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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讨论了平方根滤波、卡尔曼平滑和双向滤波对卡尔曼滤波的改进，采用平方根滤波／平滑／双向滤波３

种算法计算了两颗ＧＲＡＣＥ卫星轨道。采用 ＧＲＡＣ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ａｎｄｃｌｉｍａｔ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卫星的星载

ＧＰＳ观测数据进行了定轨计算，并用ＪＰＬ提供的ＧＲＡＣＥ卫星轨道及ＫＢＲ（Ｋｂａｎｄｒａｎｇ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观测数据

进行了外部检验。

关键词：ＧＰＳ；卫星定轨；平方根；滤波；平滑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８．４１

　　随着空间技术及ＧＰＳ技术的快速发展，星载

ＧＰＳ已成为低轨卫星精密定轨的主要手段之

一［１］。连续的星载ＧＰＳ观测，使多种定轨方法成

为可能，根据是否采用低轨卫星动力信息，ＬＥＯ

（ｌｏｗｅａｒｔｈｏｒｂｉｔｅｒ）星载ＧＰＳ定轨方法可分为动

力学法、半动力学法、几何法［１１２］。根据处理过程

和估计方法的不同，ＬＥＯ星载 ＧＰＳ定轨方法又

可分为批处理和序贯处理［２，３］，实践证明它们都

可以得到高精度的定轨结果［４７］。其中星载ＧＰＳ

定轨序贯处理中代表性的算法有平方根信息滤波

和综合自适应抗差滤波等［５１０］。

１　滤波／平滑／双向滤波定轨原理

１．１　推广卡尔曼滤波定轨

推广卡尔曼滤波是卫星定轨中常用的一种递

推滤波算法，不加推导直接给出推广卡尔曼滤波

估计值及误差其协方差阵［８］：

犡^犽 ＝珚犡犽＋犓犽（犢犽－犎犽珚犡犽） （１）

犓犽 ＝Σ珡犡犽犎
Ｔ
犽（犎犽Σ珡犡犽犎

Ｔ
犽 ＋Σ犽）

－１ （２）

Σ^犡犽 ＝ （犐－犓犽犎犽）Σ珚犡犽（犐－犓犽犎犽）
Ｔ
＋

犓犽Σ犽犓
Ｔ
犽 （３）

式中，协方差矩阵Σ珡犡犽 可以近似写为：

Σ珡犡犽 ＝Φ犽，犽－１Σ^犡犽－１Φ
Ｔ
犽，犽－１＋犙犽 （４）

１．２　平方根滤波

协方差Σ^犡犽 通常为非负定矩阵。然而，在滤

波的迭代过程中，由于计算误差等因素的影响，致

使滤波协方差不对称或负定，从而导致滤波器发

散，影响滤波算法的收敛速度和稳定性，因此，将

Σ^犡犽 分解为：

Σ^犡犽 ＝犛
Ｔ
犡^犽
犛^犡犽 （５）

式中，犛^犡犽称为Σ犡^犽 的平方根矩阵，可通过Ｃｈｏｌ

ｅｓｋｙ分解获得。在滤波过程中，用犛^犡犽代替Σ犡^犽 参

加迭代运算，不但能保证协方差 阵Σ^犡犽 的非负定

性，而且在数值计算中，计算犛^犡犽的字长只需计算

Σ犡^犽字长的一半，就能达到相同的精度
［１３］。

１．３　卡尔曼平滑

卡尔曼平滑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固定区间平

滑、固定点平滑和固定滞后平滑，其中固定区间平

滑特别适用于星载ＧＰＳ定轨
［１４］。固定区间卡尔

曼平滑值及其误差协方差阵为［１４］：

珟犡犽 ＝犡^犽＋犅犽（珟犡犽＋１－珚犡犽＋１） （６）

犅犽 ＝Σ^犡犽Φ
Ｔ
犽＋１，犽Σ

－１
珚犡犽＋１

（７）

Σ珟犡犽 ＝Σ^犡犽 ＋犅犽（Σ珟犡犽＋１－Σ珚犡犽＋１）犅
Ｔ
犽 （８）

　　与推广卡尔曼滤波比较可以看出，滤波估计值

犡^犽仅利用了时刻狋犽和狋犽以前的观测信息，而固定区

间卡尔曼平滑值珟犡犽则利用了包括狋犽时刻以后的全

部观测信息，因而可能得到更高的定轨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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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双向滤波

按照推广卡尔曼滤波定轨原理可以从观测值

的开始时刻向结束时刻进行滤波（前向滤波），得

到卫星轨道的前向滤波结果 犡^犽，犳狑犱及其协方差矩

阵Σ犡^犽，犳狑犱；也可以从观测的结束时刻向开始时刻

进行滤波（后向滤波），得到卫星轨道的后向滤波

结果犡^犽，犫犮犽及其协方差矩阵Σ犡^犽，犫犮犽，然后得到平滑

的双向滤波结果［６］：

犡^犽，犱犳 ＝ （Σ
－１
犡^犽，犳狑犱

＋Σ
－１
犡^犽，犫犮犽
）－１

（Σ－
１
犡^犽，犳狑犱

·^犡犽，犳狑犱 ＋Σ
－１
犡^犽，犫犮犽
·^犡犽，犫犮犽） （９）

　　从式（９）可以看出双向滤波结果实际上是前

向滤波和后向滤波加权平均值，可以更好地平衡

观测信息和动力学模型信息。

２　犌犚犃犆犈卫星的精密定轨

本文采用 ＧＲＡＣＥ Ａ 和 ＧＲＡＣＥＢ 卫星

２００４０３２９～０４０４（年积日０８９～０９５）７ｄ星载

ＧＰＳ观测数据（ｆｔｐ：／／ｄａｔａ．ｇｆｚｐｏｔｓｄａｍ．ｄｅ／），分

别采用平方根推广卡尔曼滤波、固定区间卡尔曼

平滑和双向滤波的方法进行了定轨试验。定轨时

采用双频相位无电离层组合观测值，采样间隔为

３０ｓ，观测噪声取为０．０１ｍ，观测噪声协方差矩阵

为对角矩阵，方差为１．０×１０－４ ｍ２。考虑到卫星

运动比较稳定，因此，动态噪声补偿方差矩阵取为

常数。采用的 ＧＰＳ星历及钟差为来自 ＣＯＤＥ

（ｔｈｅ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ｏｒｂｉｔ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ｅｕｒｏｐｅ）的

精密星历和钟差；积分器为４阶ＲｕｎｇｅＫｕｔｔａ积

分器，积分步长为３０ｓ。其他参数和模型采用文

献［１５］所推荐的参数和模型。地球引力场模型采

用ＥＩＧＥＮ２模型，行星历表采用 ＤＥ４０３／ＬＥ４０３

及其配套的参数，极移采用ＩＥＲＳＣ０４极移序列。

综上所述，本文在利用星载ＧＰＳ观测数据进

行ＧＲＡＣＥ卫星精密定轨时，采用的力学模型、测

量模型、参考系、数值标准、待估参数及先验方差

和噪声补偿方差如下。

１）力学模型。包括地球中心引力、地球非球

形摄动（ＥＩＧＥＮ２地球引力场模型７０×７０阶次）、

狀体摄动（日、月及其他八大行星）、太阳光压摄动

（单参数球模型）、大气阻力摄动（ＤＴＭ９４模型）、

地球自转形变摄动、广义相对论摄动、固体潮及海

潮摄动。

２）测量模型。包括卫星质心改正、接收机相

位中心改正、双频组合消除电离层、相对论效应改

正。

３）参考系。包括 Ｊ２０００．０ 惯性坐标系、

ＩＴＲＦ２０００坐标系、ＤＥ４０３／ＬＥ４０３行星历表。

４）数值标准如表１所示。

表１　ＧＲＡＣＥ卫星定轨采用的数值标准

Ｔａｂ．１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ＤｕｒｉｎｇＧＲＡＣＥ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Ｏｒｂｉｔ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项目 取值 说明

с ２９９７９２４５８ｍｓ－１ 光速

犪犲 ６３７８１３６．４９ｍ 地球赤道半径

１／犳 ２９８．２５６４２ 地球扁率因子

犑２! １．０８２６３５９×１０－３ 地球的动力形状因子

犌犕! ３．９８６００４４１８×１０１４ｍ３ｓ－２地心引力常数

犌犕" １．３２７１２４×１０２０ｍ３ｓ－２ 日心引力常数

μ ０．０１２３０００３４５ 月地质量比

ω ７．２９２１１５×１０－５ｒａｄ·ｓ－１ 平均地球自转角速度

　　５）待估参数及先验方差和噪声补偿方差如

表２所示。

表２　待估参数及先验方差和噪声补偿方差

Ｔａｂ．２　Ｐｒｉｏｒｉ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ｏｆ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ｎｄｔｈｅＮｏｉｓｅ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ｅｄ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参数 先验方差 噪声补偿方差

位置／ｍ２ １００．０ １．０×１０－４

速度／（ｍ２ｓ－２） １．０ １．０×１０－８

接收机钟差／ｍ２ １００．０ ９．０

模糊度／ｍ２ １００．０ ０．０

　　采用本文的计算方案，假设某个历元有狀个

相位观测量，则估计参数仅有７＋狀个。如果采用

批处理方法，对于高度约５００ｋｍ的低轨卫星，１ｄ

对某颗ＧＰＳ卫星观测到１５个通过，１ｄ弧段中的

模糊度参数个数约为４５０～５００，则进行ＬＥＯ星

载ＧＰＳ定轨１ｄ需要处理的参数个数远远大于

７＋狀个。

３　计算结果及分析

３．１　与犑犘犔轨道比较

本文采用平方根推广卡尔曼滤波、固定区间

平滑和双向滤波的方法进行了定轨计算后，分别

将结果与ＪＰＬ提供的 ＧＲＡＣＥ卫星轨道进行了

比较，该轨道按照１ｍｉｎ的采样间隔不仅给出了

卫星的位置和速度，还给出了相应时刻的位置和

速 度 误 差。２００４３２９ ～ ０４０４ＪＰＬ 提 供 的

ＧＲＡＣＥＡ 卫星轨道位置精度约为 ２．９ｃｍ，

ＧＲＡＣＥＢ卫星轨道位置精度约为３．３ｃｍ。由于

ＪＰＬ提供的ＧＲＡＣＥ卫星轨道是地固坐标系中位

置和速度，为方便分析，首先在地固坐标系中进行

比较，然后将比较结果转换到ＲＴＮ坐标系。表３

为２００４０３２９～０４０４ＧＲＡＣＥ卫星滤波／平滑／

双向滤波定轨结果与ＪＰＬ轨道比较残差统计值。

７７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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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犌犚犃犆犈卫星平方根滤波／平滑／双向滤波定轨结果与犑犘犔结果差值统计值（２００４年积日０８９～０９５）

Ｔａｂ．３　Ｓｕｍｍａｒｙ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ｑｕａｒｅＲｏｏｔ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Ｓｍｏｏｔｈｉｎｇ／Ｂｉ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ＯｒｂｉｔｓａｎｄＪＰＬＯｒｂｉｔｓｆｏｒＧＲＡＣＥｏｖｅｒｔｈｅＰｅｒｉｏｄ２００４ＤａｙｏｆＹｅａｒ（ＤＯＹ）０８９ｔｏ０９５

年积日
ｄ犚／ｃｍ ｄ犜／ｃｍ ｄ犖／ｃｍ ３犇／ｃｍ

均值 ＲＭＳ 均值 ＲＭＳ 均值 ＲＭＳ 均值 ＲＭＳ

ＧＲＡＣＥ犃

　　滤波 １．４４ １０．３９ ０．４４ ８．９６ －６．９２ ９．８７ １３．９７ １６．９０

　　平滑 ０．８６ ７．３９ ０．５９ ７．７４ －６．７１ ８．９８ １２．６８ １３．９８

双向滤波 １．５１ ５．２２ ０．２５ ４．９５ －１．９６ ４．９２ ７．７０ ８．７２

ＧＲＡＣＥ犅

　　滤波 ０．５１ ７．９７ －０．５８ ６．９４ －４．７９ ７．２０ １０．１８ １２．７９

　　平滑 ０．１３ ５．５３ －０．３４ ５．７３ －４．７３ ６．４８ ９．３４ １０．２７

双向滤波 ０．７３ ３．３４ －０．８３ ４．２４ －０．６９ ３．２４ ６．１８ ６．９０

　　从表３可以看出，平方根推广卡尔曼滤波得

到的卫星轨道与ＪＰＬ轨道差值在轨道径向（犚）、

法向（犖）和沿轨方向（犜）可以达到１０ｃｍ，３维位

置误差优于２０ｃｍ；固定区间平滑后得到的卫星

轨道与ＪＰＬ轨道差值在３个方向可以达到８ｃｍ，

３维位置误差优于１５ｃｍ；双向滤波得到的卫星轨

道与ＪＰＬ轨道差值在３个方向可以达到５ｃｍ，３

维位置误差优于１０ｃｍ。平方根推广卡尔曼滤波

和固定区间平滑后得到的卫星轨道在轨道法向都

存在明显的系统差；与前两者相比，双向滤波结果

不仅精度明显提高，而且在轨道法向不存在明显

的系统差。

图１ 为２００４０４０４（约化儒略日５３０９９）

ＧＲＡＣＥ卫星滤波／平滑／双向滤波定轨结果与

ＪＰＬ轨道３维位置比较残差图。从图１可以看

出，采用平方根推广卡尔曼滤波定轨具有较快的

收敛速度和较好的稳定性，但它仍然需要一定的

时间才能收敛，造成平方根推广卡尔曼滤波在开

始阶段的定轨精度较差。这是由于卡尔曼滤波定

轨时，开始阶段的定轨精度主要取决于动力学模

型的精度，随着滤波时间的增加，利用的观测信息

越来越多，动力学模型误差的影响逐渐得到控制。

图１　ＧＲＡＣＥ卫星平方根滤波／平滑／双向滤波

定轨结果与ＪＰＬ轨道３维位置比较残差图

Ｆｉｇ．１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ｏｆＳｑｕａｒｅＲｏｏｔ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Ｓｍｏｏｔｈｉｎｇ

／Ｂｉ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ＯｒｂｉｔｓａｎｄＪＰＬＯｒｂｉｔｓｉｎ

３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ｆｏｒＧＲＡＣＥｏｎｔｈｅ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ＪｕｌｉａｎＤａｔｅ（ＭＪＤ）５３０９９

由于增加了滤波开始阶段的观测信息，因此，

固定区间平滑结果显著提高了滤波开始阶段的定

轨精度；而滤波稳定后，观测信息和动力学模型信

息达到了平衡，虽然增加了滤波稳定后的观测信

息，但固定区间平滑结果在滤波稳定后的定轨精

度提高有限。从图１还可以看出，采用双向滤波

定轨不仅能显著提高滤波开始阶段的定轨精度，

而且可以显著提高滤波稳定后的定轨精度。这是

由于双向滤波是前向和后向滤波的加权平均值，

与滤波结果和平滑结果相比可以更好地平衡观测

信息和动力学模型信息。

图２为０３２９～０４０４（年积日０８９～０９５）７ｄ

ＧＲＡＣＥ卫星滤波／平滑／双向滤波定轨结果与

ＪＰＬ轨道３维位置差值均方根误差（ＲＭＳ）图。

从７ｄ的定轨结果可以看出，双向滤波的结果比

固定区间平滑的结果精度高，而固定区间平滑的

结果又比平方根推广卡尔曼滤波的结果精度高。

ＧＲＡＣＥＢ卫星的定轨结果要明显高于ＧＲＡＣＥ

Ａ卫星的定轨结果，初步分析可能是由于卡尔曼

滤波比最小二乘对观测信息更敏感，ＧＲＡＣＥＢ

卫星的相位观测质量较ＧＲＡＣＥＡ卫星的相位观

图２　ＧＲＡＣＥ卫星平方根滤波／平滑／双向滤波定轨结果

与ＪＰＬ结果３维位置差值均方根

Ｆｉｇ．２　ＲＭ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ｑｕａｒｅＲｏｏｔ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

Ｓｍｏｏｔｈｉｎｇ／Ｂｉ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ＯｒｂｉｔｓａｎｄＪＰＬＯｒｂｉｔｓ

ｉｎ３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ｆｏｒＧＲＡＣＥｏｖｅｒｔｈｅＰｅｒｉｏｄ

２００４ＤａｙｏｆＹｅａｒ（ＤＯＹ）０８９ｔｏ０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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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质量高的缘故。从７ｄ的定轨结果可以看出，

对于平方根推广卡尔曼滤波定轨，除 ＧＲＡＣＥ

Ａ２００４０４０１的位置均方根误差（ＲＭＳ）大于２０

ｃｍ外，其余的位置均方根误差均小于２０ｃｍ；对

于双向滤波定轨，除ＧＲＡＣＥＡ２００４０４０１的位

置均方根误差（ＲＭＳ）大于１０ｃｍ外，其余的位置

均方根误差均小于１０ｃｍ。

３．２　犓犅犚检验

ＧＲＡＣＥＡ和ＧＲＡＣＥＢ卫星上不仅搭载有

星载ＧＰＳ接收机，还装载了Ｋ／Ｋａ波段测距系统

（ＫＢＲ）。作为 ＧＲＡＣＥ卫星的关键科学装备，

ＫＢＲ主要用于卫星间的距离及其变率测量，它能

实现μｍ级的测距精度
［１６，１７］。为采用 ＫＢＲ观测

数据检核ＧＲＡＣＥ卫星轨道，需要首先采用两颗

ＧＲＡＣＥ卫星轨道计算星间距，然后计算星间距

与ＫＢＲ观测数据之差（需要减去ＫＢＲ观测数据

中的常值偏差，因为ＫＢＲ测量的是两个ＧＲＡＣＥ

卫星之间的有偏距离）判断卫星定轨精度［１７］。

本文采用了２００４０３２９～０４０４的ＫＢＲ观测

数据（ｆｔｐ：／／ｄａｔａ．ｇｆｚｐｏｔｓｄａｍ．ｄｅ／）检核固定区

间平滑算法和双向滤波算法得到的ＧＲＡＣＥ卫星

轨道。该数据已经经过了粗差探测、周跳探测、钟

差改正以及电离层改正等预处理，在计算过程中

还需要加飞行时间和偏心改正［１６］。图３、图４分

别给出了２００４０３２９～０４０４ＫＢＲ测距值与两种

算法计算的星间距之差，横轴表示年积日，单位为

ｄ，纵轴表示两颗ＧＲＡＣＥ卫星轨道计算的星间距

与ＫＢＲ观测数据之差（同时扣除了ＫＢＲ观测数

据中的常值偏差），单位为ｍ。由于采用ＫＢＲ观

测数据进行轨道检核的结果主要反映两颗卫星沿

轨迹方向（犜）精度，图３表明，ＬＥＯ星载ＧＰＳ固

定区间平滑算法得到的卫星位置在犜 方向的精

度约为６ｃｍ；图４表明，ＬＥＯ星载ＧＰＳ双向滤波

算法得到的卫星位置在犜方向的精度约为４ｃｍ。

比较表３和图３、图４可以看出，ＫＢＲ观

图３　ＫＢＲ观测资料检核ＧＲＡＣＥ卫星固定

区间平滑定轨结果残差图

Ｆｉｇ．３　ＫＢＲ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ｏｆＦｉｘｅｄ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ＫａｌｍａｎＳｍｏｏｔｈｉｎｇＯｒｂｉｔｓｆｏｒＧＲＡＣＥ

测数据检核ＬＥＯ星载ＧＰＳ固定区间平滑和双向

滤波定轨结果与ＪＰＬ轨道比对结果相符合。

图４　ＫＢＲ观测资料检核ＧＲＡＣＥ卫星

双向滤波定轨结果残差图

Ｆｉｇ．４　ＫＢＲ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ｏｆＢｉ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ＯｒｂｉｔｓｆｏｒＧＲＡＣＥ

４　结　语

１）固定区间平滑和双向滤波可以提高平方

根滤波定轨精度。其中固定区间平滑可以显著提

高滤波开始阶段的定轨精度，但对滤波稳定后的

定轨精度提高有限；双向滤波不仅能显著提高滤

波开始阶段的定轨精度，而且可以显著提高滤波

稳定后的定轨精度。

２）采用本文星载ＧＰＳ平方根滤波和固定区

间平滑的方法进行ＧＲＡＣＥ卫星定轨，其结果在

轨道法向存在着明显的系统误差；而双向滤波结

果在轨道法向不存在明显的系统差。利用星载

ＧＰＳ平方根滤波进行ＧＲＡＣＥ卫星定轨，三维位

置精度可达２０ｃｍ，径向、法向和沿轨方向的精度

可达１０ｃｍ；固定区间平滑后三维位置精度可达

１５ｃｍ，径向、法向和沿轨方向的精度可达８ｃｍ；

双向滤波三维位置精度可达１０ｃｍ，径向、法向和

沿轨方向的精度可达５ｃ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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