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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的犐犌犛精密星历插值算法

刘伟平１　郝金明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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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传统的滑动Ｌａｇｒａｎｇｅ多项式插值方法的不足，提出了一种新的顾及卫星实际运动特点的插值方

法，并通过算例对比了两种方法的插值精度。结果表明，本文方法具有性能更优的星历内插外推能力，特别是

其外推精度要高出传统方法一个数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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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精密单点定位
［１３］等ＧＰＳ数据处理中，经

常要对ＩＧＳ精密星历进行插值，传统的方法是滑

动Ｌａｇｒａｎｇｅ多项式插值
［４６］，其算法简单、易于编

程实现，但是，这种方法是一种纯粹的数学方法，

没有考虑卫星的实际运动特点。在实际使用中，

虽然可以通过增加插值多项式的阶数来达到一定

的内插精度，但依然存在插值精度不稳定，特别是

其外推能力相当有限［７］。文献［８］指出，由于ＩＧＳ

精密星历仅给出每天００：００：００～２３：４５：００的星

历数据，为了得到２３：４５：００～２４：００：００的星历数

据，有两种方法：① 将当天的精密星历与下一天

的“拼接”［６］，这样就可以沿用内插方法；② 仅用

当天的精密星历进行外推。前一种方法需要收集

处理更多的精密星历数据，特别是当两天的精密

星历中出现某颗卫星的数据中断的情况，则该方

法失效，必须依赖第二种方法。而要使用第二种

方法，则需要提高星历外推的精度。文献［７，８］在

这方面的工作虽有所涉及，但是做得还很不充分。

针对这一问题，本文通过相关研究，顾及卫星

的实际运动特点，在确保精密星历内插外推精度

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精密星历插值算法。

１　犐犌犛精密星历插值新方法

１．１　卫星运动特点分析

ＧＰＳ卫星在各种特定力的作用下，基本依照

开普勒三大天体运动定律，在惯性空间有规律地

运动。但是为了方便地面用户将ＧＰＳ卫星作为

空间基准进行导航定位，ＩＧＳ给出的精密星历是

以地固系为空间基准的。以２００２年１月１日

ＰＲＮ０１星为例，图１和图２分别给出了其在地固

系和空固系下的运动特点，其他ＧＰＳ卫星的运动

特点与此类似。

从图１和图２可以看到：① 在地固系下，犣

坐标的变化曲线近似为一个周期约１２ｈ的三角

函数图，犡、犢 坐标的变化曲线不如犣 坐标有规

律；卫星在地固坐标系下的三维运行轨迹不甚规

则。② 在空固系下，卫星犡、犢、犣坐标的变化曲

线都近似为三角函数图，且周期约１２ｈ；卫星在

空固系下的三维运行轨迹较为规则，近似为椭圆

形。

图１　地固系下卫星运动特点图

Ｆｉｇ．１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ｏｆ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ｉｎ

Ｅａｒｔｈｆｉｘｅｄ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

１．２　方法原理及实现

ＧＰＳ卫星在地固系和空固系下的基本运动

特点不同的根本原因，分析认为，是由于在地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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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空固系下卫星运动特点图

Ｆｉｇ．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ｏｆ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ｉｎ

Ｓｐａｃｅｆｉｘｅｄ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

下给出的卫星星历势必“混入”地球本身的运动，

包括自转、岁差、章动、极移等综合影响，由此“破

坏”了卫星自身运动的规律。而在空固系下描述

卫星运动，则更能反映卫星本身的运动特点，更有

规律可循。为能在精密星历插值中利用这种规律

性提高插值算法的内插精度特别是外推精度，为

用户更可靠地使用ＩＧＳ精密星历提供保障，本文

给出了一种方法，其算法流程如图３所示。

图３　算法流程图

Ｆｉｇ．３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

目前，ＩＧＳ给出的精密星历是ＩＧＳ０５系（地固

系）下的，每个文件是１ｄ的数据，包含９６个历

元。首先，将其转换到Ｊ２０００（空固系）下：

犆′＝ （ ）犎犌 －１·犆 （１）

（犎犌）＝ （犈犘）（犈犚）（犖犚）（犘犚） （２）

式中，犆表示ＩＧＳ给出的地固系下的精密星历坐

标；犆′表示转换得到的空固系下的精密星历坐标；

（犈犘）是极移矩阵；（犈犚）是地球自转矩阵；（犖犚）是

章动矩阵；（犘犚）是岁差矩阵，其具体定义可以参

考文献［４，９］，所需参数由ＩＧＳ给出。

根据ＧＰＳ卫星在空固系下的运动特点，选用

三角函数作为插值基函数进行三角插值，通过以

下步骤完成：

１）选定插值节点数据。

为了提高插值精度，需要根据待插值点的时

间从转换得来的空固系下的精密星历中选择节点

数据，使得待插值点时间始终位于节点数据历元

时间的中间，这一要求在靠近精密星历起始历元

附近只能近似满足要求。这种选择节点数据的策

略即所谓“滑动窗口”法，具体可参照滑动 Ｌａ

ｇｒａｎｇｅ多项式插值选择节点数据的处理方法
［５］。

节点数据的个数等于选择的插值方法的阶数狀加

１；而插值方法阶数的选择则根据其插值效果来决

定。这一点将在算例中具体讨论。

２）确定插值函数的系数。

仅以犡坐标为例，空固系下的精密星历坐标

与其对应的历元时间有如下关系：

犡′犜
犼
＝犪０＋∑

狀

犻＝１

犫犻ｓｉｎｉω犜（ ）犼 ＋犮犻ｃｏｓｉω犜（ ）（ ）犼

（３）

式中，犡′犜
犼
表示某一选定节点（犜犼 历元）在空固系

下的精密星历犡坐标；犜犼是犡′犜犼对应的精密星历

历元时间（一般以１５ｍｉｎ为间隔）；狀是三角插值

的阶数；ω＝２π／犜（犜为１１ｈ５８ｍｉｎ，即ＧＰＳ卫星

的运行周期）；犪０、犫犻、犮犻（１≤犻≤狀）即为待求的插值

函数系数。

于是，利用选定的节点数据，即有：

犡′犜
１
＝犪０＋∑

狀

犻＝１

犫犻ｓｉｎｉω犜（ ）１ ＋犮犻ｃｏｓｉω犜（ ）（ ）１

犡′犜
２
＝犪０＋∑

狀

犻＝１

犫犻ｓｉｎｉω犜（ ）２ ＋犮犻ｃｏｓｉω犜（ ）（ ）２

　　　　　…

犡′犜狀＋１＝犪０＋∑
狀

犻＝１

犫犻ｓｉｎｉω犜狀＋（ ）１ ＋犮犻ｃｏｓｉω犜狀＋（ ）（ ）

烅

烄

烆 １

（４）

解此线性方程组即可得到待求系数犪０ 、犫

犻 、犮


犻 （１

≤犻≤狀）。为了提高算法效率，求解方法利用矩阵

分解进行［１０］。犢、犣坐标的插值函数系数可按同

样方法求得。

３）根据给定插值时间，利用插值函数求得对

应的星历坐标。

同样以犡坐标为例，假定欲求狋时刻的精密

星历，有：

犡′狋＝犪０

＋∑

狀

犻＝１

犫犻
ｓｉｎｉω（ ）狋 ＋犮犻

ｃｏｓｉω（ ）（ ）狋

（５）

式中，犡′狋表示狋时刻对应的空固系下的精密星历

犡 坐标，其他符号意义同前。犢、犣坐标按同样的

方法可以求得。

完成上面的插值步骤后，再将求得的精密星

历由空固系转换到地固系即可：

犆狋 ＝ （ ）犎犌 ·犆′狋 （６）

式中，犆′狋表示通过插值求得的狋时刻对应的空固

１２３１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

系下的精密星历三维坐标；犆狋表示对应的地固系

下的精密星历三维坐标。

２　算例分析

为了验证方法的可行性，本文采用文献［８］提

供的２００２０１０１的１５ｍｉｎ和５ｍｉｎ精密星历数

据，分别利用滑动Ｌａｇｒａｎｇｅ多项式插值和本文提

出的方法将１５ｍｉｎ间隔的数据插值成５ｍｉｎ间

隔的数据，并与提供的５ｍｉｎ精密星历数据进行

对比，以此来说明方法的有效性。本文仅给出

ＰＲＮ０１星的结果，其他各星结果类似。

表１给出了不同阶次滑动Ｌａｇｒａｎｇｅ多项式

插值和新插值方法的插值效果，其中ＲＭＳ指００：

００：００～２３：４５：００两种插值方法内插结果三维位

置误差的均方根差；ＭＡＸ指００：００：００～２４：００：

００两种插值方法插值结果三维位置误差的最大

误差，通常，这一最大误差出现在２４：００：００。通

过这两个统计量就可以反映出不同插值方法内插

和外推的效果。

由表１可见，滑动Ｌａｇｒａｎｇｅ多项式插值取９

阶时，插值效果最佳，其ＲＭＳ达到１ｍｍ，外推误

差最大为３ｄｍ左右；新插值方法取６阶时，插值

效果最佳，其ＲＭＳ达到１ｍｍ，外推误差最大只

有８ｃｍ左右。

表１　不同阶次插值效果对比表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ｍ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Ｏｒｄｅｒｓ

阶数
滑动Ｌａｇｒａｎｇｅ多项式插值 新插值方法

ＲＭＳ／ｍ ＭＡＸ／ｍ ＲＭＳ／ｍ ＭＡＸ／ｍ

４ ９．６４１ １８４７．３８１ ０．００４ ０．７０３

５ １．１５３ ３２９．６８５ ０．００２ ０．４６０

６ ０．１２６ ６６．１５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７９

７ ０．０１９ １２．８９５ ０．００１ ０．１０８

８ ０．００３ ２．４８１ ０．００１ ０．１４６

９ ０．００１ ０．３５４ ０．００１ ０．２４２

１０ ０．００２ ０．７２４ ０．００１ ０．４０１

１１ ０．００２ １．３５８ ０．００３ ０．２９０

１２ ０．００３ ２．６９３ ０．００３ １．１９８

１３ ０．００５ ５．２９８ ０．００３ ２．１４７

１４ ０．００９ １０．１７３ ０．００６ ３．６７０

　　为了进一步对比两者的插值效果，图４给出

了９阶滑动Ｌａｇｒａｎｇｅ多项式插值和６阶新插值

方法的插值结果。其中，图４（ａ）给出了００：００：００

～２３：４５：００每５ｍｉｎ共２８６个历元两种插值方

法的内插误差；图４（ｂ）则给出了２３：００：００～２４：

００：００每５ｍｉｎ共１３个历元两种插值方法的插

值误差，其中２３：４５：００～２４：００：００为外推时段。

由图４（ａ）可见，新插值方法与滑动Ｌａｇｒａｎｇｅ

多项式插值的内插精度基本相当，但在数据段的

开始和结尾阶段，新插值方法要优于滑动 Ｌａ

ｇｒａｎｇｅ多项式插值，分析原因，认为是由于在数

据段的开始和结尾段选取节点数据时，不能完全

保证待插值点正好位于节点数据中间，滑动Ｌａ

ｇｒａｎｇｅ多项式插值由于未考虑卫星的实际运动

特点，当待插值点位于节点数据两端时，内插精度

会下降；而新方法由于考虑了卫星的实际运动特

点，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克服这一问题。

由图４（ｂ）可见，新方法的外推精度要明显优

于滑动Ｌａｇｒａｎｇｅ多项式插值，这是因为新方法有

效地利用了卫星在空间的运动特点，使得其插值

函数更符合卫星的实际运动，从而具有更好的外

推能力。

图４　两种插值方法内插外推效果对比图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ｔｒａｐｏｌａｔｉｏ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ｗｏＭｅｔｈｏｄｓ

３　结　语

通过坐标转换和合理选择插值函数，有效地

利用卫星在惯性空间的运动特点，本文设计了一

种新的ＩＧＳ精密星历插值方法。相比传统的滑

动Ｌａｇｒａｎｇｅ多项式插值，新方法需要额外进行坐

标转换和三角函数项的计算，但是插值效果最优

时，新方法所需的阶数（６阶）要小于滑动 Ｌａ

ｇｒａｎｇｅ多项式插值的阶数（９阶），这在一定程度

上“抵消”了新方法在计算效率上与传统方法的差

距。事实上，在目前计算机计算能力的条件下，两

者的计算效率差异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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