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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述了联合卫星轨道和重力梯度数据严密求解重力场的方法及数据处理方案，研究了ＧＯＣＥ重力场

反演中有色噪声的ＡＲ去相关滤波、病态法方程的Ｋａｕｌａ正则化和观测值最优加权的方差分量估计等关键问

题。模拟结果表明：① 极空白问题会降低法方程求解的稳定性，导致低次位系数的求解精度较低，而 Ｋａｕｌａ

正则化可有效用于ＧＯＣＥ病态法方程的求解，并得到合理稳定的解；② 重力梯度有色噪声会降低ＧＯＣＥ重

力场求解的整体精度，特别是对低阶位系数的影响最为明显，而ＡＲ去相关滤波法可有效处理有色噪声，但解

算结果仍含有低频误差；③ 方差分量估计可有效确定ＳＳＴ和ＳＧＧ两类观测值的最优权比，并且有色噪声造

成的低频误差经过联合求解后得到了抑制；④ 利用３０ｄ、５ｓ采样的ＧＯＣＥ模拟数据恢复２００阶次的重力场

模型，其大地水准面和重力异常精度在纬度±８３°范围内分别为±３．８１ｃｍ和±１．０５６ｍＧ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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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国内外学者主要采用空域法和时域法

对ＧＯＣＥ任务的ＳＳＴ和ＳＧＧ数据进行联合处

理［１６］。其中，基于空域法的联合处理采用较多是

配置法，文献［１２］研究了利用快速球面配置联合

沿轨扰动位和重力梯度数据求解重力场的方法，

并应用于 ＧＯＣＥ空域法模型
［３］的求解。时域法

将各类观测值建立的观测方程进行联合平差解

算［４６］。文献［５］研究了基于能量法和半解析法

（ＳＡ）联合ＳＳＴ和ＳＧＧ数据反演重力场的可行

性，并应用于ＧＯＣＥ时域法模型
［３］的求解。上述

解算方法中，配置法需要对观测值进行归算与格

网化，不可避免地引入了计算误差，同时难以处理

有色噪声。ＳＡ方法为使法方程具有块对角结构

以提高求解速度，对轨道与观测值存在不符合实

际的假设条件，引入了模型近似误差。相比之下，

空域最小二乘法［６７］直接建立沿轨梯度观测值与

位系数之间的关系，它不需要归算与格网化处理，

也没有类似于ＳＡ方法的严格假设条件，因而其

观测模型严密，适用于 ＧＯＣＥ重力场的严密求

解。同时，空域最小二乘法又可将观测值看作时

间序列，采用时域滤波方法处理有色噪声［８］，具有

时域的特点。

本文讨论了基于加速度法［９，１０］和空域最小二

乘法联合ＧＯＣＥ轨道和ＳＧＧ数据严密求解重力

场的联合平差解法，研究了重力梯度有色噪声的

ＡＲ去相关滤波、病态法方程的 Ｋａｕｌａ正则化和

观测值最优加权的方差分量估计等数据处理关键

问题，并通过数值模拟进行分析与验证。

１　基本原理

１．１　加速度法数学模型及求解

根据牛顿第二运动定律，地心惯性系下的卫

星运动方程为：

狉̈（狋）＝犪犲（狋）＋犪犵（狋）＋犪狀犵（狋） （１）

式中，̈狉（狋）为卫星加速度，由卫星星历数值微分计

算；犪犲（狋）为地球引力加速度；犪犵（狋）为除地球引力

以外的保守力加速度，由力学模型计算；犪狀犵（狋）为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

非保守力加速度，通过星载加速度计测定。

根据式（１）可在每一观测历元建立卫星加速

度与引力位系数的线性关系，进而形成加速度法

的观测方程为：

狔ＳＳＴ ＝犃ＳＳＴ狓＋犲ＳＳＴ （２）

式中，狔ＳＳＴ为卫星加速度观测值向量；狓＝｛珚犆犾犿；

珚犛犾犿｝为位系数参数向量；犃ＳＳＴ为设计矩阵；犲ＳＳＴ为

误差向量。未知参数的最小二乘解为：

狓^＝ （犃
Ｔ
ＳＳＴ犘ＳＳＴ犃ＳＳＴ）

－１犃ＴＳＳＴ犘ＳＳＴ狔ＳＳＴ （３）

式中，犘ＳＳＴ为卫星加速度的权狓^为位系数估值。

由卫星星历数值微分计算卫星加速度会严重

放大高频误差，因此基于加速度法恢复重力场必

须采用合适的滤波方法对其进行抑制。本文采用

３点差分公式计算卫星均值加速度，并基于３点

差分白化滤波器对加速度高频误差进行去相关滤

波［１０］。

１．２　空域最小二乘法数学模型及求解

通常可将地球外部引力梯度观测值分为正常

和扰动两个部分：

犞犻犼（犘）＝犝犻犼（犘）＋犜犻犼（犘） （４）

式中，犞犻犼（犘）＝

２犞

狓犻狓犼
；犻，犼＝（狓，狔，狕）；犝犻犼（犘）为

正常引力梯度分量；犜犻犼（犘）为扰动引力梯度分量；

犘为卫星位置。

由于引力梯度观测值是卫星位置和引力位系

数的函数，但实际上卫星位置和引力位系数均为

未知，因而式（４）是非线性的，需要进行线性化处

理。由于定轨存在误差，假设计算得到的卫星位

置为犘′，将犝犻犼（犘）关于犘′作级数展开，取线性项

有：

犝犻犼（犘）＝犝犻犼（犘′）＋犝犻犼犽（犘′）Δ狓
犽 （５）

式中，犝犻犼犽＝
犝犻犼
狓

犽
犘′

，｛Δ狓
犽，犽＝１，２，３｝是犘 与犘′

点的坐标差。因为犜犻犼是微小量，可取犜犻犼（犘）≈

犜犻犼（犘′），则由式（４）和式（５）得到如下线性观测模

型：

Δ珟Γ犻犼（犘′）＝犞犻犼（犘）－犝犻犼（犘′）

＝犝犻犼犽（犘′）Δ狓
犽
＋犜犻犼（犘′）＋犲犻犼

（６）

式中，Δ珟Γ犻犼（犘′）称为引力梯度异常；犲犻犼为观测误差

与模型误差。

由于ｃｍ级的定轨误差对引力梯度观测值的

影响量级仅为１０－２ｍＥ
［１１］，它与ＧＯＣＥ重力梯度

仪测量精度相比可以忽略，因此可认为卫星位置

为已知，即Δ狓
犽＝０，则式（６）简化为：

Δ珟Γ犻犼（犘′）＝犜犻犼（犘′）＋犲犻犼 （７）

式中，犜犻犼（犘′）仅为引力位系数的线性函数，可由

沿轨引力梯度异常按式（７）形成线性方程组：

狔ＳＧＧ ＝犃ＳＧＧ狓＋犲ＳＧＧ （８）

式中，狔ＳＧＧ为引力梯度异常观测值向量；狓为位系

数参数向量；犃ＳＧＧ为设计矩阵；犲ＳＧＧ为误差向量。

可得式（８）的最小二乘解为：

狓^＝ （犃
Ｔ
ＳＧＧ犘ＳＧＧ犃ＳＧＧ）

－１犃ＴＳＧＧ犘ＳＧＧ狔ＳＧＧ （９）

式中，犘ＳＧＧ为引力梯度异常的权；^狓为位系数估

值。

１．３　犛犛犜和犛犌犌数据联合平差

将ＳＳＴ和ＳＧＧ 数据视为不同类型的观测

值，可由最小二乘联合平差估计位系数。合并

ＳＳＴ观测方程（２）和ＳＧＧ观测方程（８）可得：

狔犆 ＝犃犆狓＋犲犆 （１０）

式中，狔犆＝（狔ＳＳＴ　狔ＳＧＧ）
Ｔ；犃犆＝（犃ＳＳＴ　犃ＳＧＧ）

Ｔ；

犲犆＝（犲ＳＳＴ　犲ＳＧＧ）
Ｔ。则式（１０）的法方程为：

犃Ｔ犆犘犆犃（ ）犆 狓 ＝犃
Ｔ
犆犘犆狔犆 （１１）

　　假设 ＳＳＴ 和 ＳＧＧ 数据不相关，则：犘犆＝

犘ＳＳＴ

犘
［ ］

ＳＧＧ

，式（１１）为：

犃ＴＳＳＴ犘ＳＳＴ犃ＳＳＴ＋犃
Ｔ
ＳＧＧ犘ＳＧＧ犃（ ）ＳＧＧ 狓＝

犃ＴＳＳＴ犘ＳＳＴ狔ＳＳＴ＋犃
Ｔ
ＳＧＧ犘ＳＧＧ狔ＳＧＧ

（１２）

　　当观测值的精度与先验信息不一致时，必须

对ＳＳＴ和ＳＧＧ数据进行优化加权，从而得到联

合解的最优估值，将其表示为：

狓^ＯＰＴ ＝

狑ＳＳＴ 犃
Ｔ
ＳＳＴ犘ＳＳＴ犃（ ）ＳＳＴ ＋狑ＳＧＧ 犃

Ｔ
ＳＧＧ犘ＳＧＧ犃（ ）［ ］ＳＧＧ

－１·

狑ＳＳＴ 犃
Ｔ
ＳＳＴ犘ＳＳＴ狔（ ）ＳＳＴ ＋狑ＳＧＧ 犃

Ｔ
ＳＧＧ犘ＳＧＧ狔（ ）［ ］ＳＧＧ

（１３）

式中，狑ＳＳＴ、狑ＳＧＧ分别为两类数据的加权因子，采用

方差分量估计［１２］进行确定。

２　犌犗犆犈重力场求解的关键问题

２．１　正则化处理

重力场信号向下延拓的不稳定性，以及重力

梯度测量有色噪声和极空白（ＰＧ）等问题，使得

ＧＯＣＥ重力场求解是一个严重的病态问题。本文

采用Ｋａｕｌａ正则化方法对病态问题进行处理，它

与二次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正则化方法具有等价的效

果［１３］。通常Ｔｉｋｈｏｎｏｖ正则化解可写为：

狓^α ＝ 犃Ｔ犘犃＋α（ ）犓 －１犃Ｔ犘狔 （１４）

式中，α为正则化参数；犓 为正则化矩阵。根据

Ｋａｕｌａ准则，重力场信号的阶方差为：

σ
２
犾 ＝

１

２犾＋１∑
狀

犿＝０

珚犆２犾犿 ＋珚犛
２（ ）犾犿 ≈５．０×１０

－１１犾－４

（１５）

６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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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上式取倒数即为 Ｋａｕｌａ正则化矩阵犓，该

矩阵中的元素为：

犽犻犼 ＝２．０×１．０
１０
δ犻犼犾

４（犻） （１６）

式中，δ犻犼为克罗内克符号；犾（犻）表示第犻行的阶数。

２．２　有色噪声滤波处理

最小二乘解算中有色噪声的处理采用较多的

是去相关滤波算法［８，１０］。根据去相关滤波的原

理，本文采用自回归（ＡＲ）模型构造去相关滤波

器，其线性差分方程为［８］：

犮（狀）＝－∑
狆

犻＝１

犪犻犮（狀－犻）＋犌·狑（狀） （１７）

式中，狑（狀）为输入的白噪声序列；犮（狀）为激励ＡＲ

模型输出的有色噪声序列；犪犻（犻＝１，…，狆）为滤波

系数；狆为ＡＲ模型的阶数；犌为系统增益。

设计ＡＲ去相关滤波器的关键是根据重力梯

度测量的误差特性得到相应的滤波系数犪犻，具体

可由重力梯度测量的先验误差ＰＳＤ计算自相关

函数，再根据自相关函数计算滤波系数犪犻。

３　数值模拟与分析

３．１　观测数据及有色噪声模拟

采用 １００ 阶次的 ＥＩＧＥＮＧＬ０４Ｃ 模型和

ＧＯＣＥ卫星轨道参数，数值积分了３０ｄ、５ｓ采样

的模拟轨道，在位置坐标分量中分别加入均值为

０、标准差为１ｃｍ 的随机误差（相关系数ρ＝

０．９９），得到了ＧＯＣＥ模拟轨道的观测值。基于

ＧＯＣＥ 轨 道 数 据，采 用 ２００ 阶 次 的 ＥＩＧＥＮ

ＧＬ０４Ｃ模型模拟了局部指北坐标系下的重力梯

度对角线分量（犞狓狓，犞狔狔，犞狕狕）。重力梯度测量有

色噪声解析先验误差ＰＳＤ的平方根为
［１３］：

犛（犳）＝
犛０

１－ｅ
－
犳
犳０

（１８）

式中，犛０＝３．２犿犈／槡Ｈｚ；犳≤０．１Ｈｚ，犳０＝０．００５

Ｈｚ。该误差模型对应的采样间隔为５ｓ，根据

式（１８）给出的误差ＰＳＤ，基于２８８０阶的ＡＲ模型

模拟了３０ｄ、５ｓ采样的重力梯度有色噪声序列。

３．２　犛犌犌解算结果分析

将模拟的重力梯度对角线分量加入有色噪

声，并基于空域最小二乘法求解２００阶的重力场

模型。为了分析Ｋａｕｌａ正则化和ＡＲ时域滤波的

有效性，设计了３种计算方案：① 方案一，对重力

梯度有色噪声进行ＡＲ时域滤波，但法方程解算不

进行正则化；② 方案二，对有色噪声不作滤波处

理，采用Ｋａｕｌａ正则化求解法方程；③ 方案三，对有

色噪声进行ＡＲ时域滤波，采用Ｋａｕｌａ正则化求解

法方程。其中，ＡＲ时域滤波器的阶数为２８８０。

图１为各方案求解重力场模型位系数的阶误

差ＲＭＳ。可以看出，方案一中的法方程病态问题

使得解算结果严重偏离真实值，特别是中间阶次

的扭曲非常严重；方案二采用了Ｋａｕｌａ正则化，其

求解的稳定性有了明显提高，但重力梯度测量有

色噪声对解算结果的影响不容忽视；方案三对重

力梯度有色噪声和病态法方程同时进行了处理，

其解算模型的位系数精度相比方案二有了显著提

高，特别是中低阶位系数的精度提高了１个量级

以上。

图２给出了３种方案求解模型的位系数误差

谱，可以看出，方案一解算位系数的低次精度较

差，这主要是极空白问题使得法方程的求解不稳

定，进而降低了低次位系数的求解精度；方案二采

图１　ＳＧＧ数据解算重力场模型的阶误差ＲＭＳ

Ｆｉｇ．１　ＤｅｇｒｅｅｅｒｒｏｒＲＭＳｏｆ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ｓ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ＳＧＧＤａｔａ

图２　ＳＧＧ数据解算重力场模型的位系数误差谱

Ｆｉｇ．２　Ｅｒｒｏｒ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ｓ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ＳＧＧＤａｔａ

７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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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正则化处理，所求解模型的低次位系数精度有

了明显提高，但有色噪声降低了解算模型的整体

精度；与前两种计算方案相比，方案三同时实施正

则化和滤波求解，重力场模型精度达到了最优。

图３　ＳＧＧ数据求解模型的全球大地水准面误差

Ｆｉｇ．３　ＧｌｏｂａｌＧｅｏｉｄ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ＳＧＧＤａｔａ

图３为方案二和方案三求解的全球１°×１°大

地水准面误差，它们在纬度±８３°范围的大地水准

面误差ＲＭＳ分别为６４．９６ｃｍ和５．３４ｃｍ。可以

看出，受到有色噪声沿轨强相关性的影响，方案二

解算结果在南北呈现卫星轨迹形状的条带误差；

方案三滤波处理求解的大地水准面存在明显的低

频误差，其原因是滤波处理对低阶位系数精度的

改善仍然有限。

３．３　犛犛犜与犛犌犌联合解算结果分析

采用模拟的ＧＯＣＥ轨道和重力梯度数据联

合求解２００阶重力场模型。其中，ＳＳＴ和ＳＧＧ数

据分别采用加速度法和空域最小二乘法进行处

理，采用方差分量估计进行最优定权，并对有色噪

声进行 ＡＲ去相关滤波，法方程求解进行 Ｋａｕｌａ

正则化。图４为ＳＧＧ及其与ＳＳＴ联合解算模型的

阶误差ＲＭＳ，图中分别给出了ＳＳＴ与ＳＧＧ等权求

解和方差分量估计的解算结果，其中方差分量估计

经过３次迭代，对应加权因子比值狑ＳＳＴ／狑ＳＧＧ为

１．６８。由图４可知，ＳＳＴ数据解算模型在低阶精度

较高，ＳＧＧ数据解算模型在中高阶精度较高，其联

合解算模型相比ＳＧＧ模型的精度约在１２０阶前均

有提高，特别是约２０阶前的精度改善最为明显。

比较等权解算模型和方差分量估计模型可知，两者

在低阶部分的精度差异较大，并且后者精度更优。

图４　ＳＧＧ及其与ＳＳＴ数据联合解算模型

的阶误差ＲＭＳ

Ｆｉｇ．４　ＤｅｇｒｅｅｅｒｒｏｒＲＭＳ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ＳＧＧＤａｔａ

ａｎｄＩｔｓ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ＳＳＴＤａｔａ

表１为ＳＧＧ及其与ＳＳＴ数据联合求解的大

地水准面与重力异常误差统计结果，其中最大值、

最小值和平均值对应±８３°纬度范围。可以看出，

两种联合解算模型相比ＳＧＧ解算模型的精度均

有较大提高，其中方差分量估计模型的大地水准

面精度在纬度±８３°范围内提高至３．８１ｃｍ，在纬

度±９０°范围内提高至１４．７６ｃｍ；而联合求解模

型的重力异常精度所提高的程度并不明显，其原

因是重力异常信号在中高频部分占优，而ＳＳＴ主

要对重力场恢复的低频部分贡献较大。

表１　犛犌犌及其与犛犛犜数据联合求解的大地水准面和重力异常误差统计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ＧｅｏｉｄＨｅｉｇｈｔａｎｄ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Ｅｒｒｏｒｓ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ＳＳＴａｎｄＳＧＧＤａｔａ

重力场参量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ＲＭＳ±８３° ＲＭＳ±９０°

ＳＧＧ
大地水准面／ｃｍ ２２．０２ －２１．３０ －０．０１ ５．３４ ２０．８６

重力异常／（ｍＧａｌ） ４．５７９ －４．７１６ －０．００３ １．０５９ ３．７６５

ＳＳＴ＋ＳＧＧ 大地水准面／ｃｍ １６．６２ －１７．０９ －０．０２ ３．８４ １５．８３

（等权解算） 重力异常／（ｍＧａｌ） ４．５６９ －４．７２３ －０．００２ １．０５７ ３．３６７

ＳＳＴ＋ＳＧＧ 大地水准面／ｃｍ １６．２３ －１６．７２ －０．００ ３．８１ １４．７６

（方差分量估计） 重力异常／（ｍＧａｌ） ４．５６４ －４．７２０ －０．００１ １．０５６ ３．２８９

　　为了分析ＳＳＴ数据对ＧＯＣＥ重力场低频部

分精度的改善效果，图５给出了ＳＳＴ和ＳＧＧ 联

合解算模型（方差分量估计）的全球１°×１°大地水

准面误差。对比图３（ｂ）和图５可以看出，重力梯

度有色噪声造成的低频误差经过联合处理后得到

了有效抑制，充分说明在ＧＯＣＥ重力场恢复中将

ＳＳＴ和ＳＧＧ数据进行联合求解的必要性。

８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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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ＳＳＴ和ＳＧＧ联合求解的大地水准面误差（方差分量估计）

Ｆｉｇ．５　ＧｌｏｂａｌＧｅｏｉｄＥｒｒｏｒｓ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ＳＴａｎｄＳＧＧｄａｔａｂｙＶＣＥ

４　结　语

研究了基于加速度法和空域最小二乘法严密

求解ＧＯＣＥ重力场的联合平差解法及数据处理

的关键问题，并通过数值模拟验证了方法的有效

性。研究结果不仅可为 ＧＯＣＥ重力场的严密求

解提供参考，同时也为发展我国自主的卫星重力

梯度测量任务积累经验。

空域最小二乘法的计算量庞大，需要进一步

研究ＧＯＣＥ重力场的快速严密求解算法。此外，

利用ＧＯＣＥ实测数据反演重力场还需要对观测

数据进行精细预处理，并对重力梯度测量的真实

误差特性进行估计，这些问题将是反演高精度

ＧＯＣＥ重力场的首要环节，需要在后续工作中作

进一步分析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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