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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概述了脉冲星时间模型精化的基本步骤，给出了Ｅｉｎｓｔｅｉｎ、Ｓｈａｐｉｒｏ、Ｒｏｅｍｅｒ、色散延迟改正的计算方

法，以及常用的双星模型。利用澳大利亚国家实验室提供的Ｊ０４３７４７１５毫秒脉冲双星数据，试算了各延迟修

正量的大小；分析了采用不同双星模型、行星星历对计算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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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Ｘ射线脉冲星导航的基本观测量为脉冲到达

时间（ＴＯＡ）。要获得航天器位置坐标，需要将观

测ＴＯＡ与建立在基准点的脉冲星时间模型预报

值组成单差观测量。该单差值反映了航天器与基

准点在Ｘ射线源方向的距离差。同时观测多颗

脉冲星即可实现航天器位置计算。

对脉冲星导航而言，脉冲星时间模型参数的

准确度直接影响导航精度。由于受航天器工作寿

命的限制，脉冲星巡天观测并不能长期进行。因

此，利用地面射电观测不断修正脉冲星时间模型

参数对实现脉冲星导航至关重要。本文研究了时

间模型精化方法，并通过计算分析了各类改正项

的量级及其对脉冲星时间模型解算结果的影响。

１　模型精化解算方法

本文采用了利用２００３年Ｎｅｌｓｏｎ提出的航天

器时间频率转换相对论效应理论推导的脉冲星时

间模型。在实际应用中，时间模型参数精度的不

断提高，是通过累积大量观测资料对模型参数进

行拟合完成的，其精化解算主要分３部分完成。

１．１　犜犗犃观测量修正

１．１．１　本征时到坐标时的转换

将观测得到的 ＴＯＡ本征时τ犛犆转换到坐标

时狋犛犆需要考虑重力场及星体绝对速度的影响，该

项改正被称为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改正，转换公式为
［１］：

狋犛犆 ＝τ犛犆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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犝犈（狉犛犆／犈）＋犝犛犛犈（狉犈）

１

２
（狉犛犆／犈）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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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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燅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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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１

犮２
（狏犈·狉犛犆／犈） （１）

式中，狉犛犆／犈为相对于地球质心的观测台站位置；狉犈

为地心在太阳质心坐标系中的坐标；犝犈（狉犛犆／犈）为

作用于狉犛犆／犈的地球引力位；犝犛犛犈（狉犈）为太阳系中

除地球外其他星体在狉犈处的引力位；狏犈为地心相

对于太阳系质心的速度。式中第三项为Ｓａｇｎａｃ

效应改正。

在实际应用中，本征时到坐标时的转换可以

通过一系列时间转换完成。首先，将含有误差的

观测ＴＯＡ本征时改正到协调世界时ＵＴＣ系统，

进而改正到国际原子时ＴＡＩ，最终改正到地球时

ＴＴ系统。利用ＴＴ时间系统与ＴＣＢ的关系，通

过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改正，将ＴＯＡ改正到坐标时ＴＣＢ系

统（先前采用ＴＤＢ时间系统）。

１．１．２　航天器位置到ＳＳＢ时间的转换

为了将观测得到的ＴＯＡ统一到太阳系质心

（ＳＳＢ）时间框架内，需要将转换到坐标时时间系

统的狋犛犆换算到ＳＳＢ。计算公式为
［１］：

（狋ＳＳＢ－狋犛犆）＝
狀^·狉
犮
＋

１

２犮犇０

（^狀·狉）２－狉
２
＋２（^狀·犫）（^狀·狉）

－２（犫·狉
［ ］）

＋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９年５月

２μ犛
犮３
ｌｎ
狀^·狉＋狉
狀^·犫＋犫

＋１ （２）

式中，第一项为Ｄｏｐｐｌｅｒ延迟，代表了台站与脉冲

星间的几何距离延迟。第二项是视差改正项，第

一、二项合称为Ｒｏｅｍｅｒ延迟。最后一项为太阳

Ｓｈａｐｉｒｏ延迟改正项。

１．１．３　色散延迟改正

１）恒星际介质色散延迟。由于太阳风电子

能量的影响，恒星际介质色散延迟计算公式［２］为：

犱犇犕 ＝
犇犕⊙

２．４１０×１０
－１６／ｃｍ３ｃ

·（犳
ＳＳＢ）２ （３）

式中，狏是射电观测频率；犇犕⊙为色散量；犳
ＳＳＢ为

转换到太阳系质心坐标系内的观测频率。

２）行星际介质色散延迟。行星际色散延迟

的表达式可以表示为式（４）的形式，其中犇 为色

散常数：

犱犻狊犱 ＝
犇

（犳
ＳＳＢ）２

（４）

１．２　双星模型改正

由于Ｘ射线毫秒脉冲星很大一部分为脉冲

双星，如果脉冲星属于双星系统，在观测ＴＯＡ转

换到太阳系质心时需要增加与双星有关的时间改

正。脉冲星时间模型参数拟合也需要同时估计双

星模型参数。现有的双星模型共十几种，常用的

有ＢＴ模型
［３］、ＤＤ模型

［４］、ＭＳＳ模型、ＥＬＬ１模

型。

１．３　时间模型参数拟合

脉冲星时间模型可以表示为［５］：

（狋）＝（犜０）＋犳（狋－犜０）＋

∑
犕

犿＝１

犳
（犿）（狋－犜０）

犿＋１

（犿＋１）！

（５）

式中，（犜０）为参考历元犜０时刻的脉冲星相位；犳

为脉冲星在犜０时刻的自转频率；犳
（犿）为犳的犿 阶

导数（一般取犿＝１，２，３）。

利用观测得到的ＴＯＡ资料（资料的时间跨

度需要至少２～３ａ），通过模型改正及时间归算

后，对式（５）中的模型参数进行拟合，最终得到脉

冲星的自转参数（（犜０）、犳和犳
（犿））和天体测量参

数（位置、自行和距离），确定脉冲星时间模型。

２　数据计算分析

采用的观测数据为澳大利亚国家实验室提供

的Ｊ０４３７４７１５毫秒脉冲双星数据。观测频率为

１４４０ＭＨｚ，观 测 时 间 范 围 为 ４９３５０．５１１～

５３０００．５１７（ＭＪＤ），观测时间点数为３６７。

２．１　犈犻狀狊狋犲犻狀改正

针对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改正，文献［６］和文献［７］分别

提出了一套计算方法。采用文献［６］方法计算所

得的ＴＴ至ＴＤＢ改正量（见图１）。文献［７］与文

献［６］ＴＴＴＤＢ计算结果之差见图２。

由图中可以看出，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改正量级保持在

１０－３ｓ，且表现出了周期特性。文献［６］与文献［７］

之间的差异保持在１０－８ｓ量级，两者差异不大。

２．２　犛犺犪狆犻狉狅延迟

本文分析了量级相对较高的由太阳、木星、土

星、金星、天王星、海王星产生的Ｓａｈｐｉｒｏ延迟。

图３给出了太阳的Ｓａｈｐｉｒｏ延迟计算结果。

计算结果表明，太阳、木星、土星、金星、天王

星、海王星Ｓａｈｐｉｒｏ延迟的量级分别为１０
－６ｓ、

１０－８ｓ、１０－９ｓ、１０－１１ｓ、１０－９ｓ、１０－９ｓ。其中，太

阳、金星仅存在短周期变化；木星、土星除存在短

周期变化外，还存在长周期变化；天王星、海王星

存在长期变化趋势。太阳、天王星、海王星短周期

变化周期均为３６９ｄ，且周期较为稳定。木星、土

星、金星短周期变化周期分别为３９９ｄ、３７９ｄ、５５８

ｄ，且各周之间存在一定差异。

２．３　犚狅犲犿犲狉延迟

Ｒｏｅｍｅｒ改正与测站及脉冲星位置密切相

关，在式（２）中
狀^·狉
犮
是Ｒｏｅｍｅｒ改正的主项，其余

各项在１０－４～１０
－５ｓ之间。如图４所示，Ｒｏｅｍｅｒ

延迟的量级较大，各脉冲星间差异也较大。

图１　ＴＴ到ＴＤＢ时间转换

Ｆｉｇ．１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ＴＴｔｏＴＤＢ

　　
图２　计算ＴＴＴＤＢ改正之差

Ｆｉｇ．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

ＴＴｔｏＴＤＢ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图３　太阳Ｓａｈｐｉｒｏ延迟

Ｆｉｇ．３　Ｓｈａｐｉｒｏ

ＤｅｌａｙＤｕｅｔｏＳｕｎ

　　
图４　Ｒｏｅｍｅｒ延迟

Ｆｉｇ．４　Ｒｏｅｍｅｒ

Ｄｅｌａｙ

２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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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色散延迟改正

色散延迟改正受色散量及脉冲星频率的影

响。通过计算可以得出，恒星际色散延迟量级相

对较大（见图５），且不同脉冲星间差异较大。行

星际色散延迟对色散量及频率敏感度较低，均保

持在１０－７～１０
－８量级（见图６）。

２．５　双星模型差异

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仅给出了ＤＤ、ＢＴ模型

计算结果（图７～１０）。

图５　恒星际介质色散延迟

Ｆｉｇ．５　ＩｎｔｅｒｓｔｅｌｌａｒＭｅｄ

ｉｕｍ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Ｄｅｌａｙ

　
图６　行星际介质色散延迟

Ｆｉｇ．６　Ｉｎｔｅｒ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Ｍｅｄｉｕｍ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Ｄｅｌａｙ

　
图７　ＤＤ模型拟合前残差

Ｆｉｇ．７　ＰｒｅｆｉｔＴｉｍｉｎｇ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ＵｓｉｎｇＤＤＭｏｄｅｌ

　
图８　ＤＤ模型拟合后残差

Ｆｉｇ．８　ＰｏｓｔｆｉｔＴｉｍｉｎｇ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ＵｓｉｎｇＤＤＭｏｄｅｌ

　　在ＤＤ、ＢＴ、ＭＳＳ、ＥＬＬ１双星模型中，ＤＤ模

型结果最优，拟合前残差呈现二次曲线特性，拟合

后残差量级明显低于其他３类模型计算结果，拟

合值与观测数据符合得较好。ＢＴ模型与 ＭＳＳ

模型的计算结果较为近似，与ＤＤ模型相比，拟合

前残差同样呈现二次曲线特性，但相对离散，拟合

后残差量级比ＤＤ模型高一个量级。ＢＴ与 ＭＳＳ

模型互差为１０－９ｓ。ＥＬＬ１模型计算结果较差，拟

合前后结果变化不大，量级也相对较大。针对本

脉冲星建议选用ＤＤ模型。

通过以上计算分析，各项修正量的量级如表

１所示。在实际工作中，可根据需要参考采用。

２．６　选用不同星历参数的差异

图１１、１２为采用ＤＥ２００行星星历、ＤＤ双星

模型计算的拟合前后残差值。与图８中采用

表１　各项修正量级分析／ｓ

Ｔａｂ．１　Ｏｒｄｅｒｏｆ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ｏｆ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改正项 量级／ｓ

对流层延迟 １０－９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延迟 １０－３

Ｒｏｅｍｅｒ延迟 ２００～５００

太阳Ｓｈａｐｉｒｏ延迟 １０－５～１０－６

金星Ｓｈａｐｉｒｏ延迟 １０－１１

木星Ｓｈａｐｉｒｏ延迟 １０－８～１０－９

土星Ｓｈａｐｉｒｏ延迟 １０－８～１０－９

天王星Ｓｈａｐｉｒｏ延迟 １０－９～１０－１０

海王星Ｓｈａｐｉｒｏ延迟 １０－９～１０－１０

恒星际介质色散延迟 ０．００５～０．１

行星际介质色散延迟 １０－７～１０－８

ＤＥ４０５的计算结果相比，拟合前残差呈现系统性

的长期变化趋势，拟合后残差出现类似正弦曲线

的系统性误差。在实际应用中建议使用精度更高

的ＤＥ４０５行星星历。

图９　ＢＴ模型拟

合前残差

Ｆｉｇ．９　ＰｒｅｆｉｔＴｉｍｉｎｇＲｅｓｉ

ｄｕａｌＵｓｉｎｇＢＴＭｏｄｅｌ

　　

图１０　ＢＴ模型

拟合后残差

Ｆｉｇ．１０　ＰｏｓｔｆｉｔＴｉｍｉｎｇ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ＵｓｉｎｇＢＴＭｏｄｅｌ

　　

图１１　采用ＤＥ２００

拟合前残差

Ｆｉｇ．１１　ＰｒｅｆｉｔＴｉｍｉｎｇ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ＵｓｉｎｇＤＥ２００

　　

图１２　采用ＤＥ２００

拟合后残差

Ｆｉｇ．１２　ＰｏｓｔｆｉｔＴｉｍｉｎｇ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ＵｓｉｎｇＤＥ２００

　　表２给出了采用ＤＥ２００与采用ＤＥ４０５计算

的各项改正量的互差。可以得出，行星星历选择

对Ｓｈａｐｉｒｏ、色散延迟改正量影响的量级相对较

小。对精度要求不高的脉冲星，可以不考虑差异。

　　Ｒｏｅｍｅｒ延迟计算受到太阳系质心以及太阳

质心位置的影响。采用ＤＥ２００与采用ＤＥ４０５计

算结果的差异可以到达１０－３ｓ。在应用中应尽量

采用ＤＥ４０５星历，精化计算结果。

３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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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行星星历对改正量影响 ＤＥ２００ＤＥ４０５

Ｔａｂ．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ＤｕｅｔｏＰｌａｎｅｔ

ＥｐｈｅｍｅｒｉｓＤＥ２００ＤＥ４０５

改正项 量级／ｓ

Ｒｏｅｍｅｒ延迟 １０－３

太阳Ｓｈａｐｉｒｏ延迟 １０－１２～１０－１３

金星Ｓｈａｐｉｒｏ延迟 １０－１４～１０－１５

木星Ｓｈａｐｉｒｏ延迟 １０－１３～１０－１５

土星Ｓｈａｐｉｒｏ延迟 １０－１７～１０－１８

天王星Ｓｈａｐｉｒｏ延迟 １０－１５～１０－１６

海王星Ｓｈａｐｉｒｏ延迟 １０－１５～１０－１６

太阳系色散延迟 １０－１２～１０－１４

星际色散延迟 １０－１４

拟合残差 １０－５

３　结　语

１）在脉冲星时间模型精化解算中需要考虑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Ｓｈａｐｉｒｏ、Ｒｏｅｍｅｒ、色散延迟改正以及双

星模型的影响。各改正量的量级分别为１０－３ｓ、

１０－５ｓ、５００ｓ、０．１ｓ。

２）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改正两种计算模型结果差异保

持在１０－８ｓ量级，对计算结果影响不大。

３）Ｓｈａｐｉｒｏ延迟中，各大行星均存在短周期

变化；木星、土星存在长周期变化；天王星、海王星

存在长期变化趋势。

４）通过分析不同行星星历对改正项及计算

结果的影响，建议采用精度更高的ＤＥ４０５星历，

并选用适合的双星模型。

致谢　感谢中国科学院乌鲁木齐天文台王娜

站长及刘志勇老师对本文的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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