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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线法在卫星重力数据处理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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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恢复地球重力场并同时改善部分轨道初始参数的方法———基线法。给出了基线法的基本

原理，推导了基线参数与直角坐标形式参数的相互转换公式，分析了星间距离和距离变率对基线参数的敏感

性。分别用基线法和经典动力学法处理了一组ＧＲＡＣＥ实际观测数据，结果表明，采用基线法较经典动力学

法得到了一个精度更高的地球重力场模型，其大地水准面累积误差（最高６０阶）减少了３ｃ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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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３．０

　　卫星跟踪卫星技术可以快速获取全球地球重

力场中长波信息，已成为国际重力测量领域的研

究热点。国际、国内很多研究机构对重力卫星数

据处理方法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很多成

果［１８］。

低低卫卫跟踪距离和距离变率观测值反映了

两颗低轨卫星的相对状态，它不包含卫星的绝对

位置信息，因此，单独用卫星间距离和距离变率观

测值来对卫星进行定轨不具有可行性。但是，卫

星间距离和距离变率观测值中毕竟包含了一些轨

道信息，而且卫星间距离和距离变率观测值的精

度很高（距离的测定精度是１０μｍ，距离变率的测

定精度是１μｍ／ｓ，相对ＧＰＳ相位１～２ｍｍ的测

距精度而言要高很多），这就表明需要采用一种新

的轨道参数表示形式，以便用卫星间距离和距离

变率观测值对它的部分参数实施精度改善和提

高，并且提高重力场确定精度。

１　初始轨道参数的基线表示及其转

换

　　ＧＲＡＣＥ卫星搭载有高性能的ＧＰＳ接收机，

利用ＧＰＳ观测值可以很好地确定ＧＲＡＣＥ卫星

的轨道，轨道精度可以达到５ｃｍ，而且ＧＰＳ观测

值也可以用于低阶重力场的计算，得到很好的地

球重力场模型计算结果。星间距离和星间距离变

化率观测量精度很高，可以用来计算低阶和中低

阶地球重力场模型，但是，却不能用于卫星精密定

轨。但是，也不能说它们对于轨道改善就没有作

用，它们还可以用于部分轨道参数的改正，初始轨

道参数的基线参数表示法正是据此提出的。

两颗卫星的初始轨道参数的基线表示法中的

参数定义如下［８］。犘１ 为基线中点到地球质心的

距离；犘２ 为基线中点的地心纬度；犘３ 为基线中点

的地心经度；犘４ 为基线中点速度在惯性系中的犡

轴分量；犘５ 为基线中点速度在惯性系中的犢 轴分

量；犘６ 为基线中点速度在惯性系中的犣轴分量；

犘７ 为基线长度；犘８ 为基线俯仰角；犘９ 为基线方

位角；犘１０为基线长度变化率；犘１１为基线俯仰角变

化率；犘１２为基线方位角变化率。这１２个基线参

数可以分成两组：① 描述基线中点位置和速度的

参数，包括犘１～犘６；② 描述基线矢量的参数，包

括犘７～犘１２。

１．１　直角坐标参数转换为基线参数

从直角坐标参数到基线参数的变换公式为：

犡犿 ＝０．５（犡１＋犡２） （１）

犡犫 ＝ （犡２－犡１） （２）

式中，犡犿 是指两颗卫星基线中点的状态矢量；犡犫

表示基线矢量；犡１、犡２ 分别是两颗卫星在直角坐

标下的状态矢量。

基线中点位置和速度矢量化成球坐标的形式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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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１ ＝ 犡犿 （１）
２
＋犡犿 （２）

２
＋犡犿 （３）槡

２

犘２ ＝ａｒｃｓｉｎ犡犿（３）／犘１

犘３ ＝ａｒｃｔａｎ犡犿（２）／犡犿（１）

犘４ ＝犡犿（４）；犘５ ＝犡犿（５）

犘６ ＝犡犿（６）

（３）

基线矢量犡犫 转化为以基线中点为基础的当地地

平坐标系，其表达式为：

犡犔犫 ＝犜
犔
犻·犡犫 （４）

其中，旋转矩阵表达式为：

犜犔犻 ＝
犜 ０

０
［ ］

犜

犜＝

－ｓｉｎ犘３ ｃｏｓ犘３ ０

－ｓｉｎ犘２ｃｏｓ犘３ －ｓｉｎ犘２ｓｉｎ犘３ ｃｏｓ犘２

ｃｏｓ犘２ｃｏｓ犘３ ｃｏｓ犘２ｓｉｎ犘３ ｓｉｎ犘

熿

燀

燄

燅２

（５）

当地水平坐标系下的基线矢量与基线参数的关系

式为：

犘７ ＝ 犡犔犫 （１）
２
＋犡

犔
犫 （２）

２
＋犡

犔
犫 （３）槡

２

犘８ ＝ａｒｃｓｉｎ（犡
犔
犫（３）／犘７）

犘９ ＝ａｒｃｔｇ（犡
犔
犫（２）／犡

犔
犫（１））

犘１０ ＝ 犡犔犫 （４）
２
＋犡

犔
犫 （５）

２
＋犡

犔
犫 （６）槡

２

犘１１ ＝ａｒｃｔａｎ（犡
犔
犫（６）／ 犡犔犫 （４）

２
＋犡

犔
犫 （５）槡

２）

犘１２ ＝ａｒｃｔｇ（犡
犔
犫（５）／犡

犔
犫（４））

（６）

式（３）～（６）构成了基线表示法的１２个基线参数

计算公式，用这些公式可以将直角坐标形式的参

数转化为基线表示法中的基线参数。

１．２　基线参数转换为直角坐标参数

基线表示法中的参数转化为直角坐标参数的

关系式为：

犡犿（１）＝犘１·ｃｏｓ犘２ｃｏｓ犘３

犡犿（２）＝犘１·ｃｏｓ犘２ｓｉｎ犘３

犡犿（３）＝犘１·ｓｉｎ犘２

犡犿（４）＝犘４；犡犿（５）＝犘５

犡犿（６）＝犘６

（７）

当地水平坐标系下的基线矢量与惯性系下的基线

矢量的关系式为：

犡犫 ＝犜
犻
犔·犡

犔
犫 （８）

其中，犜犻犔 是从当地地平坐标系到惯性系的旋转矩

阵，犜犻犔＝（犜
犔
犻）

Ｔ；犡犔犫 的表达式为：

犡犔犫（１）＝犘７·ｃｏｓ犘８ｃｏｓ犘９

犡犔犫（２）＝犘７·ｃｏｓ犘８ｓｉｎ犘９

犡犔犫（３）＝犘７·ｓｉｎ犘８

犡犔犫（４）＝犘１０·ｃｏｓ犘１１ｃｏｓ犘１２

犡犔犫（５）＝犘１０·ｃｏｓ犘１１ｓｉｎ犘１２

犡犔犫（６）＝犘１０·ｓｉｎ犘１１
（９）

　　将基线中点矢量和基线矢量转换成直角坐标

参数的公式为：

犡１ ＝犡犿 ＋
１

２
犡犫 （１０）

犡２ ＝犡犿 －
１

２
犡犫 （１１）

２　基线参数的敏感性分析

直观上讲，星间距离及其变率主要受到初始

基线矢量的影响，而且主要受到初始基线长度、基

线俯仰角及它们的变化的影响，基线方位角对星

间距离及其变率的影响很小，因为水平方向的变

动对卫星的摄动力影响很小。至于基线中点参

数，它们对星间距离及其变率的影响较小，但是因

为轨道高度同摄动力有关，因此，基线中点的地心

距对两颗卫星的星间距离及其变率的变化起到一

定作用。本文采用数值分析法对星间距离和距离

变率对于基线参数的敏感性进行分析，在分析中

只考虑犘７～犘１２和犘１ 共７个参数。

２．１　星间距离的敏感性分析

星间距离敏感性分析是用一组标准的基线参

数积分两颗卫星轨道，计算它们之间的星间距离，

作为基准星间距离；然后，每次选定一个基线参

数，适度地在选定的参数上加上一个误差量，再次

积分卫星轨道，计算星间距离；与基准星间距离比

较，得到轨道偏差；根据偏差大小分析星间距离对

于基线参数的敏感程度。

对于犘７～犘１２共６个基线参数作敏感性分

析，得到了星间距离偏差（见图１、２）。图１表示

了分别由基线参数犘７、犘８ 和犘９ 误差引起的星间

距离偏差，其中，犘７ 加入了７ｍｍ的误差，犘８、犘９

分别加入了１０－６ｒａｄ的角度误差。图２表示了分

别由参数犘１０、犘１１和犘１２误差引起的星间距离偏

差，其中，犘１０加入了７ｍｍ／ｓ的误差，犘１１、犘１２分别

加入了１０－６ｒａｄ／ｓ的角度变化率误差。之所以加

入这些误差数值，一方面考虑了误差对轨道的影

响量级，另一方面考虑了误差之间的匹配。

从图１可见，星间距离对于基线参数误差的

反应很不同，对于犘７ 而言，星间距离偏差具有周

期特性，量级较小；对于犘８ 而言，其表现为线性

变化，量级极大；对于犘９ 参数，差值呈现了线性

项加周期项的特性，量级很小。分析可知，星间距

离对于基线参数犘８ 最为敏感，对于参数犘７ 不太

１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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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基线参数犘７、犘８、犘９ 误差引起的星间距离的变化

Ｆｉｇ．１　Ｉｎｔｅｒ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Ｒａｎｇｅ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ＤｕｅｔｏＥｒｒｏｒｓ

ｏｆ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犘７，犘８ａｎｄ犘９

图２　基线参数犘１０、犘１１、犘１２误差引起的星间距离的变化

Ｆｉｇ．２　Ｉｎｔｅｒ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Ｒａｎｇｅ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ＤｕｅｔｏＥｒｒｏｒｓ

ｏｆ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犘１０，犘１１ａｎｄ犘１２

敏感，对于犘９ 最不敏感。从图２可见，星间距离

对于基线参数犘１０、犘１１和犘１２误差的反应也不同，

对于犘１０而言，星间距离差值具有周期特性，量级

较大；对于犘１１而言，其为线性变化，量级很大；对

于犘１２而言，线性是它的主要特征，量级小。分析

可知，星间距离对于这３个基线参数中的犘１１最

为敏感，犘１０次之，对于犘１２最不敏感。值得一提

的是，犘７、犘８、犘９ 组和犘１０、犘１１、犘１２组之间没有可

比性，因为它们两组参数加入的误差不存在等价

性。

综上所述，基线俯仰角和俯仰角变率对星间

距离影响显著，基线长度变化率的影响较显著。

２．２　星间距离变率的敏感性分析

星间距离变化率敏感性分析类似星间距离敏

感性分析。首先，选定一组初始轨道参数积分卫

星轨道，从而计算星间距离变化率参考值；再选定

一个参数，加一个微小量，再次积分轨道，并计算

星间距离变率，求出其与参考星间距离变率差，根

据差值大小分析星间变率对于该参数的敏感性；

对于每个参数作同样的分析计算，它们引起的星

间距离变化率差值见图３、４。图３表示了犘７、犘８

和犘９ 误差引起的星间距离变率差值；图４表示

了犘１０、犘１１和犘１２误差引起的星间距离变率差值。

图３　基线参数犘７、犘８、犘９ 误差引起的

星间距离变化率的变化

Ｆｉｇ．３　Ｉｎｔｅｒ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ＲａｎｇｅＲａｔｅ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Ｄｕｅｔｏ

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犘７，犘８ａｎｄ犘９

图４　基线参数犘１０、犘１１、犘１２误差引起的星间

距离变化率的变化

Ｆｉｇ．４　Ｉｎｔｅｒ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ＲａｎｇｅＲａｔｅ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Ｄｕｅｔｏ

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犘１０，犘１１ａｎｄ犘１２

从图３可见，星间距离变率对于基线参数误

差的反应都呈现周期性，对于犘７ 而言，量级大，

对于犘８ 而言，量级很大，对于犘９ 而言，量级较

小。分析可知，星间距离变率对于犘８ 最为敏感，

对于犘７ 不太敏感，对于犘９ 最不敏感。其与星间

距离对于卫星基线参数的敏感性分析结论相似。

从图４可见，星间距离变率对于基线参数犘１０、犘１１

和犘１２的误差反应也很不同。对于犘１０而言，量级

很大，对于犘１１而言，量级大，对于犘１２而言，量级

２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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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小。分析表明，星间距离变率对于这３个基线

参数中的犘１０最为敏感，犘１１次之，对于犘１２最不敏

感。这一结果与星间距离敏感性分析结论略有

差异。

综上所述，基线俯仰角和基线长度变化率对

星间距离变率影响显著，俯仰角变率对其影响较

显著。

３　基线法在地球重力场模型确定中

的应用

　　卫星间距离和距离变率对于部分基线参数很

敏感，如果初始轨道基线参数存在误差，则会引起

星间距离和星间距离变率计算值较大的偏差，进

而使得计算的地球重力场模型呈现较大误差。针

对这一问题，可以将基线参数、加速度计参数和地

球重力场模型系数一并估计，这就有效解决了星

间观测量不能用于改善初始轨道参数并影响地球

重力场模型系数求解精度的问题。本文将这种基

于轨道初值基线表示法，同时估计基线参数（仅包

括３个敏感参数犘８、犘１０和犘１１）、加速度计参数和

地球重力场模型系数的方法称为基线法。

基线法的具体步骤为：首先，建立以星间距离

变率数据为观测值、以地球重力场模型系数、３个

基线参数和加速度计参数为待估参数的观测方

程；给定初始重力场模型、初始卫星轨道参数、加

速度计参数，积分卫星轨道和星间距离变率对待

估参数的偏导数；计算星间距离变率；构成并求解

法方程，得到地球重力场模型系数估计值；对模型

精度进行分析。

为了验证此理论的正确性，基于动力学法和基

线法分别处理了同一组ＧＲＡＣＥ卫星的星间距离

变化率数据，得到并比较两组模型：① 采用动力学

法，仅估计加速度计参数和６０阶地球重力场模型

系数，结果同ＧＧＭ０２Ｃ模型进行比较，分析求解的

地球重力场模型的精度。② 采用基线法同时估计

基线参数、加速度计参数和６０阶地球重力场模型

系数，结果同ＧＧＭ０２Ｃ模型进行比较，分析计算

模型的精度，并同实验①的结果进行比较。

使用的数据为１２ｄ的 ＧＲＡＣＥ卫星的星间

变率观测值（２００３０７３１～２００３０８２１中选了１２

ｄ），采样率为１０ｓ，积分弧长为２４ｈ。

两个实验项目的结果都表示在图５和图６

中，图５表示位系数阶误差，图６是两个模型的大

地水准面累积误差。另外，将ＥＧＭ９６与参考模

型ＧＧＭ０２Ｃ的差值的阶误差和大地水准面累积

误差也表示在相应的图中。

图５　位系数阶误差

Ｆｉｇ．５　Ｄｅｇｒｅｅ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图６　大地水准面累积误差

Ｆｉｇ．６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ＧｅｏｉｄＵｎ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ｓ

由图５和图６可见，实验①和②中计算的地

球重力场模型较ＥＧＭ９６模型更接近精度很高的

参考模型ＧＧＭ０２Ｃ，ＥＧＭ９６模型、实验①模型和

实验②模型到６０阶大地水准面的累积误差分别

是３０、８、５ｃｍ，但是实验①、②模型的２、３、４阶的

误差较大，其原因是卫星间的距离变率不能很好

地反映地球重力场甚长波信号。解决这一问题的

手段是综合应用星间速度和卫星轨道观测值同时

解算地球场模型，用包含在卫星轨道中的丰富的

地球重力场长波长信息控制低阶位系数的误差，

从而得到精度更高的地球重力场模型。

最重要的一点是，实验②的结果明显好于实验

①的结果，实验②的大地水准面的累积误差较实验

①的误差小３ｃｍ。因此，轨道参数的基线表示法

可以很好地改善地球重力场模型的求解精度。

４　结　语

１）用基线表示法可表示低低卫星跟踪卫星

模式下的两颗低轨卫星的初始轨道参数。基线表

示法相对直角坐标法而言，更明确地表示了初始

轨道参数同星间距离及其变化率的关系，更适用

于星间距及其变率恢复地球重力场模型的研究。

２）对基线参数敏感性的定性分析表明，无论

３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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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间距离还是星间距离变率，不包含有卫星的绝

对位置信息，因此，对于基线表示法中的基线中点

参数犘１～犘６ 都不敏感，而对于描述基线长度、方

向及它们变化率的参数较为敏感。

３）基线参数敏感性的定量分析表明，无论星

间距离还是星间距离变率对于基线参数犘８ 均最

敏感，其次是犘１０和犘１１两个参数；星间距离对于

犘１１的敏感性略大于犘１０，而星间距离变率对于

犘１１的敏感性略小于犘１０，再次是参数犘７，最不敏

感的是犘９ 和犘１２。

４）基于初始轨道参数的基线表示法提出了

一种新的地球重力场模型的估计方法———基线

法，即用低低卫星跟踪卫星观测值同时估计基线

参数（仅包括３个敏感参数犘８、犘１０、犘１１）、加速度

计参数和地球重力场模型系数的方法。用

ＧＲＡＣＥ卫星的星间距离变化率数据进行实验性

计算，分析基线法对于重力场模型系数的影响。

结果表明，不估计３个基线参数的情况下，６０阶

大地水准面的累积误差为８ｃｍ；估计３个敏感基

线参数的情况下，即采用基线法时，６０阶大地水

准面的累积误差为５ｃ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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