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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配置法的基本原理和计算方法，探讨了其在卫星轨道积分中的应用。分析了不同的积分步长

与方法阶数对积分精度的影响，并确定了适宜的积分步长与方法阶数（与Ｂｅｒｎｅｓｅ软件的缺省值一致）。此

外，通过与用传统数值积分方法设计的联合积分器计算结果进行比较，得出了配置法的一些优点：可以取较大

的积分步长；配置法直接给出的是各个积分区间的多项式系数，用户无需进行内插和拟合即可方便地得到任

意时刻的卫星位置和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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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８．１

　　用动力法来确定卫星轨道时，需要求解二阶

常微分方程组。由于方程右边的摄动函数异常复

杂，难以用解析法来精确确定卫星轨道，所以在卫

星精密定轨中通常都采用数值方法来求解。长期

以来，人们习惯于用 ＲｕｎｇｅＫｕｔｔａ法（单步法）、

ＡｄｍａｓＣｏｗｅｌｌ法（多步法）以及在此基础上稍作

改进而给出的ＫＳＧ方法等来进行轨道的数值积

分［１］，其中以ＲｕｎｇｅＫｕｔｔａ法较为常用
［２］。这些

方法数值积分的工作量较大，且只能给出各步点

上的卫星坐标和速度值。

近年来，有人将数值积分中的配置法用于行

星及卫星轨道的数值积分，取得了很好的效

果［３５］。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中所说的配置法与重

力学中常用的最小二乘配置法是两个不同的概

念。最小二乘配置法也称最小二乘拟合推估，是

用观测值来同时确定随机参数和非随机参数的一

种方法；本文中的配置法则是用一组特殊的多项

式来拟合积分区间中的被积函数的一种数值计算

方法。

１　配置法的原理和计算方法

１．１　配置法的原理

配置法是用一个狇阶多项式来拟合积分区间

犐犓中的原函数狔（狋）：

狔（狋）＝狔（犜犽）＋（狋－犜犽）狔
（１）（犜犽）＋…＋

（狋－犜犽）
狀

狀！
狔
（狀）（犜犽）＋…＋

（狋－犜犽）狇

狇！
狔
（狇）（犜犽）

（１）

其中，狇被称为方法阶数（狇≥狀）。在一般情况下狇

＞狀，例如在 ＧＰＳ卫星轨道积分中，可以用一个

１０阶多项式来拟合积分区间犐犓中的卫星轨道。

若狇＝狀，配置法就称为扩展的欧拉法。为了确定

式（１）中狇＋１－狀个位于积分区间左端点狋犽处的

高阶导数值狔
（狀）（犜犽），狔

（狀＋１）（犜犽），…，狔
（狇）（犜犽），可

对式（１）求狀阶导数：

狔
（狀）（狋）＝狔

（狀）（犜犽）＋（狋－犜犽）狔
（狀＋１）（犜犽）＋…＋

（狋－犜犽）狇
－狀

（狇－狀）！
狔
（狇）（犜犽）＝∑

狇

犾＝狀

（狋－犜犽）
犾－狀

（犾－狀）！
狔
（犾）（犜犽）

（２）

上式又可写为：

∑
狇

犾＝狀

（狋－犜犽）
犾－狀

（犾－狀）！
狔
（犾）（犜犽）＝

犳（狋，狔（狋），狔
（１）（狋），…，狔

（狀－１）（狋））＝狔
（狀）（狋）

（３）

倘若继续用节点狋犽
１
，狋犽

２
，…，狋犽

狇＋１－狀
将积分区间犐犓

加以细分，其中，狋犽
１
为积分区间的左端点，狋犽

狇＋１－狀

为右端点。然后将这些节点的狀阶导数值依次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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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式（３），就可以得到一组由狇＋１－狀个方程组成

的联立方程组式（４），从而解出狇＋１－狀个未知参

数狔
（狀）（犜犽），狔

（狀＋１）（犜犽），…，狔
（狇）（犜犽）：

∑
狇

犾＝狀

（狋犼－犜犽）
犾－狀

（犾－狀）！
狔
（犾）（犜犽）＝

犳（狋犼，狔（狋犼），狔
（１）（狋犼），…，狔

（狀－１）（狋犼）） （４）

犼＝１，２，…，狇＋１－狀

１．２　配置法的计算方法

从式（１）可以看出，条件方程式（４）左边的未

知参数狔
（狀）（犜犽），狔

（狀＋１）（犜犽），…，狔
（狇）（犜犽）是原函

数狔（狋）中的一部分，而原函数狔（狋）及其各阶导数

狔
（１）（狋），狔

（２）（狋），…，狔
（狀－１）（狋）又出现在方程式的右

端，故该方程是隐式方程，需用迭代法求解。首先

利用狔（犜犽）及各阶导数值狔
（犻）（犜犽）（犻＝１，２，…，狇）

的近似值根据式（１）来组成近似的原函数狔（狋），

然后对狔（狋）求导直至狔
（狀－１）（狋），依次将狋犼（犼＝１，

２，…，狇＋１－狀）代入，得狔
（１）（狋），狔

（２）（狋），…，

狔
（狀－１）（狋），再代入微分方程式以组成条件方程式

（４），然后重新求解较为精确的狔
（犾）（犜犽）值。接着

开始第二轮循环，反复迭代直至收敛为止。

然而，在第一个区间犐０中，只能获得初值狔０，

狔０
（１），…，狔０

（狀＋１），需设法求得狔０
（狀），狔０

（狀＋１），…，

狔０
（狇）的近似值后方能进行迭代计算。为计算方

便，上述未知参数的近似值可采用下列方法求得：

先用第一个节点来计算狔０
（狀），然后再用前两个节

点来计算狔０
（狀）和狔０

（狀＋１），…，直至最后用所有狇＋

１－狀个节点来计算全部待定参数的近似值。将

这些近似值与给定的初值狔
（犻）
０ ，犻＝０，１，…，狀－１

合在一起后，就可开始进行迭代计算了。迭代收

敛后即可获得第一个积分区间犐０中的原函数狔犐
０

（狋）＝狔０＋（狋－犜０）狔
（１）
０ ＋…＋（（狋－犜０）狇／狇！）狔

（狇）
０ 。

接着，利用该原函数可求得犐０区间右端犜１处的

函数值狔（犜１）及犜１处的各阶导数值狔
（１）（犜１），

狔
（２）（犜１），…，狔

（狇）（犜１）（只需对原函数逐次求导，

然后将犜１值代入即可）。因此，从第二个积分区

间开始，区间左端的函数及各阶导数的初值狔
（犻）

（犜犽）（犻＝０，１，…，狇）均为已知，可直接进行迭代

计算。

２　确定合适的方法阶数和积分步长

由于各卫星的运行周期和偏心率等互不相

同，因此用配置法对它们的轨道进行数值积分时

所用的方法阶数狇和积分步长犺也各不相同。一

般来讲，所用的方法阶数越高，其截断误差就越

小，结果的精度就越好，但计算工作量也越大。此

外，还应注意方法阶数过高时可能会产生振荡现

象，从而导致结果的发散。反之，随着积分步长的

增大，即拟合区间的加大，拟合精度一般也会随之

降低，但计算工作量也会随之减小。此外，方法阶

数和积分步长之间也密切相关。例如增大步长所

导致的精度下降可以用增加方法阶数来加以弥

补。因此，需要通过分析比较和综合权衡后才能

确定较为合适的方法阶数和积分步长。

评判所选的方法阶数和积分步长是否合适的

标准是：① 可获得符合精度要求的结果。文献

［６］联合积分器的精度已被证明是可以满足精度

要求的。此后如无说明，文中所提的联合积分器

均指此联合积分器，所指的精度要求是指与联合

积分器相当的精度。② 计算工作量大幅减少。

如前所述，随着方法阶数的增加，计算误差将随之

下降，因而误差曲线是一条单调减函数。该曲线

有一个拐点，在拐点以前，方法阶数每增加一阶计

算误差将明显减小；在拐点以后，随着方法阶数的

增加，计算误差虽然也能减小，但将越来越不明

显，而逐渐趋于一个固定值。因此，方法阶数应尽

可能在拐点前（含拐点）选取，计算步长也类似。

为了选择合适的方法阶数与积分步长，用自

编软件进行了一系列试算。试算的起始时间为

２００７０４２２Ｔ００：００：００，初值是用ＩＧＳ的精密星历

并经动力学拟合后获得的［６］，共计算了３０颗

ＧＰＳ卫星２４ｈ的卫星轨道。积分时所采用的力

模型等问题请参阅参考文献［６］。将数值积分所

获得的卫星轨道与ＩＧＳ精密星历进行比较，并藉

此来评定所获轨道的精度（每１５ｍｉｎ比较一次，

全天共比较９６次，即图１～４中相邻历元间的时

间间隔均为１５ｍｉｎ）。

２．１　方法阶数与积分精度间的关系

为了研究方法阶数与积分精度之间的关系，分

别用７、８、９、１０、１１和１３阶的方法阶数进行了计

算，计算时的积分步长统一采用１ｈ。为了节省篇

幅，本文仅给出了ＰＲＮ０６号卫星在采用８、９、１０和

１１阶方法阶数时的计算结果。其他卫星的情况与

之相似；７阶和１３阶的结果也与结论一致。

从图１中可以看出，当方法阶数较低时，提高

阶数可使计算精度大幅提高，但到９、１０阶后再提

高阶数，积分精度的提高就很有限了，其值已基本

趋于一个常数。

２．２　积分步长与积分精度间的关系

为了研究积分步长与积分精度之间的关系，

用０．５、１、２、３ｈ等４种不同的步长分别进行了计

算，计算时方法阶数统一采用１１阶，结果见图２。

４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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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不同方法阶数时的积分精度

Ｆｉｇ．１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ＯｒｄｅｒｓｏｆＭｅｔｈｏｄ

图２　不同步长时的轨道结果

Ｆｉｇ．２　Ｏｒｂｉｔ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ｔｅｐｓ

　　从图２可以看出，当积分步长从０．５ｈ变为１

ｈ时定轨误差并无显著变化，而从１ｈ变为２ｈ，

或从２ｈ变为３ｈ时定轨误差大幅度增加，变得

不可接受。

２．３　与联合积分器的比较

图３中给出了用步长取６０ｓ时进行数值积

分后所获得的ＰＲＮ０６号ＧＰＳ卫星的轨道误差。

上述误差也是以ＩＧＳ精密星历为标准而求得的。

计算时除数值积分方法不同外，其余的一切数据

和模型皆与配置法相同。比较图３与图１（ｃ）可以

看出两者的轨道误差基本相同。用户距离误差

ＵＲＥ是衡量卫星自主定轨精度的一个重要的指

标，其定义为［７］：

ＵＲＥ＝ （犚－狋）
２
＋
１

４９
（犃＋犆）槡

２ （５）

式中，犚代表径向误差；犃 代表沿迹误差；犆代表

法向误差；狋代表所确定的卫星钟差的误差。

图４中分别给出了用联合积分器及步长为

１ｈ的１０阶配置法定轨时的ＵＲＥ值，它们的数值

也基本相同。

通过大量的试算及分析比较，综合权衡后认

为，对ＧＰＳ卫星而言，采用配置法来进行数值积分

时，步长取１ｈ，方法阶数取１０阶较为适宜。上述

数值与Ｂｅｒｎｅｓｅ５．０ＧＰＳ数据处理软件中的缺省值

一致。此外，还分别统计了两种算法的计算时间

（在ＣＰＵ为２．６６ＧＨＺ，内存为２５６ＭＢ的硬件条

件下），对３０颗ＧＰＳ卫星２４ｈ的轨道进行数值积

分时，采用传统的联合积分器共耗时１５６ｓ，而采用

步长为１ｈ的１０阶配置法则只需６１ｓ。

图３　联合积分器

所得轨道误差

Ｆｉｇ．３　ＯｒｂｉｔＤｅｔｅｒｍ

ｉｎａ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Ｃｏｍｂ

ｉｎｅｄ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ｏｒ

　

图４　Ｃｏ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积分器

与联合积分器积分

结果比较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ｏ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ｏｒａｎ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ｏｒ

３　结　语

１）由于卫星运动方程极其复杂，难以用解析

方法继续求高阶导数，因此，传统的数值积分方法

都是用积分步长１ｈ内的若干个点上的右函数值

的线性组合来拟合高阶导数，计算下一个节点上

的函数值。在这种过程中会引入新的误差［８］。此

外，为了使线性组合不至过分复杂而又能保持必

要的精度，积分步长就不能取得过大。对ＧＰＳ卫

星而言，典型值为６０ｓ。而配置法则是直接用一

组高阶泰勒级数来拟合积分区间中的原函数，故

积分步长要大得多，典型值为１ｈ。配置法中的

各高阶导数值是通过数值计算方法巧妙求得的，

无需用解析方法对复杂的轨道方程求导。

２）常用的数值积分方法求得的是一些离散

的节点上的卫星位置和速度值，在用户需要求观

５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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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时刻的卫星位置和速度时还需另外进行拟合和

内插，较为麻烦。而配置法给出的则是每个积分

区间中的多项式系数，用户利用这些系数可方便

地求出任一时刻的卫星位置和速度。

３）在精度相同的情况下，利用配置法对ＧＰＳ

卫星轨道进行数值积分时所需的计算时间比传统

的联合积分器所需的时间要少得多。由于星载计

算机的性能较差，这一点对于卫星自主定轨很有

意义。

４）从图４可以看出计算结果中仍含有周期

性误差，其周期与ＧＰＳ卫星的运行周期相同，虽

然其振幅并不大，但仍可反映出所建立的摄动力

模型还不够完善。这种现象在定轨中较为普遍，

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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