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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总结了大地测量和天体测量对ＳＶＬＢＩ卫星的要求条件，分析了ＧＮＳＳ系统和ＳＬＲ系统以及中继卫

星对卫星的定轨精度、地面测控站对ＳＶＬＢＩ卫星的跟踪效率，研究了ＳＶＬＢＩ卫星对射电源的访问效率，及其

与地面ＶＬＢＩ测站和ＶＳＯＰ２卫星形成的地空和空空基线观测射电源的分辨率等，以此为基础设计我国ＳＶ

ＬＢＩ卫星的轨道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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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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ＶＬＢＩ任务在天体测

量、大地测量、地球动力学的潜力很大程度上依赖

卫星轨道的精确确定。因此，有利于高精度确定

卫星轨道的定轨研究和轨道设计对ＳＶＬＢＩ任务

至关重要。目前，专门设计适合大地测量学和地

球动力学研究的ＳＶＬＢＩ卫星的研究开展得比较

少，文献［１］初步设想并设计了我国ＳＶＬＢＩ卫星

的轨道和测控网，本文在此基础上重点研究了在

ＳＶＬＢＩ卫星的精密定轨技术、测控站的测控效率

以及ＳＶＬＢＩ卫星与地面 ＶＬＢＩ测站的联合观测

时间效率及对射电源的访问效率等约束条件下设

计测地型ＳＶＬＢＩ卫星轨道参数。

１　犛犞犔犅犐卫星的精密定轨技术研究

１．１　犌犖犛犛系统用于卫星精密定轨

ＧＰＳ技术自从问世以来，已对传统测量和导航

进行了一场革命，特别是１９９７年Ｚｕｍｂｅｇｅｒ提出的

精密单点定位技术大大提高了卫星轨道测量中的

ＧＰＳ定位精度
［２，３］。由于ＧＰＳ卫星属于中轨卫星，

当ＳＶＬＢＩ卫星轨道较高时，其接受ＧＰＳ卫星的信

号将比较微弱，影响其定轨精度，因此引入伽利略

系统。文献［１］分别对ＧＰＳ系统和Ｇａｌｉｌｅｏ系统在

空间ＶＬＢＩ卫星的覆盖情况进行了研究，２００６年，

韩国ＩＡＩＮ／ＧＮＳＳ大会上有学者提出将ＧＰＳ系统

与Ｇａｌｉｌｅｏ系统结合用于精密定轨，因此可将ＧＮＳＳ

系统用于我国ＳＶＬＢＩ卫星的定轨。

１．２　利用犞犔犅犐技术和犛犔犚技术对卫星定轨

如果在ＳＶＬＢＩ卫星上安装了激光反射器，将

为ＶＬＢＩ技术和激光测卫技术（ＳＬＲ）结合成为一个

统一的观测系统提供了可能（ＶＬＢＩＳＬＲ卫星），解

决了它们各自作为一种独立的测量技术所存在的

局限，从而能够实现目前得以实现的科学目标［４］。

目前，ＶＬＢＩ的延迟观测精度已达到１～３

ｃｍ，ＳＬＲ的测距精度为２～５ｃｍ，这些精度还会

进一步提高，利用这些观测量测定ＳＶＬＢＩＳＬＲ

卫星位置的精度预计可达到１～３ｃｍ
［４］。

１．３　利用中继卫星多普勒定轨

跟踪与数据中继卫星系统（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ａｎｄｄａｄ

ａｒｅｌａｙ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ｙｓｔｅｍ，ＴＤＲＳＳ）是２０世纪航天

测控通信技术的重大突破。其“天基”设计思想从

根本上解决了测控、通信的高覆盖率问题，同时还

解决了高速数传和多目标测控通信等技术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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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利用中继卫星对主卫星进行定轨也取得了很

大成效，如日本的ＳＥＬＥＮＥ月球探测计划就采用

了中继卫星对主卫星通过四程多普勒跟踪方式进

行定轨［５］。我国于２００８年４月２５日２３时３５分

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第一颗中继卫星

“天链一号”，经过４次机动变轨控制，“天链一号”

准确进入了东经７７°赤道上空的地球同步转移轨

道，填补了我国在这方面的空白。因此，我国ＳＶ

ＬＢＩ卫星也可以采取中继卫星多普勒跟踪方式来

定轨。

２　地面测控网的研究

２．１　我国卫星测控网的组成

我国卫星测控站主要由陆地固定测控站和海

上移动测控站组成［１，６］。陆地上的固定测控站分

国内部分和国外部分。国内部分分布在厦门、青

岛、渭南（又称西安站）、酒泉、内蒙、和田和喀什，

覆盖了全国疆土。国外部分有巴基斯坦的卡拉奇

站、肯尼亚的马林迪站、美国的Ｇｏｌｄｓｔｏｎｅ站和纳

米比亚站以及日本ＶＳＯＰ２项目中将采用的日本

的Ｕｓｕｄｓ站、西班牙的 Ｙｅｂｅｓ站和澳大利亚的

Ｈｏｂａｒｔ站。海上移动测控站由４艘远望号航天

测控船所组成，根据跟踪任务的不同而改变分布。

远望五号（取代远望一号）分布在日本海东南的太

平洋上；远望六号（取代远望二号）在新西兰以东

的太平洋上；远望三号在南非以西的大西洋上；远

望四号在澳大利亚以西的印度洋上。

地面ＶＬＢＩ站是ＳＶＬＢＩ系统的另一个主要

组成部分，为了最有效地获得观测灵敏度和犝犞

覆盖，每个ＳＶＬＢＩ计划都将考虑吸收和组织全球

范围内尽可能多的ＶＬＢＩ站参加观测。中国科学

院于１９８７年和１９９３年在上海天文台和乌鲁木齐

天文台分别建成了２５ｍ 口径射电望远镜，形成

了我国的ＶＬＢＩ固定观测站，它们将和昆明４０ｍ

天线和北京５０ｍ天线组成中国新一代ＶＬＢＩ网。

２．２　犛犔犚测站网络组成

目前，星载激光定轨和星载ＧＰＳ动态载波相

位测量是卫星ｃｍ级定轨精度的有效途径
［７］。我

国的ＳＬＲ测站网络中包括了我国已经建立的武

汉、上海、长春、北京和昆明等５个激光测卫站，国

际上在全球均匀布设了很多测站，它们目前能够

开展激光测卫的工作。因此，建议在ＳＶＬＢＩ卫星

上配备大量的激光反射器，从而实现ＳＬＲ对我国

ＶＬＢＩ卫星的精密定轨。但它们的最大测程仅达

２万ｋｍ左右
［８］，必须经过改造，才能满足我国不

同轨道高度的ＳＶＬＢＩ激光测卫的要求。

３　犛犞犔犅犐卫星轨道设计

３．１　卫星轨道形状和大小的设计

ＳＶＬＢＩ卫星需要满足大地测量和天文观测

的需要，所以属于空间科学探测卫星，而这种卫星

一般采用大偏心率的椭圆轨道［９］。

近地点的选择一方面希望高度较低比较好，

因为这样ＳＶＬＢＩ天线将与地面 ＶＬＢＩ测站形成

的基线长度的变化范围更大，有利于对射电源犝

犞 平面的充分覆盖；另一方面，如果近地点高度太

低，卫星轨道将会受到电离层的影响。地球最外

层是电离层，高度范围在６０～１０００ｋｍ之间，在

１０００ｋｍ以上的高空中，电子密度很低
［１０］，因此，

选择卫星的近地点高度为１０００ｋｍ。

远地点选择方面，对于ＳＶＬＢＩ卫星来说，需

要最大限度地提高角分辨率来分辨射电源的详细

结构，确定射电源核心并定义可观测射电源，希望

卫星轨道越高越好。但轨道越高，所接受的ＧＰＳ

信号也越弱，其定轨精度也越低，而高轨 ＧＮＳＳ

卫星的加入，如Ｇａｌｉｌｅｏ系统，可以作为ＧＰＳ系统

的补充，对定位有很大的改善作用。文献［１１，１２］

曾研究了不同轨道高度的 ＧＮＳＳ系统对卫星的

定轨精度，研究结果表明，卫星轨道高度过高时，

ＧＮＳＳ系统对卫星定轨的精度将会下降。为了准

确合理地设计卫星远地点的高度，将在确定其他

几个轨道参数后再来确定远地点高度。

３．２　近地点角距、升交点赤经和平近点角的选择

卫星轨道的近地点角距决定着轨道在平面中

的指向和近地点的位置，可以在０°～３６０°范围内

选择。ＳＶＬＢＩ卫星设计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

增加南半球地面 ＶＬＢＩ对射电源的观测覆盖，因

此，从轨道的南北方向来讲，轨道远地点选择在轨

道最南端，近地点选择在最北端，这样在卫星周期

中，大部分时间在南半球上空观测。因此，卫星轨

道的近地点角距ω取为９０°。

升交点赤经Ω决定轨道平面的位置，平近点

角犕 决定卫星轨道参考时刻卫星在轨道中的位

置，它们在０°～３６０°范围内变化，只能根据具体要

求选择其初始值。在轨道模拟仿真时刻（２００８年

１月１２：００）的升交点赤经Ω 设计为１９３．２４°，平

近点角犕 设计为０°。

３．３　卫星轨道倾角的选择

地球非球形引力导致卫星轨道的长半轴在轨

道面产生旋转，其表现是卫星的近地点角距ω缓

６８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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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的进动，称为近地点进动。但当卫星轨道倾角

犻＝６３．４°时，轨道的长半轴不发生旋转，故６３．４°

为临界轨道倾角［１０，１１］。因此，设计卫星的轨道倾角

犻＝６３．４°来消除近地点进动，使得ω恒为９０°，保证

卫星近地点选择在最北端，这样在卫星周期中，大

部分时间在南半球上空观测。

４　数据计算分析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初步设计卫星轨道近

地点为１０００ｋｍ，近地点角距ω取为９０°，升交点

赤经Ω设计为１９３．２４°，平近点角 犕 设计为０°，

轨道倾角为６３．４°，至此，６个轨道根数只有远地

点高度尚未确定。将卫星的远地点高度设计为２

万ｋｍ以上，以１０００ｋｍ为间隔，给出每一个远

地点高度时卫星的各项指标。

４．１　星载犌犖犛犛对犛犞犔犅犐卫星的定轨精度

由于伽利略卫星的轨道高度为２４０００ｋｍ左

右，当ＳＶＬＢＩ卫星离地面高度大于２４０００ｋｍ

时，将接收不到 ＧＮＳＳ的定轨信号，所以先考虑

分析卫星远地点距离小于２４０００ｋｍ的情况。本

文模拟试验中，给每个ＧＮＳＳ卫星设置一个简单

的圆椎体传感器，角度为４５°，给ＳＶＬＢＩ卫星添加

了一个高度角为－９０°（即指向天顶方向）的天线，

天线形状为圆锥形，顶角为９０°。只有在天线覆

盖范围内并满足强度（数据更新率不低于１Ｈｚ）

的ＧＮＳＳ卫星的定位信号才能被接收到。根据

资料［１３］（ＩＳＡＳ，２００７），ＶＳＯＰ２的测距精度应优于

１０ｃｍ，建议优于３ｃｍ。假设我国ＳＶＬＢＩ卫星在

远地点的高度小于２４０００ｋｍ时的测距精度也能

达到３ｃｍ，根据定轨精度＝ＰＤＯＰ×测距精度来

分析所能达到的定轨精度，见表１。

表１　犌犖犛犛对犛犞犔犅犐卫星定轨的精度平均值

Ｔａｂ．１　Ａｖｅｒａｇ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ｏｆＳＶＬＢＩ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ｂｙＧＮＳＳ

远地点高／ｋｍ 平均定轨精度／ｍ

２００００ ０．１０１

２１０００ ０．０６７

２２０００ ０．０６２

２３０００ ０．０９７

２４０００ ０．１１０

　　由表１可以看出，当远地点高度小于２４０００

ｋｍ时，卫星的平均定轨精度大部分在０．１ｍ内，

能够满足地球动力学对卫星定轨精度的要求［１４］。

４．２　犛犔犚对犛犞犔犅犐卫星的定轨精度分析

如果在ＳＶＬＢＩ卫星上安置激光反射器，通过

激光测卫技术（ＳＬＲ）对卫星定轨，可以进一步提

高定轨精度。表２是我国ＳＬＲ测站网络对ＳＶＬ

ＢＩ卫星定轨的平均ＰＤＯＰ值、平均精度和时间覆

盖率（测距精度为２ｃｍ）。

表２　我国犛犔犚测站网络对犛犞犔犅犐卫星定轨

的精度值和时间覆盖率

Ｔａｂ．２　Ａｖｅｒａｇ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ｏｆＳＶＬＢＩ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ｂ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ＬＲＮｅｔｗｏｒｋ

远地点高度／ｋｍ 平均ＰＤＯＰ值 平均精度／ｍ 时间覆盖率／％

２００００ １３２．４７４０ ２．６４８ ９９．４１

２１０００ １３４．０７６８ ２．６８１ ９９．４３

２２０００ １３６．１７３１ ２．７２ ９９．４６

２３０００ １３７．５５８９ ２．７５ ９９．４８

２４０００ １１１．４６１７ ２．２３ ９９．５０

　　由表２可以看出，由于地面ＳＬＲ测站之间的

距离固定，分布不均匀，因此与ＳＶＬＢＩ卫星所形

成的几何图形结构不是很好，所以ＰＤＯＰ值比相

应的ＧＮＳＳ系统的ＰＤＯＰ值大。ＳＬＲ测站对卫

星的时间覆盖率都在９９％以上，能充分满足定轨

需求。由于目前ＳＬＲ技术的测距精度较高，能达

到２～５ｃｍ
［４］，因此采用ＳＬＲ与ＧＮＳＳ相结合对

ＳＶＬＢＩ卫星定轨将有助于提高其定轨精度。

４．３　中继卫星对犛犞犔犅犐卫星的通信效率以及多

普勒定轨情况分析

当卫星远地点高度比较大时，其接收ＧＮＳＳ的

信号比较少，此时单纯利用ＧＮＳＳ对ＳＶＬＢＩ卫星

定轨的精度不是很高，图１是统计当远地点高度大

于２４０００ｋｍ时，ＧＮＳＳ系统（至少４颗ＧＮＳＳ卫

星）对ＳＶＬＢＩ卫星定轨的时间效率。从图１可以

看出，随着远地点高度的增加，ＧＮＳＳ对卫星定轨

的效率逐渐下降，此时单纯利用ＧＮＳＳ系统定轨将

达不到卫星应用于地球动力学和大地测量研究的

精度要求，还需联合其他定轨技术，如采取中继卫

星对ＳＶＬＢＩ卫星进行四程多普勒定轨。

中继卫星对ＳＶＬＢＩ卫星进行四程多普勒定

轨时，可以采用积分多普勒测量定位，因此，中继

卫星对ＳＶＬＢＩ卫星测量的时间就很重要。图２

是统计当卫星远地点高度大于２４０００ｋｍ时，中

继卫星对ＳＶＬＢＩ卫星观测时间的效率。从图２

可以看出，不同远地点高度时，中继卫星对ＳＶＬ

ＢＩ卫星的观测时间效率不一样，随着轨道远地点

高度的变大，时间观测率逐渐增大，当远地点高度

大于２８０００ｋｍ时，观测效率变化不大。此外，还

计算了当远地点高度大于２４０００ｋｍ时，地面测

控站联合中继卫星对ＳＶＬＢＩ卫星的测控跟踪效

率，结果如图３所示。可以看出，当卫星远地点高

度增大时，测控效率也在增大，当远地点高度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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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０００ｋｍ时，测控效率变化不明显，基本为９７％

左右，说明此时远地点高度的变化对卫星测控效

率的影响不大。综合以上分析，最终可以选取卫

星远地点高度为２８０００ｋｍ。

图１　ＧＮＳＳ对ＳＶＬＢＩ卫

星定轨的时间效率

Ｆｉｇ．１　Ｏｒｂｉｔ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

ｅｎｃｙｏｆＳＶＬＢＩ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ｂｙＧＮＳＳ

　　

图２　中继卫星对ＳＶＬＢＩ卫

星观测时间的效率

Ｆｉｇ．２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

ＳＶＬＢＩ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ｂｙ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ａｎｄＲｅｌａｙ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图３　地面测控站联合中继

卫星对ＳＶＬＢＩ卫星的跟踪效率

Ｆｉｇ．３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ＳＶＬＢＩ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ｂｙｔｈｅＧｒｏｕｎｄ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ｎｄＲｅｌａｙ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通过以上模拟分析和计算研究，最终确定我

国ＳＶＬＢＩ卫星的轨道参数见表３。

表３　我国犛犞犔犅犐卫星轨道参数

Ｔａｂ．３　Ｏｒｂｉｔ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ＶＬＢＩ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射电源 赤纬／（°′″）赤经／（ｈｍｓ）观测时间率／％

北天区００１４＋８１３ ８１３５０８．１４ ００１７０８．４７ １１．８５

赤道附近００５６－００１ ０００６５１．６２ ００５９０５．５１ ４４．７６

南天区０９３６－８５３－８５３３５９．６９ ０９３０３２．５７ ９０．０１

４．４　犛犞犔犅犐卫星对射电源的观测率分析

空间ＶＬＢＩ卫星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对射电源

进行观测，因此，卫星对射电源的观测效率是衡量

空间ＶＬＢＩ卫星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分别在北

天区、赤道附近和南天区选择三颗射电源，其坐标

见表４，计算我国ＳＶＬＢＩ卫星对不同区域射电源

的观测效率。可以看出，卫星对不同区域射电源

的观测率不同，其中对南天区射电源的观测率达

到９０％，与所设计的ＳＶＬＢＩ卫星的目的相吻合，

有效地弥补了地面 ＶＬＢＩ测站在南半球偏少的

缺陷。

表４　射电源的赤经赤纬 和犛犞犔犅犐

卫星对其观测效率

Ｔａｂ．４　ＳＶＬＢＩ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Ｏｂｓｅｒｖｉｎｇ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ａｄｉｏＳｏｕｒｃｅｓ

轨道参数名称 椭圆轨道参数值

远地点高度／ｋｍ ２８０００

近地点高度／ｋｍ １０００

升交点赤经Ω／（°） １９３．２４

近地点角距ω／（°） ９０

平近点角犕／（°） ０

轨道倾角／（°） ６３．４

轨道参考时间ＵＴＶ １Ｊｕｎ２００８１２：００：００

４．５　地空犞犔犅犐及空空犞犔犅犐对射电源观测的

分辨率分析

空间ＶＬＢＩ卫星的主要任务是联合地面ＶＬ

ＢＩ测站来对射电源进行观测，以便突破地面基线

距离限制来提高观测的分辨率。对ＳＶＬＢＩ卫星

与上海天文台的 ＶＬＢＩ观测站形成的空间地面

基线进行了１９９ｈ（ＳＶＬＢＩ卫星周期与地球自转

周期的最小公倍数）的统计（如图４（ａ）所示），其

中最长基线长度为２８７３５．４ｋｍ，是地面ＶＬＢＩ最

长基线（大约１００００ｋｍ）的２．８７倍，分辨率提高

了２．８７倍。此外，还计算了ＳＶＬＢＩ卫星与日本

的ＶＳＯＰ２卫星进行空空 ＶＬＢＩ观测的分辨率，

统计了两颗卫星在６２．２５ｈ（两颗卫星周期的最

小公倍数）内形成的基线长度（如图４（ｂ）所示），

其中最长基线长度为６３３４５ｋｍ，是地面ＶＬＢＩ基

线的６．３倍，分辨率提高了近６．３倍。

图４　ＳＶＬＢＩ卫星分别与上海天文台测站和

ＶＳＯＰ２所形成的基线长度

Ｆｉｇ．４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ＳＶＬＢＩ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ａｎｄ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ｙ，ＶＳＯＰ２

５　结　语

ＳＶＬＢＩ技术应用于大地测量和地球动力学

研究时，最困难的任务之一就是卫星精密定轨。

在ＳＶＬＢＩ卫星发射前，ＳＶＬＢＩ卫星的轨道参数

应根据精密定轨的 ＧＮＳＳ系统卫星、ＳＬＲ站、全

球地面ＳＶＬＢＩ网络等的变化不断地作更多的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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踪覆盖分析和调整。其次，在不久的将来，还应与

国际上其他的ＳＶＬＢＩ项目进行合作，充分发挥

ＳＶＬＢＩ技术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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