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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２００８年的ＶＬＢＩ观测数据解算出了ＥＯＰ参数，并在其精度的内外符合方面进行了分析。此外，

还集中解算了ＣＯＮＴ０８的ＶＬＢＩ数据，并将解算出的ＥＯＰ参数精度分别与ＩＶＳ和ＩＥＲＳ网站公布的精度进

行了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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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现代大地测量中急需突破的关键问题

和难点是如何更好地实现不同参考系之间的连

接，即精确地求解出大地测量参数。解算方法主

要采用 ＧＰＳ、ＳＬＲ、ＤＯＲＩＳ、ＶＬＢＩ观测数据联合

解算。其中，ＶＬＢＩ技术一直都是测定长基线和

监测全球板块运动最精密可靠的技术之一，也是

测定极移和地球自转不均匀、并以高准确度提供

连接天球参考框架的主要手段之一。目前，地面

ＶＬＢＩ技术已大大提高了射电参考系和地固参考

系的测量和维持精度，并通过大地测量参数的解

算将这两个参考系联系起来［１］。其中，ＥＯＰ参数

是５个重要的大地测量参数。但由于ＶＬＢＩ观测

文件的数据量比较大，计算过程又比较复杂，选择

合适的参数模型和寻求有效的数据处理方式尤其

重要。本文采用２００８年的ＶＬＢＩ数据，利用ＶＬ

ＢＩ数据处理软件讨论了使用两种地球章动模型

（ＩＡＵ１９８０、ＭＨＢ２０００）进行ＥＯＰ参数解算的可

行性。

１　解算模型选择

地球定向参数（ＥＯＰ）包括地球自转参数

（ＥＲＰ）（即犡狆、犢狆和 ＵＴ１－ＵＴＣ）和两个章动分

量（即黄经章动偏移ｄψ 和黄赤交角章动偏移

ｄε）。如何很好地建立不同参考系统之间的连接，

即精确地求解出ＥＯＰ参数是空间大地测量和地

球动力学长期努力的研究课题。

本文所使用的２００８年的观测数据来自于

ＩＶＳ网站（ｆｔｐ：／／ｃｄｄｉｓａ．ｇｓｆｃ．ｎａｓａ．ｇｏｖ），数据格

式为ＮＧＳ格式，所使用的ＶＬＢＩ数据处理软件是

ＯＣＣＡＭ６．２。软件提供了两种地球章动模型：

ＩＡＵ１９８０和 ＭＨＢ２０００（ＩＡＵ２０００Ａ）。本文利用

ＣＯＮＴ０８的ＶＬＢＩ数据，采用这两种模型分别解

算了ＥＯＰ参数，然后比较了解算结果和解算精

度，其中精度比较如表１所示。

表１　采用两种地球章动模型的解算精度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ＵｓｉｎｇＴｗｏ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Ｎｕｔ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ｓ

模型

精度

σ狓／ｍａｓ σ狔／ｍａｓ
σ（ＵＴ１－ＵＴＣ）

／ｍｓ

σｄψ
／ｍａｓ

σｄε
／ｍａｓ

ＩＡＵ１９８０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７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６５ ０．０２６

ＭＨＢ２００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８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６６ ０．０２７

　　由表１可以看出，两者的解算精度相当。同

时还发现，ＩＥＲＳ网站上利用 ＭＨＢ２０００模型解算

的ＥＯＰ参数中的章动参数在１９８４年以前都是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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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的，而ＩＡＵ１９８０模型解算的ＥＯＰ５个参数从

１９６２年至今都有参考数据。为了保持参数在时

间序列上的连贯性和一致性，本文采用ＩＡＵ１９８０

模型解算ＥＯＰ参数。

除了地球章动模型之外，在本文中所用到的

其他模型有Ｅａｎｅｓ岁差模型、ＣＳＲ４．０海洋潮汐

模型、Ｓａａｓｔａｍｏｉｅｎ大气天顶延迟改正模型，而在

ＵＴ１－ＵＴＣ内插模型的选择方面，则采用ＩＥＲＳ

提供的提取周期小于３５ｄ的短周期项，这种模型

的可靠性已经得到了证明［２］。

２　解算分析

为了分析ＥＯＰ参数的年变化规律，且文献

［２］已经解算至２００７年，所以本文利用ＩＶＳ网站

上２００８年的 ＶＬＢＩ数据解算出了５个ＥＯＰ参

数，并分别从精度的内外符合方面着手，纵向与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的解算精度进行了比较，横向与

ＩＥＲＳ网站公布的数据进行了比较。此外，本文还

集中解算了２００８年８月１２日至２６日全球１１个

ＶＬＢＩ测站共同参与的ＣＯＮＴ０８国际会战的ＶＬ

ＢＩ数据，并将解算出的 ＥＯＰ参数精度分别与

ＩＶＳ和ＩＥＲＳ网站公布的精度进行对比分析。

２．１　２００８年犞犔犅犐数据的解算分析

如果选择每天解算，数据显得过于密集。文

献［３］在选择相隔７ｄ的 ＶＬＢＩ观测数据进行解

算的情况下，解算结果所能达到的精度与每日解

算所能达到的精度相当。采用上述方法，有针对

性地对２００８年的ＶＬＢＩ数据进行筛选：某些观测

数据的量太大，软件无法解算出结果；某些数据的

观测质量太差，解算所得结果的精度不好。所以，

在７ｄ间隔的基本原则下，如果解算当天所得的

结果精度不理想或无法得到正确结果时，将选择

前后一两天的数据重新进行解算，从而形成最终

的ＥＯＰ参数随时间的变化序列。

２．１．１　内部精度分析

各参数在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的平均解算精度见

表２。由表２可见，２００５和２００６年的解算精度基

本相同，２００７年的解算精度除 ＵＴ１－ＵＴＣ精度

相差不大之外，其余４个参数犡狆、犢狆、ｄψ和ｄε的

平均解算精度均有较大的提高，每年的提升量分

别为１５．４％、８．８％、１０．１％、１０．９％
［６］；与２００５

～２００７的平均精度相比，２００８年各参数的提升量

分别为１２．９％、２４．２％、２０％、１５．７％、１７％。总

体来看，地面ＶＬＢＩ观测资料的精度在逐年提高。

表２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犡狆、犢狆、ＵＴ１－ＵＴＣ、ｄψ、ｄε的

解算精度比较

Ｔａｂ．２　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ｏｆ犡狆，犢狆，

ＵＴ１－ＵＴＣ，ｄψ，ｄεｆｒｏｍ２００５ｔｏ２００８

年份 σ狓／ｍａｓ σ狔／ｍａｓ
σ（ＵＴ１－ＵＴＣ）

／ｍｓ

σｄψ
／ｍａｓ

σｄε
／ｍａｓ

２００５［２］ ０．０６６ ０．０６８ ０．００３ ０．１４０ ０．０５６

２００６［２］ ０．０６５ ０．０６８ ０．００３ ０．１３８ ０．０５５

２００７［２］ ０．０５５ ０．０６２ ０．００３ ０．１２４ ０．０４９

２００８ ０．０５４ ０．０５０ ０．００２４ ０．１１３ ０．０４４

２．１．２　外部精度分析

把２００８年极移犡狆、犢狆、ＵＴ１－ＵＴＣ、ｄψ和

ｄε的解算值与ＩＥＲＳ网站公布的数值（ｈｔｔｐ：／／

ｈｐｉｅｒｓ．ｏｂｓｐｍ．ｆｒ）进行对比，结果见图１。

　　图１中５个参数的解算结果与ＩＥＲＳ网站公

布的结果吻合得相当好，且犡狆、犢狆、ＵＴ１－ＵＴＣ、

ｄψ和ｄε五个参数在与ＩＥＲＳ网站公布值相减并

图１　２００８年极移解算值与ＩＥＲＳ网站公布的数值比较

Ｆｉｇ．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ｏｆＥＯＰ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ｉｎ２００８ｗｉｔｈＩＥＲＳ

９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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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绝对值之后的平均差异分别为０．４５ｍａｓ、

０．０２９ｍａｓ、１．０６８ｍｓ、０．０６１ｍａｓ、０．０８６ｍａｓ，与

文献［４］的差异（０．６４ｍａｓ、１．８３ｍａｓ、０．８２ｍｓ、

０．５７ｍａｓ和０．６８ｍａｓ）相比，除了 ＵＴ１－ＵＴＣ

外，其他参数的精度有非常大的提高。

２．２　犆犗犖犜０８国际会战的精密解算

１９９４年以来，国际上已实施了多次ＶＬＢＩ国

际观测会战（ＣＯＮＴ），通过这些观测可以得到连

续的周日内高频地球自转参数，揭示实测得到的

地球自转高频变化和理论模型之间的差异，最近

一次的ＣＯＮＴ观测是在２００８年８月实施的持续

两周的一次ＶＬＢＩ连续观测。安排在８月实施的

主要理由是，研究者了解到北半球夏季大气对

ＥＲＰ的激发函数中的周日和亚周日信号增强，可

能会导致该观测弧段检测到幅度被放大的周日和

亚周日ＥＲＰ的变化。通常，这类信号在１０月和

３月会消失，即在以往的ＣＯＮＴ序列中检测不到

类似的强信号。在这次观测会战中，安排了地理

覆盖更广的测站分布，在持续两周的观测阶段之

后，获取了ＶＬＢＩ数据技术的最佳情况，并以此来

证明ＶＬＢＩ所能达到的非常高的精度
［２］。本文集

中解算了ＣＯＮＴ０８的数据，并将最后解算精度与

ＩＶＳ和ＩＥＲＳ网站所公布的数据进行了对比分

析，分析结果见表３。

表３　犆犗犖犜０８的犡狆、犢狆、ＵＴ１－ＵＴＣ、ｄψ、ｄε解

算精度与犐犞犛和犐犈犚犛网站的对比

Ｔａｂ．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ｏｆ犡狆，犢狆，

ＵＴ１－ＵＴＣ，ｄψ，ｄεｉｎＣＯＮＴ０８ｗｉｔｈＩＶＳａｎｄＩＥＲＳ

模型

精度

σ狓／ｍａｓ σ狔／ｍａｓ
σ（ＵＴ１－ＵＴＣ）

／ｍｓ

σｄψ
／ｍａｓ

σｄε
／ｍａｓ

ＣＯＮＴ０８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７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６５ ０．０２６

ＩＶＳ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３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４９ ０．０２０

ＩＥＲＳ ０．００８ ０．０１ ０．００９６ ０．０７６ ０．０６８

　　由表３可以看出，ＣＯＮＴ０８的解算精度与

ＩＶＳ网站公布的精度相比，两者除了 ＵＴ１－

ＵＴＣ、ｄψ和ｄε的精度不相上下外，两个极移分量

犡狆、犢狆的精度均有所提高，分别提升了３．３％和

１８．２％，这说明利用２００８年的 ＶＬＢＩ数据解算

ＥＯＰ参数是成功的。

另外，ＣＯＮＴ０８的解算精度与ＩＥＲＳ网站公

布的精度相比，两个极移分量的精度不及公布精

度，但 ＵＴ１－ＵＴＣ、ｄψ和ｄε的精度却明显高于

公布精度。这说明，一方面，由于ＩＥＲＳ网站所公

布的 ＥＯＰ参数是在综合 ＶＬＢＩ、ＧＰＳ、ＳＬＲ 和

ＤＯＲＩＳ等数据结果的基础上加权取平均得出的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ＩＥＲＳ网站上关于ＧＰＳ技术

解算ＥＯＰ参数的参考数据只解算到了２００７年，

这是因为采用ＧＰＳ技术解算ＥＯＰ参数已于２００７

年停止了），因此，单凭 ＶＬＢＩ技术解算极移分量

的精度不如ＩＥＲＳ网站的公布精度。但是，总体

来看，精度都分别在一个量级上，这说明ＶＬＢＩ技

术在解算ＥＯＰ参数方面的作用举足轻重。另一

方面，通过各种空间技术解求的ＥＯＰ参数的比

较［４］可知，对于解算章动参数和 ＵＴ１－ＵＴＣ，

ＶＬＢＩ技术有着其他技术无可取代的作用。

３　结　语

本文根据ＩＶＳ提供的全球ＶＬＢＩ数据解算出

了２００８年７ｄ间隔的５个ＥＯＰ参数序列，并与

ＩＥＲＳ的结果进行了比较，软件处理结果的内、外

符合精度都很理想。同时，本文还对ＣＯＮＴ０８国

际会战数据进行了集中解算，并将解算出的ＥＯＰ

参数精度分别与ＩＶＳ和ＩＥＲＳ网站的公布精度作

了对比。结果表明，利用２００８年ＶＬＢＩ观测数据

解算ＥＯＰ参数是成功的，并且在解求章动参数

时，ＶＬＢＩ技术有着其他空间技术不可取代的作

用。

在参 数 模 型 的 选 择 方 面，本 文 讨 论 了

ＩＡＵ１９８０和 ＭＨＢ２０００两种地球章动模型用于

ＶＬＢＩ数据计算ＥＯＰ参数的可行性。结果表明，

两种模型的解算结果在精度方面不相上下，为了

保持参数在时间序列上的连贯性和一致性，本文

建议使用ＩＡＵ１９８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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