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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动力学轨道积分方法模拟了ＧＯＣＥ卫星轨道，利用模拟轨道估计了ＧＯＣＥ卫星主要摄动加速度

的量级及贡献，分析了日月引力、固体潮、海潮、大气潮和固体极潮等保守力对ＧＯＣＥ卫星运动和重力梯度观

测值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在１．０ⅹ１０－９ｍ／ｓ２的非保守力测量精度内，除大气潮可忽略外，其余摄动必须考

虑；② 考虑ＧＯＣＥ预期定轨精度（３ｃｍ），在弧长小于２．０ｈ的短弧定轨中，固体极潮和大气潮的影响可忽略，

在长弧定轨中，忽略任何一种保守力的轨道预报时间均不足０．５ｄ；③ 各种潮汐对重力梯度观测值的影响量

级均小于ＧＯＣＥ预期的测量精度（３ｍＥ）。考虑潮汐对重力梯度观测值的影响不具有随机性和避免重力场信

号混叠等因素，必须对重力梯度观测值进行潮汐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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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８．１

　　ＧＯＣＥ卫星是欧洲空间局研发的重力场和静

态洋流探测卫星，于２００９年３月１７日发射，它联

合卫星重力梯度测量和高低卫卫跟踪测量技术，

期望恢复２５０阶地球重力场和１ｃｍ 精度的大地

水准面［１３］。在 ＧＯＣＥ卫星的观测数据中，高低

卫卫跟踪数据用于反演低阶重力场位系数，重力

梯度数据用于反演中、高阶重力场位系数，而星载

重力梯度仪的观测值与卫星的位置和速度是密不

可分的。因此，ＧＯＣＥ卫星轨道的精密确定对于

恢复高精度的地球重力场至关重要，若采用动力

法或简化动力法定轨，分析ＧＯＣＥ卫星的受力情

况便是ＧＯＣＥ卫星精密定轨的重要基础。此外，

在利用重力梯度数据恢复地球重力场之前，还需

考虑时变重力场信号的影响，并进行时变改正。

本文采用动力学轨道积分方法模拟ＧＯＣＥ卫星

轨道，基于模拟轨道估计ＧＯＣＥ卫星主要摄动加

速度的量级，并分析各项摄动对ＧＯＣＥ卫星运动

和重力梯度观测值的影响。

１　动力学轨道积分

　　根据牛顿第二定律，卫星在惯性系中的运动

方程可表示为：

狉̈＝－
犌犕

狉 ３狉＋犳１（狋，狉，
狉，β） （１）

式中，狉、狉和̈狉分别表示狋时刻卫星在惯性系中的

位置、速度和加速度矢量；β为动力摄动参数向

量；犌犕 为地心引力常数。第一项为地球中心引

力对卫星产生的加速度，第二项为其他摄动力引

起的摄动加速度。

如果式（１）中给定卫星的初始状态向量狉０、狉０

和摄动参数向量的初值β０，利用数值积分的方法

可求得卫星在初始时刻以后的参考轨道。

２　卫星运动的动力学模型

动力学轨道积分得到的参考轨道主要依赖于

卫星的初始状态和卫星的运动方程。如果卫星的

初始状态给定，则卫星的运动主要取决于其所受

的力。卫星所受的摄动力主要有两种：① 保守

力，包括非球形引力、日月引力、潮汐和相对论效

应等；② 非保守力，包括大气阻力、太阳光压和地

球反照辐射压等。保守力可由力模型精确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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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保守力却难以通过力模型精确计算，当前重

力卫星采用星载加速度计分离非保守力。

２．１　地球非球形引力

在地固系中，地球外部任意一点的扰动位为：

犜＝
犌犕
狉 ∑

犖

狀＝２
∑
狀

犿＝０

犪（ ）狉
狀

（珚犆狀犿ｃｏｓ犿λ＋

珚犛狀犿ｓｉｎ犿λ）珚犘狀犿（ｓｉｎ） （２）

式中，（狉，，λ）为卫星在地固系中的球坐标；犪为

地球赤道平均半径；珚犆狀犿、珚犛狀犿为规格化的位系数；

珚犘狀犿（ｓｉｎ）为规格化的缔合勒让德函数；犖 为地球

引力位系数的最大阶次。将式（２）对卫星在地固

系中的直角坐标（狓，狔，狕）求偏导数，即可求得扰

动位犜产生的摄动加速度
［４］：

犳犲 ＝
犜

（狉，，λ）
（狉，，λ）

（狓，狔，狕［ ］）
Ｔ

（３）

通过坐标转换，可得地心惯性系下的加速度：

犳狀狊 ＝犠
Ｔ（狋）犳犲 （４）

式中，犠Ｔ（狋）为地固系到惯性系的转换矩阵，由岁

差、章动、极移和地球自转４个旋转矩阵实现
［５］。

２．２　日月引力

在惯性系下，日月引力的摄动加速度为：

犳狀犫 ＝－∑
犻

犌犕犻
狉犻
狉３犻
＋
Δ犻

Δ
３（ ）
犻

（５）

式中，犕犻、狉犻分别为太阳（犻＝１）或月亮（犻＝２）的质

量和地心位置矢量；Δ犻为卫星相对于太阳（犻＝１）

或月亮（犻＝２）的位置矢量。日、月的位置可由

ＪＰＬ星历ＤＥ４０５计算。

２．３　潮汐

地球潮汐是由日月引力作用于地球，使地球

发生形变与质量迁移，进而导致地球引力位的变

化。地球潮汐主要包括固体潮、海潮、大气潮和固

体极潮，它们均可以表示为外部附加位，而附加位

又可表示为位系数的改正，因此，潮汐摄动加速度

的计算与地球非球形引力摄动加速度的计算相

同。限于篇幅，本文没有给出以上各种潮汐的计

算模型，具体的计算公式详见文献［５］。在数值模

拟中，固体潮考虑与频率无关的改正部分；海潮考

虑主要分潮波的影响，分潮波系数从海潮模型

ＣＳＲ３．０中获得；大气潮考虑犛２ 分潮的影响；固

体极潮由文献［５］中的模型精确计算。

２．４　相对论效应

根据广义相对论理论，人造地球卫星所受的

相对论摄动加速度为［６］：

犳犵狉 ＝－
犌犕

犮２狉３
４犌犕
狉
－狏（ ）２ 狉＋４（狉·狏）［ ］狏

式中，狉、狏为卫星在地心坐标系下的位置和速度

矢量；犮为光速；犌犕 为地心引力常数。

２．５　大气阻力

大气阻力摄动加速度为［４］：

犳ｄｒａｇ＝－
１

２ρ
犆犱犛（ ）犿

狉－狉ａｉｒ （狉－狉ａｉｒ） （６）

式中，犆犱是大气阻力系数，取值为２．２±０．２；犿 是

卫星质量；ρ为卫星高度处的大气密度；犛为卫星

迎风截面积；狉和狉ａｉｒ分别是卫星和大气的地心速

度矢量。数值模拟中，ＧＯＣＥ卫星面质量比犛／犿

取０．００１３８，ρ采用指数密度模型，详见文献［４］。

２．６　太阳光压

太阳光压摄动加速度为［４］：

犳ｓｏｌａｒ＝γ犘狊犆狉狉
２
ｓｕｎ
犛
犿

狉－狉ｓｕｎ
狉－狉ｓｕｎ

３
（７）

式中，γ为阴影因子；犆狉为太阳辐射压力系数；犘狊

为太阳的辉光度；狉和狉ｓｕｎ分别为卫星和太阳的地

心位置矢量。在数值模拟中，取犆狉＝１．９５，犘狊＝

４．５６１×１０－６Ｎｍ－２。

３　模拟计算与分析

３．１　犌犗犆犈卫星轨道模拟

模拟采用的ＧＯＣＥ卫星初始轨道根数为：长

半轴犪＝６６２８．１３７ｋｍ，偏心率犲＝０．００１，轨道倾

角犻＝９６．７°，升交点赤经Ω＝４５．０°，近地点幅角ω

＝０．０°，真近点角狏＝０．０°。基于ＧＲＳ８０椭球，选

取３６０阶的ＥＧＭ９６重力场模型，并考虑日月引

力、固体潮、海洋与大气潮、固体极潮和相对论效

应，采用 ８ 阶 ＡｄａｍｓＢａｓｈｆｏｒｔｈＭｏｕｌｔｏｎ 积分

器［７］，以３０ｓ步长数值积分了３０ｄ的 ＧＯＣＥ卫

星参考轨道，其前１５ｄ的星下点轨迹如图１所

示。

图１　模拟的ＧＯＣＥ卫星轨道星下点的轨迹（前１５ｄ）

Ｆｉｇ．１　ＧｒｏｕｎｄＴｒａｃｋｓ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ＧＯＣＥ

Ｏｒｂｉｔ（Ｆｉｒｓｔ１５ｄ）

以上３０ｄ的模拟轨道是在Ｊ２０００惯性系下

数值积分得到的，轨道高度在２３９～２６７ｋｍ范围

内，平均高度为２５５ｋｍ，轨道周期为８９．５０ｍｉｎ。

由图１可知，由于ＧＯＣＥ轨道是倾角为９６．７°的

８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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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极轨道，因此在两极各有半径约为６．７°的数据

空白区。考虑到ＧＯＣＥ卫星所受非保守力造成的

能量耗散将由其装载的无阻尼控制系统补偿［８］，所

以在轨道模拟中没有考虑非保守力的影响。

３．２　摄动力数值分析

以文中给出的动力学模型，基于ＧＯＣＥ卫星

模拟轨道对各种摄动力的影响进行估计与分析。

本文采用３０ｄ的模拟轨道计算ＧＯＣＥ卫星各项

摄动加速度，表１给出了各项摄动加速度的最大

值及其平均值所占的百分比。尽管 ＧＯＣＥ卫星

所受的非保守力将由无阻尼控制系统补偿，为了

分析的完整性，表１仍给出了大气阻力和太阳光

压摄动加速度的统计值，以便于各项摄动的比较。

表１　犌犗犆犈卫星各项摄动加速度统计表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ｏｒ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ＧＯＣＥ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摄动力 最大摄动加速度／（ｍ·ｓ－２） 平均值贡献／％

非球形引力 ２．７０９６２９×１０－２ ９９．３７００４４

大气阻力 １．３０８３４１×１０－４ ９８．６１４８０９

月球引力 １．２３７９１６×１０－６ ０．７４２１９２

固体潮 ４．０７７４９０×１０－７ ０．２４７６１８

太阳引力 ３．９４０７４１×１０－７ ０．２８９９２５

海潮 １．０３６２０１×１０－７ ０．６２９９５６ ０．０２９４１４

太阳光压 ８．５６９０１１×１０－８ ０．０４９６３５

相对论效应 １．８２６２９５×１０－８ ０．０１６２３４

固体极潮 １．５６５４７８×１０－８ ０．００８７３７

大气潮 ３．１５５４１０×１０－９ ０．００１４３６

　　从表１可看出，各项摄动加速度的量级在

１０－２～１０
－９ ｍ／ｓ２之间。地球非球形引力是主要

的摄动因素，占总摄动量的９９．３７００４４％，因此，

为了精密确定ＧＯＣＥ卫星的轨道，必须对地球的

非球形引力进行较为精确的分析，并选用高精度

的重力场模型以减小模型代表性误差的影响。由

于ＧＯＣＥ卫星轨道高度较低，大气阻力的摄动影

响要远远大于三体引力、潮汐、相对论效应和太阳

光压，扣除非球形引力后，大气阻力便是主要的摄

动因素，占到剩余摄动量（扣除非球形引力）的

９８．６１４８０９％。除了非球形引力和大气阻力摄动

以外，日月引力的摄动加速度较大，约占剩余摄动

量的１．０３２１１７％。在各项潮汐摄动中，固体潮的

摄动量级较大，约占剩余摄动量的０．２４７６１８％，而

海潮、大气潮和固体极潮在剩余摄动量的比重中均

小于０．１％。另外，相对论效应摄动量级的最大值

达到了１．８２６２９５×１０－８ ｍ／ｓ２。对于恢复地球重

力场来说，如果ＧＯＣＥ卫星所测非保守力的精度

为１．０×１０－９ｍ／ｓ２，则表１中除了大气潮可以忽略

外，其余的摄动因素都必须考虑。

为了进一步分析摄动力对ＧＯＣＥ卫星运动

的影响，在§３．１模拟参考轨道的动力学模型中

扣除某个摄动力后，基于参考轨道的初始状态再

数值积分１ｄ的轨道，这样得到了与扣除的摄动

力相对应的修改轨道。将各个修改轨道与参考轨

道比较，并记录其位置差在３ｃｍ（ＧＯＣＥ卫星预

期的定轨精度［３］）时所对应的积分弧段长度，表２

给出了各项保守力所对应的轨道积分弧长。

表２　各项摄动力所对应的积分弧长

Ｔａｂ．２　ＡｒｃＬｅｎｇｔｈｓ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ｏ

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ｅｓ

扣除的摄动力 积分弧长／ｍｉｎ

非球形引力 ０．５

月球引力 ５．０

太阳引力 ８．０

固体潮 ８．５

海潮 ２２．０

相对论效应 ２９．０

固体极潮 １２７．５

大气潮 ７１３．５

　　由表２给出的积分弧长可知，非球形引力对

ＧＯＣＥ卫星运动的影响最大，其次为日月引力和

固体潮，它们所对应的积分弧长均在１０．０ｍｉｎ以

内，海潮和相对论效应的影响略小，其所对应的积

分弧长大于２０．０ｍｉｎ，而固体极潮和大气潮对

ＧＯＣＥ卫星运动的影响最小，它们对应的积分弧

长均大于２．０ｈ。因此，在弧长小于２．０ｈ的

ＧＯＣＥ短弧定轨中，固体极潮和大气潮的影响可

以忽略。但在长弧定轨中，表２中各摄动力的影

响都不可忽视，因为对于轨道预报而言，在ＧＯＣＥ

预期的定轨精度范围内，忽略上述任何一种摄动

力的轨道预报时间长度均不足０．５ｄ。

３．３　潮汐对重力梯度观测值的影响

在利用重力梯度数据恢复地球重力场之前，

必须对重力梯度观测数据进行时变重力场信号改

正，而重力梯度观测数据的潮汐改正便是其主要

内容之一。以§３．１模拟的 ＧＯＣＥ卫星参考轨

道，分别计算了日月引力、固体潮、海潮、大气潮和

固体极潮等潮汐效应对重力梯度观测值的影响。

表３给出了局部指北坐标系下，上述潮汐对重力

梯度犞狓狓、犞狓狔、犞狓狕、犞狔狔、犞狔狕和犞狕狕等６个观测分量

影响的统计值。重力梯度分量在局部指北坐标系

中的计算公式参见文献［９］。需要说明的是，实测

重力梯度数据定义在重力梯度仪参考系下，利用

卫星姿态信息与坐标转换关系，可将梯度仪框架

下的重力梯度转换到局部指北坐标系下。

９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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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潮汐对重力梯度观测值的影响／ｍＥ

Ｔａｂ．３　Ｔｉｄ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Ｇｒａｖｉｔｙ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ｓ／ｍＥ

摄动力 犞狓狓 犞狓狔 犞狓狕 犞狔狔 犞狔狕 犞狕狕

最大值 ０．２８８２９ ０．２１６１６ ０．２２２３６ ０．２２２３９ ０．２２２４０ ０．３００２５

日月引力 最小值 －０．１５０４２ －０．２１６３２ －０．２２２６２ －０．１５０１１ －０．２２２６１ －０．１４４４９

ＲＭＳ ０．０９２６７ ０．０４３６９ ０．０８９７１ ０．１２１２２ ０．１３４６３ ０．１８８２３

最大值 ０．１６６６４ ０．０５４９５ ０．１６２９８ ０．１６０６９ ０．２１４６０ ０．２６９６５

固体潮 最小值 －０．１４６４５ －０．０５４７６ －０．１６３６８ －０．１２３１９ －０．１０７１７ －０．２２３５６

ＲＭＳ ０．０６８２７ ０．０２０６９ ０．０６３９８ ０．０７９０９ ０．０８０３６ ０．１３９１４

最大值 ０．３１１０４ ０．１３３３２ ０．３１５３８ ０．３０５１０ ０．３５２９６ ０．４４６５６

海潮 最小值 －０．３０７７５ －０．１５７３８ －０．３５６１５ －０．２７５２２ －０．３２７２２ －０．５８１６４

ＲＭＳ ０．０４９４３ ０．０２３５２ ０．０５７１５ ０．０５１７２ ０．０６０２４ ０．０８７８６

最大值 ０．０００２５ ０．０００３２ ０．０００５８ ０．０００３４ ０．０００９１ ０．００１４８

大气潮 最小值 －０．０００６２ －０．０００３２ －０．０００５７ －０．０００８７ －０．０００１７ －０．００００４

ＲＭＳ ０．０００３４ ０．０００１６ ０．０００３４ ０．０００５７ ０．０００６１ ０．０００８７

最大值 ０．０７４５５ ０．０２１６３ ０．０８５７１ ０．０５３２５ ０．０８６６２ ０．１３４８５

固体极潮 最小值 －０．０７８６７ －０．０２１６７ －０．０８６８６ －０．０５６１９ －０．０８５６４ －０．１２７８０

ＲＭＳ ０．０１０８７ ０．００３１０ ０．０１２１０ ０．００７７７ ０．０１２２３ ０．０１８６４

　　从表３可知，日月引力对重力梯度观测各分

量的影响最大。在地球潮汐中影响最大的为固体

潮，其次为海潮、固体极潮，而大气潮的影响相比

于以上潮汐约小１～２个量级。对于重力梯度各

分量来说，对角线梯度分量所受的影响略大于非

对角线梯度分量，其中犞狕狕分量最大，而犞狓狔分量

最小。总体上讲，表３中各种潮汐对重力梯度观

测的影响量级均小于ＧＯＣＥ卫星所搭载的梯度

仪测量精度（预期为３ｍＥ
［８］），但潮汐效应对梯度

观测的影响并不具有随机特征，因此，考虑观测误

差的随机性要求和避免重力场信号的混叠，潮汐

影响还是必须考虑的。

４　结　语

本文用动力学轨道积分的方法模拟了ＧＯＣＥ

卫星轨道，估计了作用于ＧＯＣＥ卫星上各项摄动

加速度的量级及其贡献，并分析了各项摄动力对

ＧＯＣＥ卫星运动的影响。同时，针对重力梯度数

据预处理中的时变改正，基于模拟的ＧＯＣＥ卫星

参考轨道，分析了各种潮汐效应对重力梯度观测

值的影响，分析结果可为ＧＯＣＥ卫星精密定轨和

重力场恢复提供参考。

参　考　文　献

［１］　宁津生，罗志才，陈永奇．卫星重力梯度数据用于

精化地球重力场的研究［Ｊ］．中国工程科学，２００２，４

（７）：２３２８

［２］　宁津生，罗志才，晁定波．卫星重力梯度测量的研

究现状及其在物理大地测量中的应用前景［Ｊ］．武汉

测绘科技大学学报，１９９６，２１（４）：３０９３１３

［３］　ＥＳＡ．ＧｒａｖｉｔｙＦｉｅｌｄａｎｄＳｔｅａｄｙＳｔａｔｅＯｃｅａｎＣｉｒｃｕｌａ

ｔｉｏｎＭｉｓｓｉｏｎ［Ｒ］．ＥＳＡｓｐ１２３３（１），ＲｅｐｏｒｔｆｏｒＭｉｓ

ｓｉｏｎ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Ｆｏｕｒ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ＥａｒｔｈＥｘｐｌｏｒｅｒ

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ＳＡ，Ｎｏｏｒｄｗｉｊｋ，１９９９

［４］　ＸｕＧｕｏｃｈａｎｇ．ＧＰＳＴｈｅｏｒｙ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ｓ［Ｍ］．Ｂｅｒｌ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０３

［５］　ＭｃＣａｒｔｈｙＤＤ，ＰｅｔｉｔＧ．ＩＥＲＳ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３）

［Ｒ］．ＩＥＲＳ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Ｎｏｔｅ Ｎｏ．３２，Ｖｅｒｌａｇｄｅｓ

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ｓｆüｒＫ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ｕｎｄＧｅｏｄｓｉｅ，Ｆｒａｎｋ

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Ｇｅｒｍａｎｙ２００４

［６］　ＭｃＣａｒｔｈｙＤＤ．ＩＥＲＳ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１９９６［Ｒ］．ＩＥＲＳ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ＮｏｔｅＮｏ．２１，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ｏｉｒｅｄｅＰａｒｉｓ，Ｐａｒ

ｉｓ，１９９６

［７］　ＭｏｎｔｅｎｂｒｕｃｋＯ，ＧｉｌｌＥ．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Ｏｒｂｉｔｓ：Ｍｏｄｅｌ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Ｍ］．Ｂｅｒｌ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００

［８］　ＤｒｉｎｋｗａｔｅｒＭＲ，ＦｌｏｂｅｒｇｈａｇｅｎＲ，ＨａａｇｍａｎｓＲ，ｅｔ

ａｌ．ＧＯＣＥ：ＥＳＡ’ｓＦｉｒｓｔＥａｒｔｈＥｘｐｌｏｒｅｒＣｏｒｅＭｉｓ

ｓｉｏｎ［Ｊ］．Ｓｐａｃ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ｖｉｅｗｓ，２００３，１８：４１９４３２

［９］　罗志才．利用卫星重力梯度数据确定地球重力场的

理论和方法［Ｄ］．武汉：武汉测绘科技大学，１９９６

第一作者简介：罗志才，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现主要从事物

理大地测量学和卫星重力学等领域的科研与教学工作。

Ｅｍａｉｌ：ｚｈｃｌｕｏ＠ｓｇｇ．ｗｈｕ．ｅｄｕ．ｃｎ

（下转第７６５页）

０６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