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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概述了Ｘ射线脉冲星可见性分析需要考虑的影响因素，给出了脉冲星高度角以及第三天体遮挡的计

算公式。根据导航需要，按照脉冲星优选准则，选取５０颗Ｘ射线脉冲星进行了仿真计算。分析了可见脉冲

星个数随位置、时间、高度的变化规律，单颗脉冲星在１ｄ时间内可见性的变化情况，以及日月对脉冲星的遮

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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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８．１

　　脉冲星由于具有较高的频率稳定度，被喻为

“自然界最稳定的钟，最精确的频率标准源”，能够

为近地轨道、深空和星际空间飞行航天器提供位

置、速度、时间和姿态等导航信息，实现航天器全

程高精度自主导航和运行管理，具有广阔的应用

前景。本文针对优选的５０颗Ｘ射线脉冲星进行

了可见性分析，总结了脉冲星可见星个数在空间

上的分布情况，为今后的脉冲星导航提供了有用

的参考。

１　基本原理与数学模型

脉冲星属于高速自转的中子星。如图１所

示，其自转轴与磁轴之间有一个夹角，两个磁极各

有一个辐射束，当星体自转且辐射束扫过探测设

备时，就能获得一个脉冲信号。

图１　脉冲星结构模型

Ｆｉｇ．１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Ｐｕｌｓａｒ

脉冲星可见性受两种因素的影响：① 脉冲星

应位于探测器所在平面的上方，即脉冲星在探测

器所在地平坐标系内的高度角应大于零度；② 脉

冲星是否受到太阳、月亮等天体的遮挡。

１．１　脉冲星高度角的计算

为了研究银河系内星体的空间分布和运动，

脉冲星在空间中的位置一般表示在银道坐标系

内。脉冲星高度角计算应将其在银道坐标系内的

坐标转换到赤道坐标系、时角坐标系，最终转换到

探测器地平坐标系内。

设脉冲星的银道坐标为（犾，犫），赤道坐标为

（α，δ），银道和赤道的交角为犻＝６２．６°，银道和赤

道的升交点赤经Ω为２８２．２５°，升交点银经犾Ω为

３３°２０．７′。应用球面三角学基本公式，利用式（１）

～（３）可实现银道坐标系到赤道坐标系的转换
［１］：

ｓｉｎδ＝ｓｉｎ犫ｃｏｓ犻＋ｃｏｓ犫ｓｉｎ犻ｓｉｎ（犾－犾Ω） （１）

ｃｏｓ（α－Ω）ｃｏｓδ＝ｃｏｓ犫ｃｏｓ（犾－犾Ω） （２）

－ｓｉｎ（α－Ω）ｃｏｓδ＝ｓｉｎ犫ｓｉｎ犻－ｃｏｓ犫ｃｏｓ犻ｓｉｎ（犾－犾Ω）

（３）

　　设脉冲星时角坐标为（狋，δ），探测器所在位置

的地理经纬度为（λ，）。赤经α与时角狋之间的

关系为犛＝犛犌＋λ＝α＋狋。其中，犛为地方恒星时，

犛犌 为格林尼治恒星时。时角坐标系的第二坐标

与赤道坐标系相同，为赤纬δ
［２］。

由（狋，δ）转换到地平坐标系并计算方位角、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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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犃，犣）可通过式（４）～（６）完成
［３］：

ｃｏｓ犣＝ｓｉｎφｓｉｎδ＋ｃｏｓφｃｏｓδｃｏｓ狋 （４）

－ｓｉｎ犣ｓｉｎ犃＝ｃｏｓδｓｉｎ狋 （５）

ｓｉｎ犣ｃｏｓ犃＝ｓｉｎδｃｏｓφ－ｃｏｓδｓｉｎφｃｏｓ狋 （６）

１．２　第三体对脉冲星的遮挡

虽然脉冲星和星载探测器的距离非常远，但

探测器与脉冲星之间的任意天体，都有可能造成

脉冲星射线的遮挡，以致无法探测。为了避免对

观测计划造成影响，应预先估算运行轨道中存在

的脉冲星遮挡位置，及时调整探测器的空间指向。

对于绕地球飞行的探测器，太阳、月亮是造成脉冲

星遮挡的主要天体。图２给出了绕地球飞行的探

测器与脉冲星及遮挡区的相互关系。从图中可以

看出，除探测器与脉冲星外，造成遮挡的第三天体

的大小及其与探测器间的距离是估计遮挡程度的

主要影响因素。如果第三体存在吸收脉冲射线的

大气层，则大气层的高度也应包含在第三体大小

之中［４］。

图２　第三体遮挡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ｒｅｅＢｏｄｙＳｈｅｌｔｅｒ

为了确定第三体是否对脉冲星造成遮挡，应

确定三体阴影区的大小，以及探测器是否进入阴

影区。图３给出了，第三体、探测器轨道及阴影区

之间的几何关系，其中角度ψ、相对于第三体质心

的探测器位置单位向量狉^犛／犅以及脉冲星单位向量

狀^之间关系可由式（７）表示：

ｃｏｓ（ψ）＝狀^·^狉犛／犅 （７）

ψＥｎｔ≤ψ≤ψＥｘｉｔ （８）

　　当角度ψ满足式（８）时，探测器位于三体阴影

区。由于阴影区只能存在于π／２～３π／２之间，因

此，阴影区的限定角度范围可以由式（９）、式（１０）

确定：

ｃｏｓ（π－ψＥｎｔ）＝犱／狉犛／犅 （９）

ｃｏｓ（ψＥｘｉｔ－π）＝犱／狉犛／犅 （１０）

式中，犱＝ 狉２犛／犅－犚
２

槡 犅；狉犛／犅为第三体质心与探测器

之间的距离；若大气层高度为犺犃，则犚犅＝犚犈＋

犺犃。综合以上各式，式（８）可以表示为：

π－ａｒｃｃｏｓ（狉
２
犛／犅 －犚

２
槡 犅／狉犛／犅）≤

　ａｒｃｃｏｓ（^狀·^狉犛／犅）≤

　π＋ａｒｃｃｏｓ（狉
２
犛／犅 －犚

２
槡 犅／狉犛／犅） （１１）

图３　第三体遮挡几何原理图

Ｆｉｇ．３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ＴｈｒｅｅＢｏｄｙＳｈｅｌｔｅｒ

２　脉冲星优选准则

目前，已经发现射电脉冲星有１８００多颗，其

中，毫秒脉冲星约２００余颗，另外，通过空间观测

已发现Ｘ射线脉冲星８０多颗。由于Ｘ射线集中

了脉冲星的绝大部分能量辐射，易于设备探测和

信号处理，减少了弱信号积分时间，提高了脉冲到

达时间测量分辨率，并且具有设备小型化的优点，

便于航天器搭载，因此，一般采用Ｘ射线脉冲星

进行脉冲星导航。

可用于导航的Ｘ射线脉冲星的优选准则包

括精确的脉冲星位置矢量、高信噪比的脉冲轮廓、

高精度的脉冲计时模型、较高的 Ｘ射线辐射流

量、较短的脉冲周期、尖锐的脉冲形状以及长期周

期稳定性等。从定量的角度，品质因子是定量评

价和标定脉冲星 Ｘ 射线信号源质量的重要指

标［５］。综合考虑脉冲星的物理特性、空间环境和

探测器对脉冲到达时间测量精度的影响，可以得

到用脉冲周期和信噪比来表示的品质因子：

犙＝７５４．８ 槡犛 犜
１

５犜１０＋７犜５０

５犜１０－犜５０
犜５０（犜１０－犜５０槡 ）

（１２）

式中，犜 为脉冲周期；犜１０、犜５０分别为相对于峰值

强度１０％、５０％的脉冲宽度；犛为信噪比，可由式

（１３）计算得到：

犛＝３．６×１０
－４［犃犲］［犛狏，犜］［犜狊］ （１３）

式中，犃犲为探测器天线望远镜口径有效面积；犛狏，犜为

脉冲周期内平均流量密度；犜狊为系统温度，包含探测

器噪声以及被天线接收的非脉冲星发射的辐射。

由于脉冲星具有周期短、稳定性高等优点，以

脉冲星品质因子为指标，优选了５０颗Ｘ射线脉

冲星进行可见性分析。由于脉冲双星的脉冲周期

３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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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稳定，在优选导航脉冲星时未包含在内。另外，

存在脉冲周期跃变的脉冲星同样不适宜于导航，

未包含在优选之列。

３　仿真计算

采用优选的５０颗具有较好脉冲特性的犡 射

线脉冲星进行了脉冲星可见性分析。针对绕地飞

行的星载脉冲星探测器，同时考虑了脉冲星高度

角限制，以及太阳、月亮的遮挡，分别计算了脉冲

星可见数随位置、高度、时间变化以及日月遮挡情

况，对计算结果进行了统计。

在５００ｋｍ高度，将天球分为５°×５°格网，仿

真计算了２００５０１０１Ｔ００：００：００全球格网可见脉

冲星个数分布情况，计算结果见图４。从图中可

以看出，可见脉冲星数最大值为４０，最小值为９，

随位置发生较大变化；南半球可见脉冲星数明显

多于北半球，这主要是由于Ｘ射线脉冲星分布不

均匀造成的。

为进一步分析计算结果，给出了（１１０°Ｅ，４０°

Ｎ）点位在５００～２００００ｋｍ高度范围之间的可见

性变化情况。计算结果如图５所示。从图中可以

看出，当脉冲星在探测器地平坐标系内的高度角

大于零时，不存在地球遮挡的情况。由此可见，脉

冲星个数不随高度发生变化。

图４　５００ｋｍ高度格网可见性分析图

Ｆｉｇ．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５００ｋｍＨｅｉｇｈｔＮｅｔｗｏｒｋ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图５　（１１０°Ｅ，４０°Ｎ）可见脉冲星数高度变化图

Ｆｉｇ．５　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ＶｉｓｉｂｌｅＰｕｌｓａｒＮｕｍｂｅｒｗｉｔｈ

Ｈｅｉｇｈｔａｔ（１１０°Ｅ，４０°Ｎ）Ｐｏｉｎｔ

　　针对（１１０°Ｅ，４０°Ｎ）、（１１０°Ｅ，４０°Ｓ）点位，分

析了５００ｋｍ高度脉冲星可见性在２ｄ时间内随

时间变化的情况，计算结果如图６、图７所示。从

图中可以看出，可见脉冲星个数随时间存在周期

性变化，不同点位其波形存在一定差异。

图６　（１１０°Ｅ，４０°Ｎ）可见脉冲星数随时间变化

Ｆｉｇ．６　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ＶｉｓｉｂｌｅＰｕｌｓａｒＮｕｍｂｅｒ

ｗｉｔｈＴｉｍｅａｔ（１１０°Ｅ，４０°Ｎ）Ｐｏｉｎｔ

图７　（１１０°Ｅ，４０°Ｓ）可见脉冲星数随时间变化

Ｆｉｇ．７　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ＶｉｓｉｂｌｅＰｕｌｓａｒＮｕｍｂｅｒ

ｗｉｔｈＴｉｍｅａｔ（１１０°Ｅ，４０°Ｓ）Ｐｏｉｎｔ

采用精密星历拟合了２００５０９１０ＧＰＳ０５卫

星的轨道，在此基础上，针对 Ｂ１９３７＋２１计算了

Ｘ射线脉冲星在１ｄ时间内的可视情况，计算结

果如图８所示。其中１表示脉冲星遮挡，０表示

可见（下文与此相同）。分析图中数据可以得出，

单颗脉冲星在１ｄ时间内，可视时间的百分比达

到５０．１％。

为分析日月对脉冲星遮挡的情况，在２００５年

全年时间内，对（１１０°Ｌ，４０°Ｂ）点位的遮挡情况进

行了统计。如图９～１１所示，仅Ｊ１７３０２３０４星在

２００５０６１７，及Ｂ０５４０＋２３星在２００５１２１５存在

太阳遮挡，在１ｄ内所占比例分别为５１．２％、

３５％。仅Ｂ１７４９２８星在２００５０２０５存在月球遮

挡，月球遮挡所占比例较低，为２．７％。在实际应

用中，由于太阳背景辐射较大，不利于获得高精度

的观测信息，应适当增加太阳遮挡限定角的范围。

４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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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ＧＰＳ０５轨道Ｂ１９３７

＋２１星１ｄ可见性变化

Ｆｉｇ．８　Ｂ１９３７＋２１Ｐｕｌｓａｒ

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ｅａｔ

ＧＰＳ０５ＯｒｂｉｔｉｎａＤａｙ

　　

图９　１２月１５日Ｂ０５４０

＋２３星太阳遮挡

Ｆｉｇ．９　ＳｕｎＳｈｅｌｔｅｒ

ｏｆＢ０５４０＋２３Ｐｕｌｓａｒ

ｉｎ１５Ｄｅｃ．

　　

图１０　６月１７日Ｊ１７３０

２３０４星太阳遮挡

Ｆｉｇ．１０　ＳｕｎＳｈｅｌｔｅｒｏｆ

Ｊ１７３０２３０４Ｐｕｌｓａｒ

ｉｎ１７Ｊｕｎ．

　　

图１１　２月５日Ｂ１７４９

２８星月球遮挡

Ｆｉｇ．１１　ＭｏｏｎＳｈｅｌｔｅｒｏｆ

Ｂ１７４９２８Ｐｕｌｓａｒ

ｉｎ５Ｆｅｂ．

４　结　语

１）在脉冲星导航系统中，优先选用Ｘ射线毫

秒脉冲星作为导航卫星。

２）针对５０颗脉冲星，南半球可见脉冲星个

数普遍多于北半球。

３）在考虑脉冲星高度角限制时，不存在地球

遮挡情况，因此脉冲星可见性不存在随高度变化

的情况。

４）单点可见脉冲星数随时间呈现周期性变

化，但各点的变化规律略有不同。

５）以Ｂ１９３７＋２１脉冲星为例，１ｄ内脉冲星

可观测时刻可达到５０．１％ 。

６）在１ａ内，仅有少数脉冲星在少数天数内

存在日月遮挡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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