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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光学卫星任务调度系统对成像时间窗口预报算法精度和复杂度的需求，提出了一种顾及犑２长期

项摄动的光学遥感卫星成像窗口预报算法。使用“特征圆锥”判断是否满足成像条件，将成像条件方程改写为

关于偏近地点角的超越方程；采用基于“目标纬圈”的初值选择方法和星下点轨迹周期性漂移的初值过滤方

法，保证了条件方程的可解。实验结果表明，此算法能在降低计算量的同时保证预报算法的精度。

关键词：成像窗口预报；特征圆锥；目标纬圈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３

　　对于自主任务规划卫星而言，如何在保证精

度的前提下利用星载的有限计算资源，实现快速

成像窗口预报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卫星成

像窗口预报方面，已有的预报算法可分为两类：一

类是基于星地几何关系的方法［１４］，其主要缺陷在

于星地位置关系的数学模型依赖于轨道递推模

型，数值方法轨道递推难以给出窗口预报的解析

表达式，使用二体轨道模型又难以满足精度要求。

另一类是基于轨道递推的搜索方法［５６］，这种方法

搜索时间窗口模型简单，算法复杂度较低，但精度

受限于步长，不适用于卫星成像任务规划。

本文提出了一种顾及犑２长期项的光学遥感

卫星成像窗口预报算法，根据卫星与目标的几何

关系模型，导出以偏近地点角犈为未知数的成像

条件方程；利用基于星下点轨迹周期移位的策略

进行轨道过滤；同时，考虑到迭代方法收敛性对初

值的依赖，采用“目标纬圈”的初值选择策略，以保

证算法收敛。

１　光学卫星成像时间窗口预报模型

１．１　卫星位置与时间的关系

习惯上，采用轨道长轴犪、偏心率犲、轨道倾角

犻、升交点赤经Ω、近地点幅角ω和真近地点角犳

（或偏近地点角犈、平近地点角犕）共６个参数描

述卫星的运动，称为开普勒根数。开普勒根数与

位置矢量犘的关系见式（１），犚（Ω）、犚（犻）、犚（ω）为

转角矩阵：

犘＝犚（Ω）犚（犻）犚（ω）

犪（ｃｏｓ犈－犲）

犪 １－犲槡
２ｓｉｎ犈

熿

燀

燄

燅０

（１）

　　顾及犑２长期摄动影响的情况下，开普勒根数

犪、犲、犻没有变化，Ω、ω、犕 会随时间发生变化：

Ω（狋）＝Ω（狋０）＋
３

２
犑２

犚犲（ ）狆
２

狀犮（狋－狋０）

ω（狋）＝ω（狋０）＋（－
３

４
）犑２

犚犲（ ）狆
２

狀η（１－５犮
２）·

　（狋－狋０）

犕（狋）＝犕（狋０）＋ 狀－
４

３
犑２

犚犲（ ）狆
２

狀η（１－３犮
２［ ］）·

　（狋－狋０

烅

烄

烆 ）

（２）

式中，犚犲为地球平均赤道半径；狀＝ μ／犪槡
３为卫星

运动平均周期；狆＝犪（１－犲
２）为轨道半通径；η＝

１－犲槡
２；犮＝ｃｏｓ犻。

１．２　卫星成像星地几何关系

目前，大部分高分辨率光学卫星多采用线阵

扫描成像模式，且具备了侧视、前后视等姿态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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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这使得其观测区域不再是以星下点为中心

线的一个条带，如图１所示。

图１　成像时可视区域与特征圆锥

Ｆｉｇ．１　ＶｉｓｉｂｌｅＡｒｅａａｎｄＦｅａｔｕｒｅＣｏｎｅ

成像时间窗口预报的目的就是计算目标何时

在卫星可达的最大可视范围内。本文采用“特征

圆锥”来描述卫星的可视范围，圆锥中心线由成像

中心指向地心，半圆锥角为卫星的最大可视角

犽ｍａｘ。最大可视角犽ｍａｘ由传感器最大机动角犔ｍａｘ

和瞬间视场角ＩＦＯＶ决定：

犽ｍａｘ ＝犔ｍａｘ＋ＩＦＯＶ／２ （３）

　　目标位于特征圆锥内部时，满足β≤犽ｍａｘ。卫

星成像时间窗口就是目标“进出”该圆锥的临界时

刻（狋１～狋２），此时满足β＝犽ｍａｘ。

由图２可知，目标“进出”特征圆锥时，卫星位

置矢量犘、地面目标矢量犌需满足以下关系式：

ｃｏｓβ＝ｃｏｓ犽ｍａｘ＝
（犘－犌）·犌

狘犘－犌狘·狘犌狘
（４）

图２　卫星成像时间窗口与目标纬圈

Ｆｉｇ．２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ＩｍａｇｉｎｇＴｉｍｅＷｉｎｄｏｗａｎｄ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Ｃｉｒｃｌｅ

１．３　成像时间窗口预报方程

式（４）描述了成像窗口临界时刻的星地位置

关系，为求解该方程，需将式中各变量写成为时间

狋的函数。但由于开普勒方程是关于时间狋的隐

函数，无法显式地用狋来表示位置矢量。由狋＝（犈

－犲ｓｉｎ犈）／犕＋狋０，可将时间狋写成偏近地点角犈

的函数后，代入式（２），有：

Ω（狋）＝Ω（狋０）＋
Ω（犈－犲ｓｉｎ犈）

犕

ω（狋）＝ω（狋０）＋
ω（犈－犲ｓｉｎ犈）



烅

烄

烆 犕

（５）

将式（５）代入式（２）、（１）后，矢量犘可写为犈 的函

数。

由于地球的自转，目标点犌的位置（大地经

度犔、纬度犅、大地高 犎）在地心惯性坐标系下的

坐标（犌狓，犌狔，犌狕）会随时间变化。将地球视作标

准椭球，θ０ 为狋０时刻的格林尼治时角，ω０ 为地球

自转角速度，狋时刻犌 在惯性坐标系下的坐标为：

犌狓 ＝ （犖＋犎）ｃｏｓ犅ｃｏｓ犔＋θ０＋ω０（狋－狋０［ ］）

犌狔 ＝ （犖＋犎）ｃｏｓ犅ｓｉｎ犔＋θ０＋ω０（狋－狋０［ ］）

犌狕 ＝ 犖（１－犲
２
犈）＋［ ］犎 ｓｉｎ

烅

烄

烆 犅

（６）

其中，犖＝犪犈／ １－犲犈ｓｉｎ槡 犅；犪犈、犲犈分别为地球参

考椭球的长半轴和偏心率。

同样，用犈替换式（６）中的变量狋，关系式（４）

可写为：

（犘（犈）－犌（犈））·犌（犈）－ 犘（犈）－犌（犈）·

犌（犈）ｃｏｓ犽ｍａｘ＝０ （７）

式（７）即为成像条件方程。求解该方程得到成像

窗口临界时刻的偏近地点角，进而求得临界时刻。

２　初值选择策略

式（７）中含犈 的高次项和三角函数项，是超

越方程，需采用数值方法求解。牛顿法作为一种

常用的超越方程解法，具有犗（２）收敛速度，但其收

敛性依赖于初值的选择。初值搜索过程分为两

步：首先，计算预报时长内每次特征圆锥进出目标

纬圈时的偏近地点角犈（或真近地点角犳）；第二

步，确定哪些进出能够对目标进行覆盖，选择满足

覆盖要求时的犈作为初值。

２．１　基于“目标纬圈”的初值初步选取

设卫星星下点地心纬度为ψ狊，特征圆锥“进

出”目标纬圈时满足式（８）、（９），如图２所示：

升轨：ψ
狊 ＝ψ犌＋θ（进）

ψ狊 ＝ψ犌－θ（出
｛ ）

（８）

降轨：ψ
狊 ＝ψ犌－θ（进）

ψ狊 ＝ψ犌＋θ（出
｛ ）

（９）

θ为目标进（出）目标纬圈时卫星地心连线与目标

地心连线的夹角，满足：

θ＝ａｒｃｓｉｎ（
犘ｓｉｎ犽
犌

）－犽 （１０）

ψ狊 ＝ａｒｃｓｉｎ（ｓｉｎ（ω＋犳）·ｓｉｎ犻） （１１）

９６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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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征圆锥进目标纬圈时，将式（１０）、（１１）代入

式（８），可将式（８）写成关于真近地点角犳的表达

式犌（犳）＝０：

犌（犳）＝ａｒｃｓｉｎ（ｓｉｎ（ω＋犳）·ｓｉｎ犻）－

ａｒｃｓｉｎ（
犘ｓｉｎ犽
犌

）＋犽－ψ犌 （１２）

犌（犳）＝ａｒｃｓｉｎ（ｓｉｎ（ω＋犳）·ｓｉｎ犻）－

ａｒｃｓｉｎ（
犘ｓｉｎ犽
犌

）＋犽＋ψ犌 （１３）

这两个超越方程可使用牛顿法对方程进行求解，

初值取值为：

犳０ ＝ａｒｃｓｉｎ（
ｓｉｎψ犌
ｓｉｎ犻

）－ω （１４）

　　通过求解式（１２）和（１３），可以求得特征圆锥

首次进、出目标纬圈时的近地点幅角ω。采用每

个交点周期［７］犜Ω 起始时刻的ω 近似整个交点周

期内的ω。

犳
狀
犻狀 ＝犳

１
ｉｎ＋（狀－１）（２π－犜Ωω）

犳
狀
ｏｕｔ＝犳

１
ｏｕｔ＋（狀－１）（２π－犜Ωω

烅
烄

烆 ）
（１５）

２．２　星下点轨迹周期性位移初值过滤

本节以升轨为例介绍初值过滤方法。由偏近

地点角与真近地点角的关系（见式（１６）），可求得

首个交点周期内特征圆锥进出目标纬圈时的偏近

地点角犈１ｉｎ、犈
１
ｏｕｔ，进而求得对应的时间狋

１
ｉｎ和狋

１
ｏｕｔ。

犈＝２ａｒｃｔａｎ（
１－犲
１＋槡 犲

ｔａｎ犳
２
） （１６）

　　由于地球的自转，卫星星下点轨迹存在周期

性移位，因此，星下点轨迹与目标所在纬圈的交点

的地理经度也存在周期性的移位。从第一次进

（出）目标纬度圈开始，每经过一个交点周期，特征

圆锥与目标纬线的切点的经度变化量［３］可表示

为：

Δλ＝犜Ω·（ω犲－Ω） （１７）

　　特征圆锥与目标纬线切点的经度与此时卫星

的地心经度相同，卫星地心经度可由式（１８）求得：

λ＝Ω＋ａｒｃｔａｎ（ｔａｎ（ω＋犳）ｃｏｓ犻）－

θ０＋ω犲（狋－狋０［ ］） （１８）

　　将犳
１
ｉｎ、犳

１
ｏｕｔ、狋

１
ｉｎ、狋

１
ｏｕｔ代入式（１８）就可以求得卫

星特征圆锥首次进出目标纬圈时所能覆盖的经度

范围。利用式（１９）可求得每个交点周期中卫星覆

盖目标纬圈的经度范围。若目标地心经度落在第

犻个交点周期的λ
犻
ｉｎ～λ

犻
ｏｕｔ之间，则该交点周期对应

的犈犻ｉｎ、犈
犻
ｏｕｔ可作为式（７）的初值。

λ
狀
犻狀 ＝λ

１
ｉｎ＋（狀－１）Δλ

λ
狀
ｏｕｔ＝λ

１
ｏｕｔ＋（狀－１）Δ

烅
烄

烆 λ
（１９）

３　仿真实验

采用本文算法，笔者用Ｃ＋＋实现了光学卫星

成像窗口预报，在ＰＣ机（ＩｎｔｅｌＣｏｒｅｉ７处理器，４．０

ＧＢ内存，Ｗｉｎｄｏｗ７操作系统）上进行了仿真实验。

构造２颗卫星犛１（犪＝７０６２ｋｍ，犲＝０．００２，犻＝

９８．１７５°，Ω＝７６°，ω＝８２°，犳＝６３°）和犛２（犪＝６８６０

ｋｍ，犲＝０．００１，犻＝９７．３２°，Ω＝７０°，ω＝３３０°，犳＝

１１８°），选取２个地面目标犌１（经度１０１°，纬度２１°，

高程０．２ｋｍ）和犌２（经度－１１０°，纬度６３°，高程０．２

ｋｍ）。起始历元为２０１１０１０１Ｔ００：００：００，终止历

元为２０１１０１０５Ｔ００：００：００，卫星最大半视场角为

２５°。表１为预报结果与ＳＴＫ预报结果的对比。

表１　预报结果对比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卫星

编号

目标

编号

窗口

编号

本文算法起始时刻

（ＵＴＣ时间）

本文算法终止时刻

（ＵＴＣ时间）

ＳＴＫ预报起始时刻

（ＵＴＣ时间）

ＳＴＫ预报终止时刻

（ＵＴＣ时间）

犛１

犌１
１ ２０１１０１０２Ｔ０３：５８：２６．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０２Ｔ１３：５９：４３．２３ ２０１１０１０２Ｔ０３：５８：２６．４６６２０１１０１０２Ｔ０３：５９：４３．４７５

２ ２０１１０１０３Ｔ１５：２８：５９．９８ ２０１１０１０３Ｔ１５：３０：３０．３３ ２０１１０１０３Ｔ１５：２８：５９．３３４２０１１０１０３Ｔ１５：３０：３０．１５８

犌２

１ ２０１１０１０１Ｔ０４：３２：４７．１３ ２０１１０１０１Ｔ０４：３４：２０．０５ ２０１１０１０１Ｔ０４：３２：４７．３０３２０１１０１０１Ｔ０４：３４：２０．０５２

２ ２０１１０１０２Ｔ１８：３３：５３．６１ ２０１１０１０２Ｔ１８：３５：１６．４７ ２０１１０１０２Ｔ１８：３３：５４．０５１２０１１０１０２Ｔ１８：３５：１６．５６８

３ ２０１１０１０３Ｔ０４：１１：４７．８９ ２０１１０１０３Ｔ０４：１２：０３．７２ ２０１１０１０３Ｔ０４：１１：４７．１２３２０１１０１０３Ｔ０４：１２：０４．０６５

４ ２０１１０１０３Ｔ１９：１２：０８．７６ ２０１１０１０３Ｔ１９：１２：５０．４４ ２０１１０１０３Ｔ１９：１２：０８．２７５２０１１０１０３Ｔ１９：１２：５１．１８７

５ ２０１１０１０４Ｔ０４：４９：０６．７７ ２０１１０１０４Ｔ０４：５０：３３．２８ ２０１１０１０４Ｔ０４：４９：０６．１８８２０１１０１０４Ｔ０４：５０：３２．５８８

６ ２０１１０１０５Ｔ１８：５０：０３．５５ ２０１１０１０５Ｔ１８：５１：３９．５３ ２０１１０１０５Ｔ１８：５０：０４．０４５２０１１０１０５Ｔ１８：５１：３８．８１４

犛２

犌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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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３７卷第１２期 沈　欣等：一种面向成像任务规划的光学遥感卫星成像窗口快速预报方法

　　本文算法的主要特点为：① 通过初值选择策

略过滤无效初值，保证了预报的完备性和准确性，

若存在 犖 个成像窗口，仅有２犖 个初值参与迭

代，求解成像条件方程的参数为２犖；② 初值的确

定过程中，采用基于焦点周期的简化方法，仅需两

次迭代运算获得首个交点周期的初值，后续周期

内的初值无需迭代，将初值确定时的迭代次数由

２犖 缩减为２次；③ 使用偏近地点角作为成像条

件方程的参数，求解开普勒方程的次数仅为窗口

次数２犖，省去了常规方法中海量求解开普勒方

程时迭代的时间消耗。

４　结　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顾及犑２长期项摄动的光学

遥感卫星成像窗口快速算法。该算法引入特征圆

锥覆盖模型，利用开普勒方程将该几何模型改写

为以偏近地点角犈为未知数的成像条件方程，采

取基于“目标纬圈”和星下点轨迹周期移位的初值

选择方法，确保了条件方程的可解。本文算法在

保证精度的同时大幅度降低时间窗口的计算量，

可为卫星任务调度规划提供有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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