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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包括章动参数的空间ＶＬＢＩ数学模型，探讨了该模型用于大地测量解算的可行性；模拟了针对

ＲＡＤＩＯＡＳＴＲＯＮ卫星的空间ＶＬＢＩ观测量及相关参数；利用所模拟的时延观测量研究分析包含章动参数的

数学模型对ＥＯＰ参数的可估计性，进而给空间ＶＬＢＩ数学模型中除ＥＯＰ参数以外的参数赋予不同的先验误

差，研究ＥＯＰ参数对这些先验误差的灵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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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ＲＡＤＩＯＡＳＴＲＯＮ
［１］是俄罗斯计划在２０１０年

以后发射的空间ＶＬＢＩ卫星。文献［２，３］推导了

包括章动参数的空间 ＶＬＢＩ最新数学模型，得出

了可估计参数序列。但该参数序列中，除了ＥＯＰ

参数外，还包含测站坐标、轨道六根数、射电源坐

标以及时钟参数等参数。这些参数是由其他观测

量估算得到的，必然有着先验误差，因此，有必要

研究估计的ＥＯＰ参数对这些参数先验误差的灵

敏度，来确定这些参数的影响主次及其应该具备

的最佳先验精度。

１　灵敏度分析模型的推导

１．１　地面空间犞犔犅犐观测量的几何模型

在空间ＶＬＢＩ网络中，一个地球轨道中的空

间ＶＬＢＩ望远镜犛犐和一个地面 ＶＬＢＩ测站犘犼之

间在狋犽时刻形成的地面空间基线记为犅
犐
犼（狋犽）。

所得的相应的时间延迟和延迟率分别为τ
犐
犼犽犾和

τ
犐
犼犽犾，这样，包括时钟参数，可以将地面空间ＶＬＢＩ

基线表达为：

犱犐犼犽犾 ＝犮τ
犐
犼犽犾 ＝－犅

犐
犼（狋犽）·犲犾＋

犮［Δ犆
犐
０狉犼＋Δ犆

犐
１狉犼（狋犽－狋０）］ （１）

犱犐犼犽犾 ＝犮τ
犐
犼犽犾 ＝－

ｄ犅犐犼（狋犽）

ｄ狋
＋犮Δ犆

犐
１狉犼 （２）

式中，犲犾是第犾个射电源方向的单位矢量；Δ犆
犐
０狉犼和

Δ犆
犐
１狉犼是时钟参数；犮是光速；狋０是初始观测时刻。

文献［２］推导了包含章动参数的空间 ＶＬＢＩ

观测模型：

犱犐犻犼犽犾 ＝－ ［犡犼　犢犼　犣犼］犚狔（－狓狆）犚狓（－狔狆｛ ）·

犚狓（θ犽）－［犡
犐
犓 　犢

犐
犓 　犣

犐
犓 ｝］ ×

犖

ｃｏｓδ犾ｃｏｓα犾

ｃｏｓδ犾ｓｉｎα犾

ｓｉｎδ

熿

燀

燄

燅

烅

烄

烆

烍

烌

烎犾

＋犮［Δ犆
犐
０狉犼－Δ犆

犐
１狉犼（狋犽－狋０）］

（３）

各参数意义请参见文献［２］。

式（３）将地面测站、卫星以及射电源的坐标统

一为狋犓时刻的瞬时天球坐标系坐标，解决了实际

观测中协议天球框架与瞬时真天球框架的连接问

题，从而使式中的参数位于同一参考系统下，为下

一步推导提供基础。

从数学模型可以看出，模型中共有１５个参

数，它们构成了待估计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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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犡犼，犢犼，犣犼，犡
犐
犓，犢

犐
犓，犣

犐
犓，Δψ，Δε，狓狆，狔狆，

θ犽，α犾，δ犾，Δ犆０犻犼，Δ犆１犻犼｝ （４）

　　为了研究观测量数学模型中各参数的可估计

性，文献［２］展开了数学模型，得到了式（５）的微分

方程：

ｄ（犱犐犼犽犾）＝∑
狓

犆狓ｄ狓 （５）

式中，犆狓 是时间延迟观测量对相应参数狓的偏导

数。

１．２　灵敏度分析模型

由于在分析过程中只对ＥＯＰ参数的方差感

兴趣，将参数狓 分为两部分，即 ＥＯＰ（狓狆，狔狆，

ｄＵＴ，Δψ，Δε）参数作为第一部分（狓１），其他参数

（包括测站坐标、射电源坐标等）作为第二部分

（狓２）。根据最小二乘平差原理，由式（３）与（５）形

成的观测误差方程可以写为：

犔＝犃１狓１＋犃２狓２＋Δ （６）

其中，犃１ 包含了所关心的参数（狓１）的偏导数，而

犃２ 包含了对其他参数（狓２）的偏导数，狓２ 的先验精

度所转换的先验权阵为犘２。

根据最小二乘配置原理［４］，可以写出法方程：

犖１１ 犖１２

犖２１ 犖
［ ］

２２

狓１

狓
［ ］
２

＝
犃Ｔ１犘犔

犃Ｔ２犘犔２＋犘２犔
［ ］

２

（７）

其中，

犖１１ 犖１２

犖２１ 犖
［ ］

２２

＝
犃Ｔ１犘犃

Ｔ
１ 犃Ｔ１犘犃

Ｔ
２

犃Ｔ２犘犃
Ｔ
１ 犃Ｔ２犘犃

Ｔ
２＋犘

［ ］
２

（８）

　　对犖阵求逆，并由误差传播律得到ＥＯＰ参

数的方差阵：

犇（狓１）＝σ
２
０［犖

－１
１１ ＋犖

－１
１１犖１２珦犖

－１
２２犖２１犖

－１
１１］（９）

式中，

珦犖２２ ＝犘
－１
２ －犘

－１
２ ［（犖２２－犖２１犖

－１
１１犖１２）

－１
＋

犘－１２ ］
－１犘－１２ （１０）

将式（１０）代入式（９），得到参数狓１ 的方差为：

犇｛狓１｝＝σ
２
０［犖

－１
１１ ＋犖

－１
１１犖１２［犘

－１
２ －

犘－１２ ｛（犖２２－犖２１犖
－１
１１犖１２）

－１
＋

犘－１２ ｝
－１犘－１２ ］犖２１犖

－１
１１］ （１１）

　　在实验中，对所有参数（除了ＥＯＰ参数）赋予

的先验误差从尽可能的最小值变化到尽可能的最

大值，来研究这些参数精度的变化对待求参数

ＥＯＰ精度的影响趋势。单位权中误差取为时延

观测精度，文中假设为１ｎｓ。

２　灵敏度分析

２．１　实验数据来源

由式（１１）可知，计算ＥＯＰ参数的方差犇 时

需要计算误差方程系数矩阵犃，因此需要模拟式

（３）中所包含参数的近似值，其中射电源坐标、

ＥＯＰ参数的近似值将从ＩＥＲＳ网站获取。数据模

拟过程中所使用的相关参数见表１和表２。

表１　犚犃犇犐犗犃犛犜犚犗犖卫星轨道参数

Ｔａｂ．１　Ｏｒｂｉ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ｆｏｒＲＡＤＩＯＡＳＴＲＯＮ

ＲＡＤＩＯＡＳＴＲＯＮ卫星的轨道参数 数值

初始历元（ＭＪＤ） ５４７４８．０００００

长半轴犪／ｋｍ １８９０００．０００

偏心率犲 ０．８

轨道周期犜／ｄ ９．５

轨道倾角犻／（°） ５１．６

表２　射电源坐标

Ｔａｂ．２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ｏｆＲａｄｉｏＳｏｕｒｃｅｓ

射电源 赤经 赤纬

１７５３＋１８３ １７ｈ５５ｍｉｎ５９．７１７５５１ｓ １８°２０′２１．７７７５６″

０２１２＋７３５ ２ｈ１７ｍｉｎ３０．８１３３６３ｓ ７３°４９′３２．６２１７６″

２００７＋７７７ ２０ｈ０５ｍｉｎ３０．９９８５１９ｓ ７７°５２′４３．２４７６１″

１８０７＋６９８ １８ｈ０６ｍｉｎ５０．６８０６５０ｓ ６９°４９′２８．１０８５２″

０００３＋３８０ ０ｈ０５ｍｉｎ５７．１７５４０９ｓ ３８°２０′１５．１４８５７″

０９２３＋３９２ ９ｈ２７ｍｉｎ０３．０１３９１６ｓ ３９°０２′２０．８５１９５″

１４０４＋２８６ １４ｈ０７ｍｉｎ０．３９４４１０ｓ ２８°２７′１４．６８９９８″

０５５２＋３９８ ５ｈ５５ｍｉｎ３０．８０５６０８ｓ ３９°４８′４９．１６５００″

１６４１＋３９９ １６ｈ４２ｍｉｎ５８．８０９９５１ｓ ３９°４８′３６．９９３９５″

　　数据模拟过程中，每个观测历元只针对一颗

射电源进行观测，不考虑同时观测多个射电源的

情况。本文包含９个射电源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改

善观测量在空间的分布，同时也是为了保证在某

个历元卫星天线和地面天线对射电源的可见性。

应用ＲＡＤＩＯＡＳＴＲＯＮ的地空ＶＬＢＩ观测量

进行ＥＯＰ参数解算时，本文根据文献［５］的结论，

进行相关参数的模拟，来分析参数先验误差对待

估参数ＥＯＰ的精度影响趋势。

２．２　犈犗犘对测站坐标精度的灵敏度

为了确定参考基准，将２７个测站中的５个假

定为基准站，并对它们分别赋予５ｍｍ和１ｃｍ的

先验精度。为了分析所有测站坐标的精度对估计

的ＥＯＰ参数精度的影响，对５个基准站以外的

２２个测站坐标赋予了１ｃｍ、２ｃｍ、３ｃｍ、５ｃｍ和

１０ｃｍ的先验点位精度。

图１、２给出了测站先验误差对ＥＯＰ参数精

度的影响趋势。首先赋予基准站５ｍｍ的先验误

差，而其他测站的先验误差从１ｃｍ到１０ｃｍ，从

计算的结果看，ＥＯＰ中狓狆的解算的中误差从不赋

予测站先验精度的０．００８９ｍａｓ增加到赋予测站

１０ｃｍ先验精度的０．１３９７ｍａｓ，章动参数中的黄

经章动 Δψ 的中误差从 ０．０００５ ｍａｓ增加到

０．００２２ｍａｓ。对于赋予基准站１ｃｍ先验精度的

情况，参数的精度有一个类似的下降过程，但中误

５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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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更大。实验结果表明，提高测站坐标的精度对

提高ＥＯＰ参数的精度是有益的。对于目前的地

面定位技术，使地面测站的点位精度达到１ｃｍ是

合理的。

图１　极移狓狆对测站

先验精度的灵敏度

Ｆ ｉｇ．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Ｅｒｒｏｒｓｉｎ

Ｓｔａｔｉｏｎ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ｎ狓狆

　

图２　黄经章动对测站

先验精度的灵敏度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Ｅｒｒｏｒｓｉｎ

Ｓｔａｔｉｏｎ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ｎΔψ

２．３　犈犗犘对时钟误差的灵敏度

时钟参数（钟差和钟漂）涉及到遥测站时钟和

地面观测站时钟之间的差异。为了分析ＥＯＰ参

数估计精度对时钟误差的灵敏度，对时钟参数的

时钟偏差和时钟漂移速率分别赋予了标准偏差

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１、０．１、１ｎｓ和

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１、０．１、１ｎｓ／ｓ的先

验精度。

从图３及图４中可以看出，当时钟稳定度高

于０．１ｎｓ和０．１ｎｓ／ｓ时，参数的精度没有显著的

提高，极移分量的狓狆与狔狆保持在０．００９ｍａｓ，

ｄＵＴ保持在９．１６Ｅ－０４ｍｓ；而章动参数Δψ、Δε

分别保持在２．７Ｅ－０４ｍａｓ和１．７Ｅ－０４ｍａｓ。这

说明极移参数与章动参数对于时钟参数并不敏

感，但是可以看出当钟的稳定度低于０．１ｎｓ和

０．１ｎｓ／ｓ时，极移参数及章动参数的精度明显下

降。因此，为了保证参数的解算精度，时钟稳定度

应不低于０．１ｎｓ和０．１ｎｓ／ｓ。

图３　时钟稳定度对地球自转参数的影响趋势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ＥｒｒｏｒｓｉｎＣｌｏｃｋ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ｎＥＲＰ

２．４　犈犗犘对轨道误差的灵敏度

为了分析卫星轨道误差对ＥＯＰ参数的影响，

对轨道赋予了０．０００１×１０－６、０．００１×１０－６、０．０１

×１０－６、０．１×１０－６、１×１０－６和１０×１０－６的先验

误差。对于１×１０－６的轨道，由 ＲＤＩＯＡＳＴＲＯＮ

图４　时钟稳定度对极移参数的影响趋势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ＥｒｒｏｒｓｉｎＣｌｏｃｋ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ｎ

ΔψａｎｄΔε

卫星公布的参数可以计算得远地点的地心半径矢

量大约为３４００００ｋｍ，相应的径向误差为：

ｄ狉＝狉×１０
－６
＝３４０ｍ （１２）

　　将此径向误差传播到开普勒轨道元素，可以

首先计算卫星笛卡尔直角坐标中相应的误差，假

设在狓、狔和狕中的误差相等，则有：

ｄ狓＝ｄ狔＝ｄ狕＝１９６ｍ （１３）

　　通过使用文献［６］给出的开普勒轨道元素对

犡、犢、犣的偏导数，利用误差传播律，可以计算在

开普勒轨道元素中的相应误差。

图５、６给出了轨道误差对极移及章动参数的

影响趋势。ＥＯＰ的３个分量狓狆、狔狆、ｄＵＴ的中误

差分别从对轨道赋予０．０００１×１０－６（ｃｍ级的误

差）的０．０１０１ｍａｓ、０．００９４ｍａｓ、０．００２５ｍｓ增

加到对轨道赋予０．１×１０－６（几十 ｍ的误差）的

３．６１３４ｍａｓ、３．３５３０ｍａｓ、１．２２５９ｍｓ。可以看

出，轨道误差的增加将引起参数精度的显著下降。

图５　轨道误差对地球自转参数精度的影响

Ｆｉｇ．５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ＯｒｂｉｔＥｒｒｏｒｓｏｎＥＲＰ

图６　轨道误差对章动参数精度的影响

Ｆｉｇ．６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ＯｒｂｉｔＥｒｒｏｒｓｏｎΔψａｎｄΔε

而对于章动参数而言，当轨道精度从０．１×

６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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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６级提高到０．０００１×１０－６级水平时，章动参数

的精度也出现了显著下降，章动参数黄经章动Δψ
的精度从０．０１４４ｍａｓ增加到８．８１５８ｍａｓ，交角

章动Δε从０．０１０６ｍａｓ增加到４．５５０２ｍａｓ。

２．５　犈犗犘对射电源坐标误差的灵敏度

对观测射电源的坐标α和δ赋予的先验误差

为０．０１ｍａｓ、０．１ｍａｓ、１ｍａｓ和５ｍａｓ。从ＩＥＲＳ

公布的射电源中可以获得充足的射电源数目，且

这些射电源的坐标精度普遍优于０．１ｍａｓ。

从图７及图８可以看出，射电源误差的增加

将使得ＥＯＰ参数的估计精度下降。ＥＯＰ中的

狓狆、狔狆、ｄＵＴ的中误差分别从对射电源坐标赋予

０．０１ ｍａｓ误差的０．００９２ｍａｓ、０．００８３ ｍａｓ、

０．００１４ｍａｓ增加到对射电源坐标赋予５ｍａｓ误

差的０．８７５９ｍａｓ、０．７９７０、０．１３８２ｍｓ。章动参

数的两个分量Δψ、Δε的精度则分别从０．００１６

ｍａｓ、０．０００３ｍａｓ下降到０．１５８３ｍａｓ、０．０２８３

ｍａｓ。

图７　射电源坐标误差对

地球自转参数精度的影响

Ｆ ｉｇ．７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Ｅｒｒｏｒｓｉｎ

ＲａｄｉｏＳｏｕｒｃｅｏｎＥＲＰ

　

图８　射电源坐标

误差对章动参数的影响

Ｆｉｇ．８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Ｅｒｒｏｒｓｉｎ

ＲａｄｉｏＳｏｕｒｃｅｏｎΔψａｎｄΔε

目前，适合大地测量观测的大部分射电源的

坐标达到了０．１ｍａｓ的精度，甚至更好。在这种

情况下，射电源坐标误差对狓狆、狔狆、ｄＵＴ精度的

影响约为０．０２３２ｍａｓ、０．０２１１ｍａｓ、０．００３７ｍｓ

的水平；对Δψ、Δε分别为０．００４２ｍａｓ、０．０００７

ｍａｓ。

２．６　犈犗犘对所有参数误差的综合灵敏度

图９、１０分别给出了所有参数先验误差对估

计ＥＯＰ参数精度的综合影响。考虑了７种不同

的情形，从赋予误差最小的情形犃到赋予误差最

大的情形犉，表３给出了每种情形中对每一个这

些参数赋予的误差。

图９及图１０描绘了这一变化趋势。ＥＯＰ参

数分量狓狆、狔狆、ｄＵＴ 的精度分别从 犃 情形的

０．０６４１ｍａｓ、０．０５７０ｍａｓ、０．００４１ｍｓ下降到犉

情 形 的４．２１８５ｍａｓ、３．３６７４ｍａｓ、１．０４９３ｍｓ。

表３　对所有参数所赋予的先验误差

Ｔａｂ．３　ＥｒｒｏｒｓＡｓｓｉｇｎｅｄｔｏ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情形 测站／ｃｍ 射电源／ｍａｓ 轨道／１０－６ 钟差／ｓ，ｓ／ｓ

犗 ０．０ ０ ０ ０

犃 １．０ 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１．００Ｅ－１４

犅 ２．０ 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１．００Ｅ－１２

犆 ３．０ 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１．００Ｅ－１２

犇 ３．０ ０．１ ０．００１ １．００Ｅ－１０

犈 ３．０ ０．１ ０．０１ １．００Ｅ－１０

犉 ５．０ ０．１ ０．０１ １．００Ｅ－０９

图９　所有参数误差组合

对地球自转参数的影响

Ｆｉｇ．９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Ｅｒｒｏｒｓｉｎ

Ａｌ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ｎＥＲＰ

　

图１０　所有参数误差

组合对章动参数的影响

Ｆｉｇ．１０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Ｅｒｒｏｒｓｉｎ

Ａｌ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ｎΔψａｎｄΔε

章动参数的黄经章动Δψ和交角章动Δε则分别

从犃 情形的０．０２０３ｍａｓ、０．０１３９ｍａｓ下降到犉

情形的７．１３６０ｍａｓ、２．３３４６ｍａｓ。

在保持轨道误差为０．０００１×１０－６的情况下，

增加其他参数的误差，将会使参数精度在一定程

度上下降，但依然能够达到目前ＩＶＳ所达到的精

度水平，而一旦轨道误差突破ｃｍ级，达到ｄｍ级，

甚至更高，将会使ＥＯＰ参数及章动参数的精度有

一个显著下降的过程。因此，本文认为在采用最

优观测配置的情况下，要用 ＳＶＬＢＩ技术解算

ＥＯＰ参数的精度达到目前的水平，必须保证ＳＶ

ＬＢＩ卫星的定轨精度达到ｃｍ级。

３　结　语

本文针对ＲＡＤＩＯＡＳＴＲＯＮ卫星模拟了空间

ＶＬＢＩ数学模型中的相关参数，利用这些相关参

数的近似值计算观测量对参数的偏导系数，组成

误差方程系数矩阵。在此基础上，形成法方程矩

阵，并利用所述数学模型，对卫星轨道根数、测站

坐标、时钟及射电源坐标的先验误差对ＥＯＰ参数

精度的影响进行了数值实验分析。采用ＲＡＤＩＯ

ＡＳＴＲＯＮ空间 ＶＬＢＩ观测数据估计 ＥＯＰ参数

时，本文的计算和分析结果给出了对于其他参数

的精度要求。

７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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