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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ＣＨＡＭＰ和ＧＲＡＣＥ卫星的实测数据，研究了重力卫星的精密定轨问题，并针对几何法精密定

轨方法给出了一种有效的星载数据编辑策略；在ＰＡＮＤＡ软件的基础上，处理了１０１ｄ的实测数据；通过与不

同机构卫星轨道的比较、激光测距观测值检验以及重力场模型恢复等外部检核的方式，分析了卫星轨道的精

度。结果显示，本文的简化动力学轨道的精度为２～３ｃｍ；几何学轨道的定轨精度为３～４ｃｍ，适用于重力场

模型的解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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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０年发射的ＣＨＡＭＰ卫星、２００２年发射

的ＧＲＡＣＥ卫星以及将于２００８年发射的ＧＯＣＥ

卫星计划将人们对地球重力场的认识在精度和分

辨率上均产生了一个飞跃。这三个重力卫星最主

要的共性是均搭载了高精度的ＧＰＳ双频接收机，

一方面，ＧＰＳ观测数据为其提供了必要的时间和

空间基准；另一方面，ＧＰＳ观测数据所包含的卫

星轨道摄动直接反映了地球重力场信息，基于星

载ＧＰＳ数据的低轨卫星精密定轨技术得到了长

足的发展［１，２］。基于上述卫星重力场反演方法得

到的重力场模型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卫星

几何轨道的精度。尽管目前国内外重力卫星的精

密定轨研究已经非常深入，但进一步开展的相关

研究仍然非常必要。这是因为：① 目前已有的几

何轨道的精度有进一步提高的余地。② 目前没

有机构保证持续提供高精度的定轨产品（特别是

几何轨道）满足ＧＲＡＣＥ及ＧＯＣＥ卫星后续星载

数据的精密处理。③ 超低轨道卫星（如ＧＯＣＥ卫

星的轨道将达到２００多ｋｍ）的动力学模型的精度

受到限制，动力学精密定轨将是一个需要深入研

究的难题。同时，超低轨卫星高精度的几何轨道

将促进中低阶重力场模型系数精度的提高以及非

保守力模型的优化。本文给出了适合低轨卫星精

密定轨的数据处理策略，并对定轨结果的精度以

及恢复重力场模型的精度进行了比较分析。

１　数据处理策略

１．１　观测方程

当利用ＧＰＳ观测数据确定低轨卫星轨道或

者解算地面长基线时，为了消除电离层传播误差

对计算结果的影响，均需要采用其无电离层组合

观测值，观测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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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犘犼１犽和犘犼２犽是频率犳１和犳２上的伪距观测值；

犘犼犮犽为无电离层伪距组合观测值；犔犼１犽和犔犼２犽为频率

犳１和犳２上的载波观测值；犔犼犮犽为无电离层载波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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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犮为真空光速；δ狋犽和δ狋犼分别是接收机和ＧＰＳ

卫星钟的钟差；犅犼犮犽为模糊度参数；ρ
犼
犽为卫星犼

（狓犼，狔犼，狕犼）和接收机犽（狓犽，狔犽，狕犽）之间的几何观

测距离。

从式（１）可知，ＧＰＳ观测数据与５类参数相

关，分别是ＧＰＳ卫星和接收机的位置、卫星和接

收机钟差以及模糊度参数等。实施低轨卫星的精

密定轨时，可以处理ＧＰＳ的非差、双差以及三差

观测值。其中，双差和三差模式需要联合处理地

面数据，以形成差分观测值，用以消除卫星轨道和

钟差，甚至模糊度参数［２，３］；而处理非差数据时，

利用已有的高精度ＧＰＳ卫星轨道和钟差成果，仅

仅需要处理星载ＧＰＳ数据
［４，５］。国际ＧＮＳＳ服务

组织（ＩＧＳ）自从１９９４年开始为大地测量用户免

费提供ＧＰＳ精密星历服务，其卫星轨道和钟差的

声称精度分别优于５ｃｍ和０．１ｎｓ
［６］。由于ＩＧＳ

２００７年以前提供的卫星钟差的采样率为５ｍｉｎ，

通过插值不能满足其精度［７］，因此，本文采用了

ＣＯＤＥ提供的３０ｓ采样率的精密钟差产品。

１．２　数据编辑

低轨卫星几何学精密定轨的结果强烈依赖于

星载ＧＰＳ数据的质量，因此，在数据处理时，需要

精确地探测观测值中的周跳和粗差。尽管几何轨

道不受动力学模型的约束，但利用动力学轨道的

平滑特性对于观测值的预处理是非常有效的。本

文的观测数据的质量控制分为以下四个步骤：

１）通过对无电离层组合和宽巷组合的拟合，

进行观测数据的预处理。这一步可以探测载波数

据较大的周跳和伪距中的粗差。

２）利用星载双频伪距实施低轨卫星单点定

位，得到离散的大致位置，然后利用轨道的动力学

平滑得到较为平滑的初始卫星轨道。

３）固定低轨卫星动力学轨道，逐个历元地编

辑ＧＰＳ数据。由于固定了ＧＰＳ卫星的轨道和钟

差，在历元狋犻时刻，当观测数据的个数狀≥２时，星

载接收机犽的钟差犮δ狋犽（狋犻）可以通过下式得到：

犮δ狋犽（狋犻）＝
１

狀∑
狀

犼＝１

犘犮
犼
犽 狋（ ）犻 － ρ

犼
犽 狋（ ）犻 －犮δ狋犼狋（ ）（ ）（ ）犻

（２）

于是可以得到伪距的残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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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残差的方差超出了一个设定的限值，则

说明该历元为问题历元，其中，对应残差最大的观

测值被认为是粗差。如果去掉该观测值后，残差

的方差统计仍然超限，则需要重复该步骤，直到该

历元的残差方差满足要求为止。该步骤中，载波

的周跳通过历元间差分的残差来探测，其历元间

的残差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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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历元间的差分钟差δ狋犽（狋犻－１，狋犻）可以根据式

（５）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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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取分析伪距残差一样的分析方法，可以判

断观测值中是否存在周跳。Ｋｒｏｅｓ等采用了类似

步骤３）的方法得到了较为有效且可靠的结果
［１］。

４）利用以上已经清理好的观测值首先实施

简化动力学精密定轨，然后对定轨后的残差进行

分析，以探测上述步骤未探测出来的小周跳。如

果某颗ＧＰＳ卫星对应某弧段的ＲＭＳ较大（如大

于平均ＲＭＳ的５倍），则这个弧段中该卫星的观

测数据被全部删除。该步骤的简化动力学精密定

轨采用了较为精细的力学模型（见表１）。

在步骤４）完成后，可以重新实施步骤３），只是

此时的残差限制要小得多，因为利用清理后的载波

数据确定的轨道精度比初始轨道有显著的提高。

表１　简化动力学精密定轨中的动力学模型及待估参数

Ｔａｂ．１　ＤｙｎａｍｉｃＦｏｒｃｅＭｏｄｅｌｓａｎｄ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ｆｏｒＲｅｄｕｃｅ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Ｏｒｂｉｔ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力模型 描述

平均重力场模型 ＥＩＧＥＮＣＧ０３Ｃ１２０×１２０

固体潮汐模型 ＩＥＲＳ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２００３

海洋潮汐 ＣＳＲ３．０

大气阻力 ＤＴＭ９４，每６ｈ估计一次

太阳光压
基于卫星表面积分的光压模型，每１２ｈ估

计一次

经验力模型
ＧＲＡＣＥ卫星每１．５ｈ估计６周期性参数，

ＣＨＡＭＰ卫星每３０ｍｉｎ估计３偏差参数

１．３　重力场反演

为了检验本文精密轨道的质量，分别利用本

文解算的以及ＴＵＭ发布的ＣＨＡＭＰ和ＧＲＡＣＥ

卫星的几何轨道和简化动力学轨道反演得到了不

同的重力场模型。本文重力场模型的解算采用了

ＤＥＯＳ开发的重力场恢复软件，该软件采用的是

一种基于三点差分的平均加速度方法［９］，这种方

法有利于处理有间隔的数据，而且非常方便地采

用ＰＣＣＧ方法实现快速解算。基于该方法，Ｄｉｔ

ｍａｒ利用ＣＨＡＭＰ卫星１ａ的数据解算得到了较

高精度的重力场模型 ＤＥＯＳ＿ＣＨＡＭＰ０１Ｃ＿

１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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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
［１０］。由于目前采用的ＧＲＡＣＥ的ＫＢＲ数据恢

复的重力场ＥＩＧＥＮＣＧ０３Ｃ较纯粹几何轨道恢复

的重力场模型的精度高出一个量级以上，因此可

以作为参考重力场模型来评价本文恢复的重力场

模型。

２　结果与分析

本文基于武汉大学研发的卫星导航数据综合

处理软件（ＰＡＮＤＡ软件），采用上述数据处理策

略处理了ＣＨＡＭＰ和ＧＲＡＣＥ卫星１０１ｄ的星载

ＧＰＳ数据（２００３年７月９日～１０月１９日），分别

得到了相应的简化动力学及几何学精密轨道。

２．１　轨道比较

本文计算得到的ＣＨＡＭＰ卫星轨道分别与

ＤＥＯＳ
［１０］和ＴＵＭ的简化动力学轨道

［１］进行了分

析，计算得到的 ＧＲＡＣＥ 卫星的轨道分别与

ＪＰＬ
［１１］以及ＴＵＭ的简化动力学轨道进行了比较

分析。由于几何学轨道不受动力学模型的影响，

因此在某些观测值较少或者观测条件较差的时

刻，定轨结果会非常差，因此在统计过程中，轨道

互差大于５０ｃｍ的历元没有被统计在内（如表２

所示）。表２中，ｒｅｄ．表示简化动力学轨道，ｋｉｎ．

表示几何学轨道。

表２　不同机构轨道比较的犚犕犛

Ｔａｂ．２　ＲＭＳＶａｌｕｅｓｉｎＲａｄｉａｌＡｌｏｎｇＴｒａｃｋａｎｄＣｒｏｓｓＴｒａｃｋ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Ｏｒｂｉｔｓ

ＲＭＳ／ｃｍ

径向 切向 法向

ＰＡＮＤＡ（ｋｉｎ．／ｒｅｄ．）ＴＵＭｒｅｄ． ４．７８／３．７６ ４．３９／３．７９ ３．４７／２．５２

ＣＨＡＭＰ ＰＡＮＤＡ（ｋｉｎ．／ｒｅｄ．）ＤＥＯＳｒｅｄ． ４．７６／３．３２ ４．９１／３．６５ ４．０９／２．９８

ＴＵＭ （ｋｉｎ．／ｒｅｄ．）ＤＥＯＳｒｅｄ． ５．４７／３．７６ ５．１７／３．６９ ４．４９／３．１０

ＰＡＮＤＡ（ｋｉｎ．／ｒｅｄ．）ＴＵＭｒｅｄ． ３．２５／３．２３ ３．６８／３．９８ ２．３４／２．６８

ＧＲＡＣＥ＿Ａ ＰＡＮＤＡ（ｋｉｎ．／ｒｅｄ．）ＪＰＬｒｅｄ． ２．９４／２．３６ ２．７２／２．８２ ２．０９／１．９８

ＴＵＭ （ｋｉｎ．／ｒｅｄ．）ＪＰＬｒｅｄ． ３．７５／２．６８ ４．２１／３．７６ ２．８９／２．４８

ＰＡＮＤＡ（ｋｉｎ．／ｒｅｄ．）ＴＵＭｒｅｄ． ３．３０／３．７１ ２．８４／３．３８ ２．０９／２．１５

ＧＲＡＣＥ＿Ｂ ＰＡＮＤＡ（ｋｉｎ．／ｒｅｄ．）ＪＰＬｒｅｄ． ２．８３／２．４２ ２．８９／２．９３ ２．４０／２．０３

ＴＵＭ （ｋｉｎ．／ｒｅｄ．）ＪＰＬｒｅｄ． ４．２５／２．７６ ３．９８／３．１９ ２．９０／２．２１

　　从表１结果可知，各家的ＣＨＡＭＰ卫星轨道

的互差在３～５ｃｍ之间，其中简化动力学轨道为

３～４ｃｍ，几何学轨道为４～５ｃｍ。本文解算的卫

星轨道与 ＴＵＭ 及ＤＥＯＳ的轨道基本在同一量

级。与ＴＵＭ轨道相比，ＰＡＮＤＡ软件解算的轨

道与ＤＥＯＳ的轨道更为接近。各家 ＧＲＡＣＥ卫

星的轨道互差在２～４ｃｍ左右，略优于ＣＨＡＭＰ

卫星轨道的互差。ＧＲＡＣＥ几何学轨道和简化动

力学 轨 道 的 精 度 更 为 接 近，这 主 要 是 由 于

ＧＲＡＣＥ卫星的星载观测数据要优于 ＣＨＡＭＰ

卫星 的 数 据，而 且 ＧＲＡＣＥ 卫 星 的 轨 道 比

ＣＨＡＭＰ卫星的高，力学模型更为精确，因此，卫

星轨道的精度更好。综合而言，利用ＰＡＮＤＡ软

件解算的ＣＨＡＭＰ和 ＧＲＡＣＥ卫星的轨道精度

与ＴＵＭ的轨道基本相当，与其他机构的定轨结

果更为一致。

２．２　犛犔犚数据检验

相对于利用星载ＧＰＳ数据精密确定的卫星

轨道，ＳＬＲ数据作为一种独立的跟踪系统，是外

部检核的最为有效的手段。本文基于ＰＡＮＤＡ

软件，利用ＳＬＲ观测数据对ＣＨＡＭＰ及ＧＲＡＣＥ

卫星的轨道进行了检验。ＳＬＲ数据的截止高度

角为１０°，对流层改正采用 ＭａｒｉｎｉａｎｄＭｕｒｒａｙ模

型［１２］，地面跟踪站的改正参照ＩＥＲＳ标准 Ｃｏｎ

ｖｅｎｔｉｏｎ２００３
［１３］。几何学轨道采用１１阶的拉格

朗日算法插值到激光反射时刻，残差大于２０ｃｍ

的观测数据没有被统计在内。１０１ｄ的各轨道的

激光测距残差统计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２００３年年积日１９０～２９０犱的犆犎犃犕犘和犌犚犃犆犈

卫星轨道的激光测距观测值残差的统计值／ｃｍ

Ｔａｂ．３　ＭｅａｎａｎｄＲＭＳｏｆＳＬＲｆｏｒＣＨＡＭＰａｎｄ

ＧＲＡＣＥ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ＯｒｂｉｔｓｏｖｅｒｔｈｅＰｅｒｉｏｄ

Ｄａｙ１９０２９０ｏｆ２００３／ｃｍ

均值 ＲＭＳ

ＣＨＡＭＰ
ＰＡＮＤＡ（ｋｉｎ．／ｒｅｄ．） －０．０２／－０．０２ ４．０２／２．８９

ＴＵＭ （ｋｉｎ．／ｒｅｄ．） －１．７３／－１．１１ ４．６０／３．２４

ＤＥＯＳ（ｒｅｄ．） －０．８５ ３．１４

ＰＡＮＤＡ（ｋｉｎ．／ｒｅｄ．） －１．０５／－０．５２ ３．２７／２．７９

ＧＲＡＣＥ＿Ａ ＴＵＭ（ｋｉｎ．／ｒｅｄ．） －１．７３／－２．８５ ４．４４／４．４２

ＪＰＬ（ｒｅｄ．） －２．５９ ３．６２

ＰＡＮＤＡ（ｋｉｎ．／ｒｅｄ．） －１．３５／－０．７２ ３．１８／２．６２

ＧＲＡＣＥ＿Ｂ ＴＵＭ （ｋｉｎ．／ｒｅｄ．） －２．４８／－３．０５ ４．４８／４．１７

ＪＰＬ（ｒｅｄ．） －２．１５ ３．４６

　　从表３可以看出，简化动力学轨道的精度要

略高于几何学轨道；ＧＲＡＣＥ卫星的几何学轨道

精度 略 优 于 ＣＨＡＭＰ 卫 星 的 几 何 学 结 果；

ＧＲＡＣＥ卫星和 ＣＨＡＭＰ卫星的简化动力学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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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精度基本相当；各家ＧＲＡＣＥ卫星的轨道检

验残差存在一定的系统性偏差，其中，ＴＵＭ 的卫

星轨道最为明显，ＧＲＡＣＥ＿Ａ 和ＧＲＡＣＥ＿Ｂ卫星

分别达到了２～３ｃｍ，ＰＡＮＤＡ软件的结果偏差

最小，在１ｃｍ左右。就１０１ｄ的统计结果而言，

本文的ＣＨＡＭＰ及 ＧＲＡＣＥ卫星的轨道和其他

研究机构的结果基本在一个精度水平。在一定程

度上，本文的几何学和动力学轨道与激光测距观

测值的吻合程度均略优于ＴＵＭ提供的结果。

２．３　重力场模型恢复检验

本文分别利用ＴＵＭ及ＣＨＡＭＰ和ＧＲＡＣＥ

卫星的几何学轨道，基于ＤＥＯＳ的重力场恢复软

件计算得到了４个重力场模型，重力场模型的解

算均没有采用正则化的约束条件，先验背景模型

和数据处理策略与计算ＤＥＯＳ＿ＣＨＡＭＰ０１Ｃ＿７０

模型的一致［１０］。解算的重力场分别与ＥＩＧＥＮ

ＣＧ０３Ｃ模型进行了比较。由于 ＥＩＧＥＮＣＧ０３Ｃ

重力场模型采用了ＧＲＡＣＥ卫星的ＫＢＲ数据，其

精度要比纯利用卫星几何学轨道计算的重力场模

型高一个数量级，因此可以作为衡量本文重力场

模型精度的参考模型。表４给出了各模型与

ＥＩＧＥＮＣＧ０３Ｃ模型的大地水准面差异（分别累

积到３６阶次和７０阶次）。图１给出了不同重力

场模型与ＥＩＧＥＮＣＧ０３Ｃ模型的各阶次以及累积

的大地水准面的差异。

表４　不同重力场模型与犈犐犌犈犖犆犌０３犆之间的

大地水准面差异／ｃｍ

Ｔａｂ．４　ＲＭＳ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ｔｈｅ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ＧｅｏｉｄＨｅｉｇｈ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ｓ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

ＯｒｂｉｔｓａｎｄＥＩＧＥＮＣＧ０３ＣＭｏｄｅｌ／ｃｍ

模型比较
大地水准面差异

０～３６阶 ０～７０阶

ＥＩＧＥＮＣＧ０３Ｃｇｆｍ＿ｃｈａｍｐ＿ｔｕｍ ３．７ ４０．４

ＥＩＧＥＮＣＧ０３Ｃｇｆｍ＿ｃｈａｍｐ＿ｐａｎｄａ ３．１ ３８．１

ＥＩＧＥＮＣＧ０３Ｃｇｆｍ＿ｇｒａｃｅ＿ｔｕｍ ５．９ ８７．８

ＥＩＧＥＮＣＧ０３Ｃｇｆｍ＿ｇｒａｃｅ＿ｐａｎｄａ ５．０ ４２．１

图１　本文计算的不同重力场模型与

ＥＩＧＥＮＣＧ０３Ｃ模型的差异

Ｆｉｇ．１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ｓ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ＯｒｂｉｔｓａｎｄＥＩＧＥＮＣＧ０３Ｃ

　　从表４和图１可知，利用本文的几何学轨道

计算的重力场模型的精度略优于利用ＴＵＭ 几何

学轨道计算的重力场模型。ＴＵＭ 发布的这一批

卫星的几何轨道在重力场的４阶项有明显的系统

误差，这可能是由于ＴＵＭ 采用ＧＰＳ卫星轨道和

钟差引起的。利用ＴＵＭ的ＧＲＡＣＥ卫星轨道计

算的重力场模型的高阶项系数的误差明显大于

ＰＡＮＤＡ软件计算的结果。从上述结果可知，本

文计算的ＣＨＡＭＰ和ＧＲＡＣＥ卫星的轨道均达

到了ＴＵＭ卫星轨道的精度，甚至更高，可以满足

重力场模型解算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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