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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低卫卫跟踪恢复地球重力场的误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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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卫星轨道的动力学积分法，定量分析了ＳＳＴＬＬ模式主要有效载荷测量误差对重力场恢复结果

影响的特点及相互关系。结果表明，１μｍ／ｓ的星间距离变化率误差与１０
－９ｍ／ｓ２的非保守力测量误差所引起

的重力场误差基本相当，不同载荷的测量精度应相互匹配，单独提高某一载荷的精度对改善重力场并无多大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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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星跟踪卫星（ＳＳＴ）技术可以快速获取全球

地球重力场中长波信息的精细结构，已经成为国

际上地学相关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根据卫星几

何位置的不同，ＳＳＴ有两种技术模式：高低卫卫

跟踪（ＳＳＴＨＬ）和低低卫卫跟踪（ＳＳＴＬＬ）
［１５］。

前者通常只能恢复５０～７０阶的地球位系数，而后

者可将重力场的分辨率提高到１２０阶，相应的地

面分辨率为１６０ｋｍ，被认为是当前最切实可行的

卫星重力测量模式［６］。

利用ＳＳＴＬＬ跟踪数据恢复地球重力场的误

差主要有３种类型
［７，８］：有效载荷测量误差、计算

模型误差及卫星载荷相互影响误差。其中，有效

载荷的技术指标对重力场的恢复精度具有决定性

的影响。本文基于严密的卫星轨道力学理论，利

用卫星跟踪数据恢复重力场的模拟仿真系统，通

过大量实际计算，详细分析了星载犓 波段测距系

统及加速度计测量误差（即非保守力测定误差）对

恢复重力场结果影响的量级、特点及相互作用，为

有效载荷的技术指标论证提供了可靠途径。

１　低低卫卫跟踪模式恢复重力场的

数学模型

　　低低卫卫跟踪模式的主要观测量是星间距离

ρ及其一次变率

ρ。设犡１、犡２、

犡１、犡２、̈犡１、̈犡２分别

表示卫星犛１、犛２ 在惯性坐标系的位置、速度及加

速度向量，ρ为两颗卫星之间的距离，则有：

ρ＝ ‖犡１－犡２‖ ＝ （ｄ犡·ｄ犡）
１／２ （１）

式中，ｄ犡＝犡１－犡２为卫星之间的基线向量。将上

式对时间求导，可得星间距离的一次变率，即两卫

星间的相对视线速度ρ：


ρ＝

ｄ犡·ｄ犡

ρ
＝ｄ犡·犲 （２）

式中，ｄ犡＝犡１－犡２；犲为视线单位向量：

犲＝ ［犲狓 犲狔 犲狕］＝
ｄ犡

ρ

ｄ犢

ρ

ｄ犣［ ］
ρ

Ｔ

（３）

式（２）表明，相对视线速度是两颗卫星的速度向量

之差在视线方向上的投影。向量犡犻、犡犻确定了卫

星的状态，若给定时间狋０，犡犻、犡犻的６个初始分量及

作用于卫星的摄动力就可完全确定卫星的轨道。

设地球重力场位系数向量为狌，除地球引力

外的所有摄动加速度为犪，则卫星的星历可表示

为：

犡（狋）＝犳犡 狌，犪，犡（狋０），犡（狋０），（ ）狋 （４）

相对视线速度的观测方程为：


ρ（狋）＝ｄ

犡·犲＝犳（犡１（狋），犡２（狋），犡１（狋），

犡２（狋），狋）＋狀 （５）

式中，狀为测量噪声。式（４）是一非线性方程，为

了求解未知参数狌，需对其进行线性化。若卫星

星历近似值犡０（狋）有相同的初始条件，但采用位

系数为狌０的参考重力场模型计算，狋时刻相对视

线速度的近似值ρ０（狋）可表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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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０（狋）＝ｄ

犡０·犲＝犳（犡
０
１（狋），犡

０
２（狋），

犡０１（狋），犡
０
２（狋），狋）＋狀 （６）

将ρ（狋）在

ρ０（狋）处以狌

０为变量展开，可得：


ρ（狋）＝


ρ０（狋）＋∑

２

犻＝１

ρ犡犻

犡犻狌
＋
ρ
犡犻

犡犻

（ ）狌 狌
０
δ狌＋狀

（７）

　　由于卫卫跟踪观测值通常以离散点的形式给

出，因此式（７）可写成如下形式的观测方程：

Δρ（狋犽）＝犆（狋犽）δ狌＋狀 （８）

式中，Δρ（狋犽）＝

ρ（狋犽）－


ρ
０ （狋犽）；犆（狋犽）＝ ∑

２

犻＝１

ρ
０（狋犽）

犡
０
犻（狋犽）

犡
０
犻（狋犽）

狌
０ ＋

ρ
０（狋犽）

犡
０
犻（狋犽）

犡
０
犻（狋犽）

狌（ ）０
； 

ρ
０（狋犽）

犡
０
犻（狋犽）

、

ρ
０（狋犽）

犡
０
犻（狋犽）

可根据式（２）由卫星的近似星历直接计

算；而犡
０
犻（狋犽）

狌
０
、
犡０犻（狋犽）

狌
０
函数的解析形式难以求

得，可采用变分方程的数值积分求得。

如果已知犿 个时刻的星间距离及星间距离

一次变率观测值ρ、

ρ，其历元为狋＝狋１，狋２，…，狋犿，就

可得到犿个观测方程，其矩阵形式为：

犵＝犃δ狌＋狀 （９）

式中，

犵＝ ［Δρ（狋１）　…　Δ

ρ（狋犿）］

Ｔ （１０）

犃＝ ［犆（狋１）　…　犆（狋犿）］
Ｔ （１１）

　　由观测方程式（１１）按最小二乘法或正则化算

法，即可求得相对于参考重力场模型的位系数改

正数δ狌。

２　实际计算与分析

计算所用的基本数据为１０ｄ的模拟轨道、星

间距离、星间距离变化率及星载加速度观测数据。

以两颗卫星的星间距离及其变化率为基本观测量，

采用轨道动力学积分法反演地球重力场。通过在

观测量中加入一定量的误差，以考察其对恢复重力

场的影响。模拟仿真所用的轨道参数见表１。

表１　轨道参数

Ｔａｂ．１　Ｏｒｂｉ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轨道高度 轨道倾角 偏心率 星间距离 采样间隔

３００ｋｍ ８９° ０．００１３４ ２３０ｋｍ １０ｓ

２．１　数学模型及模拟仿真软件正确性检验

在不考虑各种观测误差的情况下，图１给出

了用星间距离及其变化率恢复的重力场模型与标

准模型所比较的大地水准面累积误差，在１００阶

时为０．６ｍｍ级，说明了恢复重力场的数学模型、

计算方法及仿真软件的正确性，同时也反映了数

学模型、计算工具等所能达到的精度。

图１　ＳＳＴＬＬ模式反演重力场的大地

水准面误差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ｉｄＥｒｒｏｒＲｅｃｏｖｅｒｅｄｂｙＩｎｔｅｒ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ＲａｎｇｅａｎｄＲａｎｇｅＲａｔｅ

２．２　非保守力测定误差对星间距离、距离变化率

的影响

利用卫星跟踪数据恢复重力场必须扣除非保

守力对卫星轨道的影响。因此，非保守力的测定

精度与卫星位置、速度以及星间距离、星间距离变

化率的改正项精度密切相关，且应当与这些量的

测量精度相匹配。表２给出了非保守力测定误差

对星间距离、星间距离变化率的影响。很明显，星

间距离对摄动力比较敏感，即使１０－９ｍ／ｓ２的非保

守力测定误差所引起的星间距离误差也达到ｃｍ

级，远远大于犓 波段星间测距系统的测距误差。

而同样加速度计测量误差对星间距离变化率的影

响只在μｍ／ｓ级，与目前犓 波段星间测距系统的

测速精度相当。

表２　加速度计测量误差所引起星间距离、距离变化率误差统计

Ｔａｂ．２　Ｅｒｒｏｒ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ＲａｎｇｅａｎｄＲａｎｇｅＲａｔｅ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ＡｃｃｅｌｅｒｏｍｅｔｅｒＥｒｒｏｒ

加速度计测量误差
引起星间距离误差／ｍ 引起星间距离变率误差／（μｍ／ｓ）

Ｍｅａｎ Ｓｔｄ． Ｍａｘ Ｍｅａｎ Ｓｔｄ． Ｍａｘ

１０－８ｍｓ－２ －０．０８４５ ０．１４８９ ０．４６３４ １０．７３６１ １４．１４５９ ３７．６７５７

１０－９ｍｓ－２ ０．００８８ ０．０１００ ０．０３１９ －０．８８７０ １．００１９ ３．４５１２

２．３　非保守力测定误差对反演重力场结果的影

响

在不考虑星间距离、星间距离变化率误差的

情况下，非保守力测定误差（加速度计误差）对恢

复重力场结果的影响见图２。可以看出，对于同

样的１０－９ｍ／ｓ２的非保守力误差，用星间距离恢复

１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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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力场到１００阶的大地水准面累积误差约为２３

ｃｍ，而用星间距离变化率作为观测量时，相应的

大地水准面累积误差仅为６ｃｍ，相差近４倍。

图２　非保守力误差对大地水准面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ＧｅｏｉｄＥｒｒｏｒ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Ｎｏｎ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

ＦｏｒｃｅＥｒｒｏｒ

２．４　星间距离及星间距离变化率误差对反演重

力场结果的影响

在不考虑非保守力误差的情况下，不同的星

间距离、星间距离变化率误差对恢复重力场结果

的影响见图３。由图３可看出，１０μｍ精度的星

间距离与１μｍ／ｓ精度的星间距离变化率观测量

反演重力场到１００阶的大地水准面累积误差分别

为２．２ｍ与６．５ｃｍ，用１０μｍ精度的星间距离反

演的地球重力 场精度明显地优于用１μｍ／ｓ精度

的星间距离变化率所得到的结果。而对于８０阶

以下的大地水准面累积误差，５０μｍ精度的星间

距离与１μｍ／ｓ精度的星间距离变化率所得到的

结果基本相同。

在顾及非保守力误差１０－９ｍ／ｓ２的情况下，星

间距离、星间距离变化率误差对恢复重力场结果

的影响见图４、图５。１μｍ／ｓ精度的星间距离变

化率恢复重力场到１００阶的大地水准面累积误差

约为９ｃｍ，而１０μｍ精度的星间距离所得到的结

果为４０ｃｍ。很明显，在考虑非保守力误差的情

况下，用星间距离变化率观测资料恢复重力场的

精度要远远高于用星间距离恢复重力场的精度。

这主要是由于非保守力测量误差对星间距离的影

响远远大于对星间距离变化率的影响。因此，尽

管星间距离比星间距离变化率对重力场更敏感，

但由于非保守力测量误差的存在，实际应用中通

常采用星间距离变化率观测资料来恢复重力场。

图３　星间距离及星间距离变化

率误差对大地水准面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ＧｅｏｉｄＥｒｒｏｒＣａｕｓｅｄｂｙ

Ｉｎｔｅｒ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ＲａｎｇＥｒｒｏｒａｎｄ

ＲａｎｇｅＲａｔｅＥｒｒｏｒ

　　

图４　非保守力及星间距离

误差对大地水准面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ＧｅｏｉｄＥｒｒｏｒ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Ｎｏｎ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ＦｏｒｃｅＥｒｒｏｒ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ＲａｎｇｅＥｒｒｏｒ

　　

图５　非保守力及星间距离变

化率误差对大地水准面的影响

Ｆｉｇ．５　ＧｅｏｉｄＥｒｒｏｒ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Ｎｏｎ

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ＦｏｒｃｅｅｒｒｏｒａｎｄＩｎｔｅｒ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ＲａｎｇｅＲａｔｅＥｒｒｏｒ

３　结　语

１）星间距离对摄动力（保守力与非保守力）

比较敏感，即使１０－９ｍ／ｓ２的非保守力测量误差所

引起的星间距离误差也达到ｃｍ级，远远大于犓

波段星间测距系统的测距误差。而同样的非保守

力测量误差对星间距离变化率的影响只在μｍ

级，与目前 犓 波段星间测距系统的测速精度

相当。

２）尽管星间距离比星间距离变化率对重力

场更敏感，但由于非保守力测量误差的影响，用星

间距离变化率来反演重力场可获得更高的精度，

实际应用中应采用星间距离变化率观测资料来反

演重力场。

３）１μｍ／ｓ的星间距离变化率误差与１０
－９

ｍ／ｓ２的非保守力测量误差所引起的重力场误差

基本相当。单独提高星间距离变化率的测量精度

对改善重力场的精度并无多大意义，星间距离变

化率的测量精度应与非保守力的测量精度相匹

配。若加速度计的精度指标采用１０－９ｍ／ｓ２，则犓

波段星间测距系统的测速精度指标应定为１μｍ／

ｓ；若加速度计的精度指标提高到５×１０－１０ ｍ／ｓ２，

则犓 波段星间测距系统的测速精度指标也应提

高为０．５μｍ／ｓ。

４）模拟仿真只用了１０ｄ的观测数据。随着

观测数据的增加，恢复重力场的精度将会有较大

提高，对主要有效载荷测量精度的要求也会相应

降低。

２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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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主要内容预告

 仿真学中觅食原理在图像分割中应用的研究 　　　　　　　　　郑肇葆

ＰＯＳ影像外方位元素相关性对模型上下视差理论精度的影响 袁修孝，等

 正交Ｐｒｏｃｒｕｓｔｅｓ分析及其在旋转矩阵估计中的应用 周拥军，等

 利用ＧＲＡＣＥ数据反演格陵兰冰盖冰雪质量变化 杨元德，等

 联合卫星测高、卫星重力及海深数据构建中国近海海底地形 周旭华，等

 复杂交通场景中车辆视频检测的背景提取与更新 雷　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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