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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申請專利範圍
1.　一種衛星姿態估測方法，係應用於太空衛星中，用以估測該太空衛星之姿態，於陀螺儀
失效時，該衛星姿態估測方法包含以下程序：得出衛星所需之慣性資料；以及由星象儀

之輸出端所提供的衛星姿態資料 qasc 及衛星的轉動速率 ωasc 作為慣性姿態估測的結果；
其中，該慣性資料係為該太空衛星之該陀螺儀失效前，該太空衛星所得出的最近一筆慣

性資料。

2.　如申請權利範圍第 1項所述之該衛星姿態估測方法，其中，該得出衛星所需之慣性資料
的程序包含以下步驟：該星象儀量測得出該衛星姿態資料 qasc ；以及於該星象儀之輸出
端可直接得到該衛星姿態資料 qasc ；該星象儀將該衛星姿態資料 qasc 傳送至估算次系統
之速率估算模組，經由該速率估算模組的微分運算以及低通濾波器處理後，將取得衛星

的轉動速率 ωasc 。

3.　如申請權利範圍第 2項所述之該衛星姿態估測方法，其中，該得出衛星所需之慣性資料
的程序，復包含以下步驟：將該星象儀所提供的最近一筆之衛星姿態資料 qasc 予以儲存
於該估算次系統之姿態資料緩衝器。

4.　一種衛星姿態估測方法，係應用於太空衛星中，用以估測該太空衛星之姿態，於星象儀
失效時，該衛星姿態估測方法包含以下程序：得出衛星所需之慣性資料；以及由陀螺儀

之輸出端所提供之資料衛星轉速 ωgyro 及姿態資料 qgyro 作為慣性姿態估測的結果；其
中，該慣性資料係為該太空衛星之該星象儀失效前，該太空衛星所得出的最近一筆慣性

資料。

5.　如申請權利範圍第 4項所述之該衛星姿態估測方法，其中，該得出衛星所需之慣性資料
的程序包含以下步驟：該陀螺儀得出該衛星轉速 ωgyro 的量測資料；以及該陀螺儀直接
將該衛星轉速 ωgyro 之量測資料從其輸出端做輸出；該陀螺儀將量測所得之該衛星轉速
ωgyro 經由姿態動力學方程式模組積分後，可獲得衛星所需之慣性資料。

6.　如申請權利範圍第 5項所述之該衛星姿態估測方法，其中，該得出衛星所需之慣性資料
的程序，復包含以下步驟：考慮飄移速率之影響，將藉由速度估算模組之機制而可估計

出該陀螺儀的飄移速率 ωbias ，該姿態動力學方程式模組利用該陀螺儀量測所得之該衛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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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速 ωgyro 、以及估計出該陀螺儀的該飄移速率 ωbias 而得出衛星姿態資料 qgyro 作為慣
性姿態估測的結果。

7.　一種衛星姿態估測方法，係應用於太空衛星中，用以估測該太空衛星之姿態，於無須利
用陀螺儀的情況下，可得到衛星之轉動速率，該衛星姿態估測方法包含以下程序：星象

儀將衛星姿態資料 qasc 傳送至估算次系統之速率估算模組，該衛星姿態資料 qasc 經由該
估算次系統之速率估算模組的微分運算以及低通濾波器處理後，將取得衛星轉動速率

ωasc ；以及該估算次系統之輸出端可選擇由該星象儀之輸出端所提供的該衛星姿態資料
qasc 及該衛星轉動速率 ωasc 作為慣性姿態估測的結果；其中，該衛星姿態資料 qasc 係為
該太空衛星之該陀螺儀失效前，該星象儀所得出的最近一筆慣性資料。

8.　一種衛星姿態估測方法，係應用於太空衛星中，用以估測該太空衛星之姿態，該衛星姿
態估測方法包含以下程序：當衛星姿態估測系統正常運作時，可由陀螺儀及星象儀之輸

出端的輸出，得到衛星所需之慣性資料，其中，該慣性資料係為最近一筆慣性資料；於

該星象儀失效時，此時估算次系統之飄移速率緩衝器立刻釋放所儲存之最近一筆的飄移

速率，而同時，檢查機制立刻釋放之前姿態資料緩衝器所儲存的最近一筆衛星姿態資

料，該最近一筆衛星姿態資料由之前正常運作的該星象儀所測得，將該最近一筆的飄移

速率、以 及該最近一筆衛星姿態資料送進姿態動力學方程式模組，以做為積分起始條件
而獲得衛星姿態資料；以及，選擇由該陀螺儀之輸出端所提供的衛星姿態資料作為慣性

姿態估測的結果。

9.　如申請權利範圍第 8項所述之該衛星姿態估測方法，復包含以下步驟：將該星象儀所提
供的最近一筆之衛星姿態資料 qasc 予以儲存於該估算次系統之姿態資料緩衝器，以便當
該星象儀失效時，能做為姿態動力方程式模組之積分起始條件。

10.   一種衛星姿態估測方法，係應用於太空衛星中，用以估測該太空衛星之姿態，該衛星姿
態估測方法包含以下程序：星象儀將衛星姿態資料傳送至估算次系統之速率估算模組，

該衛星姿態資料經由估算次系統之速率估算模組的微分運算以及低通濾波器處理後，將

取得衛星轉動速率，其中，該衛星轉動速率係為最近一筆衛星轉動速率；該陀螺儀將量

測所得之衛星轉速經由姿態動力學方程式模組積分後，可獲得衛星的姿態，藉由速度估

算模組之機制而可估計出該陀螺儀的飄移速率；姿態動力學方程式模組利用陀螺儀量測

所得之衛星 轉速、以及估計出陀螺儀的飄移速率而得出衛星姿態資料，作為慣性姿態估
測的結果；以及可選擇由該星象儀之輸出端所提供的衛星姿態資料、衛星轉動速率作為

慣性姿態估測的結果，可選擇由陀螺儀之輸出端所提供之資料衛星轉速、姿態資料作為

慣性姿態估測的結果。

11.   一種衛星姿態估測方法，係應用於太空衛星中，用以估測該太空衛星之姿態，該衛星姿
態估測方法包含以下程序：星象儀將衛星姿態資料傳送至估算次系統之速率估算模組，

該衛星姿態資料經由估算次系統之速率估算模組的微分運算以及低通濾波器處理後，將

取得衛星轉動速率，將該星象儀所提供的最近一筆之衛星姿態資料予以儲存於該估算次

系統之姿態資料緩衝器；該陀螺儀將量測所得之衛星轉速經由姿態動力學方程式模組積

分後，可獲得衛星的姿態，藉由速度估算模組之機制而可估計出該陀螺儀的飄移速率，

並將最近一筆有效的飄移速率資料予以儲存於飄移速率緩衝器；當該陀螺儀為正常運作

而該星象儀為失效時，使用該飄移速率緩衝器中所儲存之該最近一筆的飄移速率，同時

檢查機制將立刻釋放之前於該姿態資料緩衝器所存之該最近一筆的衛星姿態資料並送進

姿態動力學方程式模組，以做為積分起始條件；該姿態動力學方程式模 組利用飄移速
率、積分起始條件，經由該姿態動力學方程式模組積分後可獲得衛星之姿態資料 qgyro ，
而於該陀螺儀之輸出端可得到積分後所獲得之衛星姿態資料 qgyro 、由該陀螺儀直接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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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衛星轉速 ωgyro 之量測資料；以及可選擇由該陀螺儀之輸出端所提供之該資料衛星轉
速 ωgyro 、該姿態資料 qgyro 作為慣性姿態估測的結果。

12.   一種衛星姿態估測系統，係應用於太空衛星中，用以估測該太空衛星之姿態，該衛星姿
態估測系統包含：估算次系統，該估算次系統之輸出端可選擇由陀螺儀、星象儀之輸出

端所輸出的衛星姿態資料 qasc 、衛星轉速 ωasc 、衛星姿態資料 qgyro 、衛星轉速 ωgyro ，
作為慣性姿態估測的結果，其中，該衛星姿態資料 qasc 、該衛星轉速 ωasc 、該衛星姿態
資料 qgyro 、該衛星轉速 ωgyro 係為最近一筆慣性資料；星象儀，該星象儀所提供的衛星
姿態資料 qasc ，將經由估算次系統之處理後，將取得衛星轉動速率 ωasc ，可將星象儀所
提供的最近一筆之衛星姿態資料 qasc 予以儲存於估算次系統；陀螺儀，該陀螺儀可得出
衛星轉速 ωgyro 的量測資料，並可直接將該衛星轉速 ωgyro 之量測資料從其輸出端予以輸
出，該陀螺儀將量測所得之該衛星轉速 ωgyro 經由估算次系統之積分後，可獲得衛星的
姿態，考慮飄移速率之影響，將藉由該估算次系統之機制而可估計出該陀螺儀的飄移速

率 ωbias ，並將最近一筆有效的飄移速率 ωbias 資料予以儲存於該估算次系統中，以便當
該星象儀失效時，能利用該飄移速率 ωbias ；該估算次系統利用該陀螺儀量測所得之該衛
星轉速 ωgyro 、以及估計出之該陀螺儀飄移速率 ωbias 而得出衛星姿態資料 qgyro 作為慣
性姿態估測的結果。

13.   如申請權利範圍第 12項所述之該衛星姿態估測系統，其中，當該星象儀失效時，將使用
該估算次系統中所儲存之該最近一筆的飄移速率 ωbias ，同時該估算次系統將立刻釋放之
前於該估算次系統所存之該最近一筆的衛星姿態資料 qasc 並送進該估算次系統，以做為
積分起始條件，該估算次系統利用該飄移速率 ωbias 、該積分起始條件，經由積分後可獲
得衛星之姿態資料 qgyro ，該估算次系統之輸出端選擇由該陀螺儀輸出端所提供之該衛星
姿態資料 qgyro 作為衛星慣性姿態估測的結果。

14.   如申請權利範圍第 12項所述之該衛星姿態估測系統，其中，當該陀螺儀失效時，該估算
次系統藉由該星象儀所提供的該衛星姿態資料 qasc 而得出衛星轉動速率 ωasc ；該估算次
系統之輸出端可選擇由該星象儀之輸出端所提供的該衛星姿態資料 qasc 、由該估算次系
統所得出之衛星轉動速率 ωasc 作為衛星所需之慣性姿態估測的結果。

15.   一種衛星姿態估測系統，係應用於太空衛星中，用以估測該太空衛星之姿態，該衛星姿
態估測系統包含：星象儀，該星象儀提供衛星姿態資料 qasc ，經由估算次系統之速率估
算模組的微分運算以及低通濾波器處理後，將取得衛星轉動速率 ωasc ，可將該星象儀所
提供的最近一筆之衛星姿態資料 qasc 予以儲存於該估算次系統之姿態資料緩衝器，以便
當該星象儀失效時，能做為姿態動力方程式模組之積分起始條件；陀螺儀，該陀螺儀可

得出衛星轉速 ωgyro 的量測資料，並可直接將該衛星轉速 ωgyro 之量測資料從該陀螺儀之
輸出端予以輸出，該陀螺儀將量測所得之該衛星轉速 ωgyro 經由姿態動力學方程式模組
積分後，可獲得衛星的姿態，考慮飄移速率之影響，將藉由速度估算模組之機制而可估

計出陀螺儀的飄移速率 ωbias ，並將最近一筆有效的飄移速率 ωbias 資料予以儲存於飄移
速率緩衝器中，以便當該星象儀失效時，能利用該飄移速率 ωbias ；以及估算次系統，該
估算次系統之輸出端可選擇該星象儀、該陀螺儀之輸出端，藉以得到該衛星姿態資料

qasc 、該轉動速率 ωasc 、該衛星姿態資料 qgyro 、該衛星轉速 ωgyro 作為衛星所需之慣性
資料，該估算次系統包含 速率估算模組、姿態資料緩衝器、飄移速率緩衝器、檢查機
制、以及姿態動力學方程式模組；姿態資料緩衝器，該姿態資料緩衝器可將該星象儀所

提供的最近一筆之衛星姿態資料 qasc 予以儲存，以便當該星象儀失效時，能做為姿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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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方程式模組之積分起始條件；飄移速率緩衝器，該飄移速率緩衝器可儲存由速度估算

模組所估計出之最近一筆有效的陀螺儀飄移速率 ωbias ，以便當該星象儀失效時，能讓該
姿態動力學方程式模組使用該姿態資料緩衝器所存之該最近一筆的衛星姿態資料 qasc 作
為積分起始條件、利用該飄移速率緩衝器中所儲存之該最近一筆的飄移速率 ωbias ，經由
積分後可獲得衛星之姿態資料 qgyro ；速率估算模組，衛星姿態資料 qasc 經由該速率估
算模組之微分運算以及低通濾波器處理後，將取得該衛星轉動速率 ωasc ；於考慮飄移速
率之影響時，該速度估算模組可根據來自於該陀螺儀之量測所得之衛星轉速 ωgyro ，並
將藉由該速度估算模組之機制而可估計出該陀螺儀的飄移速率 ωbias ，該速度估算模組並
將最近一筆有效之飄移速率 ωbias 的資料予以儲存於該飄移速率緩衝器； 檢查機制，於
該星象儀失效時，該檢查機制將立刻釋放之前於該資料姿態緩衝器所存之該最近一筆的

衛星姿態資料 qasc ，並將該衛星姿態資料 qasc 送進該姿態動力學方程式模組；姿態動力
學方程式模組，該姿態動力學方程式模組將該陀螺儀量測所得之該衛星轉速 ωgyro 予以
積分之後，可獲得衛星的姿態，應考慮飄移速率之影響，藉由該速度估算模組所估算出

之該陀螺儀的該飄移速率 ωbias 、以及該陀螺儀量測所得之該衛星轉速 ωgyro ，由該姿態
動力學方程式模組積分後所得出之衛星姿態資料 qgyro 作為慣性姿態估測的結果。

圖式簡單說明

第 1圖為一系統示意圖，用以顯示說明本發明之衛星姿態估測系統的系統架構；第 2圖
為一流程圖，用以顯示說明利用本發明之衛星姿態估測系統以進行衛星姿態估測方法的流

程；第 3圖為一流程圖，用以顯示說明於第 2圖中之得出衛星所需之慣性資料之步驟的一詳
細流程程序；第 4圖為一流程圖，用以顯示說明於第 2圖中之得出衛星所需之慣性資料之步
驟的另一詳細流程程序；第 5圖為一流程圖，用以顯示說明於第 2圖中之得出衛星所需之慣
性資料之步驟的又一詳細流程程序；以及第 6圖為一流程圖，用以顯示說明於第 2圖中之得
出衛星所需之慣性資料之步驟的再一詳細流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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