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３卷 第８期

２００８年８月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３３Ｎｏ．８

Ａｕｇ．２００８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０６１５。

项目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４０５７４００４，４０６３７０３４）；中国科学院动力大地测量学重点实验室开放研究基金资助项目（Ｌ０６０２）。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８６０（２００８）０８０８５９０５ 文献标志码：Ａ

基于时变地球主惯性矩的三轴
地球的自由犈狌犾犲狉运动

申文斌１，２　陈　巍１　李　进１

（１　武汉大学测绘学院，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２　武汉大学地球空间环境与大地测量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在时变地球主惯性矩情形，采用数值方法求解了自由Ｅｕｌｅｒ动力学方程和运动学方程。结果表明，地

球存在周期约为３０４．５ｄ的自由章动；旋转速度的三个分量均出现周期性的增大和减小；地球主惯性矩犃、

犅、犆的时变性导致Ｅｕｌｅｒ周期产生复杂的波动，特别是ω３（自转速率）存在周期为２２ａ、１４ａ、８ａ、４ａ、２ａ、周

年以及更短周期的波动，这表明犃、犅、犆的时变性导致了１０ａ尺度、周年以及更短周期的日长变化。

关键词：时变主惯性矩；三轴地球自由Ｅｕｌｅｒ运动；椭圆积分数值解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３．０

　　在地球的两个主惯性矩犃 与犅 相等 （旋转

对称）的假定下，Ｐｏｉｎｓｏｔ求解Ｅｕｌｅｒ方程得到如

下结果［１］：① 地球旋转角速度的第三个分量为常

数 （即日长没有变化）；② 地球瞬时轴 （瞬时旋转

角速度方向轴）环绕平均轴 （瞬时轴运动一个周

期的平均方向轴）作周期为３０５ｄ的Ｅｕｌｅｒ自由

进动；③ 极移轨迹为圆。实际上，地球主惯性矩

犃、犅和犆互不相等（犃＜犅＜犆）
［２４］。对刚性地球

而言，总有三个互相垂直的主惯性矩 （轴），只要

这些主惯性矩互不相等，就是三轴地球 （并不局

限于三轴椭球）。Ｓｈｅｎ等
［５］在犃、犅 和犆 不随时

间变化的假设下，给出了三轴刚体地球的自由

Ｅｕｌｅｒ运动解，其结果表明，地球旋转角速度的第

三个分量不再是常数，而是呈周期性变化；自由

进动周期仍近似为３０５ｄ；瞬时自转轴的倾角同样

呈周期性变化，并非恒定不变 （对应于圆轨迹）。

然而，地球主惯性矩犃、犅 和犆 并非恒定不变。

主惯性矩反映了地球的实际形状和质量分布。因

此，地球系统的物质迁移 （包括大气、海洋流动、

板块漂移、地幔对流、内核超速旋转等）将导致主

惯性矩发生变化，而这一变化将反映在重力场二

阶球谐系数的时变性上。通过考察二阶球谐系数

的时变率，并利用天文观测得到的动力学扁率，

可提取出地球主惯性矩的时变信息［３，６，７］。基于时

变主惯性矩犃（狋）、犅（狋）和犆（狋）求解Ｅｕｌｅｒ动力学

和运动学方程，可更好地描述实际地球的旋转状

态。

在考虑主惯性矩犃、犅和犆时变性的情况下，

本文给出了瞬时刚性地球假设下的自由 Ｅｕｌｅｒ方

程（数值）解。瞬时刚性地球是指在任一时刻狋１，

将地球看作具有主惯性矩犃（狋１）、犅（狋１）、犆（狋１）的

刚性地球；在另一时刻狋２，刚性地球具有主惯性

矩犃（狋２）、犅（狋２）、犆（狋２）。

１　三轴地球的旋转及时变地球主惯

性矩

　　选取具有公共原点狅的惯性坐标系狅ξηζ和

地固坐标系狅狓狔狕，则地球的三个Ｅｕｌｅｒ角ψ、

和θ（分别是自转角、进动角和章动角）满足Ｅｕｌ

ｅｒ运动学方程
［１，８］：

ω１ ＝ｓｉｎθｓｉｎψ＋
θｃｏｓψ

ω２ ＝ｓｉｎθｃｏｓψ－
θｓｉｎψ

ω３ ＝ｃｏｓθ＋

烅

烄

烆 ψ

（１）

其中，ω犻（犻＝１，２，３）表示地球旋转的角速度沿

着狓犻（犻＝１，２，３；狓１＝狓，狓２＝狔，狓
３＝狕）轴的分

量。；Ψ、θ、ψ分别是Ψ、θ、ψ对时间的导数。若给定

ω犻，则可确定相应的Ｅｕｌｅｒ角；反过来，给定作为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８年８月

时间函数的Ｅｕｌｅｒ角，角速度分量ω犻也可确定。

另一 方面，地球的旋转运动受到外力矩及自

身物质分布的制约。由 Ｅｕｌｅｒ动力学方程描

述［１，８１０］，若在选取地固坐标系狅狓狔狕时，使狅狓、

狅狔、狅狕分别与主惯性矩犃、犅、犆的指向一致，则

Ｅｕｌｅｒ动力学方程可表示为
［１，５，８］：

犃ω１－（犅－犆）ω２ω３ ＝犔１

犅ω２－（犆－犃）ω３ω１ ＝犔２

犆ω３－（犃－犅）ω１ω２ ＝犔

烅

烄

烆 ３

（２）

式中，犔犻（犻＝１，２，３）是施加在地球上的外力矩；

ω犼（犼＝１，２，３）表示ω犼对时间狋的导数。

考虑瞬时刚性地球的自由旋转 （即外力矩犔

＝０），则式（２）可简化为 ：

犃ω１－（犅－犆）ω２ω３ ＝０

犅ω２－（犆－犃）ω３ω１ ＝０

犆ω３－（犃－犅）ω１ω２ ＝

烅

烄

烆 ０

（３）

若令

α＝
犆－犅
犃

，β＝
犆－犃
犅

，γ＝
犅－犃
犆

（４）

则由方程（３）可得
［５］：

βω
２
１＋αω

２
２ ＝犆１２ （５）

γω
２
２＋βω

２
３ ＝犆２３ （６）

αω
２
３－γω

２
１ ＝犆３１ （７）

式中，犆犻犼是待定常数。

基于方程（５）和（６），可得
［５］：

１

α犆槡 ２３
∫

φ（狋）

φ（０）

ｄφ

１－犿ｓｉｎ
２

槡 φ
＝狋 （８）

其中，

犿＝
γ犆１２

α犆２３
，φ＝ａｒｃｓｉｎ狓，狓＝

α
犆槡１２

ω２ （９）

　　在方程（８）中 ，φ（０）＝０（因为ω２（０）＝０），

ω２（狋）≤π／２，且有０＜犿＜１；

犉＝∫
φ（狋）

φ（０）

ｄφ

１－犿ｓｉｎ
２

槡 φ

（１０）

称为第一类不完全椭圆积分，其周期为：

犜ｅｌｌｉｐ＝４∫
π
２

０

ｄφ

１－犿ｓｉｎ
２

槡 φ

（１１）

因此，式（８）具有周期（即Ｅｕｌｅｒ运动周期）：

犜＝
犜ｅｌｌｉｐ

α犆槡 ２３

（１２）

　　若给定一个序列φ犻（狋），则通过式 （８）可确

定相应的时间序列狋犻，从而给出φ狋曲线。由方

程（９）便给出了ω２狋曲线。再基于方程（５）和

（６），曲线ω１狋和ω３狋也得以确定。

主惯性矩犃、犅、犆及其时变性可利用重力场

的二阶球谐系数确定［３，６，７］。基于重力场模型

ＥＧＭ９６和ＥＩＧＥＮＧＬ０４Ｃ给定的二阶球谐系数

（见表１），计算了历元２００６的地球主惯性矩以及

１９９６～２００６期间的地球主惯性矩的平均年变化

率［７］，其结果见表２。

表１　计算中采用的相关参数
［７］

Ｔａｂ．１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Ｕｓｅｄｉｎ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７］

参数
ＥＧＭ９６［１１］（历元１９９６） ＥＩＧＥＮＧＬ０４Ｃ［１２］（历元２００５）

数值 变化率／１０－１１ａ－１ 数值 变化率／１０－１１ａ－１

地球引力常数犌犕／ｍ３·ｓ－２ ３．９８６００４４１５×１０１４ ３．９８６００４４１５×１０１４

地球长半轴犪／ｍ ６３７８１３６．３ ６３７８１３６．４６

二阶球谐系数

珚犆２，０ （－４８４１６５３７．１７３６±３．５６１０６３５）×１０－１１ １．１６２７５５３４ （－４８４１６５２２．７０９４±２．５０７）×１０－１１ １．１６２８

珚犆２，１ （－１８．６９８７６３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１１ －０．３２ （－２５．５２１４９９８１６２±１．６１８）×１０－１１ －０．３６６７５

珚犛２，１ （１１９．５２８０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１１ １．６２ （１４４．０９５０５８３２８±１．６２４）×１０－１１ －０．６５３３５

珚犆２，２ （２４３９１４．３５２３９８±５．３７３９１５４）×１０－１１ －０．４９４７３１４３９ （２４３９３６．４４４３７７±１．７３５）×１０－１１ －０．６１４３７

珚犛２，２ （－１４００１６．６８３６５４±５．４３５３２６９）×１０－１１ －０．２０３３８５２３２ （－１４００２８．５８７１１５±１．７１９）×１０－１１ １．４５１２

动力学扁率 Ｈ（历元１９９７）［６］ （３２７３７６３．４４７±３．２）×１０－９ （－７．８６４±０．２７０）　　　　　　　　　同前

万有引力常

数Ｇ／ｍ３·ｋｇ－１·ｓ－２
６．６７４２×１０－１１

表２　基于时变重力场模型计算的地球主惯性矩及其时变性
［７］

Ｔａｂ．２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ＭｏｍｅｎｔｓｏｆＩｎｅｒｔｉａ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Ｔｈｅｉｒ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ＧｒａｖｉｔｙＭｏｄｅｌ
［７］

主惯性矩

ＥＧＭ９６ ＥＩＧＥＮＧＬ０４Ｃ

数值 （历元２００６）
１９９６～２００６的平均

年变化率／１０－１１ａ－１
数值 （历元２００６）

１９９６～２００６的平均

年变化率／１０－１１ａ－１

犃 （８．００８０８５±０．００００１２）×１０３７ｋｇ·ｍ２ ９．０５２６８６ （８．００８０８３±０．０００００８）×１０３７ｋｇ·ｍ２ ９．０５２７２７

犅 （８．００８２６２±０．０００００９）×１０３７ｋｇ·ｍ２ ９．０５２４７３ （８．００８２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８）×１０３７ｋｇ·ｍ２ ９．０５２５２７

犆 （８．０３４４７６±０．０００００８）×１０３７ｋｇ·ｍ２ ９．０２６７５２ （８．０３４４７４±０．０００００８）×１０３７ｋｇ·ｍ２ ９．０２６７９７

（犅－犃）／犆 （２．１９６±０．００６）×１０－５ －９．５３７７５６ （２．１９６±０．００３）×１０－５ －９．１０９５３２

　　从表２可以看出，在１９９６ ～ ２００６期间：

① 主惯性矩犃、犅、犆互不相等，存在时变性，且

均近似呈线性增大；②犃、犅的增加速率较犆大，

γ＝（犅－犃）／犆呈减小趋势，即犃 的增长率比犅

０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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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略快一些。由此可推论出［７，１１］：① 地球在膨

胀；② 地球扁率在减小；③ 地球自转在长期减

速 （注：实际地球自转长期减速的大部分原因则

归于潮汐摩擦）。

２　数值计算及结果分析

注意到目前瞬时地极与平地极之间的距离约

为１０ｍ，则地球的章动角约为θ０＝１０／６３７１０００

＝１．５６９６×１０－６ｒａｄ，后面的求解将以此为初

值。地球旋转的初始状态可取为：

ω１（０）＝ω３（０）ｔａｎθ０ ＝１．１４４５７９×１０
－１０ｒａｄ／ｓ

ω２（０）＝０，ω３（０）＝７．２９２１１５×１０
－５ｒａｄ／

烅
烄

烆 ｓ

（１３）

基于方程（５）、（６）、（７）和（１３），可确定待定常数

犆１２、犆２３和犆３１：

犆１２ ＝βω
２
１（０），犆２３ ＝βω

２
３（０）

犆３１ ＝αω
２
３（０）－γω

２
１（０） （１４）

　　采用数值方法求解方程 （８），并联合方程

（５）和方程（６），即可得ω犻狋（犻＝１，２，３）的关系图

（图１）以及角速度各分量的主要信息（表３）。结

果表明：①ω１ 和ω２ 表现出约３０４．４６ｄ的周期性

变化，它们之间的相位正好相差π／２（对应于

３０４．４６／４ｄ的周期）；② 对于ω３，３０４．４６ｄ的周期

分裂为两个 （这可由方程 （６）或 （７）看出），亦

即日长存在着１５２．２ｄ的周期性波动。

若主惯性矩保持不变，则ω犻狋（犻＝１，２，３）曲

线都应该是平滑的波形。然而，犃、犅、犆存在时变

性，Ｅｕｌｅｒ周期在每一时刻都不相同，这使得ω犻狋

波形曲线发生了扭曲 （图１（ｃ）较为明显）。这里

详细考察自转速率ω３ 的变化情况。将本文结果

外推到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的范围，并采用ｃｏｉｆ５小波

对ω３ 进行１２层分解，结果如图２所示，ω３ 大体

上经历了１１ａ左右的加速，接着转入减速，即存

在２２ａ的周期 （犪１２）。此外，ω３ 还存在着周期为

１４ａ（犱１２）、８ａ（犱１１）、４ａ（犱１０）、２ａ（犱９）、周年

（犱８）、亚周年 （犱７）以及更短周期 （犱１～犱６）的波

动，其中，犱１０、犱９ 和犱８ 可能存在边缘效应，因而

波动周期不是很明显。这表明地球的三轴性 （犃、

犅、犆互不相等）以及惯性矩的时变性导致了１０ａ

尺度、周年以及更短周期的日长变化。

实际观测表明，日长变化具有１４ｄ、２７ｄ、季

节性和更长周期 （从周年变化到１０～２０ａ周期的

１０ａ尺度）的波动性
［９，１２，１３］。本文给出的结果较

好地反映了日长的季节性变化和１０ａ尺度波动，

但影响量级比实际观测结果要小，不能完全解释

日长波动，这是因为外力矩、大气、海洋以及地核

等因素对上述周期波动的振幅也有较显著的影

响［４，９，１３］。因此，日长波动应当是包含地球惯性矩

变化在内的诸多影响因素的综合效应。

图１　ω犻狋曲线：角速度与时间的关系

Ｆｉｇ．１　ω犻狋Ｃｕｒｖｅ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Ａｎｇｕｌａｒ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ａｎｄＴｉｍｅ

表３　三个角速度分量信息／ｒａｄ·ｓ－１

Ｔａｂ．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ｒｅｅＡｎｇｕｌａｒ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ω１ ω２ ω３

最大值 １．１４４５７９３４３９３１２０１×１０－１０ １．１４８４１１７８６３０３６１１×１０－１０ ７．２９２１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５

最小值 －１．１４４５７９３４３９１２３９１×１０－１０ －１．１４８４１１７８６３０３６３４×１０－１０ ７．２９２１１４９９９９９９９４０×１０－５

平均值 １．１３２９６４０３５７８２７４２×１０－１２ １．７８５７６６６３０８５２６１１×１０－１４ ７．２９２１１４９９９９９９９８０×１０－５

　　在假设犃＝犅的情况下，Ｅｕｌｅｒ晃动的周期

也约为３０５ｄ，与本文结果基本相同。这是因为

当犃＝犅时，犿＝γ犆１２／（α犆２３）＝０，而在本文所用

的数据的情况下，犿 的量级大约为１．６５×１０－１４

（实际上，犿 随时间变化，但并不改变量级），故

求解椭圆积分 （８）的结果也与旋转对称情况非

常接近。由于犿 的时变性，椭圆积分（８）的周期

将发生变化。图３和表４给出了犜和θ随时间变

化的特征。再结合图４给出的采用ｃｏｉｆ５小波对

１９９６～２００６年的Ｅｕｌｅｒ周期进行１０层分解的

结果，可以看出，受时变地球转动惯量的影响，

Ｅｕｌｅｒ周期存在复杂的波动，但它大体上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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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ω３ 的小波分析 （１０
－１９ｒａｄ／ｓ）

Ｆｉｇ．２　Ｗａｖｅｌｅ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ω３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约８ａ的缓慢减小，然后转为较快增大（见图４

中的犪１０）。此外，Ｅｕｌｅｒ周期也存在类似于自转

图３　瞬时自转轴倾角θ和Ｅｕｌｅｒ

周期犜的变化

Ｆｉｇ．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ＴｉｌｔｏｆｔｈｅＩｎｓｔａ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ｘｉｓθａｎｄＥｕｌｅｒＰｅｒｉｏｄ犜

表４　θ和犜 的统计信息

Ｔａｂ．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θａｎｄ犜

犜／ｄ θ／１０－６ｒａｄ

最大值 ３０４．４６０５５７１２０６８９０ １．５６９６１２３６３９４０１２５

最小值 ３０４．４６０５５７１２０６４９２ １．５６９６１２２４７５８０８３０

平均值 ３０４．４６０５５７１２０６４８９ １．５６９６１２３０６３３３７１０

速率ω３ 的１０ａ尺度、周年、亚周年及更短周期的

变化。

图４　１９９６～２００６年Ｅｕｌｅｒ周期的小波分析

Ｆｉｇ．４　Ｗａｖｅｌｅ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ＥｕｌｅｒＰｅｒｉｏｄ

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９６２００６

３　结　语

本文研究表明，地球的三轴性以及主惯性矩

的时变性导致了ω１、ω２ 及ω３ 的周期性波动，特

别是反映日长的ω３ 出现了１０ａ尺度、周年、亚周

年以及更小周期的波动，由此就产生了在不同尺

度上的日长变化 （时而加速，时而减速）。由于地

球的主惯性矩逐渐增大，由此导致的一个效应就

是地球自转长期减速。当然，地球自转长期减速

的主要原因则归因于由月球和太阳的引潮力引起

的潮汐摩擦作用。因此，如果认为地球自转长期

减速的全部原因是由于潮汐摩擦和地球主惯性矩

的逐渐增大 （或地球的长期膨胀［１１］），那么，由

潮汐摩擦导致的地球自转长期减速效应应该比目

前观测到的结果略小一些。基于这一推论，可以

反过来研究地球在引潮力作用下的形变状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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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地球物理参数 （如Ｌａｍé数、Ｌｏｖｅ数等）提

供约束。弹滞性地球在引潮力的作用下发生形变

的状态取决于Ｌａｍé数和Ｌｏｖｅ数等，地球发生

形变之后，形变隆起的主要方向会超前于月球

（太阳）一个小角度 （超前角），致使月球 （太阳）

对地球作用了一个反向外力矩 （即与地球自转方

向相反），从而使地球自转减速。

本文仅限于研究三轴瞬时刚性地球的旋转运

动，这是下一步研究工作———基于时变惯性矩张

量研究弹滞性地球的旋转运动的基础。将来需要

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求解由时变惯性矩张量制约的

Ｌｉｏｕｖｉｌｌｅ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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