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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精度星载犌犘犛实时定轨卡尔曼滤波模型

王甫红１

（１　武汉大学测绘学院，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在动力学模型补偿算法的基础上，推导了星载ＧＰＳ实时定轨的卡尔曼滤波模型。以此为理论基础，

自主研制了星载ＧＰＳ实时定轨软件ＳＡＴＯＤＳ。使用ＣＨＡＭＰ卫星上的星载ＧＰＳ实测伪距数据以及ＧＰＳ卫

星广播星历来模拟实时定轨数据处理，并将实时定轨结果与ＪＰＬ精密轨道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在滤波

收敛后，实时定轨的轨道精度和速度精度的３ｄＲＭＳ分别可达到１．０ｍ和１．２ｍｍ／ｓ，受观测数据的ＧＰＳ卫

星数、ＰＤＯＰ值、粗差数据和数据中断等因素的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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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具有全球性、高精度、观测数据量多

和低成本等特点的星载ＧＰＳ测量已逐渐发展成

为低轨卫星轨道测控的主要技术手段之一［１］。为

了改善单点定轨的精度和连续性，国内外研究人

员在星载 ＧＰＳ实时定轨研究中，通常使用星载

ＧＰＳ伪距观测值，结合简化的动力学模型利用卡

尔曼滤波算法进行在轨数据处理，来获得卫星的

轨道参数［２１０］。

受星载接收机内部处理器计算能力的限制，

实时定轨的动力学模型不可能像事后精密定轨那

样精确，那些被忽略的动力学模型误差将会严重

影响实时定轨滤波算法的精度和稳定性，甚至导

致滤波发散。为此，国内外研究人员使用动态系

统噪声［５７］或者增加待估参数［２４］来补偿没有模型

化的动力学模型误差，提高实时定轨滤波算法的

精度和稳定性。

本文在动力学模型补偿算法（ＤＭＣ）
［１１］的基

础上，推导了高精度星载ＧＰＳ实时定轨的滤波算

法，并通过ＣＨＡＭＰ卫星的实测数据模拟实时定

轨数据处理，对实时定轨的滤波算法进行了验证。

１　犇犕犆

ＤＭＣ用一阶高斯马尔可夫模型来模拟没有

模型化的卫星加速度，可表示为：

狑（狋）＝－β狑（狋）＋狌（狋） （１）

式中，狑（狋）为 ＲＴＮ坐标系下的没有模型化的三

维加速度向量；β为相关时间的倒数；狌（狋）为零均

值高斯白噪声过程。在ＤＭＣ算法中，将狑（狋）和β
作为待估参数（β用随机游走过程来模拟），用卡

尔曼滤波进行递推估计。

式（１）的通解可表示为：

狑（狋）＝狑（狋０）ｅ
－β（狋－狋０

）
＋∫

狋

狋
０

ｅ－β
（狋－τ）狌（τ）ｄτ （２）

其中，等式右边的第一部分为确定性分量，将影响

卫星的位置和速度分量；第二部分为随机分量，不

影响卫星的位置和速度，只影响卫星状态噪声协

方差矩阵。

２　结合犇犕犆的实时定轨滤波模型

２．１　状态方程

在结合ＤＭＣ算法的同时，考虑到低轨卫星

受到难以准确模拟的非保守力（如大气阻力、太阳

光压力）的影响以及观测模型中的相关待定参数，

将实时定轨滤波模型的状态向量扩展为 犡＝［狉

　狏　狑　β　犆犱　犆狉　δ狋］
Ｔ，其中，狉和狏分别为

地心惯性系下的卫星位置和速度向量；犆犱 为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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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力系数；犆狉 为太阳光压系数；δ狋为观测模型中

的星载接收机钟差。大气阻力系数和太阳光压系

数均使用随机游走过程来表示，而δ狋用高斯白噪

声过程表示，实时定轨滤波模型的状态方程可表

示为：

犡（狋）＝Φ（狋，狋０）犡（狋０）＋∫
狋

狋
０

Φ（狋，τ）犌（τ）犝（τ）ｄτ

（３）

其中，Φ （狋，狋０）为 状 态 转 移 矩 阵；犌（狋）＝

０３×３ ０３×１ ０３×１ ０３×１

０３×３ ０３×１ ０３×１ ０３×１

犐３×３ ０３×１ ０３×１ ０３×１

０１×３ １ ０ ０

０１×３ ０ １ ０

０１×３

熿

燀

燄

燅０ ０ １

，犐３×３为单位阵；犝（狋）＝

狌（狋）

狌β（狋）

狌犆犱（狋）

狌犆狉（狋

熿

燀

燄

燅
）

，狌β、狌犆犱、狌犆狉为零均值高斯白噪声过程。

式（３）右边的第二项为随机项，因为犝（狋）为零均

值高斯白噪声，它对卫星的状态估计不产生影响，

只对动态系统噪声协方差矩阵犙的计算起作用。

２．２　观测方程

为了提高实时定轨系统在轨运行的稳定性，

同时减轻计算负担，实时定轨系统主要以伪距观

测值作为滤波计算的观测量。如果是双频接收

机，用消除电离层影响的伪距组合观测值作为观

测量。星载接收机运行在地球的对流层上方，因

此，观测方程中不考虑对流层延迟的影响，观测方

程可表示为：

犘犻＝ρ
犻
－犮·δ狋

犻
＋犮·δ狋＋δρｉｏｎｏ＋ε犘 （４）

式中，犘犻为卫星犻到星载接收机间的伪距；ρ
犻为信

号发射时刻卫星犻到星载接收机间的几何距离；

δ狋
犻和δ狋分别为卫星钟差和星载接收机钟差；δρｉｏｎｏ

为电离层延迟；ε犘为伪距观测噪声；犮为真空中的

光速。

２．３　滤波算法设计的关键问题

根据上述状态方程和观测方程，使用卡尔曼

滤波的递推算法对新的伪距观测数据不断进行数

据处理，输出卫星的轨道参数。如果出现观测数

据中断，实时定轨软件可输出动力学积分轨道，以

解决因数据中断引起的轨道不连续问题。卡尔曼

滤波的递推算法可参考文献［４］。为了增强滤波

算法的稳定性，必须考虑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１）推广卡尔曼滤波算法。因为实时定轨滤

波系统的运动方程与观测方程均为非线性函数，

为了减小线性化过程带来的计算误差，实时定轨

使用推广卡尔曼滤波。在使用动力学模型预报下

一时刻的卫星轨道参数时，并非使用先验的参考

轨道，而是使用当前时刻的估计轨道参数作为初

值，可减小参考轨道的精度随积分时间增长而逐

渐降低带来的线性化误差。

２）粗差伪距数据的探测方法。因为卫星处

于高速运动状态，星载ＧＰＳ伪距测量中粗差数据

的比例远大于地面数据［１２，１３］。如果在滤波更新

处理之前，不剔除这些几十 ｍ甚至上千ｋｍ量级

的异常数据，将会严重影响实时定轨的精度，甚至

会导致滤波出现发散现象。

如果把动力学积分预报的低轨卫星位置、

ＧＰＳ卫星位置和钟差代入式（４）（电离层延迟影

响使用双频观测值消除或者模型改正）后，只有星

载ＧＰＳ接收机钟差是未知参数。从理论上说，同

一历元由多颗ＧＰＳ卫星的伪距观测值计算得到

的接收机钟差应该是相等的。由于伪距测量噪

声、粗差和卫星轨道误差等因素的影响，实际计算

得到的这些接收机钟差不可能完全相同。对于任

意一个观测历元，将所有ＧＰＳ卫星的伪距观测值

计算得到的接收机钟差按大小进行排序，在序列

两端接收机钟差对应的伪距观测数据出现粗差的

概率最大。取排列在序列中间的接收机钟差或中

间几个接收机钟差的平均值作为参考值，将所有

的接收机钟差逐个与参考值进行比较检验。若任

意一颗ＧＰＳ卫星犻，计算得到的接收机钟差能满

足｜δ狋
犻
ＬＥＯ－δ珋狋ＬＥＯ｜＜３σ，其中，δ珋狋ＬＥＯ为接收机钟差的

参考值，σ为用户等效测距误差，则该卫星的观测

值可以使用。如果不满足上述条件，该卫星的伪

距观测值为粗差数据，在滤波处理时将被剔除。

依此方法，剔除每个历元中不合群的接收机钟差

对应的伪距观测值。

３）滤波性能检验。在测量更新过程之后，还

要对实时定轨滤波算法进行性能检验。检验方法

包括观测数据的残差分析、单点定轨与滤波定轨

的结果一致性检验等。如果检验出滤波发散，必

须对滤波器进行初始化设置。

３　实测数据处理与结果分析

根据上述方法，笔者研制了星载ＧＰＳ实时定

轨软件ＳＡＴＯＤＳ，该软件包括动力学模型轨道积

分、星载ＧＰＳ单点定轨、伪距观测数据的预处理

和推广卡尔曼滤波等主要模块。为了验证滤波算

４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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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正确性以及软件的定轨精度，用ＳＡＴＯＤＳ软

件对２００８年第４５ｄ的ＣＨＡＭＰ星载ＧＰＳ实测

数据进行模拟实时定轨数据处理。

图１给出了ＣＨＡＭＰ实测数据的卫星数与

几何图形 ＰＤＯＰ 值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

ＣＨＡＭＰ卫星大部分时间都能同时观测到６～１０

颗ＧＰＳ卫星，仅有小部分数据少于４颗卫星甚至

观测中断。ＰＤＯＰ值大部分时间均能够保持在６

以内。从星载ＧＰＳ接收机所观测ＧＰＳ卫星数及

其几何分布的角度来说，观测数据质量总体较好。

图１　星载ＧＰＳ实测数据的质量

Ｆｉｇ．１　Ｄａｔａ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ＳｐａｃｅＢｏｒｎｅＧＰ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剔除大于１００ｍ的粗差伪距观测值后，对该

星载ＧＰＳ数据进行单点定轨，将定轨结果与ＪＰＬ

精密轨道进行求差，并转换到ＲＴＮ坐标系，结果

如图２所示。可以看出，径向、切向和法向的轨道

精度的ＲＭＳ统计分别为５．０３２ｍ、１．６０３ｍ 和

１．９１２ｍ。单点定轨的轨道精度受粗差数据和卫

星几何分布等数据质量因素的影响较大，部分历

元的径向误差超过７０ｍ。

图２　标准单点定轨结果与ＪＰＬ精密轨道的差值

Ｆｉｇ．２　Ｏｒｂｉｔ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ＰＰａｎｄＪＰＬＲＳＯ

用ＳＡＴＯＤＳ软件对该天星载ＧＰＳ数据模拟

实时定轨处理，将定轨结果与ＪＰＬ精密轨道进行

比较，结果如图３所示。０～２ｈ为滤波收敛阶

段，定轨精度稍差。当滤波算法收敛后，径向、切

向和法向的轨道误差基本保持在±１．５ｍ以内，

其中切向较差，主要是由难以精确模拟的大气阻

力摄动引起的。和单点定轨相比，径向分量精度

提高较大，主要是因为：① 单点定轨的径向相当

于地面ＧＰＳ测量中的高程方向，本身误差较大；

② 动力学定轨中的径向轨道精度要明显优于切

向和法向。在实时定轨滤波算法中，径向的补偿

加速度的状态噪声σ犚 设置小于切向和法向，增加

了动力学模型在滤波算法中的作用，导致实时定

轨的径向精度比单点定轨提高了一个数量级。另

外，实时定轨受观测条件和数据质量因素的影响

明显降低，并且不受短时数据中断的影响。

图３　ＳＡＴＯＤＳ实时定轨结果与ＪＰＬ精密轨道的差值

Ｆｉｇ．３　Ｏｒｂｉｔ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ＡＴＯＤＳ

ａｎｄＪＰＬＲＳＯ

表１给出了ＳＡＴＯＤＳ实时定轨的位置和速

度精度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当滤波收敛后，径向、

切向和法向的轨道精度统计分别达到０．４０５ｍ、

０．７４９ｍ和０．２１４ｍ，速度精度统计可达到０．８８

ｍｍ／ｓ、０．５９ｍｍ／ｓ和０．４４ｍｍ／ｓ，该定轨精度与

国外最新研究成果的精度相当［２］。

表１　犛犃犜犗犇犛实时定轨的轨道精度统计

Ｔａｂ．１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ＡＴＯＤＳ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Ｏｒｂｉｔ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方法
包括收敛过程（０～２４ｈ） 收敛后（２～２４ｈ）

均值 标准差 ＲＭＳ 均值 标准差 ＲＭＳ

径向 －０．０１０ ０．６２４ ０．６２４ －０．０３６ ０．４０３ ０．４０５

位置／ｍ 切向 ０．０８８ ０．７６３ ０．７６８ ０．０８５ ０．７４４ ０．７４９

法向 －０．０１１ ０．２６９ ０．２６９ －０．０１９ ０．２１３ ０．２１４

速度／ 径向 －８．３Ｅ－５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１．０Ｅ－４８．７Ｅ－４８．８Ｅ４

（ｍ／ｓ） 切向 ７．６Ｅ－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２．２Ｅ－５ ５．９Ｅ－４５．９Ｅ－４

法向 １．４Ｅ－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３．５Ｅ－５ ４．４Ｅ－４４．４Ｅ－４

４　结　语

１）本文提出的实时定轨卡尔曼滤波算法可

以达到１ｍ的轨道精度和１．２ｍｍ／ｓ的速度精

度，能够满足大多数对地观测卫星对实时轨道参

数的要求。

２）结合动力学模型的实时定轨滤波算法受

观测条件、粗差数据等因素的影响较小，能够稳定

输出高精度的轨道和速度参数。

如果低轨卫星搭载具有高精度实时定轨功能

５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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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星载ＧＰＳ接收机，不仅可以大大增强低轨卫星

的自主操作性能，而且不需要地面测控系统的支

持和维护，从而降低卫星的运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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