽＋∑

犿
１

犽＝１

ｄ狉犻狘０
ｄ狇犻犽

Δ狇犻犽 ＝

狉犻＋１狘０＋∑
６

犽＝１

ｄ狉犻＋１狘０
ｄ犈犻＋１，犽

Δ犈犻＋１，犽＋∑

犿
１

犽＝１

ｄ狉犻＋１狘０
ｄ狇犻＋１犽

Δ狇犻＋１，犽

（８）

狉犻狘０＋∑
６

犽＝１

ｄ狉犻狘０
ｄ犈犻犽

Δ犈犻犽＋∑

犿
１

犽＝１

ｄ狉犻狘０
ｄ狇犻犽

Δ狇犻犽 ＝狉犻＋１狘０＋

∑
６

犽＝１

ｄ狉犻＋１狘０
ｄ犈犻＋１，犽

Δ犈犻＋１，犽＋∑

犿
１

犽＝１

ｄ狉犻＋１狘０
ｄ狇犻＋１犽

Δ狇犻＋１，犽 （９）

狇犻狘０＋Δ狇犻＝狇犻＋１狘０＋Δ狇犻＋１ （１０）

将位置向量和速度向量放在一个列矩阵中：

狉犻 ＝
狉犻狘０

狉犻狘
［ ］

０

（１１）

式（８）和式（９）的矩阵表示如下：

犎犻＋１ 犙犻＋１

０
［ ］

犐

Δ犈犻＋１

Δ狇犻＋
［ ］

１

＝
犎犻 犙犻

０
［ ］

犐

Δ犈犻

Δ狇
［ ］

犻

＋

狉υ犻狘０－狉υ犻＋１狘０

狇犻狘０－狇犻＋１狘
［ ］

０

（１２）

式中，犻为天数；犎犻为在狋犻＋１时刻从密切元素到初

始坐标和速度的转换矩阵；犙犻为动态参数的偏导

数；Δ犈犻为第犻天的密切轨道参数估值；Δ狇犻为第犻

天的动力学参数估值；犈犻｜０为单天轨道所对应的

先验密切参数（狋＝狋犻＋１）；狉υ犻｜０为单天轨道所对应

的先验位置与速度（狋＝狋犻＋１）；狇犻｜０为单天轨道的先

验动力学参数狇犻｜０＝（狇犻１，狇犻２，…，狇犻犿１）｜０。

为了得到转换方程，对式（１２）进行处理，认为

Δβ

）

＝［Δ犈犻＋１，狇犻＋１］
Ｔ，且有：

犎犻＋１ 犙犻＋１

０
［ ］

犐

－１

＝
犎－１
犻＋１ －犎

－１
犻＋１犙犻＋１

０
［ ］

犐
（１３）

则有：

Δ犈犻＋１

Δ狇犻＋
［ ］

１

＝
犓犻＋１，犻 犔犻＋１，犻

０
［ ］

犐

Δ犈犻

Δ狇
［ ］

犻

＋
犕犻＋１，犻

犖犻＋１，
［ ］

犻

（１４）

式中，犓犻＋１，犻＝犎
－１
犻＋１·犎犻；犔犻＋１，犻＝犎

－１
犻＋１·（犙犻－

犙犻＋１）；犕犻＋１，犻＝犎
－１
犻＋１·｛（狉υ犻｜０－狉υ犻＋１｜０）－犙犻＋１·

（狇犻｜０－狇犻＋１｜０）｝；犖犻＋１，犻＝狇犻｜０－狇犻＋１｜０。

用形如式（１４）的转换序列，通过第１天的参

数来表示第（犻＋１）天的参数。通过下列递归的方

法得到：

Δ犈犻＋１

Δ狇犻＋
［ ］

１

＝
犓犻＋１ 犔犻＋１，１

０
［ ］

犐

Δ犈１

Δ狇
［ ］

１

＋
犕犻＋１，１

犖犻＋１，
［ ］

１

（１５）

式中，犓犻＋１，１＝犓犻＋１，犻·犓犻，１；犔犻＋１，１＝犔犻＋１，犻＋犓犻＋１，犻

·犔犻，１，犕犻＋１，１＝犕犻＋１，犻＋犔犻＋１，犻·（狇１｜０－狇犻｜０）＋

犓犻＋１，犻·犕犻，１；犖犻＋１，１＝狇１｜０－狇犻＋１｜０。

在将法方程叠加合成前，根据下列转换原则

对第（犻＋１）天相应的法，方程系统进行转换。

Δ狔＋犲＝犡Δβ，犇（Δ狔）＝σ２犘
－１ （１６）

犡Ｔ犘犡Δ^β＝犡
Ｔ犘Δ狔→犖Δ^β＝犫

（犖＝犡
Ｔ犘犡，犫＝犡

Ｔ犘Δ狔） （１７）

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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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及参数转换方程，可将式（１７）中的Δ
烇烋
β解

释为：

Δ
烇烋
β＝犅Δ

珓
β＋ｄβ （１８）

式中，犅为狌×狌的转换矩阵；ｄβ为狌×１的列向

量。

将式（１８）代入式（１６），则有：

Δ狔－犡ｄβ＋犲＝犡犅Δ
珓
β （１９）

因此，法方程为：

犅Ｔ犡Ｔ犘犡犅Δ珓β＝犅
Ｔ犡Ｔ犘Δ珘狔，Δ珘狔＝Δ狔－犡ｄβ

（２０）

结合式（１７），则有：

珦犖Δ珓β＝
珘犫 （２１）

式中，珦犖＝犅Ｔ犖犅，珘犫＝犅（犫－犖ｄβ）。

另外一种可供选择的办法是将全部的轨道参

数犈犻和狇犻（犻＝２，３，…，狀）都保留在合成的法方程

中，通过引入限制条件方程将这些参数与第一天

的参数连接。

３　轨道合成的算例分析

为检验前述的基于法方程叠加的轨道合成的

方法的可行性，笔者在所研制的基于坐标模式的

参数估计程序的基础上进行了部分扩展，增加了

连续单天解弧段合成多天解弧段部分。

采用２００３１０１５～１７日的定轨结果进行轨

道合成。该定轨结果采用了５个连续跟踪站的观

测数据进行轨道估计，其单天解轨道估计时以广

播星历作为先验轨道，通过单天解轨道与ＩＧＳ精

密轨道的比较得出。由于定轨所采用的地面跟踪

站数据有限，且分布在局部区域，在每天中地面跟

踪站对ＧＰＳ卫星的可视弧段有限，没有足够的观

测数据进行约束，造成有些卫星单天定轨的结果

比较差，最差的可能达到几十 ｍ。对于那些跟踪

时间较长的卫星，其定轨精度大致在５ｍ以内。

然后采用基于轨道叠加的方法进行轨道合成，合

成后的３天解轨道与ＩＧＳ精密轨道的比较如表１

所示。

表中，ＰＲＮ为卫星号；Ｔｏｔａｌ为某一卫星的总

体精度；Δ犚为某一卫星的径向精度；Δ犃 为某一

卫星的切向精度；Δ犆 为某一卫星的法向精度。

从表１可以看出，经轨道合成后的３天解轨道相

对于单天解轨道而言，其精度有明显的改进。３

天解轨道精度在１ｍ左右，且其法向误差最小，

径向误差次之，切向误差最大。经轨道合成后轨

道精度明显提高的原因在于：由于利用３个单天

解轨道按轨道叠加的方法进行轨道合成得到３天

表１　轨道合成（３天解）结果与犐犌犛精密轨道的比较／犿

Ｔａｂ．１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Ｏｒｂｉｔ（３ｄａｙｓ）

ａｎｄＩＧＳＯｒｂｉｔ

ＰＲＮ Ｔｏｔａｌ Δ犚 Δ犃 Δ犆

１０

月

１５

日

　

～

１０

月

１８

日

１ １．３３８４ ０．５６７７ １．６１１０ １．５６７４

２ ０．９２３０ ０．５７９０ １．４２２３ ０．４６２４

３ １．２８２５ ０．６７２０ ２．０１４０ ０．６４６１

４ ０．８８９１ ０．６１３２ １．１７０８ ０．７９０５

５ ０．９７１７ ０．６７７０ １．４３８４ ０．５５１２

６ １．１７７６ ０．８０３５ １．７６７５ ０．６２５８

７ ０．８５６４ ０．６１５０ １．１１２０ ０．７６５３

８ ０．９１６３ ０．６００２ １．３１７４ ０．６４５７

９ １．６６７０ ０．７５１７ ２．６１１９ ０．９５１８

１０ ０．９４７６ ０．６３６６ １．２２８１ ０．８８４０

１１ １．１６３９ ０．５１６５ １．７９０５ ０．７６７６

１３ １．２２４３ ０．７１８２ １．７５１９ ０．９５５７

１４ ０．８８６８ ０．６４８９ １．２３１３ ０．６４９５

１５ １．２２０１ ０．５９９３ １．７７９４ ０．９６６０

１６ ０．７３５９ ０．４４３４ １．０８５９ ０．４９９２

１７ １．１８２５ ０．６２５３ １．８１３６ ０．７０５０

１８ ０．７０１３ ０．４７６９ １．０２３８ ０．４４４８

２０ ０．９３５３ ０．７１２９ １．２７８２ ０．６９４０

２１ ０．７８９２ ０．５８２３ １．０３４４ ０．６７７７

２３ １．６２３４ １．２４５７ ２．３４０４ ０．９３４６

２４ ０．８８１２ ０．５８９０ １．２９１２ ０．５６１６

２５ ０．７９８７ ０．５４１８ １．２００３ ０．４２４２

２６ ０．８８３２ ０．４６１５ １．３４７３ ０．５５１５

２７ １．１２３６ ０．５８８８ １．６６４０ ０．８１５１

２８ ０．９４６５ ０．６２２８ １．４３２０ ０．４９５５

２９ ０．９７４６ ０．５２５３ １．５３８７ ０．４５７１

３０ １．０１６４ ０．６７１５ １．３８７９ ０．８４７２

３１ １．１４２５ ０．５３５７ １．７４５２ ０．７５４３

解轨道与直接利用３ｄ的观测数据进行定轨的效

果是一致的。在局域定轨中，对于单天解，地面跟

踪站对某些ＧＰＳ卫星的可视弧段非常少（甚至在

某些测站上对某些卫星根本就没有观测值），由于

没有足够的观测数据进行约束，这样单天定轨的

结果可能会发散，造成有些卫星单天定轨的结果

比较差。在进行轨道合成后，在３ｄ内地面跟踪

站对ＧＰＳ卫星的可视弧段要提高很多，在利用单

天观测数据进行定轨过程中，地面站对卫星的跟

踪只集中在某一弧段。而对于３天解弧段，从长

弧段的观点来看，可以认为，在整个３天解弧段

中，地面跟踪站都对卫星有非连续的观测值，这对

避免定轨结果的发散是非常有效的。这一点可用

图２直观地说明。

为了比较轨道合成后的３天解轨道中每一天

的轨道精度区别，如图３所示。

从图３可以看出，利用３个单天解轨道进行

轨道合成以后，得到的３天解轨道，对于每一个卫

星而言，其３天解轨道的第二天轨道的效果总体

而言是最好的，这也就是目前许多ＩＧＳ分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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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轨道合成对局域定轨的影响分析

Ｆｉｇ．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Ｏｒｂｉｔ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ｔｏ

ＬｏｃａｌＯｒｂｉｔ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犃犆）在提供最终精密轨道时，采用３个单天解轨

道进行轨道合成，取轨道合成结果的中间一天的

轨道作为最终提供的轨道的原因。但需要注意的

是，３天解轨道的第二天轨道与第一天轨道或第

三天轨道的差别并不明显。由此可见，对于局域

定轨，轨道合成的效用不仅在于保持轨道的连续

性，其更重要的作用在于显著地提高了定轨的精

度。这一点对建立我国自己的导航定位系统以及

发展航天技术是非常重要的。由于政治上的各种

原因，我国地面跟踪站（测控站）不可能是全球覆

盖的，只能是采用局域定轨，在单天解的轨道精度

较差的情况下，采用轨道合成的方法能明显提高

定轨或轨道测控的精度。

图３　轨道合成后的单天轨道精度

Ｆｉｇ．３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１ｄＯｒｂｉｔ

４　利用动力平滑的方法进行简化的

轨道合成

　　进行精密定轨可以得到单天的轨道参数（包

括轨道根数和光压参数等），在统一的力模型下对

所求得的轨道参数进行积分，可以得到任意时间

间隔的ＧＰＳ卫星位置。此时的ＧＰＳ轨道以一系

列的离散点的形式表示。如果将相邻多天的定轨

结果作为含有误差的虚拟观测值，重新利用动力

条件进行定轨，则可实现利用动力平滑的方法进

行简化的轨道合成。

进行轨道平滑可以采用纯数学的多项式平

滑，但其忽略了动力信息，效果一般。因此一般的

做法是顾及动力模型，采用附加经验参数的动力

平滑方法。３ｄ的轨道平滑过程如图４所示。

图４　３ｄ的轨道平滑过程

Ｆｉｇ．４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ｏｆ３ｄＯｒｂｉｔＳｍｏｏｔｈｉｎｇ

　　从图４可以看出，利用动力平滑的方法进行

简化的轨道合成的实质是在顾及动力模型的前提

下，利用多天的轨道位置去拟合出一套轨道参数，

利用该轨道参数可以积分出多天的连续轨道。

与前述的基于法方程叠加的轨道合成方法相

比，利用动力平滑的方法进行简化的轨道合成，将

每天的轨道位置作为虚拟观测值进行处理，从而

忽略了原始观测值残差信息，从理论上是不严密

的，但实际处理得到的轨道较为平滑。

５　结　语

　　本文采用轨道叠加的方法，对将单天解轨道

合成为多天解轨道的算法进行了详细推导，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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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了利用动力平滑的方法进行简化的轨道合成

的处理流程，并通过算例证明：对于局域定轨，轨

道合成的效用不仅在于保持轨道的连续性，其更

重要的作用在于显著地提高了定轨的精度。轨道

合成的处理是建立卫星导航数据分析中心必须具

备的前提。考虑我国二代导航系统发展的实际需

要，我们应该加强轨道合成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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