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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阐述了深空网的概念 、主要任务 、发展简史 、主要构成和关键技术手段 , 概括总结了深空网在天文观测

和空间探测中的意义及应用过程 ,展望了深空网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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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地球系统以外 ,人类还将目光投向了外太

空乃至更遥远的星系 ,探测范围从原来的近地球

空间(30 ～ 7 000km)扩展到了超远程空间(3 亿

km 以上)。为此 ,人类正在进行或将要进行多个

星际探测计划。

为了实现这些计划 ,就需要在地面上建立能

够对深空天体进行观测和对人造宇宙飞船或探测

器进行测量跟踪 、导航 、遥控和通讯等的深空探测

网络 , 即所谓的深空网(deep space netw ork ,

DSN)。深空网的主要任务包括:①用射电天文

观测和雷达天文观测方法来探测太阳系和宇宙;

②协助太阳系内的宇宙飞船完成探测任务 ,并对

沿地球轨道飞行的探测器进行跟踪 、导航和通讯。

1　深空网发展简史

1958年 1 月 31 日 ,美国首次成功地向空间

发送了航天探测器 Explorer-1 ,该航天探测器沿

地球轨道运行 ,对地球进行探测。为了能够对它

进行连续跟踪 ,测定其运行轨道 ,并接收其发回的

有关信息 ,美国喷气推进实验室(JPL)与美国陆

军签订合同 ,开始在尼日利亚 、新加坡和加利福尼

亚等地安装了便携式无线电跟踪站 , 所形成的网

络覆盖了全球 ,并实现了上述要求。该网络就成

为后来深空网的雏形 。

1958 年 10 月 1 日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正式成立 ,它将陆军 、海军和空军等各自

独立发展的空间探测计划统一起来 ,转化为民用

计划。不久 , JPL 从陆军转移到了 NASA ,负责设

计和研制通过自动操作的宇宙飞船对月球及行星

进行探测的程序。之后 , NASA确定了深空网的

设想 。深空网作为独立管理和运行的观测 、跟踪 、

导航和通讯网络 ,服务于所有深空任务 ,替代了原

来对每一项飞行项目而建立的专用测控网络 ,其

发展目标可用于空间探测的低噪声接收 、跟踪测

量 、深空导航 、遥感勘测 、系统指挥以及数字信号

处理等方面。现在 , 深空网络由 NASA 管理运

行 ,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天线网络。

2　深空网的构成

完整意义上的深空网由射电天文观测系统 、

太阳系雷达和深空联合体所构成。

2.1　射电天文观测系统

由于深空网是通过观测来自深空的射电波来

研究射电天体 ,因而 ,射电观测设施是深空网中最

基本的组成部分。能够通过“大气窗口”的射电波

的频段比光波宽 ,但频率和能量都要低 。天体物

理现象中所释放出的能量很容易导致产生大量的

低能光子 ,从而发射射电波 ,因此 ,深空网通过射

电观测 ,可以探测到深空中更广泛的物理现象。

另外 ,射电波也更容易穿透尘埃和雾霾 ,因此 ,深

空网通过射电观测可以达到全天候的观测效果。

再者 ,深空网可以通过射电望远镜接收来自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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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射电信号来对射电源进行定向定位 、确定轨道

和绘制射电图像 。深空网既可以将自然天体如行

星 、恒星 、星系 、类星体等作为观测对象 ,也可以将

人造天体如空间飞行器 、卫星 、探测器等作为射电

源对其进行跟踪观测 、定位和定轨 。

2.1.1　射电望远镜

射电波的波长在 1mm ～ 100m ,比光波波长

(几μm)大得多;同时根据射电波传播的平方比

例规律 ,射电波到达地球的密度由于天体距离地

球太远而变得非常小 。所以射电望远镜必须采用

具有大口径的天线来进行观测 ,才能接收到所需

信号强度的射电波。

射电望远镜天线是根据射电波的反射原理来

设计的 ,它将所接收到的天体射电波集中成窄束

波 ,并在接收机中进行收集 、集中。如果反射器的

反射表面用类似抛物面来设计 ,电磁波平行到达

天线轴 ,经反射后在反射器表面上方聚焦 ,这个过

程叫初次聚焦。大口径天线的主要问题是用于初

次聚焦的必要装备非常重 ,而支撑结构通常无法

承受如此的重压 ,所以采用了卡塞格伦聚焦方

案
[ 1]
。卡塞格伦天线增加了二级反射表面来将

电磁波折回到初步反射器的初次聚焦处 。这种天

线的口径可以很大 ,而且结构坚固 ,并允许大体积

的装备坐落在重心附近。所以深空网中的射电望

远镜天线采用大口径 、二级反射的原理设计 ,如图

1所示。

图 1　射电望远镜

Fig.1　Radio Telescope

2.1.2　空间甚长基线干涉测量

甚长基线 干涉 测量 (very long baseline

interferometry ,V LBI)是在现代天文观测中角分

辨率最高的射电天文技术 ,但有限的地球直径限

制了干涉基线距离的增加 , 从而限制了地面

V LBI对射电源角分辨率的进一步提高 。

为了克服地球直径的限制 ,进一步提高角分

辨率 ,1997年 2月 12日 ,日本首次将一颗安装有

射电望远镜(天线口径为 8m)的卫星 HALCA 成

功地送上太空 ,环绕地球轨道运转。它和地面深

空网中的射电望远镜共同进行干涉测量 ,从而形

成了空间甚长基线干涉测量(space VLBI)系统 ,

并将深空网延伸到了空间 。这将形成一个口径大

如宇宙飞船轨道的虚拟射电望远镜(如图 2)。另

外 ,每台望远镜的时钟必须达到 1μs 的同步精

度[ 2] ,只有这样 ,才能在长达数 h 的连续观测中 ,

将所有观测站作为一个独立的测量单元组合起

来 ,从而形成一个巨大的空间天线 。

图 2　空间甚长基线干涉测量系统

Fig.2　Space VLBI

2.2　太阳系雷达

太阳系行星 、月球等天体自身所发射的射电信

号在到达地面后已经非常微弱。对这些射电信号

进行观测时 ,观测数据的信噪比很低 ,图像质量也

比较差。为了获得太阳系行星等天体的高质量观

测数据和高亮度的射电图像 ,深空网还采用了一种

主动观测系统 ,即太阳系雷达观测系统。太阳系雷

达是一种特大功率的雷达系统 ,它向空间发射选定

波段的电磁波 ,电磁波传送到行星 ,然后又被反射

离开行星表面 ,被一个或多个地面接收站所接收。

通过太阳系雷达 ,可以测定行星到地面观测站的距

离 ,从而对行星进行定位 、定轨;同时 ,还可以绘制

距地球较近的行星和小行星的雷达图像。

雷达运行原理要求采用尽可能大的功率来发

射雷达波 ,从而产生较强的回波。接收系统应以

所要求的高灵敏度来接收和记录从观测目标反射

回的微弱回波 。因此 ,其发射器要发射能量 ,太阳

系雷达必须具有在一定控制下产生这种发射能量

并将其释放到空间中去的方法 。为了达到这一目

的 ,太阳系雷达具有这样一个发射器子系统 ,它的

工作就是要把低电压交流电转换成高能的微波。

太阳系雷达对目标所发送的正是这种微波。

为了能够捕获被观测目标所反射回来的微弱

信号 ,除了必须采用直径达数十 m 的巨型接收天

线外 ,还必须使用不增加噪声 、只增加信号水平的

高敏感放大器 。由于它们不会对弱信号产生任何

损害 ,而只是对微弱信号进行放大 ,所以这些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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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也被称为低噪音放大器。对于太阳系雷达 ,使

用了微波激射放大器 ,它是所有放大器中最敏感

的类型 。另外 ,它也被用于追踪和接收宇宙飞船

信号 ,因为宇宙飞船的信号同样非常微弱。

深空网的太阳系雷达位于美国莫哈韦沙漠的

Goldstone ,在洛杉矶的东北约 290km 处 。雷达天

线为 70m 口径的 DSS-14天线 ,该天线上有两台

发射机 。最初 , 一台发射频率在 S 波段(功率

400kW ,频率 2 320MHz ,波长 13cm),另一台发射

频率在 X波段(功率 500kW ,频率 8 560MHz ,波

长 3.5cm)。现在 ,几乎全部采用 X波段。

几乎所有的太阳系雷达观测都是在美国

Goldstone进行的 ,这些观测常常单独采用 70m口

径的DSS-14天线来进行 ,偶尔也将口径为 34m的

DSS-13天线作为第二个雷达波接收站 ,其他 34m

直径的天线在联机时也可以接收雷达波 。当采用

多个雷达接收站进行同步观测时 ,就可以形成干涉

测量系统和合成口径雷达测量系统。

2.3　深空联合体

深空网对天体的直接观测只能获得粗略的初

步结果 。为了进一步精确探测深空天体 ,就要向

天体发射探测器 ,以进行近距离观测 。深空网通

过深空联合体对探测器进行遥测和射电观测 ,以

确定它们的位置和轨道 ,同时 ,还向它们发送控制

操作指令 ,并引导它们飞达目的地 。

由于探测器的任务及与地球测站的距离不

同 ,深空网对这些探测器观测的无线电频率 、强度

也不同 ,这就要求深空网的地面无线电观测系统

具有不同的灵敏度和角分辨率 ,因而观测天线口

径的大小也不同 。所以深空网在每一个站点上安

装有几种不同大小的抛物面天线和高灵敏度的接

收系统 ,从而形成了一个深空联合体。

由于地面需要与探测器进行频繁高速的数据

传输 ,因此 ,需要对其进行连续的跟踪测量 、导航

和通讯 。为了克服地球自转的影响 ,深空网在全

球每隔 120°(经度)的三个地区(美国加利福尼亚

南部莫哈韦沙漠的 Goldstone、西班牙的马德里 、

澳大利亚的堪培拉)分别安装了一个通讯联合体 ,

每个深空联合体具有 8 ～ 14h的连续观测时间 ,这

为探测器从一个联合体转移到下一个联合体提供

了信号重叠区。

地面和宇宙飞船之间的双向通讯联系采用了

下列种类的数据:①为了控制探测器的操作方

式 ,深空网将指令码通过上行传输发向探测器(为

了提高上行传输的功率 ,在 70m 直径的天线上安

装有 400kW 的发送机)。 ②科学信息和探测信

息通过下行传输传向地面 ,由深空网接收。

深空联合体凝聚了目前国际最尖端的技术 ,

它以地球为基地 ,对宇宙探测器进行观测定位 ,控

制其运行状态 ,安装或重新改编计算机程序 ,将其

引导到目的地 ,并将科学数据送回地球 ,所以它是

深空网中的精华部分 。

3　深空网的应用

深空网应用于深空探测的全过程 ,通常包括

粗探测和精探测两个阶段 。

3.1　深空粗探测

在粗探测阶段 ,深空网通过射电观测系统 、微

波雷达观测系统对星体进行观测分类 、定位和定

轨。

3.1.1　射电天文观测的应用

深空网通过射电天文观测来研究行星 、恒星 、

星系和其他天体。深空网的射电观测设备支持以

下几种射电天文测量 。

1)无线电连续性测量

通过连续测量天体的射电辐射来研究射电波

穿过的介质。通过所观测到的天体射电波的不同

特点来辨别天体并进行分类 ,如恒星 、易变恒星 、

脉冲星 、太阳 、银河系和银河系以外的射电源 、行

星及其卫星以及干扰源。

自然干扰源包括来自太阳的射电波 、闪电及

来自带电粒子的射线 。人造干扰源包括产生能量

和转换能量的设备 、航空雷达 、地基的无线电和电

视转送设备(这种现象越来越严重)、环绕地球轨

道的人造卫星发射器和异频雷达收发机 , 包括

GPS和蜂窝电话 。

2)星际的微波波谱学

使用微波天线接收恒星间大气云中原子和分

子在不连续的频率上所发出的放射线 ,来研究恒

星的起源和组成复杂星际分子的起源。

3)偏极化测量

来源于地球外的射频辐射可能被线性或者圆

形极化 ,或者被两种之间的任何方式极化 ,或者没

有被极化 。波的极化给天文学家提供了有关它们

来源的补充信息。

4)地面 VLBI 或 SV LBI 测量

深空网联合采用网中的射电望远镜与其他国

家 、地区的射电观测设施共同观测射电源 ,从而形

成地面 VLBI 观测系统 ,还联合日本的空间射电

望远镜 HALCA 共同观测 ,形成 SVLBI 观测系

统。地面 V LBI 或 SVLBI 测量可以高精度地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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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更遥远射电源的坐标 ,绘制其高分辨率的射电

图像 ,以研究射电源的大小和结构等 。对人造天

体观测 ,可以确定其坐标和轨道。

3.1.2　太阳系雷达的应用

采用太阳系雷达天线 ,能够观察任何可接近

地球的太阳系天体 。目前已能够观测到水星 、金

星 、火星 、木星和土星的卫星 、月球 、小行星以及慧

星等的回声波 ,而其余的太阳系外围行星 ,如天王

星 、海王星和冥王星 ,由于距地球太远 ,还无法利

用现有的深空网雷达探测到回声。太阳系雷达还

能够观测近地小行星 ,如 Toutatis和 Geographos

等可以用来调查和统计地球轨道中的残骸碎片 ,

这些残骸碎片产生于宇宙飞船 、卫星和火箭等分

裂到低地球轨道上的部分 。

通过太阳系雷达天线所接收到的行星回波 ,

可以绘制出行星的雷达图像 ,从而对行星表面物

质的分布进行分析 ,如深空网的太阳系雷达观测

和绘制了水星的极地图像 ,绘制了月球的极地图

像 ,并计算出了极地坑凹地的面积 。另外 ,通过雷

达测距 ,还可以确定更精密的行星轨道参数。

3.2　精探测

为了更详细和全面地探测天体 ,深空探测系统

向目标天体发射探测器 ,对天体进行飞越 、围绕或

登陆 。深空网通过深空联合体对探测行星的各种

宇宙飞船综合进行跟踪 、导航 、通讯和时钟同步等。

目前 ,深空网已成功地支持了以下太阳系探测器。

1)飞越天体的探测器

所谓“飞越” ,是指为了对某一天体进行初步

的详细观察 ,在不进入其轨道或着陆的情况下 ,操

纵飞行器围绕地球轨道运行 ,以非常近的距离飞

越天体 ,对天体拍摄尽可能多的照片 ,并传回深空

网。此类探测器包括飞越月球的美国宇宙飞船

“先驱者”0 ～ 4号 、“徘徊者”1 ～ 9 号;飞越火星的

宇宙飞船“水手” 3 、4 、6 、7 号;飞越木星的“伽利

略”木星探测器;飞越土星的“卡西尼”土星探测

器;彗星探测飞船“星团”号;太阳探测飞船“起源”

号和“尤利塞斯”号等 。

2)围绕目标天体轨道飞行的探测器

为了更进一步地对某一天体进行详细探测 ,探

测器进入行星轨道 ,围绕行星飞行 ,并连续观测 ,将

观测信息传回深空网。如美国发射的月球轨道探

测器“月球轨道器”1 ～ 5号;火星轨道探测器有“水

手” 9号 、“火星全球勘测者” 、“火星奥德赛”探测

器;木星的轨道探测器有“伽利略”轨道器等 。

3)登陆天体的探测器

为了更详细地对天体进行观测 、摄影 ,并进行

多项试验 、分析以及研究天体土壤成分等 ,可以让

探测器在天体表面登陆 ,并且在天体表面移动 ,将

探测信息传回深空网 。如月球登陆飞船“勘测者”

3 ～ 7号 、“阿波罗”8 ～ 17号;火星登陆飞船“海盗”

1 、2号和“火星探路者”等。

4　展　望

4.1　发展空基深空探测网

预计今后将有更多的围绕地球轨道运行的射

电望远镜飞船在太空中进行工作 ,以提高空间甚

长基线干涉测量的精度和观测能力 。

如日本在完成了由日本宇宙科学研究本部

(ISAS)赞助发射的第一个环绕地球轨道运转的

射电望远镜计划VSOP 之后 ,又计划在2007年展

开由 ISAS赞助的 VSOP 后继任务 VSOP2 ,计划

发射远地点距离地球约为 30 000km 的空间射电

望远镜。

美国航空航天局的 ALFA(the ast ronomical

low frequency array)计划打算在未开发的频率上

产生射电图像 ,但由于观测信号的频率太低 ,容易

被地球外部电离层所吸收 ,因而在地面上无法观

测。所以计划由 16 颗安装有射电望远镜的小型

人造卫星群组成空间射电望远镜阵列 ,它们距离

地球约 100万 km
[ 3]
,远远高于地球大气层 ,观测

条件不受大气窗口的限制 。

欧洲空间局的一个计划是 ,在自由空间站上

安装一台口径为 30m 的射电天线 ,其远地点距离

地球 40 000km ,运行在绕地球运转的椭圆轨道

中。这项为 2010 年设计的任务将会包括 86GHz

的观测频率和 8Gbps的下行传输速度 ,主要研究

太阳大气 、太阳风。

俄 罗 斯 的 Millemetron 计 划 是 , 设 计

Millemetron空中射电望远镜 ,口径为 10m ,运行

在地球轨道上 ,远地点距离地球300 000km ,可以

观测到 mm 级的频带 , 数据传输速度为 1 ～

8Gbps。这项计划将在 2015年实现 。

4.2　深空观测设施的综合利用和共享

为了提高被观测射电源图像的详细程度和角

分辨率 ,美国深空网射电天线经常与国际甚长基

线干涉测量射电天文学网络一起作甚长基线观

测。合作的网络包括欧洲的甚长基线观测网络 、

美国甚长基线阵列 、亚洲太平洋望远镜等 。国际

合作的甚长基线射电天文学观测占了深空网分配

在射电天文学中的大部分时间 。

由日本所发射的第一个环绕地球轨道运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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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电望远镜计划 VSOP ,就是通过日本本土的地面

测控网与美国深空网联合起来 ,才实现了对空中射

电望远镜的连续跟踪 、测量定位 、导航和通讯。

目前 ,国际上主要的 4个空间局(美国航空航

天局 、欧洲航天局 、俄罗斯空间局和日本宇宙科学

研究本部)已经形成了一个泛局协商团体 ,并正在

从事标准化 、频率分配和技术发展目标的讨论工

作。因此 ,各地区 、各国的空间观测技术和设施的

有机结合和共享 ,将是节省费用 、提高技术以及提

高深空探测效率和质量的有效捷径 。

2000年 11 月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

了《中国的航天》政府白皮书 ,明确提出了我国在

未来 10年将开展深空探测研究 ,将月球作为深空

探测的第一个目标 ,重点开展月球探测 。深空网

是进行月球 、行星和深空探测的基本要求和技术

基础 ,未来的空间探测计划必须要有一个功能全

面 、稳定可靠和分布广泛的深空网来提供支撑。

我国应根据具体国情 ,将现有的航天测控网和

V LBI网等设施改造成为能够满足将来各种空间

探测计划要求的真正意义上的深空网 ,开展必要

的国际合作 ,这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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