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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讨了根据ＡＲＭＡ模型构造白化滤波器对卫星加速度进行去相关滤波的方法。给出了加速度法和

去相关最小二乘解算的基本原理，推导了基于加速度法整体求解加速度计尺度因子、偏差参数和重力场位系

数的计算公式。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利用 ＡＲＭＡ去相关滤波法抑制卫星加速度有色噪声的具体处理方案。

实验结果验证了所提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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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利用卫星轨道和加速度计数据反演地

球重力场的方法［１８］中，加速度法引起了许多学者

的关注，并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９，１０］。利用加速

度法反演高精度地球重力场模型仍有一些关键问

题亟待解决，其中之一便是卫星加速度观测值的

滤波或定权处理。由于卫星加速度是由卫星轨道

数值微分计算的，而数值微分会严重放大高频误

差，进而降低加速法求解重力场模型的精度。针

对这一问题，文献［６，７，９，１１］各自提出了解决方

案。本文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根据 ＡＲＭＡ模型

构造白化滤波器对实测数据进行去相关滤波的方

法。同时，针对星载加速度计数据的校准，同时求

解加速度计尺度因子、偏差参数和重力场模型位

系数，并推导了相应的计算公式。

１　基本原理

１．１　加速度法观测方程及其求解

在地心惯性系下，卫星的运动方程为：

狉̈（狋）＝犪犲（狋）＋犪犵（狋）＋犪狀犵（狋） （１）

式中，̈狉（狋）为卫星加速度，由卫星轨道数值微分得

到。式（１）右边第一项为地球引力加速度；第二项

为除地球引力外的保守力加速度；第三项为非保

守力加速度，可由星载加速度计测定。在地心惯

性系下，地球引力加速度为［１２］：

犪犲（狋）＝犠
Ｔ（狋）

犞

（狉，φ，λ）
（狉，φ，λ）

（狓，狔，狕［ ］）
Ｔ

（２）

式中，（狉，φ，λ）与（狓，狔，狕）分别为卫星在地固系下

的球坐标和直角坐标；犠Ｔ（狋）为地固系到惯性系

的转换矩阵；犞 为地球引力位，它是重力场位系数

｛珚犆犾犿；珚犛犾犿｝的线性函数。

卫星所受的非保守力摄动加速度在惯性系下

可表示为［４，５］：

犪狀犵（狋）＝犚（狋）

犛狓（犪狓０＋犅狓）

犛狔（犪狔０＋犅狔）

犛狕（犪狕０＋犅狕

熿

燀

燄

燅）

（３）

式中，各参数意义参见文献［４，５］。

若将重力场位系数狌＝｛珚犆犾犿；珚犛犾犿｝和加速度计

校准参数狏＝｛犛犻；犅犻｝作为未知参数同时求解，由

式（１）可得到相应的观测方程为：

Δ̈狉（狋）＝
犪犲（狋）

狌
Δ狌＋

犪狀犵（狋）

狏
Δ狏 （４）

式中，Δ̈狉（狋）为卫星加速度的观测值与计算值之

差；Δ狌、Δ狏分别为重力场位系数和加速度计标校

参数的改正数；犪犲
（狋）

狌
为地球引力加速度对位系

数的偏导数，可由式（２）对位系数狌求偏导数得

到，具体形式见文献［１２］。
犪狀犵（狋）

狏
为非保守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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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加速度对标校参数狏的偏导数，具体形式可由

式（３）得到：

犪狀犵（狋）

狏
＝犚（狋）·

犪狓０＋犅狓０ ０ ０ 犛狓０ ０ ０

０ 犪狔０＋犅狔０ ０ ０ 犛狔０ ０

０ ０ 犪狕０＋犅狕０ ０ ０ 犛狕

熿

燀

燄

燅０

（５）

　　将式（２）和式（３）对未知参数的偏导数代入式

（４），可得到加速度法同时求解重力场位系数和加

速度计标校参数的线性观测方程。其中，Δ狌为全

局参数；Δ狏为局部参数。令狓＝［Δ狌　Δ狏］
Ｔ，观测

方程（４）可表示为：

犱＝犃狓＋犲 （６）

其中，犱为加速度残差向量；犃为设计矩阵；犲为误

差向量。可得未知参数的最小二乘解为：

狓^＝ （犃
Ｔ犆－１犱犃）

－１犃Ｔ犆－１犱犱 （７）

式中，犆－１犱 为卫星加速度观测值的权阵；^狓为未知

参数改正数的估值。

１．２　去相关与犃犚犕犃滤波

已有分析表明［７，１１］，由数值微分得到的卫星

加速度误差通过误差传播后变成了相关的有色噪

声，并且数值微分过程会放大高频误差，它近似正

比于频率的平方。对于高采样率的数据来说，高

频部分的误差甚至会超过信号本身，降低了卫星

加速度的信噪比。有色噪声的处理采用较多的是

去相关算法［１３］，它将犆犱分解为犚
Ｔ犚，并将（犚－１）Ｔ

左乘式（６）中的各项得：

珔犱＝珚犃狓＋珋犲 （８）

其中，珔犱＝（犚－１）Ｔ犱；珚犃＝（犚－１）Ｔ犃，珋犲＝（犚
－１）Ｔ犲。

以上过程即是对式（６）中的各项进行滤波，且珔犱的

协方差阵为单位阵（犆珔犱＝（犚
－１）Ｔ犆犱犚

－１＝犐），因而

上述滤波实质是一种白化滤波，犉＝（犚－１）Ｔ 为相

应的滤波器。因此，式（８）的最小二乘解为：

狓^＝ （犉犃）Ｔ（犉犃（ ））－１（犉犃）Ｔ犉犱 （９）

　　基于去相关最小二乘解的关键是构造白化滤

波器犉，本文根据 ＡＲＭＡ模型构造相应的滤波

器。ＡＲＭＡ过程的差分方程可表示为
［１３］：

犮（狀）＝－∑
狆

犻＝１

犪犻犮（狀－犻）＋∑
狇

犻＝０

犫犻狑（狀－犻）

（１０）

式中，狑（狀）为输入的白噪声序列；犮（狀）激励 ＡＲ

ＭＡ模型输出有色噪声；犪犻（犻＝１，…，狆）、犫犻（犻＝０，

１，…，狇）为滤波系数；（狆，狇）为ＡＲＭＡ模型的阶

数。ＡＲＭＡ模型是线性移不变的离散系统，其系

统函数为［１３］：

犎（狕）＝
∑
狇

犻＝０

犫犻狕
－犻

１＋∑
狆

犻＝１

犪犻狕
－犻

（１１）

　　由于 犎（狕）是因果稳定可逆的，有色噪声

犮（狀）激励逆系统１／犎（狕）的输出将是白噪声。即

逆系统１／犎（狕）具有白化滤波的功能，可作为式

（９）中的白化滤波器犉。因此，利用 ＡＲＭＡ模型

拟合卫星加速度的有色噪声，得到相应的滤波系

数，然后，采用逆滤波对卫星加速度进行白化处

理，可达到去相关的目的。

需要指出的是，真实的卫星加速度误差无法

精确给出，实际计算中可采用先验信息得到一个

初始解狓０，以验后残差犲^＝犃狓０－犱作为加速度误

差的估值。

２　地球重力场反演

采用武汉大学 ＧＮＳＳ中心提供的 ＣＨＡＭＰ

几何法轨道和ＧＦＺ数据中心提供的加速度计数

据（２００３０８０９～２００３０９２３，共４６ｄ）进行重力场

解算。几何法轨道的采样间隔为３０ｓ，精度为４

～５ｃｍ
［１４］，加速度计数据为１０ｓ采样，降采样为

３０ｓ。为了比较加速度计数据校准和 ＡＲＭＡ滤

波效果，本文设计了３种计算方案：① 方案１，加

速度计数据不进行校准，根据加速度法按等权解

算重力场位系数；② 方案２，根据加速度法按等权

同时求解重力场位系数和加速度计标校参数；

③ 方案３，以方案２解算的卫星加速度验后残差

作为加速度误差的估值，构造 ＡＲＭＡ白化滤波

器，根据加速度法由去相关最小二乘解算重力场

位系数和加速度计标校参数。上述计算中，地球

重力场模型求解的最大阶次为６０，加速度计数据

的尺度和偏差参数每天估计一组。卫星加速度的

观测值采用９点牛顿插值的二次微分公式
［６，８］计

算，地球引力以外考虑的保守力有日月引力、固体

潮、海潮、大气潮、极潮和相对论效应，非保守力由

加速度计测量值代替。

图１为以上３种计算方案反演的重力场模型

与ＥＩＧＥＮＣＧ０３Ｃ模型比较得到的大地水准面累

积误 差。ＥＩＧＥＮＣＧ０３Ｃ 模 型 是 由 ＣＨＡＭＰ、

ＧＲＡＣＥ数据和地面重力数据解算的高精度重力

场模型，其精度远优于ＣＨＡＭＰ数据解算的重力

场模型，可作为检核模型。比较方案１和方案２

的解算结果可知，加速度计数据的尺度和偏差等

误差对恢复重力场模型低阶次位系数的影响非常

６９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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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同时求解重力场模型位系数和标校加速度

计参数后，所恢复重力场模型的精度有了明显的

提高。因此，使用加速度计数据必须对其进行校

准，以避免非保守力误差的累积。

图１　各方案解算模型相对于ＥＩＧＥＮＣＧ０３Ｃ模型的

大地水准面累积误差

Ｆｉｇ．１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ＧｅｏｉｄＥｒｒｏｒ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ｅｒｉｖｅｄ

ＭｏｄｅｌｓａｎｄＥＩＧＥＮＣＧ０３ＣＭｏｄｅｌ

由于方案２并没有处理卫星加速度的有色噪

声，因此，方案３以方案２解算的结果为初值，得

到卫星加速度３个分量的验后残差，并作为加速

度的观测误差。以卫星加速度误差的狓分量为

例，构造 ＡＲＭＡ 白化滤波器进行滤波处理，图

２（ａ）给出了加速度狓分量的误差ＰＳＤ。可知，真

实的卫星加速度误差并不具有白噪声的特性，其

高频部分误差迅速增大，最大高频误差高出低频

部分２个多量级。本文在保证一定滤波效果和计

算效率的条件下，根据加速度误差序列自相关函

数和偏相关函数的拖尾与截尾性来确定 ＡＲＭＡ

模型合适的阶数。经分析可基于ＡＲＭＡ（１００，１）

模型对卫星加速度狓分量的误差进行滤波处理，

图２（ｂ）给出了滤波后的加速度误差ＰＳＤ，可以看

出滤波后的加速度误差可近似作为白噪声来处

理。

同理，根据 ＡＲＭＡ（１００，１）模型和 ＡＲＭＡ

（１２０，１）模型构造了相应的白化滤波器，分别对加

速度狔、狕分量误差进行了滤波处理。将构造的３

个分量的ＡＲＭＡ白化滤波器应用于去相关最小

二乘解算，得到了ＡＲＭＡ滤波后的重力场模型，

记为 ＷＨＵＣＨＡＭＰＡＣＣ６０ＫＰ。从图１可知，方

案３采用ＡＲＭＡ滤波器对卫星加速度进行去相

关滤波后，其恢复的重力场模型精度相比方案２

解算模型的精度有了进一步提高，初步验证了

ＡＲＭＡ滤波方法的有效性。需要说明的是，以方

案３的计算结果为初值还可作进一步的迭代计

算，但结果表明进一步迭代计算对解算精度的提

高并不明显，而且大大增加了计算负担。

图３给出了ＥＧＭ９６、ＥＩＧＥＮ１Ｓ、ＥＩＥＮＧ２、

图２　卫星加速度狓分量滤波前后的误差功率谱

Ｆｉｇ．２　Ｐｏｗ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Ｄｅｎｓｉｔｙｏｆ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ｓ

ＰｒｅａｎｄＰｏｓ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ｂｙＡＲＭＡＣ（１００，１）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

ＥＩＧＥＮＣＨＡＭＰ０３Ｓ和 ＷＨＵＣＨＡＭＰＡＣＣ６０ＫＰ

与ＥＩＧＥＮＣＧ０３Ｃ模型比较得到的位系数阶误差

ＲＭＳ。可 以 看 出，ＷＨＵＣＨＡＭＰＡＣＣ６０ＫＰ、

ＥＩＧＥＮ１Ｓ和ＥＩＥＮＧ２模型的低阶位系数符合

较 好，随 着 阶 数 的 增 加，ＷＨＵＣＨＡＭＰ

ＡＣＣ６０ＫＰ模型的精度优于ＥＩＧＥＮ１Ｓ，而接近于

ＥＩＥＮＧ２模型。ＷＨＵＣＨＡＭＰＡＣＣ６０ＫＰ模型

前４３阶的精度优于ＥＧＭ９６模型，ＥＩＧＥＮ１Ｓ和

ＥＩＥＮＧ２模型优于 ＥＧＭ９６模型精度对应的最

大阶数分别为３０和４５，而ＥＩＧＥＮＣＨＡＭＰ０３Ｓ

模型前６０阶的精度均要好于其他比较模型。

图３　各种模型相比ＥＩＧＥＮＣＧ０３Ｃ模型的阶误差ＲＭＳ

Ｆｉｇ．３　ＤｅｇｒｅｅＥｒｒｏｒＲＭ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ＧＭ９６，ＥＩＧＥＮ

１Ｓ，ＥＩＧＥＮ２，ＥＩＧＥＮＣＨＡＭＰ０３Ｓ，ＷＨＵＣＨＡＭＰ

ＡＣＣ６０ＫＰａｎｄＥＩＧＥＮＣＧ０３Ｃ

为了进一步评价 ＷＨＵＣＨＡＭＰＡＣＣ６０ＫＰ

模型的精度与可靠性，取上述各模型前３０、４０、５０

和６０阶位系数分别计算了全球１°×１°的大地水

准面高，表１为各模型与ＥＩＧＥＮＣＧ０３Ｃ模型比

较得到的大地水准面高差统计值。由表１可知，

ＷＨＵＣＨＡＭＰＡＣＣ６０ＫＰ模型前３０、４０、５０和

６０阶位系数获得的大地水准面高差的均方根依

次为５．１ｃｍ、１０．４ｃｍ、２２．１ｃｍ和４７．５ｃｍ，明显

７９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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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于同阶次的ＥＩＧＥＮ１Ｓ模型，而与ＥＩＧＥＮ２模

型精度更为接近。ＷＨＵＣＨＡＭＰＡＣＣ６０ＫＰ模

型前５０阶的精度明显优于ＥＧＭ９６模型，但到６０

阶 时 其 精 度 略 低 于 ＥＧＭ９６ 模 型；

ＷＨＵＣＨＡＭＰＡＣＣ６０ＫＰ、ＥＩＥＮＧ２和ＥＩＧＥＮ

ＣＨＡＭＰ０３Ｓ模型前３０阶的精度远好于ＥＧＭ９６

和ＥＩＧＥＮ１Ｓ模型，它们在长波部分更具有一

致性。

表１　各种模型相比犈犐犌犈犖犆犌０３犆模型得到的

大地水准面高差统计值／ｃｍ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Ｇｅｏｉ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ＧＭ９６，ＥＩＧＥＮ１Ｓ，ＥＩＧＥＮ２，ＥＩＧＥＮＣＨＡＭＰ０３Ｓ，

ＷＨＵＣＨＡＭＰＡＣＣ６０ＫＰａｎｄＥＩＧＥＮＣＧ０３Ｃ／ｃｍ

重力场模型 阶数 最大值 最小值 ＲＭＳ

３０ １１１．５ －９３．７ １７．１

ＥＧＭ９６
４０ ２７８．９ －２１３．９ ２８．４

５０ ３７２．３ －２５３．１ ３７．４

６０ ５０７．０ －３２８．０ ４４．５

３０ ４０．４ －５５．３ １２．３

ＥＩＧＥＮ１Ｓ
４０ １００．２ －１３５．２ ２５．１

５０ ２４２．８ －２７１．４ ４７．６

６０ ５１７．３ －５４０．９ ６９．９

３０ １５．３ －１４．９ ３．６

ＥＩＧＥＮ２
４０ ２８．９ －３２．５ ７．６

５０ １０４．１ －１０２．３ ２０．７

６０ ４２０．５ －４１５．９ ４７．３

３０ ６．０ －５．９ １．６

ＥＩＧＥＮ ４０ １２．０ －１３．５ ２．９

ＣＨＡＭＰ０３Ｓ ５０ ２３．７ －１９．８ ５．８

６０ ８７．２ －７９．１ １４．４

３０ ２１．７ －１９．５ ５．１

ＷＨＵＣＨＡＭＰ ４０ ６３．１ －４８．２ １０．４

ＡＣＣ６０ＫＰ ５０ １１８．４ －１５７．５ ２２．１

６０ ２４４．５ －２８６．６ ４７．５

３　结　语

由于本文采用的ＣＨＡＭＰ卫星数据时间长

度较短，限制了重力场模型解算的精度，若增加数

据的时间跨度，相应解算精度将会进一步提高。

同时，本文仅以ＣＨＡＭＰ数据为例进行了计算，

但本文方法同样适用于 ＧＲＡＣＥ、ＧＯＣＥ任务中

高低卫卫跟踪数据的处理。

致谢：感谢武汉大学ＧＮＳＳ中心和德国ＧＦＺ

数据中心提供ＣＨＡＭＰ几何法轨道和加速度计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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