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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ＧＰＳ卫星预报星历，在比较分析ＥＫＦ和 ＵＫＦ优缺点的基础上，将 ＵＫＦ引入ＧＰＳ卫星轨道

预报研究中。数值模拟和结果分析表明，ＵＫＦ方法预报更稳定，能有效地提高轨道预报精度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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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实时动态精密单点定位中，ＧＰＳ卫星用作

位置已知的高空观测目标，卫星轨道误差直接影

响用户接收机的定位精度。由于来自ＩＧＳ的精

密ＧＰＳ最终轨道产品要１３ｄ以后才发布，即使

快速轨道也要１７ｈ以后才能获取
［１］，使得实时动

态定位难以实现，因此要进行轨道预报。

本文采用动力学轨道预报方法，在比较分析

扩展卡尔曼滤波（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Ｋａｌｍａｎｆｉｌｔｅｒ，ＥＫＦ）

和分步逼近卡尔曼滤波（ｕｎｓｃｅｎｔｅｄＫａｌｍａｎｆｉｌ

ｔｅｒ，ＵＫＦ）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 ＵＫＦ的

ＧＰＳ轨道动力学短期预报研究。

ＥＫＦ是非线性系统中最常用的一种递推滤

波算法，但不适用于考虑较多摄动项的动力学方

程［２］。ＵＫＦ和ＥＫＦ的思路基本相同，关键区别

在于两者采用了不同的方式确定系统状态的预测

均值和协方差阵。ＵＫＦ是估计随机变量的非线

性变换的概率密度而不是估计泰勒级数展开的非

线性函数，ＵＫＦ无需像ＥＫＦ那样对非线性的动

力学方程和测量方程进行线性化处理，通过 ＵＴ

变换（ｕｎｓｃｅｎｔｅｄ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直接将动力学

系统和非线性观测方程进行非线性处理，不需要

计算动力学方程和量测方程的Ｊｏｃｏｂｉｎ矩阵，因

此算法实现比ＥＫＦ简单
［３］。

１　犌犘犛轨道预报的动力学模型

轨道参数基本上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轨道根

数ψ（犪，犲，犻，Ω，ω，犕），另一种是卫星的位置矢量狉


和速度矢量狉
·
。在低轨卫星的精密定轨中，由于

力学模型复杂，一般采用位置矢量狉和速度矢量狉
·


作为轨道参数［４］。对于像ＧＰＳ这样的中高轨卫

星而言，轨道高度较高，有些摄动项由于量级太小

可不考虑，力学模型比较简单，利用ψ（犪，犲，犻，Ω，

ω，犕）和（狉，狉
·
）均可以。

１）卫星轨道根数作为轨道参数卫星摄动的

运动方程为［６］：

狉
¨
 ＝－（犌犕／狉

３）狉＋犪狆 （１）

其中，犪狆＝犪ｎｏｎ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犪ｓｕｎ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犪３ｂｏｄｙ＋犪ｏｔｈｅｒｓ。

对于ＧＰＳ卫星，轨道根数微分方程为
［６］：

犪＝
狆

槡犌犕·
２犪

１－犲
２
· 犲·ｓｉｎ狏·犚＋

狆
狉
·｛ ｝犛 　

（２）

犲＝
狆

槡犌犕·｛ｓｉｎ狏·犚＋（ｃｏｓ狏＋ｃｏｓ犈）·犛｝　
（３）

犻
（１）
＝
狉·ｃｏｓ（ω＋狏）

狀·犪２· １－犲槡
２
·犠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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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
狉·ｓｉｎ（ω＋狏）

狀·犪２· １－犲槡
２·ｓｉｎ犻

·犠 （５）

ω＝
１

犲
· 狆

槡犌犕· －ｃｏｓ狏·犚＋ １＋
狉（ ）狆｛ ·

　ｓｉｎ狏· ｝犛 －ｃｏｓ犻·Ω （６）

犕 ＝
１

狀犪
·１－犲

２

犲
· ｃｏｓ狏－２犲（ ）狉狆 ·犚－ １（｛ ＋

　
狉）狆 ·ｓｉｎ狏· ｝犛 ＋３２·

狀
犪
· 狋－狋（ ）０ ·犪 （７）

式（２）～式（７）中，狆＝犪·（１－犲
２）为椭圆参数；狏

为真近点角；狉为卫星到地心的距离；犌犕 为地心

引力常数；狀为平均角速度；犚、犛、犠 分别为卫星

在轨道径向、横向和法向的加速度。

在短弧段轨道预报中，也可以由某时刻狋的

平均根数给出位置和速度，在此基础上，将地球非

球形引力摄动的周期项直接用卫星直角坐标的位

置和速度分量表示，区分长周期项和短周期项导

出相应的位置和速度更新量，可以避免在计算轨

道根数变化的周期项时出现奇点的问题［７］。

２）采用位置矢量狉和速度矢量狉
·
作为轨道参

数，状态量犣为：

犣＝ 狉 狉
·［ ） Ｔ （８）

相应的状态微分方程为：

犡 ＝犳（犡，狋；ε）

狋＝狋０，犡（狋０）＝犡｛
０

（９）

其中，ε为各种摄动小参数。相应的条件方程由

观测方程得到，观测方程为：

犢 ＝犎（犡，狋）＋狏 （１０）

式中，狏为观测量中的随机误差。待估状态量犡０

（改进的历元轨道）为：

犡０ ＝犡

０ ＋狓０ （１１）

由更新后的历元轨道更新状态矩阵（迭代计算）进

行下一时刻的轨道预报，以此类推。

２　犝犓犉方法的基本原理

２．１　基本思想

在ＵＫＦ中，首先根据系统先验信息选择一

组可适于系统状态的均值和协方差阵的采样点，

从而获得更多的观测假设。若犽－１时刻的滤波

值和滤波误差协方差阵分别为狓^犽－１和犘犽－１，由矩

阵 （狀＋λ）犘犽槡（ ）－１ 犻
的行或列可以得到狀个点，由

矩阵 － （狀＋λ）犘犽槡（ ）－１ 犻
的行或列又可以得到狀

个点，加上中心点，总共得到（２狀＋１）个点，这（２狀

＋１）个点直接代入系统的非线性方程进行转换，

由转换后得到的（２狀＋１）个点通过加权的方式来

预测均值狓^犽｜犽－１和协方差阵犘犽｜犽－１，最后根据预报

状态矩阵得到预报观测量，根据实测值更新预报

状态参数［１０］，依此类推。

２．２　犝犓犉算法与状态估计
［１０］

假设系统的动力模型和观测模型分别为：

狓犽＋１ ＝犉（狓犽，狌犽，狑） （１２）

狔犽 ＝犎（狓犽，狏犽，狑），犽∈ ［０，∞］ （１３）

非线性传播函数为：

γ犻 ＝犵（χ犻），犻＝０，１，…，２狀 （１４）

珔狔≈∑
２狀

犻＝０

犠
（犿）
犻 γ犻 （１５）

犘狔 ≈∑
２狀

犻＝０

犠
（犮）
犻 ｛γ犻－珔狔｝｛γ犻－珔狔｝

Ｔ

计算２狀＋１个δ采样点：

χ
犪
犽－１ ＝ 狓^犪犽－１，^狓

犪
犽－１＋ （狀＋λ）犘

犪
犽－槡 １，^狓

犪
犽－１［ －

（狀＋λ）犘
犪
犽－槡 ］１ （１６）

其中，狓犪＝（狓Ｔ，狌Ｔ，狏Ｔ）Ｔ，χ
犪＝（（χ

狓）Ｔ，（χ
狌）Ｔ，

（χ
狏）Ｔ）Ｔ。

观测值更新方程为：

犘^狔犽狔^犽 ＝∑
２狀

犻＝０

犠
（犮）
犻 ｛γ犻，犽狘犽－１－狔^

－
犽｝｛γ犻，犽狘犽－１－狔^

－
犽｝

Ｔ

（１７）

犘狓犽狔犽 ＝∑
２狀

犻＝０

犠
（犮）
犻 ｛χ犻，犽狘犽－１－狓^

－
犽｝｛γ犻，犽狘犽－１－狔^

－
犽｝

Ｔ

（１８）

犓犽 ＝犘狓犽狔犽犘
－１
狔^犽^狔犽

（１９）

狓^犽 ＝狓^
－
犽 ＋犓犽（狔犽－狔^

－
犽） （２０）

犘犽 ＝犘
－
犽 －犓犘狔^犽^狔犽犓

Ｔ
犽 （２１）

关于采样点χ犻中的元素及其相应的权值见文献

［２］。从上面的过程可以看到不需要计算Ｊａｃｏｂｉｎ

矩阵。

３　基于犝犓犉的犌犘犛轨道预报算法

３．１　由初始坐标进行犌犘犛轨道预报

已知狋０、狋１时刻的轨道坐标（^狓０，^狔０，^狕０）和（^狓１，

狔^１，^狕１），则可以得到狋１时刻的速度估计值为：

狓^１ ＝
狓^１－狓^０
狋１－狋０

，狔^１ ＝
狔^１－狔^０
狋１－狋０

，狕^１ ＝
狕^１－狕^０
狋１－狋０

（２２）

相应的估计误差方差矩阵为：

犞（^狉１）＝犘狉，犞（狓＾１）＝
犘狉

（狋１－狋０）
２

（２３）

式中，犘狉表示狋１时刻狉^１的估计误差方差矩阵，由

（^狉１，狓＾１）可以计算得到相应的狋１时刻６个轨道根

数ψ１的估计
＾
ψ１，相应的估计误差方差矩阵为：

０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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犞（^ψ１）＝

^狉１

^ψ１

狓＾１

^ψ

烄

烆

烌

烎１

－１

犞（^狉１） ０

０ 犞（狓＾狉

烄

烆

烌

烎）

^狉１

^ψ１

狓＾１

^ψ

烄

烆

烌

烎１

Ｔ

（２４）

　　利用 ＵＫＦ算法，根据卫星的某狋１时刻的位

置和速度初值（^狉１，狓＾１）计算６个轨道根数作为状

态量。已知卫星运动非线性动力模型和非线性观

测方程，若已知狋犽时刻的状态滤波值＾ψ（犽｜犽）和滤

波误差方差矩阵犘（犽｜犽），要预报与改正狋犽＋１时刻

的轨道的步骤如下。

１）确定卫星运动系统的动力学模型和观测

方程，并得到轨道预报的初值。

２）根据式（１９）计算确定２狀＋１个δ采样点。

３）计算状态参量预报值狓－犽＋１。

得到对应点权犠
（犿）
犻 和采样点χ

狓
犻，犽，由狋犽时刻

的状态滤波值狓犽计算狋犽＋１时刻的狓
－
犽＋１，关键是采

样点的权值以及状态参量和估计误差方差矩阵的

权值的确定。

４）计算预报误差方差矩阵犘（犽＋１｜犽）：

犘（犽＋１狘犽）＝Φ（犽＋１，犽）犘（犽狘犽）Φ（犽＋

１，犽）Ｔ＋ε（犽＋１） （２５）

其中，Φ（犽＋１，犽）表示从狋犽时刻到狋犽＋１时刻状态转

移矩阵。

５）计算增益矩阵犓犽。

根据犘^狔犽狔^犽和犘狓犽狔犽计算增益矩阵犓犽。

６）量测值更新（改正）。

根据前面计算的状态转移矩阵和狋犽 时刻的

增益矩阵，利用ＫＳＧ或２１阶龙格库塔等轨道积

分器积分得到狋犽＋１时刻的轨道预报值。然后利用

实测资料更新预报值、估计误差方差矩阵和状态

转移矩阵，见式（１９）～式（２１）。对于中高轨卫星

而言，摄动力除了地球中心引力外，主要包括地球

引力场非球形摄动、日月引力和太阳光压等，其他

如地球潮汐位等由于量级小而忽略［９］。

７）由狋犽＋１时刻预报狋犽＋２时刻的状态参量，重

复式（２）～式（６）步骤，以此类推。

８）用内插点公式求出非整步点时解，一般用

多阶（１０阶）Ｌａｇｒａｎｇｅ内插即可满足目前ＩＧＳ定

轨精度要求。

３．２　由预报星历进行犌犘犛轨道预报

导航电文包括广播星历和预报星历，将导航

电文的起始预报星历作为初始值，利用式（２）～式

（７）的表达式，采用ＫＳＧ或２１阶龙格库塔等轨道

积分器积分得到指定步长的卫星轨道，用内插点

公式求出非整步点时解，用内插得到其他任意时

刻ＧＰＳ卫星轨道。然后用实测资料更新观测值、

估计误差方差矩阵和状态转移矩阵，继而进行积

分，以此类推。

４　数值结果分析

本文选用２００６年５～７月的３个月ＩＧＳ轨道

产品进行分析，以２００６年５月１日（１３７３周）的

ＩＧＳ轨道产品为例，对广播星历和利用上述方法

得到的预报值进行比较分析。

从图１中可以看出，利用星历预报参数计算

ＷＧＳ８４坐标系下坐标，采样间隔为１５ｍｉｎ，以

ＩＧＳ最终轨道产品为基准，星历预报参数计算得

到的坐标与ＩＧＳ基准轨道坐标误差为２．０４４ｍ。

以地球引力场非球形摄动、日月引力和太阳

光压为例，分别基于ＥＫＦ和 ＵＫＦ方法进行轨道

预报分析，然后与ＩＧＳ的最终轨道产品比较，如

表１所示。

图１　星历预报参数计算的轨道与ＩＧＳ轨道产品的残差

Ｆｉｇ．１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ｏｆ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ＯｒｂｉｔａｎｄＩＧＳＯｒｂｉ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表１　主要计算结果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Ｒｅｓｕｌｔ

弧段 方法 狓／ｃｍ 狔／ｃｍ 狕／ｃｍ 犘／ｃｍ

１ｈ
ＥＫＦ １０．２ ９．９ １０．５ １７．６７

ＵＫＦ ８．３ ７．７ ８．８ １４．３４

６ｈ
ＥＫＦ ２０．６ ２１．０ ２１．８ ３６．６１

ＵＫＦ １６．０ １６．５ １８．０ ２９．１９

２４ｈ
ＥＫＦ ４０．０ ４２．５ ４１．９ ７１．８５

ＵＫＦ ３０．４ ３１．６ ３２．０ ５４．２８

　　计算结果表明，在考虑相同摄动因素的条件

下，虽然由于摄动部分考虑比较简单，误差均相对

偏大，但是ＵＫＦ的位置误差比ＥＫＦ相对要小一

些，这说明 ＵＫＦ不考虑线性化高阶项截断误差

的影响，ＵＫＦ在算法上具有优越性。在计算中发

现，随着弧段的增长，ＵＫＦ的计算时间也明显比

ＥＫＦ快，而且如果积分步长过大，在系统中不考

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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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用过程噪声补偿模型误差的话，两种方法都会

发散，但是 ＵＫＦ比ＥＫＦ发散时刻来得晚一些，

这也说明ＥＫＦ除了受积分步长、固有模型误差影

响外，还受到非线性系统的线性化模型误差的影

响。因此，基于 ＵＫＦ的ＧＰＳ轨道预报能有效提

高轨道预报精度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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