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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采用光滑函数拟合的方法，用光滑函数逼近间断函数，从而使得传统的多步法、单步法能够正

常使用。利用二体问题检核结果表明，光滑函数逼近法能够有效解决运动方程右函数间断问题。

关键词：数值积分；光滑函数；间断；轨道机动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８．４１

　　动力学定轨方法是目前卫星精密定轨中普遍

采用的方法。动力学定轨过程实质是轨道改进过

程，需要利用先验参数积分卫星动力学方程及其

相关的变分方程，得到参考轨道及状态转移矩

阵［１，２］。由于卫星摄动函数的复杂性，数值积分

方法几乎是目前求解卫星动力学方程最通用的方

法［３］。然而，无论数值积分法中的多步法还是单

步法，都对动力学方程右函数有一个隐含前提条

件，即右函数及其高阶导数是连续的。当卫星运

动摄动函数包括进出地影的太阳光压模型、卫星

轨道机动模型、分段线性或脉冲经验力模型时，动

力学方程右函数并不满足这一隐含条件，导致数

值积分结果异常。针对这一问题，Ｌｕｎｄｂｅｒｇ在太

阳光压函数短期为常数的假设前提下，设计了卫

星进出地影前后数值积分算法［４］；Ｗｏｏｄｂｕｒｎ提

出在进出地影后，采用Ｅｎｃｋｅ型积分进行改正的

积分修正算法［５］；王歆研究了运动方程数值积分

右函数间断问题处理方法，提出了采用多步法／单

步法组合积分方法，并分别就卫星进出地影及卫

星轨控期间两种右函数间断情况进行了模拟试

算，验证了组合积分方法的有效性［６］。Ｊｇｇｉ系统

研究了右函数为脉冲型函数时卫星运动变分方程

的积分方法，借助线性微分方程中的常数变异求

解法将脉冲型参数相关偏导数的积分表示为卫星

６个状态向量偏导数积分的线性组合
［７］。本文采

用函数逼近的方法，用高阶导数连续的光滑函数

对动力学方程右函数间断点进行局部拟合，使之

满足数值积分要求的右函数高阶导数连续性条

件，从而可用通常数值积分方法解决间断函数积

分问题。

１　多步法及单步法数值积分

精密定轨中卫星动力学方程及变分方程均是

二阶微分方程，一般形式为：

狔̈＝犳（狋，狔，狔） （１）

　　由于右函数的复杂性，上述方程通常用数值

积分法求解。相比直接使用泰勒级数计算，数值

积分方法不直接求解函数高阶导数，而是采用多

个历元函数值的线性组合计算函数的高阶差商。

犿阶ＲＫＦ（ＲｕｎｇｅＫｕｔｔａＦｅｈｌｂｅｒｇ）型单步法公式

为［８］：

犽犻＝犳（狋０＋犮犻珔犺，狔０＋珔犺∑
犻－１

犼＝１

犪犻犼犽犼） （２）

狔（狋０＋珔犺）＝狔０＋珔犺∑
犿

犻＝１

犫犻犽犻 （３）

犿阶ＡｄａｍｓＣｏｗｅｌｌ型多步法公式为：

狔犻＋１ ＝２狔犻－狔犻－１＋珔犺
２

∑
犿－１

犼＝０

δ犼
犼
犳犻＋１ （４）

式中，狔犻为第犻步点函数值；犼为差分算子；珔犺为积

分步长；狋０为积分起点狔０为起点初值。当运动方程

间断右函数为阶跃函数时，由于在间断点的右邻域

内函数连续，而单步法只需计算积分历元邻域小范

围函数值，只要积分历元不选择在跳变点上，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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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单步法积分精度。而对于多步法，由于差分算

子计算涉及多步点函数值，如果积分时段跨越跳变

点，将会对积分结果产生较大影响［９］。当跳变函数

为脉冲型函数时，由于间断点邻域内函数不连续，

多步法及单步法均不能直接处理。

２　光滑函数

用光滑函数拟合间断函数时，为了不影响积

分右函数整体性态，用于拟合间断函数的光滑函

数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① 函数局部化条件，

即函数在很小范围内非零而在其余部分为零；

② 函数满足高阶导数连续的条件。奥列尼克在

偏微分方程解算中给出的磨光函数能够满足上述

要求［１０］。磨光函数形式为：

狔＝ｅ
犺
２／（狓

２
－犺
２），狓 ＜犺

０，狓 ＞
｛ 犺

（５）

该函数在其定义域内无限次连续可微，犺取为０．１

时函数图形如图１（ａ）所示。

从图１可以看出，只要参数犺取足够小，用上

述函数可连续逼近脉冲函数。

上述函数在域［－狋，狋］内积分为：

狔（狋）＝∫
狋

－狋
犲

犺
２

（狓２－犺
２）ｄ狓 （６）

该函数曲线如图１（ｂ）所示。

图１　曲线图

Ｆｉｇ．１　ＧｒａｐｈｏｆＳｍｏｏｔｈ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ｔｅｇｒａｌ

Ｓｍｏｏｔｈ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同样地，只要参数犺取足够小，上述脉冲函数

积分可用于逼近阶跃型函数而不影响函数的连续

性，由脉冲力引起的卫星速度跳变、卫星进出地影

时光压函数等均可简化为阶跃型函数。为了使用

方便，通常需要给上述平滑函数乘一个因子从而

使得积分函数值变化幅度单位化。上述函数单位

化因子可取为０．４４３９９３８２０１６４０１９８犱０×犺的

倒数，该系数可直接通过在区间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内计算式（６）积分值得到。

基于上述分析，对于脉冲跳变函数，我们的解

决方法是，以式（５）磨光函数作为基函数，选取参

数犺足够小（小于积分步长百分之一），在间断点

附近用上述磨光函数替代脉冲跳变函数，使方程

右函数满足数值积分连续性要求，用正常积分法

进行积分。当在某历元卫星作用有脉冲加速度

时，由于脉冲函数积分为阶跃函数，卫星加速度分

量上的脉冲力等效于速度分量上的阶跃型跳变，

因此，只需要在脉冲跳变点处增加速度跳变量即

可。由于磨光函数具有较好的局部性，只要参数

选择适当，经过上述处理的右函数能够保持原来

右函数主要动力学特性。

３　算例及分析

３．１　理论轨道计算公式

为了验证上述函数拟合方法的有效性，采用

平面二体问题轨道作为理论轨道，分别用多步法

及单步法两种数值积分法对拟合法的精度进行检

核。在卫星轨道没有跳变时，已知卫星轨道半长

轴、偏心率、近点角距及平近点角，平面二体问题

计算卫星位置速度公式为［８］：

狓＝犪（ｃｏｓ（犈）－犲）ｃｏｓ（ω）－犪 １－犲槡
２·

ｓｉｎ（犈）ｓｉｎ（ω）． （７）

狔＝犪（ｃｏｓ（犈）－犲）ｓｉｎ（ω）＋犪 １－犲槡
２·

ｓｉｎ（犈）ｃｏｓ（ω）． （８）

狓＝ μ槡犪
狉
［－ｓｉｎ（犈）ｃｏｓ（ω）－ １－犲槡

２·

ｃｏｓ（犈）ｓｉｎ（ω）］ （９）

狔＝ μ槡犪
狉
［－ｓｉｎ（犈）ｓｉｎ（ω）＋ １－犲槡

２·

ｃｏｓ（犈）ｃｏｓ（ω）］ （１０）

犈－犲ｓｉｎ（犈）＝犕 （１１）

狉＝犪［１－犲ｃｏｓ（犈）］ （１２）

式中，犪、犲、犈、ω、犕 分别为卫星轨道半长轴、轨道

偏心率、偏近点角、近地点经度、平近点角；μ为地

球引力常数；狓、狔、狉、狓、狔分别为卫星位置向量、卫

星半经、卫星速度向量。

当卫星位置、速度在某历元发生跳变时，设对

应的跳变前后位置速度分别为犡０、犞０、犡１、犞１，记

卫星位置、速度跳变量分别为Δ犡、Δ犞，即有：

犡１ ＝犡０＋Δ犡 （１３）

犞１ ＝犞０＋Δ犞 （１４）

　　利用跳变点处的卫星位置速度计算跳变后卫

星轨道半长轴、偏心率、平近点角及偏近点角公式

为［１１，１２］：

犎＝犡１×犞１ （１５）

犲ｃｏｓ（犳）＝
犎 ２

μ 犡１
－１ （１６）

８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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犲ｓｉｎ（犳）＝
犎

μ 犡１
（犡１·犞１） （１７）

犪＝
犎 ２

μ（１－犲
２）

（１８）

ω＝ｔａｎ
－１ 犡１（２）

犡１（１（ ））－犳 （１９）

ｔａｎ
犈（ ）２ ＝

１－犲
１＋槡 犲

ｔａｎ
犳（ ）２ （２０）

式中，犳为真点角。

以跳变后卫星位置、速度为初值，借助式（１５）

～式（２０）可计算出跳变后卫星新的轨道根数，然

后利用上述式（７）～式（１２）可计算出跳变后卫星

位置及速度的理论值，将其与数值积分结果比较，

可分析跳变前后数值解的精度。

采用数值积分方法计算卫星位置时，需要计

算卫星运动方程（１）对应的右函数。二体平面问

题对应的右函数形式为：

狓̈＝－μ
狓

狉３
，̈狔＝

－μ狔
狉３

（２１）

３．２　结果分析

１）多步法及单步法积分精度。为了估算多

步法及单步法实际积分精度，我们借助平面二体

问题力模型对两种数值积分方法进行试算。模拟

计算采用的轨道初始根数如表１所示。

表１　初始轨道根数表

Ｔａｂ．１　ＩｎｉｔｉａｌＥｌｅｍｅｎｔｏｆＯｒｂｉｔ

轨道根数 参数值

轨道初始时刻狋０ ０

轨道半长轴犪 ２７９１１１７３．１３２８

偏心率犲 ０．０００７７７４８４

近地点经度ω ０

初始平近点角犕０ ０

　　用上述轨道根数为初值，采用式（７）～式（１２）

可计算出１ｄ内卫星理论轨道。采用上述同样初

值，以公式为积分右函数，分别用ＲＫＦ７（８）单步

法积分器及 ＡｄａｍｓＣｏｗｅｌｌ（１２）阶多步法积分器

积分１ｄ，将积分结果与理论轨道比较，轨道位置

误差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数值积分误差统计表／ｍ

Ｔａｂ．２　ＴｈｅＥｒｒｏｒ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ｏｆ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积分方法 最大误差 最小误差 误差均值

ＲＫＦ７（８） ４．０４２８×１０－５ ０ ６．９４１５×１０－６

ＡｄａｍｓＣｏｗｅｌｌ（１２） １．６６２×１０－４ ０ ４．９１８９×１０－５

　　其中 ＲＫＦ７（８）积分器积分步长为１ｓ，而

ＡｄａｍｓＣｏｗｅｌｌ（１２）积分步长为０．１ｓ。由表２

看出，对于平面二体问题动力学方程，采用数值法

积分１ｄ，只要积分器阶数适当，无论是单步法还

是多步法积分精度均能优于０．１ｍｍ。

２）右函数间断积分结果。为了检核磨光函

数拟合方法积分间断函数的有效性，采用二体问

题进行验证。验证采用的初始轨道根数仍选择表

１中标准轨道参数，与表１描述的连续轨道不同，

假设在狋＝３ｈ时刻卫星上作用了一个脉冲力，相

当于在同时刻卫星位置不变而速度有一个跳变，

速度跳变量为：

Δ犞狓 ＝０．０７５７（ｍ／ｓ）

Δ犞狔 ＝０．０７５７（ｍ／ｓ）

　　跳变后卫星轨道根数发生变化，但由于仅受

中心引力影响，卫星轨道仍为椭圆轨道。用跳变

后卫星位置及速度由式（１５）～式（２０）可计算出跳

变后卫星新的轨道根数。利用初始轨道根数及跳

变后新根数用式（７）～式（１２）可计算出跳变前后

卫星理论轨道。为利用数值积分法计算卫星轨

道，取犺为０．０１ｈ在跳变点邻域内用式（５）拟合

跳变函数。可将跳变前后卫星轨道光滑连接，得

到１ｄ弧段内高阶导数近似处处连续的动力学右

函数。分别用ＲＫＦ７（８）单步法积分器及Ａｄａｍｓ

Ｃｏｗｅｌｌ（１２）多步法积分器积分上述轨道，将积分

轨道与式（１５）～式（２０）计算理论轨道比较，其位

置差如图２所示。

使用平滑函数后多步法积分轨道与理论轨道

比较如图３所示。

上述积分轨道与理论轨道互差统计结果如

表３所示。

表３　数值积分误差统计表

Ｔａｂ．３　Ｅｒｒｏｒ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ｏｆ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积分方法
位置误差／ｍ 速度误差／（ｍ·ｓ－１）

最大误差 误差均值 最大误差 误差均值

ＲＫＦ７（８） ２．１０５×１０－４ １．３２３×１０－４ ２．３０５×１０－８ ６．３７６×１０－７

ＡｄａｍｓＣｏｗｅｌｌ（１２） ３．５７×１０－４ １．２５×１０－４ ４．７８５×１０－８ ６．３７５×１０－７

　　由表３可以看出，采用磨光函数拟合后，对含

有脉冲型断点的右函数积分１ｄ，无论是单步法还

是多步法，积分精度均优于１ｍｍ，单步法精度与多

步法精度相当。相比表２给出的无间断右函数数

值积分位置误差，采用函数拟合后单步法与多步法

精度均差了一个数量级。需要指出的是，采用光滑

９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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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单步法积分位置与速度误

差图（积分步长０．０１ｈ）

Ｆｉｇ．２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Ｅｒｒｏｒ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Ｓｔｅｐ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ＳｔｅｐＺｉｚｅ０．０１ｈ）

　　　　　　

图３　多步法积分位置与速度

误差图（积分步长０．０１ｈ）

Ｆｉｇ．３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ＥｒｒｏｒｏｆＭｕｌｔｉｓｔｅｐ

Ｍｅｔｈｏｄｓ（ＳｔｅｐＳｉｚｅ０．０１ｈ）

函数拟合法进行数值积分时，为了保证一定的积

分精度，需要在拟合点处采用更小的积分步长。

致谢：魏子卿院士审阅了初稿并提出了修改

意见，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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