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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了基于ＧＯＣＥ卫星轨迹交叉点不符值的ＳＧＧ数据精度评定方法，针对经典评定公式评价精度

偏低的不足，提出了修正的精度评定公式；分析了系统误差对上述评定方法的影响，针对尺度因子会同比例放

大或缩小精度评定结果，建议利用现有的重力场模型对尺度因子进行预先标定。模拟计算结果表明，无系统

误差情况下，经典评定公式评价出的数据精度比实际精度偏低，相对误差约１３％，而利用本文提出的修正公

式可较准确地估计数据精度，相对误差降至５％。有系统误差情况下，利用现有的重力场模型可较为准确地

标定尺度因子，其标定相对误差最大值不超过２％，平均值在０．９％左右。在此基础上，利用修正公式进行数

据精度评定，其结果与无系统误差情况下的结果相差无几，相对误差也在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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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ＯＣＥ卫星已于２００９年３月成功发射，其

ＳＧＧ观测数据受到各种误差如随机误差、系统误

差及粗差等的影响，如何对ＧＯＣＥ卫星数据进行

有效的精度评定、系统误差标校和粗差探测是

ＧＯＣＥ数据预处理中的关键技术问题
［１８］。许多

学者针对ＳＧＧ数据的标校和精度评定展开了大

量的研究工作，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外

部评定检核手段，主要是利用地面重力观测值、现

有的重力场模型或 ＧＯＣＥ卫星高低跟踪数据

（ＳＳＴ）对ＳＧＧ数据进行系统误差标定和精度评

定［１，７１１］；二是内部评定检核手段，主要是利用卫

星轨道交叉点不符值或利用内插方法进行系统误

差标定和精度评定［１，１２１６］。外部评定检核方法可

有效标定系统误差，但评定数据精度能力有限；内

部评定检核方法可有效评定数据精度，但标定系

统误差的能力较弱。实际中可将两种方法进行综

合，以合理评价数据质量，可靠标定系统误差［１０］。

本文结合现有的重力场模型对ＧＯＣＥ卫星ＳＧＧ

数据进行了精度评定，提出了修正的精度评定公

式，给出了尺度因子的标定方法，并利用模拟算例

进行了验证。

１　卫星交叉点不符值评定犛犌犌数

据精度的修正公式

　　假定卫星上升弧段为 犃１犅１，下降弧段为

犃２犅２，在地面的投影分别为犃′１犅′１、犃′２犅′２，交叉点

为犆，交叉点对应的上升弧段和下降弧段上的位

置为犆１、犆２。由此交叉点应满足：

犃１犆１
犃１犅１

＝
犃′１犆

犃′１犅′１
＝λ１，

犃２犆２
犃２犅２

＝
犃′２犆

犃′２犅′２
＝λ２（１）

显然，０≤λ１，λ２≤１，在求得卫星轨迹交叉点后，可

计算交叉点处重力梯度的不符值。以径向重力梯

度犜狕狕为例，其交叉点不符值的计算公式如下：

犜狕狕（犆１）＝λ１犜狕狕（犃１）＋（１－λ１）犜狕狕（犅１）

犜狕狕（犆２）＝λ２犜狕狕（犃２）＋（１－λ２）犜狕狕（犅２）
（２）

Δ犜狕狕（犆）＝犜狕狕（犆２）－犜狕狕（犆１） （３）

犜狕狕（犆１）、犜狕狕（犆２）分别为交叉点处上升弧段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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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弧段的径向重力梯度值，而Δ犜狕狕（犆）为交叉点

不符值。

在获得一系列交叉点不符值后，计算其中误

差：

σΔ犜狕狕 ＝ ∑
狀

犻＝１

（Δ犜狕狕（犻））
２／

槡 狀 （４）

由此评定其精度［１０，１２１４］。实际上，利用式（４）评

定精度并不准确，理由如下：假定梯度数据的误差

为σ，且观测值间不相关，由误差传播定律可得：

σ犜狕狕（犆１）＝ λ
２
１＋（１－λ１）槡

２
σ （５）

σ犜狕狕（犆２）＝ λ
２
２＋（１－λ２）槡

２
σ （６）

由此，

σΔ犜狕狕（犆）＝ λ
２
１＋（１－λ１）

２
＋λ

２
２＋（１－λ２）槡

２
σ

（７）

考虑到０≤λ１，λ２≤１，则σ≤σΔ犜狕狕（犆）≤槡２σ。显然，

利用交叉点不符值进行评价会在一定程度上放大

观测误差，由此评价的数据精度偏低。为了克服

这一问题，对式（４）进行修正：

珋σΔ犜狕狕 ＝ ∑
狀

犻＝１

（犳犻·Δ犜狕狕（犻））
２／

槡 狀 （８）

其中，犳犻 称为修正因子，顾及式（７），犳犻 的计算公

式如下：

犳犻＝１／ λ
２
１＋（１－λ１）

２
＋λ

２
２＋（１－λ２）槡

２

（９）

２　系统误差对交叉点不符值的影响

观测数据中除了含有随机误差外，还不可避

免地含有系统误差如尺度因子和偏差的影响，假

定观测数据中含有尺度和偏差形式的系统误差，

仍以犜狕狕为例，则其函数模型可表示为：

犜′狕狕＝犽１犜狕狕＋犽０ （１０）

其中，犜′狕狕为观测得到的径向重力梯度值；犜狕狕为标

校后的梯度值；犽０、犽１ 分别表示偏差参数和尺度

因子。由此可推出含有系统误差下的交叉点不符

值。由于尺度和偏差参数并不影响交叉点的位

置，因此λ１ 和λ２ 保持不变，于是交叉点不符值

为：

犜′狕狕（犆１）＝λ１犜′狕狕（犃１）＋（１－λ１）犜′狕狕（犅１）

犜′狕狕（犆２）＝λ２犜′狕狕（犃２）＋（１－λ２）犜′狕狕（犅２）
（１１）

Δ犜′狕狕（犆）＝犜′狕狕（犆２）－犜′狕狕（犆１） （１２）

将式（１０）代入，并考虑到系统误差参数（尺度和偏

差参数）在一定的时间段内不随时间改变，可得：

Δ犜′狕狕（犆）＝犽１Δ犜狕狕（犆） （１３）

由此，精度评定公式与无系统误差下的评定公式

的关系为：

珋σΔ犜′狕狕 ＝犽１珋σΔ犜狕狕 （１４）

　　由式（１３）、式（１４）可知，偏差参数由于呈现常

量系统误差特性，它对交叉点不符值没有影响，因

此对数据评定精度结果也无影响；而尺度因子对

交叉点的影响如同对观测值的影响一样，是同比

例地放大或缩小不符值的大小，因此对观测数据

的评定精度也是同比例地放大或缩小。

３　重力梯度的延拓及尺度因子标定

交叉点的计算通常是在投影平面上进行的，

实际中，卫星上升段和下降段还存在高度差异，通

常需要将重力梯度延拓到同一高度（如上升段和

下降段的平均高度）。在进行重力梯度观测值的

延拓时（仍以径向分量为例），可采用如下公式进

行计算［１７］：

犜狉０狕狕（φ，λ，狉０）＝犜狕狕（φ，λ，狉）＋
犜狕狕（φ，λ，狉）Δ狉＋

１

２
犜̈狕狕（φ，λ，狉）Δ狉

２ （１５）

其中，犜狉０狕狕（φ，λ，狉０）为平均高度狉０ 处的径向重力

梯度值；犜狕狕、̈犜狕狕分别为径向梯度数据的一阶和二

阶导数；犜狕狕、̈犜狕狕通常根据现有的重力场模型计算

得到，由此其误差主要体现在重力场模型误差及

其高阶截断误差上。具体的延拓公式及其误差影

响可参见文献［１７］。

从上一节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尺度因子对

不符值的影响是同比例地放大或缩小，而偏差参

数对其无影响。为了更准确地评价观测数据的精

度，必须对尺度因子进行预先标校。可采用现有

的重力场模型标校方法，即利用现有的重力场模

型计算卫星高度处的梯度观测值，并与真实的测

量值进行比较，由此计算尺度因子。考虑到偏差

参数对不符值无影响，可采用历元间的差分形式

将偏差影响消去，只计算尺度参数，这与ＣＨＡＭＰ

卫星加速度计数据的标校类似，具体计算过程可

参见文献［１８］。

４　模拟计算与比较

为了验证本文精度评定方法的正确性和有效

性，模拟了１０ｄ的 ＧＯＣＥ卫星重力梯度观测数

据。以犜狕狕为例，采样间隔为１ｓ，卫星高度约为

２５０ｋｍ，重力场模型采用 ＥＧＭ９６截至３００阶。

在获得的犜狕狕梯度数据中加入均值为０、标准差分

８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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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１ｍＥ（１ｍＥ＝１０－３Ｅ，１Ｅ＝１０－９ｓ－２）、１．５

ｍＥ、２ｍＥ、２．５ｍＥ、３ｍＥ、３．５ｍＥ及４ｍＥ等７

种情况的随机误差，在此基础上加入含尺度因子和

偏差的系统误差项，且７种情况的系统误差各异，

由计算机随机产生，随机产生的尺度均值为１、方

差为０．２，偏差参数均值为０．２Ｅ、方差为０．０５Ｅ，

由此模拟出的尺度和偏差参数见表１。而在对交

叉点进行延拓处理及尺度因子的标定中，采用

ＯＳＵ９１Ａ模型，阶数同样为３００阶。模拟计算中，

未考虑不同坐标系间的转换（如仪器坐标系与地固

坐标系等的转换）所带来的误差影响，文献［１９］给

出了详细的分析结果，限于篇幅本文未加讨论。

表１　模拟的随机误差及系统误差参数值

Ｔａｂ．１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ＲａｎｄｏｍＥｒｒｏｒｓ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Ｅｒｒｏｒｓ

序号 随机误差／ｍＥ 偏差／Ｅ 尺度

１ １．０ ０．２５０４８３ １．３０３７６

２ １．５ ０．１３８５６９ １．０７４１８

３ ２．０ ０．２２７９４１ ０．８２７０３

４ ２．５ ０．１９１４０７ １．１３０９９

５ ３．０ ０．２６９６５５ ０．６５５６８

６ ３．５ ０．１８４９３７ ０．９１８３８

７ ４．０ ０．２１７６２０ ０．９５５０９

　　分别采用４种方案进行计算：① 观测数据中

仅含随机误差的条件下，利用式（５）评价数据精

度；② 观测数据中仅含随机误差的条件下，利用

式（１０）评价数据精度；③ 观测数据中含随机误差

和系统误差的条件下，利用式（１０）评价数据精度；

④ 观测数据中含随机误差和系统误差的条件下，

尺度因子标定后，利用式（１０）评价数据精度。

表２　各方案评定的数据精度结果

Ｔａｂ．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序号
方案①

／ｍＥ

方案②

／ｍＥ

方案③

／ｍＥ

方案④

精度结

果／ｍＥ

标校出的

尺度因子

相对误

差／％

１ １．１５ １．０６ １．３６ １．０８ １．２９４２９ ０．７３

２ １．７８ １．５８ １．６９ １．５７ １．０９３８５ １．８３

３ ２．２９ ２．１０ １．７６ ２．０９ ０．８３１５２ ０．５４

４ ２．７７ ２．３９ ２．７５ ２．３７ １．１３６１７ ０．４６

５ ３．３７ ２．８７ １．８８ ２．９０ ０．６６６４９ １．６５

６ ３．８２ ３．７１ ３．２９ ３．６８ ０．９２０５８ ０．２４

７ ４．４５ ４．１９ ３．８５ ４．２０ ０．９４９１１ ０．６３

相对误

差平均

值／％

１３．２ ５．１ １７．０ ５．１ ０．８７

　　由表２计算结果可以看出：① 无系统误差情

况下，基于卫星交叉点不符值，采用经典评定公式

可对重力梯度数据的精度进行有效评定，但评定

出的数据精度比实际精度偏低，相对误差平均在

１３％左右，误差偏大。而利用修正公式可较精确

地评定数据精度，相对误差平均降至５％。② 有

系统误差情况下，因偏差参数对交叉点不符值无

影响，由此对最终的数据精度评价也无影响。而

尺度参数对数据精度评价会产生同比例的放大或

缩小（见表２方案④的相对误差一列），相对误差

平均达１７％，与无系统误差的评定结果相比，评

定精度存在尺度上的系统差异。③ 利用现有的

重力场模型可较为精确地标定尺度因子，相对误

差最大值不超过２％，平均值在０．９％左右。尺度

因子标定后，基于交叉点不符值，利用修正公式进

行数据精度评定，其结果与无系统误差情况下的

结果相差无几，相对误差也在５％。

上述计算结果表明，本文给出的精度评定方

法可合理地评价ＳＧＧ数据的精度，评定结果几乎

不受偏差和尺度因子等系统误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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