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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ＣＨＡＭＰ低轨卫星的真实轨道为基础，通过数值积分实例计算研究了卫星轨道数值积分技术对卫

星初始状态向量的精度要求，同时分析了卫星受力模型及其模型参数误差对轨道积分的影响，即分析了定轨

解算的稳定性问题。计算结果表明，不同的卫星初始状态参数和力模型参数对轨道形状的变动均有较大影

响，轨道积分尤其对卫星初始状态参数的敏感性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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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轨卫星的精密定轨理论建立在卫星轨道动

力学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为科学分析观测数据、

获得可靠结果提供保障。大部分的精密定轨方法

都包含一个迭代的最小二乘拟合过程，该过程通

过平差将所选的模型参数和模型预测的卫星位置

与速度拟合到轨道弧段的跟踪数据上。这种最小

二乘平差方法可以获得新的初始卫星状态向量，

削弱平差前初始状态向量和力模型带来的大部分

误差。对于低轨重力卫星，如已发射的ＣＨＡＭＰ、

ＧＲＡＣＥ和ＧＯＣＥ，现有的精密定轨技术均可以

实现几个ｃｍ的高精度定轨。如果考虑利用卫星

的各种受力模型，通过数值积分得到的积分轨道

与星载ＧＰＳ跟踪观测计算的精密轨道相比较，它

们之间将不会完全重合，这是因为采用的包括大

气阻力、太阳辐射压力、地球重力场、海潮、固体潮

等各种力模型不准确而引起的。如果利用两种轨

道的差值建立其与各种先验模型参数修正值之间

的关系，进而可以改进先验模型的参数。假设利

用先验重力场模型ＥＧＭ９６，同时引入卫星在初始

时刻的状态向量作为附加的未知参数，则可以通

过积分得到卫星轨道，再由最小二乘平差即可获

得卫星初始时刻状态向量的改正数以及相对于

ＥＧＭ９６重力场模型参数的改正值。为了得到更

为精确的结果，这个过程通常需要多次迭代，通过

不断地改进卫星初始时刻的状态向量以及重力场

模型参数，使得积分轨道越来越接近于真实的卫

星轨道，最终获得精密卫星轨道和更为精确的地

球重力场模型，此即为利用卫星摄动轨道的数值

积分方法恢复地球重力场的基本思想［１３］。

基于轨道数值积分和变分方程理论即可求解

地球重力场位系数。但对于这个问题的应用仍需

首先通过数值分析研究其解算的稳定性和可靠

性，如此方法对初始状态向量的精度要求或积分

轨道的积分弧长要求，包括分析何种力模型可以

考虑忽略其参数改正项而对结果无影响。本文以

ＣＨＡＭＰ卫星的真实精密轨道为基础，通过具体

的数值分析来研究上述问题。

１　数学模型

在惯性坐标系ＣＩＳ下，方程犿狉→̈＝犳
→
描述卫星

的摄动运动，其中，犳
→
为卫星所受的摄动力向量，

包括保守力和非保守力；狉→̈ 为摄动加速度向量。



　第３４卷第６期 王正涛等：低轨卫星精密定轨的初轨向量与力模型参数数值积分误差分析

上式为二阶常微分方程，可以等价降阶表示成两

个一阶常微分方程［３］：

ｄ狉→／ｄ狋＝狉
·
→，ｄ狉

·
→／ｄ狋＝犳

→
／犿 （１）

　　如果由卫星的各种摄动力模型确定了任意时

刻对应的摄动加速度犳
→
／犿，则由数值积分方法，以

狋０时刻的初始状态矢量珤犡狋
０
为初值积分得到任意狋

时刻的状态矢量珤犡狋＝（珒狉狋，狉
·
→
狋）
Ｔ。由于力模型参数

以及初始状态向量中含有近似误差，使得积分得

到的轨道与已知的由星载ＧＰＳ观测得到的卫星

精密轨道不能完全重合，产生残差Δ珤犡。如果认

为这个残差仅由力模型参数误差Δ犘以及初始状

态向量误差Δ珤犡０引起，则有：

Δ珤犡 ＝Φ·Δ珤犡０＋犛·Δ犘 （２）

上式称为观测方程，其中，Δ珤犡 为观测量，即为卫

星积分轨道与精密轨道在每个历元的残差；Φ 和

犛为状态转移矩阵和参数敏感矩阵，等于每个历

元卫星状态向量 珤犡（狋）分别对初始状态向量 珤犡

（狋０）和力模型参数犘的偏导数：

Φ＝
珤犡（狋）

珤犡（狋０

烄

烆

烌

烎）６×６

＝

珒狉（狋）

（珒狉（狋０），狉
·
→（狋０））

， 狉
·
→（狋）

（珒狉（狋０），狉
·
→（狋０（ ）））

Ｔ

犛＝
珤犡（狋）

（ ）犘 ６×狀
狆

＝
珒狉（狋）

犘
，狉

·
→（狋）

（ ）犘

Ｔ

（３）

其中，犘＝（狆１，狆２，…，狆狀）包括各种力模型采用的

参数，对于重力场模型，则对应于截断到犾ｍａｘ的位

系数集合｛珚犆犾犿，珚犛犾犿｝。若令珝犱０为卫星初始状态向

量和力模型参数（狀个）的初始值，珝犱０＝（珒狉（狋０），

狉
·
→（狋０），狆０）

Ｔ，Ψ＝珒狉（狋）／（珒狉（狋０），狉
·
→（狋０），狆０），则变

分方程可写为：

Ψ̈ ＝犃（狋）·Ψ＋犅（狋）·Ψ＋犆（狋） （４）

式中，犃（狋）＝狉→̈／珒狉；犅（狋）＝狉→̈／狉
·
→；犆（狋）＝狉→̈／

狆０。给定初值珤犡（狋０）／珗犱０＝（犈６×６，０６×狀），则可由数

值积分求解此二阶常微分方程，从而确定Φ和犛。

解具有初值条件的卫星摄动微分状态方程

（１）得到积分轨道，即可获得每个积分历元的轨道

残差Δ珤犡，同时解得由变分方程描述的关于状态

转移矩阵和参数敏感矩阵的微分方程（４），即可得

到任意时刻的Φ和犛。然后建立时间序列的观测

方程（２），再由经典最小二乘方法即可解得初始状

态向量和力模型参数的改正数，如重力场位系数

等的改正数等，此即为卫星精密定轨的基本原理。

在这里，首先需要研究力模型参数误差Δ犘以及

初始状态向量误差Δ珤犡０对于轨道积分的数值影

响，以获得精密定轨对于两类参数误差的精度要

求。本文分别给出了不同的参数误差，通过数值

积分技术研究此问题。

２　数值计算

以某一历元的卫星状态作为初始状态向量，

同时考虑各种力模型描述的摄动力的影响，由数

值积分方法积分轨道，分别进行下列三种计算分

析。首先分析各种摄动力对轨道积分的影响，通过

忽略不同摄动力积分得到的轨道与顾及其影响的

积分轨道的差别，得到摄动力对轨道数值积分精度

的影响。其次，假定轨道初始条件是精确的，利用

不同的重力场模型通过数值积分得到不同的参考

轨道，重力场模型的球谐系数取到９０阶次，将积分

轨道与精密轨道比较，可以得到观测模型对重力场

球谐系数的敏感度。相反，假定重力场模型参数是

精确的，引入起始条件未知参数，即在卫星初始状

态向量中分别引入量级为ｃｍ级和ｍｍ级的误差，

重新积分参考轨道，再将积分轨道与精密轨道比

较，可以得到观测模型对初始值误差的敏感度。

２．１　摄动力对轨道积分的影响

随着对卫星运动的深入了解以及对各种力模

型的数学模拟更加明晰，使得可以详细地描述卫

星的运动轨迹，各种力模型的大量参数的选择与

确定也同时影响卫星的动力学运动和测量过程。

由于各种力模型的非线性表示比较复杂，利用给

定的一系列观测结果直接确定任何力模型参数都

将非常困难，甚至不可能，因此，在通常情况下，通

过对非线性模型的线性化过程，可以建立观测结

果与独立的力模型参数间简单的线性关系，且使

得问题简单化，易于处理。在精密轨道确定时，这

些状态变量以及模型参数可以利用微分改正和参

数估计算法确定，对于测量模型与轨道表示的严

格线性化过程，则要求进行大量的偏导数计算。

本文利用现有的精密定轨中常用的各种力模型及

其参数选择［３５］，通过忽略不同摄动力积分得到的

轨道与顾及其影响的积分轨道的差别，得到摄动

力对轨道数值积分精度的影响［６，７］。

封二彩图１给出了ＣＨＡＭＰ卫星在不同摄

动力影响下积分轨道犡、犢、犣的形状，主要包括

地球引力、各种潮汐力、太阳和行星三体摄动以及

非保守力太阳辐射压力等。由于低轨卫星将受到

各种无法模型化的非保守力的影响，ＣＨＡＭＰ卫

星首次携带高精度加速度计用来测定大气阻力等

非保守力的影响［８］。从封二彩图１可以看出，除

了日、月外的第三体引力对于积分轨道的摄动影

９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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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在２４ｈ内均可以保证ｍｍ级精度外，月球和太

阳的摄动在１．６ｈ则对轨道分别产生１０ｍ量级

和１ｍ量级的误差。对于潮汐摄动，其中固体潮

汐的影响最大，１．６ｈ可达１ｍ，海潮和极潮的最

大影响分别为１０ｃｍ和１ｃｍ；对于非保守力，太

阳辐射压力积分轨道的影响最大也达１０ｃｍ。因

此，除了日、月外的第三体引力摄动误差不需要考

虑外，轨道对于其余摄动均是敏感的。

图１给出了利用ＣＨＡＭＰ携带的星载加速

度计数据测得的非保守力对于轨道积分的影响。

从图中可以看出，２４ｈ的积分弧长将产生最大

１５０ｍ的误差，因此，非保守力摄动对于轨道将是

一个十分关键的影响因子。

图１　不同摄动力对轨道数值积分的累积影响

Ｆｉｇ．１　Ｏｒｂｉｔ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ｅ

２．２　不同重力场模型的积分差异

假设除地球重力场摄动外的所有其他各种摄

动均已准确测定（非保守力）或利用模型算出（第

三体引潮力），若假定轨道初始条件是精确的，利

用不同的重力场模型由数值积分得到不同的参考

轨道，将积分轨道与精密轨道比较，即可得到观测

模型对重力场球谐系数的敏感度分析。本文假定

ＥＧＭ９６模型为参考模型，分别计算重力场模型

（包括ＧＧＭ０１Ｃ、ＧＧＭ０１Ｓ、ＯＳＵ９１ａ和ＴＥＧ４）相

对于ＥＧＭ９６模型的轨道积分的差异，结果见封

三彩图２，重力场模型的球谐系数展开到９０阶

次。可以看出，除ＯＳＵ９１ａ模型误差较大外（２４ｈ

积分轨道的最大误差达１００ｍ左右），其余三个

重力场模型的轨道积分误差均在２０ｍ左右。

２．３　不同精度的初始状态参数

当不考虑模型的初始参数误差Δ犘，而仅仅考

虑卫星初始状态向量误差δ珤犡０，目前由精密定轨

得到的轨道中误差约为３～５ｃｍ，引入初始位置

和速度误差分别为ｃｍ和 ｍｍ／ｓ的量级，即在卫

星初始状态向量中分别引入量级为ｃｍ级和 ｍｍ

级的误差，这里选择６种误差分布方案（见表１），

重新积分参考轨道，再将积分轨道与精密轨道比

较，可以得到观测模型对初始值误差的敏感度，结

果见封三彩图３。可以看出，初始状态的误差对

于积分轨道的精度影响甚大，并无一定规律性可

查，ｃｍ级精度的初始状态误差可能导致２ｈ的轨

道积分误差最大达７００ｍ。

表１　初始状态向量误差表

Ｔａｂ．１　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ＩｎｉｔｉａｌＯｒｂｉｔＶｅｃｔｏｒ

类别
位置／ｍ 速度／ｍ·ｓ－１

狓 狔 狕 犞狓 犞狔 犞狕

犃 ０．０３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犅 ０．０３０ －０．０５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４０ ０．０１０

犆 －０．０２０ ０．０４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３０－０．０１０ ０．０２０

犇 －０．０３０ ０．０５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２－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犈 ０．０１０ －０．０４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犉 －０．０２０ ０．０４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３－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３　结　语

本文是在动力学的框架中研究卫星精密定轨

所涉及的问题，本质上是解的稳定性问题，原理

上，它是基于卫星运动的动力学微分方程、变分方

程形式的微分方程和观测方程的联合求解。如果

这个方程系统是稳定的，初值的准确程度只需要

保证定轨收敛即可。但低轨卫星的精密定轨和求

解力模型参数通常都存在求解方程的欠适定问

题，需要作正则化处理，如引入考拉约束，主要是

求解的稳定性欠佳和频谱信息的缺失，前者更要

求有微分方程求解（轨道数值积分）的初值条件和

力模型参数初值有较好的精度，以及观测方程线

性化有较好的近似函数值，特别是当法方程系数

矩阵条件数偏大时更应如此。低轨卫星精密定轨

涉及的上述数学方程系统解的稳定性问题目前还

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理论问题，就实用而言，此

问题关系到求解的迭代次数和收敛性，以及积分

弧长的最佳选择。

本文的数值计算结果给出了方程（２）中的残

差Δ珤犡 与参数Δ珤犡０ 和Δ犘的线性相关程度和量级

分析，可以看出，轨道形状的变动对卫星初始状态

参数的敏感性最大，初始状态的微小变动（误差）

可能通过数值积分程序的误差传播得到完全不同

的轨道形状，几ｈ的积分会产生几百 ｍ的轨道变

化，这样将导致方程（２）中的残差Δ珤犡 存在大量级

的失真，显著降低参数估计值的精度，特别是当残

差观测值中的引力位摄动信号被大的初始条件误

差掩盖，将导致位系数估计失真，甚至估计错误。

因此，为保证解算迭代的快速收敛和参数估计值的

精度，卫星的初始轨道状态参数和力模型的参数选

０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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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必须要求保证足够的精度。本文的目的不是从

数学理论上研究方程解的稳定性问题，而是从实用

角度用数值计算的方法分析初轨向量及力模型参

数偏差对求解结果的影响量级，研究控制稳定性的

主要因素可为有关稳定性问题理论的进一步研究

提供依据，在实用上也有重要参考意义。

致谢：感谢德国 ＧＦＺ的 ＸｕＧｕｏｃｈａｎｇ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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