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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国内外ＶＬＢＩ技术发展的历史、现状与动态，从天体测量、空间大地测量和深空探测等角度，对我

国天测与测地ＶＬＢＩ观测网络的未来建设进行了需求分析和测站配置技术指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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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原子钟的研制实现了遥远

台站间的观测和事后相关处理，即甚长基线干涉

测量技术（ＶＬＢＩ）。ＶＬＢＩ不仅用于射电天文和

天体测量研究，在空间大地测量研究中也发挥了

重要作用。目前，国际 ＶＬＢＩ服务（ＩＶＳ）正在积

极推进下一代ＶＬＢＩ系统，即ＶＬＢＩ２０１０
［１］。我国

的ＶＬＢＩ技术研究起步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于８０

年代初建立了上海６ｍ射电天线实验系统
［２，３］。

我国第一面现代射电天线———上海佘山２５ｍ射

电望远镜于１９８７年正式建成并投入观测
［４，５］。

１９９４年建成乌鲁木齐南山２５ｍ射电望远镜并投

入正式观测。２０００年建成我国第一架３ｍ天线

流动ＶＬＢＩ站。在中国探月工程的直接促进下，

２００６年完成了北京密云５０ｍ、昆明凤凰山４０ｍ

天线建设，以及上海 ＶＬＢＩ数据处理中心的建

设［６９］。因后续探月工程的需求，上海佘山６５ｍ

射电天线已于２００９年底奠基，至２０１２年底将基

本建成。

射电天体测量、空间大地测量和深空探测的

快速发展，对我国 ＶＬＢＩ系统提出了越来越强劲

的需求。但是，以两架２５ｍ天线为例，设计寿命

１５ａ，至今均已属于超期服务。我国 ＶＬＢＩ如何

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更好地满足科学研究与工程应

用的需求，这一问题早已被列入议事日程。目前，

我国科学研究、国防与深空探测等系统均在规划

未来ＶＬＢＩ技术的网站布设，且已经发生一定规

模的前期投入。为避免重复投资，使投资的效益

最大化以及力促各方的努力与资源得到有机的融

合，本文从射电天体测量、空间大地测量、深空探

测等数个侧面分析站网建设的关联情况，分析测

站配置技术指标要求与投资需求。

１　需求分析

从天体测量、空间大地测量和深空探测等对

ＶＬＢＩ的需求角度，考察角分辨率、测站坐标精确

测定、大气时延精修正、跟踪弧段和射电天文研究

等侧面，对我国未来ＶＬＢＩ网站建设的需求。

１．１　角分辨率与地球定向参数测定

地球定向参数（ＥＯＰ）包括极移犡、犢 分量、

ＵＴ１ＵＴＣ和章动模型实测修正，是地固参考架

与天球参考架之间的转换参数，只能通过实测获

得。这些参数的精度水平直接关系到航天器跟踪

测量的解析精度、精密定轨精度和科学应用产品

的分析与获取精度。目前，国际地球自转与参考

系服 务 （ＩＥＲＳ）提 供 的 ＥＯＰ 参 数 能 够 达 到

０．０００１″的水平，但这是滞后几个星期甚至数月

的结果，而且综合了ＶＬＢＩ、ＳＬＲ、ＧＰＳ、ＤＯＲＩＳ等

技术的全球观测资料，这中间要进行全球数据的

收集、分析和综合。资料滞后成为全球网ＥＯＰ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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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服务的瓶颈，导致服务质量下降。正因如此，美

国、俄罗斯、欧洲及日本等一直保持其独立的

ＥＯＰ服务系统，通过其系统内部资料的传输和处

理保持各自的ＥＯＰ快速服务能力。

数十亿光年以外的河外射电源，其波前可作

为球面波处理。假设源坐标、测站坐标均精确已

知，且传输介质时延、钟差、电缆延迟等均已经得

到精确修正，则ＶＬＢＩ的角分辨率可用式（１）简单

估计：

１／σθ＝犫ｓｉｎθ／στ （１）

其中，犫为基线长度；θ为源方向与基线之间的夹

角。即角分辨率１／σθ与基线长度成正比，与时延

测量误差στ成反比。一般情况下，观测网的台站

在地球上分布得越均匀，则地球定向参数的测定

精度就越高。在ＶＬＢＩ时延测量精度一定的情况

下，基线越长，参数的测定精度便越高。而且，基

线的南北分量越长越有利于精确测定极移参数；

东西分量越长越有利于精确测定 ＵＴ１。限于我

国陆地版图，目前ＶＬＢＩ时延测定精度一般在１０

×１０－１２～５０×１０
－１２ｓ水平，３０００ｋｍ基线对极

移、ＵＴ１的测定精度一般在１ｍａｓ、０．０５ｍｓ水

平。未来ＶＬＢＩ２０１０技术水准下，时延的测定精

度将高达４×１０－１２ｓ，３０００ｋｍ基线的对应测量

精度可望达到０．０８ｍａｓ、０．００４ｍｓ的水平。

上海天文台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开始一直坚

持向国际相关学术机构提交ＥＯＰ、测站坐标以及

射电源坐标的全球ＶＬＢＩ观测资料分析结果。上

海佘山和乌鲁木齐南山两个ＶＬＢＩ台站已经积累

了大量的天测与测地ＶＬＢＩ国际联测资料。

从角分辨率和ＥＯＰ测定精度考虑，为充分利

用我国陆地版图的跨度并兼顾现有建站条件，理

想的站点配置应包括东北端的佳木斯（ＪＡ）、最南

端的三亚（ＳＹ）、东南部的上海（ＳＨ）、西南的昆明

（ＫＭ）和拉萨（ＬＳ）、西部的喀什（ＫＳ）和乌鲁木齐

（ＵＲ）等。

１．２　测站坐标测定、大气延迟修正、深空探测器

跟踪与射电天文研究

ＩＶＳ观测网络的测站主要集中在北半球，尤

其是欧洲、北美和日本等区域。ＳＨ 与日本区域

测站存在较大范围的共视窗覆盖，而ＵＲ的国际、

国内联测主要集中在东西方向，且仰角偏低，这显

然不利于测站南北方向和天顶方向坐标分量的精

确测定。以哥达德空间飞行中心（ＧＳＦＣ）２００７年

的ＶＬＢＩ全球综合解为例，将其中的ＳＨ 和 ＵＲ

地心坐标转换至站心系，北向、东向和天顶方向的

坐标与速度分量误差分别为：

ＳＨ１．１ｍｍ１．１ｍｍ１．２ｍｍ０．１２ｍｍ／ａ

０．１０ｍｍ／ａ０．１２ｍｍ／ａ

ＵＲ２．６ｍｍ０．９ｍｍ２．６ｍｍ０．２６ｍｍ／ａ

０．１２ｍｍ／ａ０．２６ｍｍ／ａ

比较可见，ＳＨ 的站坐标和站运动测定误差

在３个方向上都比较接近，但是 ＵＲ则非常不均

匀，北向、天顶方向的误差大约为东向误差的两

倍，这说明合理的共视窗覆盖对于提高测站坐标

与运动的测定精度是一个重要因素。

ＶＬＢＩ２０１０对测站坐标与 ＥＯＰ提出了空前

的精度测量指标要求，关联分析的主要结论之一

为：大幅度提高单位时间内的观测数量以及对空

间进行均匀采样，可以实现更短时段内的湿天顶

延迟与大气梯度参数求解，尤其是对于大气中水

汽含量较高的赤道区域测站，可以成倍降低参数

解算误差、提高参数精度。扩大共视窗覆盖的必

要条件显然是缩短测站间基线的长度，因而在我

国陆地版图中部适当布站、增加测站的密度是必

要的，不仅有利于改进传输介质延迟修正的精度，

还有利于提高测站坐标的测定精度。从地理分布

和建站条件两个方面考虑，我国陆地版图中部的

西安（ＸＡ）、德令哈（ＤＥ）是比较理想的选择。现

有的北京密云（ＢＪ）测站也具有较好的共视窗中

继作用。

高的角分辨率需要长基线，为提高测站坐标

测定精度以及改进大气延迟修正精度则需要短基

线。综合考虑角分辨率和测站共视窗覆盖，建议

我国未来ＶＬＢＩ测量网自北向南、自东向西由以

下测站组成，即ＪＡ、ＳＨ、ＢＪ、ＳＹ、ＸＡ、ＫＭ、ＤＥ、

ＬＳ、ＵＲ和ＫＳ，共１０站，地理分布如图１所示。

图１　推荐１０站的地理分布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

Ｔｅ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ｉｔｅｓ

深空探测主要集中在黄道带，ＪＡ、ＫＳ测站的

加入，可以使赤道上空深空探测器的（单站）跟踪

弧段从现有的１０．９°Ｅ～１９９．５°Ｅ扩展到１°Ｗ～

２０５．８°Ｅ，即向西、东各扩展约３０ｍｉｎ的跟踪弧

段。为实现深空探测器的定位归算，需要至少３

１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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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共视。对现有测站，东侧３站在赤道上空的共

视约开始于１８１．８°Ｅ，ＪＡ测站的加入可以使３站

共视向东拓展至１９３．８°Ｅ，约增加４０ｍｉｎ的跟踪

时间。现有测站西侧３站在赤道上空的共视约结

束于４０．２°Ｅ，ＫＳ、ＬＳ测站的加入可以向西延拓至

２０．１°Ｅ，约８０ｍｉｎ的跟踪时间。适当增加测站密

度和充分利用我国陆地版图的跨度，对于延拓深

空探测器的跟踪弧段和提高ＶＬＢＩ横向测角数据

的比率等，都是非常有利的。

从射电天文角度，短基线有利于分辨源的大

尺度结构，长基线有利于分辨源的精细结构。图

２为现有４测站与推荐１０站对３Ｃ８４的 ＵＶ覆

盖，比较可见，推荐１０站情况有明显改进，非常有

利于射电天文研究。

图２　现有４站与推荐１０站对３Ｃ８４河外源的ＵＶ覆盖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ＵＶ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ｏｆ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Ｆｏｕｒ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Ｖｅｒｓｕｓ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Ｔｅｎ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ＥｘｔｒａｇａｌａｃｔｉｃＲａｄｉｏＳｏｕｒｃｅ３Ｃ８４

２　测站配置分析

针对天线与电子设备的技术老化，系统运行

与维护的高成本，电磁环境尤其是Ｓ波段的严重

污染，以及观测计划编排、数据解析软件系统的发

展滞后和 ＶＬＢＩ产品生产周期过长等问题，ＩＶＳ

提出了ＶＬＢＩ２０１０研制目标，致力于实现全球基

线１ｍｍ测量精度和对ＥＯＰ的高精度连续观测。

相比于目前的测地ＶＬＢＩ系统，ＶＬＢＩ２０１０系统将

拥有很短的换源与单源积分时间、更高的时延测

量精度、更小的电子设备性能漂移、改进了的自动

性能与操作效率。最显著的区别在于，从目前的

固定的Ｓ／Ｘ双频带系统提高为４频带系统，且各

频带可以在２～１４ＧＨｚ范围内自由设置。ＶＬ

ＢＩ２０１０将实现３２Ｇｂ／ｓ采样率，即４通道、双极

化、１ＧＨｚ带宽、４Ｇｂ／ｓ采样。

我国在部分关联技术的研发方面基本上与国

际水准保持了同步发展的状态，比如在天线系统

研制、数字基带转换器（ＤＢＢＣ）、数据采集和磁盘

记录设备（磁盘阵列）、实时ＶＬＢＩ技术、软件和硬

件相关处理机研发等方面，在嫦娥工程的直接促

进下均得到了长足发展［１０１３］。在氢钟研制、ＶＬＢＩ

观测计划编排、钟差与仪器差和传输介质误差修

正、本地连接测量、观测资料解析等多方面，均已

经有了长期的知识、技术、软件与工作经验的良好

铺垫。建设新的ＶＬＢＩ测站、继续发展我国ＶＬＢＩ

观测网络，在科学研究、深空探测和国防建设等方

面均存在现实的强劲需求，建议在新站建设和现

有测站技术改造时，尽量参照 ＶＬＢＩ２０１０的设计

技术指标要求。技术需求分析如下：①１２～１８ｍ

天线系统，２～３２ＧＨｚ宽频率覆盖（便于前后端

技术升级），高转速（１０°以上），低形变，宽频馈源

（２～１４ＧＨｚ）。② 低噪声、宽频带（２～１４ＧＨｚ）、

双极化制冷接收机。③ 后端４个频率可调ＤＢ

ＢＣ，１ＧＨｚ带宽，２Ｇｂ／ｓ以上采样。④ 氢钟两台

及时间同步设备。⑤ 千兆网络传输设备。

３　结　语

我国拥有的４站（ＳＨ、ＵＲ、ＢＪ、ＫＭ）一中心

（上海天文台ＶＬＢＩ相关处理中心）的中国 ＶＬＢＩ

观测网络（ＣＶＮ），在 ＶＬＢＩ技术研发以及射电天

文和天测与测地应用研究领域，获得了宝贵的知

识、技术与经验储备，在国际相关领域也拥有了一

席之地。为充分发挥ＶＬＢＩ技术方法对科研与应

用的优势，我国相关研究与应用系统现已提出了

多项ＶＬＢＩ发展规划的设想，并已经产生了一定

规模的前期投入。为避免歧途、浪费与重复投资，

使各系统重视彼此努力的有机融合，使投资获得

最优的效益，本文从不同侧面分析推荐了我国

ＶＬＢＩ观测网络未来发展的优先侧重建设台站，

并基于国内、国际现状与发展动态分析，推荐了测

站配置的技术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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