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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最新数据，探讨了ＧＮＳＳ系统对最新的空间ＶＬＢＩ计划（ＶＳＯＰ２）———ＡＳＴＲＯＮＧ卫星定轨情况、

地面跟踪网对卫星的跟踪效率，以及地面观测站与卫星实现联合观测射电源的情况等，并给出了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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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甚长基线干涉测量技术（ＳＶＬＢＩ）是地面

ＶＬＢＩ测量在空间的延伸，在大地测量和地球动

力学方面很有应用潜力。日本于１９９７年２月成

功发射了ＶＬＢＩ空间观测站项目（ＶＳＯＰ）中的第

一颗ＳＶＬＢＩ卫星———ＨＡＬＣＡ，使ＳＶＬＢＩ成为现

实。试验表明，该卫星定轨精度的试验估计值为

几ｍ
［１］，很难达到大地测量要求的水平。另外，该

卫星在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３０日终止了运作。

ＶＳＯＰ２是继ＶＳＯＰ成功投入应用的后继计

划，由日本牵头设计，联合多家国际相关机构，最早

将于２０１２年投入运行
［２］。由于卫星轨道和卫星结

构设计的改进，如可伸展天线、更精细的天线表面

等，使ＶＳＯＰ２卫星的工作效率较前代有大幅的提

升。这些都使其应用于大地测量和地球动力学方

面的研究得到更多的期待。本文将研究ＧＮＳＳ系

统对ＶＳＯＰ２卫星定轨、地面跟踪网对卫星的跟

踪，以及地面观测站与卫星实现联测等情况。

１　犌犖犛犛系统对犃犛犜犚犗犖犌卫星的

跟踪定轨情况

１．１　卫星轨道参数

根据文献［３］的描述，ＶＳＯＰ２被命名为ＡＳ

ＴＲＯＮＧ。卫星的设计在考虑到高远地点带来的

高角分辨率观测值、更长的轨道周期以及近地点

处大气阻力的影响等因素的情况下，将 ＨＡＬＣＡ

卫星的轨道参数，如远地点高度、近地点高度等，

作了适当的调整，使之更加符合科学研究的需要。

现将ＡＳＴＲＯＮＧ卫星和 ＨＡＬＣＡ卫星的轨道参

数对比列于表１，用于模拟研究。

模拟时间选择整数个卫星轨道周期：２００８

０１０１１２：００～２００８０１０６１２：００（１６个卫星周

期），采样间隔为６０ｓ。将卫星轨道和时间输入

ＳＴＫ软件即可建立模拟环境。

１．２　犛犞犔犅犐卫星定轨精度要求

根据ＲＡＤＩＯＡＳＴＲＯＮ导航、天体测量和大

地测量（ＮＡＧ）工作组所准备的报告
［４］，ＳＶＬＢＩ卫

星需要的定轨精度如下：标准轨道，对于卫星控

制、轨道预报、跟踪和数据通讯，要求精度好于

１０００ｍ；精密轨道，对于处理地面到ＳＶＬＢＩ数

表１　犞犛犗犘与犞犛犗犘２卫星轨道参数比较

Ｔａｂ．１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ＯｒｂｉｔＰ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ＶＳＯＰａｎｄＶＳＯＰ２

轨道参数
卫星名称

ＶＳＯＰ ＶＳＯＰ２

远地点高度犺犪／ｍ ２．１４×１０７ ２．５×１０５

近地点高度犺狆／ｍ ５．６×１０３ １．０×１０６

轨道周期犜／ｈ ６．３ ７．５

轨道倾角犻／（°） ４６．４或３１ ３１

近地点角距ω／（°） ２８５～３１５变化的 变化的

偏心率ε ０．３７９ ０．７

升交点赤经Ω 可变的 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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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以及大多数天体测量应用，要求精度好于５０

ｍ；高精密轨道，对于大地测量和一些天体测量应

用，要求精度好于１ｍ。地球动力学应用要求精

度优于０．１ｍ。

ＶＳＯＰ卫星的定轨精度已达到３～１０ｍ
［２］，可

以满足以上两种定轨精度要求，但不能满足高精密

定轨要求，这是ＶＳＯＰ卫星无法实现大地测量应用

的主要原因。经过分析，ＶＳＯＰ卫星由于卫星外形

不规则、面质比较大，加上仅仅利用多普勒观测量

进行定轨［２］，使得定轨精度很难提高到ｍ级以内。

ＶＳＯＰ２计划对卫星结构作了适当调整，其更高的

科学目的要求高精度的轨道确定。近年来，星载

ＧＰＳ接收机的应用被广泛应用于卫星精密定轨，

ＶＳＯＰ２有望借助此技术实现精密定轨。

星载ＧＰＳ接收机能从２００ｋｍ的低轨延伸到

３６０００ｋｍ的地球同步轨道，ＡＳＴＲＯＮＧ的轨道

高度（表１）在此范围内，能够利用星载ＧＰＳ接收

机对其进行定轨［５］。但在２００００ｋｍ 以上的高

度，ＧＰＳ卫星信号将变得极其微弱。借助新的

ＧＮＳＳ系统，如Ｇａｌｉｌｅｏ系统，作为ＧＰＳ系统的补

充，将对定轨起到改善作用。已有文献对ＧＰＳ系

统和Ｇａｌｉｌｅｏ系统对ＳＶＬＢＩ卫星的覆盖情况作了

研究［７］，２００６年韩国ＩＡＩＮ／ＧＮＳＳ大会上也有学

者提出将ＧＰＳ系统与Ｇａｌｉｌｅｏ系统结合用于精密

定轨。因为ＡＳＴＲＯＮＧ卫星上将安置星载ＧＰＳ

＼Ｇａｌｉｌｅｏ接收机
［２］，所以本文将分析ＧＰＳ卫星和

Ｇａｌｉｌｅｏ卫星结合的 ＧＮＳＳ系统对 ＡＳＴＲＯＮＧ

卫星的覆盖情况，以确定 ＡＳＴＲＯＮＧ卫星的定

轨精度。

１．３　模拟条件

模拟过程中的Ｇａｌｉｌｅｏ星座由２７颗卫星组成，

采用１３２７结构分布在３个倾角为５６°的轨道面

上，每个轨道面上均匀分布着９颗卫星。卫星离地

面高度为２３０６２ｋｍ，运行周期为１４．０ｈ。由于

Ｇａｌｉｌｅｏ卫星高度较 ＧＰＳ高，因此，远地点 ＡＳ

ＴＲＯＮＧ卫星的覆盖将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

ＧＰＳ卫星的选择参考 ＮＡＳＡ网站
［６］的相关

资料，模拟中共选择了２４颗ＧＰＳ卫星。

ＡＳＴＲＯＮＧ配置的天线为全向天线
［３］，而

且目前已安置了两个分别指向天顶方向和相反方

向，能够根据卫星位置调节指向的天线卫星的实

例，如ＧＲＡＣＥ卫星
［８］等，通过此方法可以实现对

定位信号的最佳接收。因此，ＡＳＴＲＯＮＧ能够

最大限度地接收来自各个方向的 ＧＮＳＳ卫星定

轨信号，保证定轨的顺利进行。模拟试验中

ＧＮＳＳ定轨信号朝向地面发射。

１．４　模拟结果及分析

星载ＧＰＳ接收机的定轨方式很多，如几何

法。完全动力法和半动力学法等［７］，本文采用的

是几何法，根据 ＡＳＴＲＯＮＧ卫星与ＧＮＳＳ系统

卫星的几何位置关系，选取覆盖条件最好的４颗

（或更多）卫星进行计算。考察整个 ＧＮＳＳ系统

对ＡＳＴＲＯＮＧ卫星覆盖时间和位置精度衰减因

子，然后按照公式（定位精度＝ＰＤＯＰ×测距精

度）进行计算［９］，以分析所能达到的定轨精度。模

拟结果根据设置条件按卫星间的可见性进行计

算，符合实际情况。

试验表明，ＧＮＳＳ卫星对ＡＳＴＲＯＮＧ卫星的

覆盖时间达到１００％，定位平均ＰＤＯＰ值为３．７１８，

最大ＰＤＯＰ值为８．６５６，最小ＰＤＯＰ值为１．５０１。

结合ＧＰＳ系统，通过安置星载ＧＰＳ接收机，

ＡＳＴＲＯＮＧ卫星设计定轨精度为０．０３ｍ
［３］。该

数量级的定位精度在其他卫星的星载ＧＰＳ结果

中已得到证实，如ＧＲＡＣＥ的定轨测距精度可优

于０．０６ｍ
［７８］。因此，０．０６ｍ的定位精度可以用

于 ＡＳＴＲＯＮＧ 卫星定轨。由图１可以看出，

ＧＮＳＳ系统对ＡＳＴＲＯＮＧ的平均ＰＤＯＰ值达到

３．７１８，较仅利用ＧＰＳ卫星定轨情况有所改善，定

轨精度平均可达０．２２４ｍ，接近设计定轨要求，并

且小于０．１ｍ 的时间占总观测时间的２３．７％。

因此，选择适当的观测条件，结合 ＧＮＳＳ系统将

能够对 ＡＳＴＲＯＮＧ卫星实现０．１ｍ 的定轨精

度。

图１　ＧＮＳＳ系统对ＡＳＴＲＯＮＧ卫星的定轨精度

Ｆｉｇ．１　Ｏｒｂｉｔ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

ＡＳＴＲＯＮＧｂｙＧＮＳＳ

２　地面跟踪站覆盖分析

２．１　模拟跟踪站的选择

由于 ＡＳＴＲＯＮＧ具有更高的卫星轨道，所

以相比较 ＨＡＬＣＡ卫星，只需３～４个跟踪站即

可满足跟踪定轨的需求［３］。受最新数据上传下载

速率要求的限制，很多原ＶＳＯＰ的跟踪站无法继

续承担跟踪任务。基于跟踪站需要包括覆盖足够

２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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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度范围的区域，以及尽量选择低纬度地区测站

等原则，本文模拟试验选择的测站为日本的Ｕｓｕ

ｄａ站、西班牙的Ｙｅｂｅｓ站，以及澳大利亚的 Ｈｏ

ｂａｒｔ站。

２．２　模拟结果及分析

模拟试验提供了动态、实时的卫星覆盖情况，

并给出覆盖时间报表。从模拟结果来看，地面各

跟踪站对ＡＳＴＲＯＮＧ卫星的模拟跟踪时间共计

达到４５５５９２．７３２ｓ，超过模拟总时间（４３２０００

ｓ），说明任一时间都至少有一个跟踪站实现对

ＡＳＴＲＯＮＧ卫星的跟踪。３个跟踪站对卫星的

覆盖时间段及所占模拟时间百分比如图２所示。

图２　ＡＳＴＲＯＮＧ卫星与地面跟踪站覆盖情况

Ｆｉｇ．２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ｏｆＡＳＴＲＯＮＧｂｙＧｒｏｕｎｄ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从图中可以看出，除去覆盖重叠的部分，地面

跟踪网对 ＡＳＴＲＯＮＧ 卫星的覆盖率达到了

９１．３５％；利用相同模拟条件对 ＶＳＯＰ卫星进行

模拟试验，得到的覆盖率为８５．３７％。模拟结果

说明ＡＳＴＲＯＮＧ卫星在轨道设计上的改进可以

有效地增加地面跟踪站对卫星的跟踪时间，从而

为实现空间ＶＬＢＩ观测数据传输创造了必要的条

件。覆盖时间的加长保证了观测数据的顺利传

输，故观测质量大大提高，有利于进一步分析获得

的空间ＶＬＢＩ数据在大地测量的应用。

３　地面观测站与犃犛犜犚犗犖犌卫星

形成基线对的情况

３．１　模拟条件

射电望远镜角分辨率的计算公式为：

θ″＝λ／犇·ρ″ （１）

式中，θ为角分辨率；λ为射电望远镜所接收到的

无线电信号的波长；犇为空间ＶＬＢＩ的基线长度。

根据式（１），在无线电信号波长确定的前提

下，ＶＬＢＩ基线长度将直接影响射电望远镜角分

辨率的大小。更长的基线将带来更高的角分辨

率，从而使ＳＶＬＢＩ观测量满足大地测量的应用。

ＡＳＴＲＯＮＧ卫星的发射无疑将增长观测基

线的长度，但要与地面观测站形成有效的观测基

线对才能真正保证干涉测量的有效性。模拟试验

选择ＩＥＲＳ公布的全球ＶＬＢＩ观测数据中参与联

合观测的 ＶＬＢＩ测站，共３８个，其中只有７ 个

ＶＬＢＩ测站位于南半球，占３８个测站的１８．４％，

而其余３１个处于北半球，占３８个测站的８１．６％，

说明南半球ＶＬＢＩ测站数量明显不足，对南天区

的射电源观测存在较大缺陷。测站分布图如图３

所示，坐标参见文献［６］。依据坐标信息编入

ＳＴＫ数据库，并在场景中添加射电源数据。

图３　ＩＥＲＳ地面ＶＬＢＩ测站分布图

Ｆｉｇ．３　ＩＥＲＳＧｒｏｕ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ＶＬＢＩ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南半球ＶＬＢＩ测站过少导致南天区射电源的

观测受到影响。ＡＳＴＲＯＮＧ的设计目的之一便

是增加南天区射电源的覆盖率。因此，本文选择

了位于南天区的射电源１５４９７９０，其赤经和赤纬

分别为１５ｈ５６ｍ５９ｓ和－７９ｈ１４ｍ０４ｓ。

模拟试验分析地面ＶＬＢＩ测站与ＡＳＴＲＯＮ

Ｇ卫星对射电源观测所形成的基线对的时间长

短，以及所能构成的基线长度，以模拟计算空间

ＶＬＢＩ观测量的角分辨率。

３．２　模拟结果及分析

从试验结果可以看出，ＡＳＴＲＯＮＧ 卫星对

所选射电源的可视时间为４３２０００ｓ，即整个模拟

时间内都能接收到射电源的信号，保证了空间

ＶＬＢＩ观测的进行。试验结果体现了空间 ＶＬＢＩ

技术对射电源观测的优势，是对地面 ＶＬＢＩ测站

的有效补充。

测站方面，对于所选的南天区射电源１５４９

７９０，受地球形状遮挡等因素的影响，各地面 ＶＬ

ＢＩ测站对射电源的观测情况随着纬度的增加而

减弱。从试验结果来看，只有７个测站能够在模

拟时间内实现对所选射电源的观测。其中，澳大

利亚的 ＤＳＳ４５站、ＰＡＲＫＥＳ站、ＨＯＢＡＲＴ２６０６

站、南非的 ＨＡＲＴＲＡＯ 站、南极的 ＯＨＩＧＧＩＮＳ

站以及南美的 ＴＩＧＯＣＯＮＣ站都能始终保持对

１５４９７９０的观测，从而始终与 ＡＳＴＲＯＮＳ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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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观测。另一测站为赤道附近的ＦＯＲＴＬＥＺＡ

站，它能够保持 ２６６６８４．３２４ｓ，即观测时间

６１．３％的时间对１５４９７９０进行观测。而北半球

包括欧洲的ＥＶＮ网络以及美国ＶＬＢＡ列阵在内

的大量ＶＬＢＩ测站将无法承担对所选南天区射电

源的观测任务。

试验中，最长基线长度将超过３７７５６ｋｍ，以

观测的无线电信号波长１３ｃｍ计算，角分辨率将

达到０．０７１ｍａｓ。而对于地面ＶＬＢＩ基线，最长只

能达到１２７５６ｋｍ左右，角分辨率仅为０．００２１

ｍａｓ。这充分体现了空间 ＶＬＢＩ技术的观测优

势。

４　结论及展望

通过以上３个方面的模拟试验，ＶＳＯＰ２计

划应用于大地测量的潜力十分引人关注。首先，

ＧＮＳＳ对ＡＳＴＲＯＮＧ卫星的平均定轨精度可达

０．２２４ｍ，且定轨覆盖效率达到了１００％，能够实

现对 ＡＳＴＲＯＮＧ卫星的精密定轨，以满足大地

测量学和地球动力学研究需要；目前的地面跟踪

站对 ＡＳＴＲＯＮＧ卫星的覆盖时间９１．３５％，比

ＨＡＬＣＡ卫星的跟踪覆盖时间有大幅提高，使得

观测数据及控制命令能够顺利传输，保证了空间

ＶＬＢＩ观测的顺利进行；最后，对南天区射电源的

观测能力加强，通过更多地面观测站的建立，射电

望远镜的角分辨率能够达到或超过０．０７１ｍ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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