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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目前常用的ＬＥＯ（ｌｏｗＥａｒｔｈｏｒｂｉｔｅｒ）星载ＧＰＳ定轨方法，分析了ＬＥＯ星载ＧＰＳ双向滤波定轨

方法与其他几种主要定轨方法的区别。从卫星运动方程和星载ＧＰＳ非差定轨观测方程出发，给出了ＬＥＯ星

载ＧＰＳ双向滤波定轨方法的原理，采用自行研制的定轨软件对两颗ＧＲＡＣ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ａｎｄｃｌｉｍａｔｅｅｘ

ｐｅｒｉｍｅｎｔ）卫星进行了定轨试验，通过与ＪＰＬ（Ｊｅｔ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ｏｎ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轨道的对比及 ＫＢＲ（犽ｂａｎｄｒａｎｇ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观测数据的外部检核发现：① 双向滤波定轨技术不仅能显著提高单向滤波开始阶段的定轨精度，而

且可以从整体上提高卫星的定轨精度；②ＬＥＯ星载ＧＰＳ双向滤波定轨方法切实可行，相应的星载ＧＰＳ定轨

软件对ＧＲＡＣＥ卫星定轨精度在径向、沿轨方向和法向优于５ｃｍ。

关键词：ＬＥＯ；卫星定轨；滤波；ＧＰＳ；ＫＢＲ；ＧＲＡ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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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多种定轨方法

成为可能。根据是否采用低轨卫星动力信息，

ＬＥＯ星载ＧＰＳ定轨方法可分为动力学法、半动

力学法、几何法［１４］，代表性的有附加多经验参数

的动力法［１，５，６］、求解随机过程的简化动力法［６，７］

和基于非差、双差观测值的纯几何法［８］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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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和序贯处理方

法［３，９］。实践证明，这两种方法都可以得到高精

度的定轨结果［５８］。

本文主要探讨利用非差 ＧＰＳ观测值进行

ＬＥＯ星载ＧＰＳ双向滤波定轨，双向滤波方法从

本质上属于序贯处理。求解随机过程虽然可以较

好地平衡力学模型信息和观测信息，但定轨精度

受数据预处理的影响较大。为减弱数据预处理对

定轨的影响，本文提出了不求解随机过程参数和

其他动力学参数的双向滤波定轨方法；在给出

ＬＥＯ星载 ＧＰＳ双向滤波定轨方法原理的基础

上，编制了相应的定轨软件；为验证 ＬＥＯ 星载

ＧＰＳ双向滤波定轨方法的可行性和软件的定轨

精度，本文采用ＧＲＡＣ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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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数据进行了外部检验。本文

方法与附加多经验参数的动力法轨道相比，减少

了估计参数个数；与求解随机过程的简化动力轨

道相比，不仅避免了事先确定时间相关常数和稳

态方差的问题，还减弱了观测值异常对定轨精度

的影响；而与纯几何法相比，由于本文方法采用了

动力学模型信息，提高了轨道的可靠性，降低了轨

道对观测值质量的过分依赖性。

１　双向滤波定轨原理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由于无需保存历史观测数据、

计算机存储量和计算量相对较小等特点，非常适

合于ＬＥＯ星载ＧＰＳ定轨这样的非平稳随机过程

估计［４］。按照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算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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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犳及其协方差矩阵

Σ犡^犽，犳。同时，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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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犫及其协方差矩阵Σ犡^犽，犫。然后，将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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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加权平均，得到双向滤波结果［６］：

犡^犽，犱 ＝ （Σ
－１
犡^犽，犳
＋Σ

－１
犡^犽，犫
）－１

（Σ－
１
犡^犽，犳
·^犡犽，犳＋Σ

－１
犡^犽，犫
·^犡犽，犫） （１）

　　从上式可以看出，双向滤波结果与单向滤波

相比，能更充分地利用观测值信息。在滤波过程

中，为了保证协方差阵的正定性，克服ＬＥＯ星载

ＧＰＳ低轨卫星定轨时可能出现的数值不稳定性

及发散现象，采用了平方根滤波方法。

２　计算与比较

基于上述双向滤波定轨原理，编制了相应的

ＬＥＯ星载ＧＰＳ定轨软件。为检验算法的可行性

和软件的定轨精度，本文采用 ＧＲＡＣＥＡ 和

ＧＲＡＣＥＢ卫星２００４年３月２９～３１日（年积日

０８９～０９１）３ｄ星载 ＧＰＳ观测数据（来自ｆｔｐ：／／

ｄａｔａ．ｇｆｚｐｏｔｓｄａｍ．ｄｅ／）进行了定轨试验，采用的

观测 量 为 相 位 观 测 值，取 相 位 观 测 噪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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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值的采样间隔为３０ｓ。估

计参数包括每个时刻低轨卫星的３个位置狉、３个

速度狉，１个接收机钟差犮δ狋以及所有相位观测量

的模糊度参数犅＝［犫１　犫２　…　犫狀］
Ｔ。假设某个

历元有狀个相位观测量，则该历元的估计参数有

（７＋狀）个。如果增加估计随机过程参数用来补偿

动力学模型误差，不仅增加了历元估计参数个数，

而且提高了滤波结果对观测信息的敏感度。因

此，定轨精度受数据预处理的影响较大。为减弱

数据预处理对定轨的影响，本文在定轨过程中不

求解随机过程参数。

采用双向滤波定轨不仅需要知道估计参数的

初始值及初始方差信息，为避免滤波发散，还需要

进行噪声补偿。以动力平滑单点定位结果作为卫

星位置和速度的初始值，初始方差根据动力平滑

单点定位结果信息进行了适当放大，参数的噪声

补偿通过协方差分析得到。考虑到卫星运动比较

稳定，因此，本文中的动态噪声补偿方差矩阵犙犽

取为常数。位置、速度、钟差和模糊度参数的初始

方差分别取为１００．０ｍ２、１．０ｍ２ｓ－２、１００．０ｍ２、

１００．０ｍ２，它们的噪声补偿方差分别取为１．０×

１０－４ｍ２、１．０×１０－８ｍ２ｓ－２、９．０ｍ２、０．０ｍ２。

计算时采用的积分器为４阶ＲｕｎｇｅＫｕｔｔａ积

分器，积分时采用的动力学模型有地球中心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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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大行星）、太阳光

压摄动、大气阻力摄动、地球自转形变摄动、广义

相对论摄动、固体潮及海潮摄动。采用的ＧＰＳ星

历及钟差为来自ＣＯＤＥ（ｔｈｅ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ＯｒｂｉｔＤｅ

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Ｅｕｒｏｐｅ）的精密星历和钟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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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轨道的采样间

隔为１ｍｉｎ。图１～３分别给出２００４年３月３１日

两颗ＧＲＡＣＥ卫星前向、后向和双向滤波的定轨

结果与ＪＰＬ轨道的比较残差图，横轴表示时间，

纵轴表示在轨道径向（犚）、沿轨方向（犜）和法向

（犖）的差值。从图１、２可以看出，在本文的ＬＥＯ

图１　ＧＲＡＣＥ卫星前向滤波定轨结果与ＪＰＬ轨道比较残差图

Ｆｉｇ．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ＦｏｒｗａｒｄＦｉｌｔｅｒＯｒｂｉｔｓａｎｄＪＰＬＯｒｂｉｔｓｆｏｒＧＲＡＣＥ

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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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ＧＲＡＣＥ卫星后向滤波定轨结果与ＪＰＬ轨道比较残差图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ＢａｃｋｗａｒｄＦｉｌｔｅｒＯｒｂｉｔｓａｎｄＪＰＬＯｒｂｉｔｓｆｏｒＧＲＡＣＥ

图３　ＧＲＡＣＥ卫星双向滤波定轨结果与ＪＰＬ轨道比较残差图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Ｂｉ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ｌｔｅｒＯｒｂｉｔｓａｎｄＪＰＬＯｒｂｉｔｓｆｏｒＧＲＡＣＥ

星载ＧＰＳ定轨中，Ｋａｌｍａｎ滤波具有较好的收敛

性，但是，无论采用前向滤波还是后向滤波，都需

要一定的时间才能收敛。比较图１～３可以看出，

双向滤波定轨技术不仅能显著提高滤波开始阶段

的定轨精度，而且可以整体提高卫星的定轨精度。

表１给出了２００４年３月２９～３１日双向滤波

定轨结果与ＪＰＬ轨道比较残差统计值。表１表

明，采用ＬＥＯ星载ＧＰＳ双向滤波定轨方法得到

的ＧＲＡＣＥ卫星轨道与ＪＰＬ轨道差值在轨道径

向、法向和沿轨方向的精度优于５ｃｍ，３个方向没

有显著的系统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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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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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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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犌犚犃犆犈卫星双向滤波定轨结果与犑犘犔

轨道比较残差统计值／ｃｍ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ｏｆＢｉ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ｌｔｅｒＯｒｂｉｔｓａｎｄ

ＪＰＬＯｒｂｉｔｓｆｏｒＧＲＡＣＥ

年积日
犇犚 犇犜 犇犖

平均值 ＲＭＳ 平均值 ＲＭＳ 平均值 ＲＭＳ

ＧＲＡＣＥＡ

０８９ １．８５ ４．５４ ０．５４ ４．６０ －３．００ ３．７２

０９０ １．６５ ４．１０ ０．４７ ４．０２ －２．０７ ３．５７

０９１ １．３７ ４．２３ ０．０１ ４．３０ －３．２８ ４．２２

１．６３ ４．３０ ０．３６ ４．３２ －２．７８ ３．８８

ＧＲＡＣＥＢ

０８９ ０．９３ ３．４０ －０．８８ ３．１８ －１．２４ ３．３４

０９０ ０．８０ ４．６２ －０．５６ ４．３８ －０．４５ ２．９５

０９１ ０．６２ ３．９９ －０．９３ ４．１３ －０．４９ ２．９６

０．７８ ４．０３ －０．７９ ３．９４ －０．７３ ３．１１

卫星之间的有偏距离）来判断卫星定轨精度［１１］。

本文采用了２００４年３月２９～３１日的 ＫＢＲ

观测数据检核双向滤波定轨得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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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图４给出了

ＫＢＲ测距值与两颗ＧＲＡＣＥ卫星轨道计算的星

间距之差。采用ＫＢＲ观测数据进行轨道检核结

果主要反映两颗卫星沿轨迹方向精度。图４表

明，ＬＥＯ星载ＧＰＳ双向滤波定轨技术得到的卫

星位置在沿轨方向的精度约为４ｃｍ。比较表１和

图４可以看出，ＫＢＲ 观测数据检核 ＬＥＯ 星载

ＧＰＳ双向滤波定轨结果与ＪＰＬ轨道比对结果相

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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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ｏｆＫＢＲａｎｄ

Ｂｉ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ｌｔｅｒＯｒｂｉｔｓｆｏｒＧＲＡＣＥ

３　结　语

通过对两颗ＧＲＡＣＥ卫星轨道的计算以及外

部独立的检核结果可以发现，本文提出的ＬＥＯ星

载ＧＰＳ双向滤波定轨方法切实可行，相应的星载

ＧＰＳ定轨软件对ＧＲＡＣＥ卫星定轨精度在径向、

沿迹方向和法向优于５ｃｍ。由于双向滤波与单

向滤波相比具有更好的平滑特性，可以引入到其

他一些动态数据的事后处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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