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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处理了２００８０１～２００９０３的ＶＬＢＩ观测数据，提取了日长变化信息，并与ＩＶＳ网站的结果进行了对

比；计算了日长变化的月周期长度和半月周期长度；利用近几年 ＶＬＢＩ数据中的日长变化信息绘制日长变化

曲线，分析了日长的季节性变化及引起日长变化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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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自转的变化与固体地球的各圈层及固体

地球外部的大气圈物质的运动与变化存在着相互

影响的关系，并且与这些圈层中物质的剧烈运动

形成的自然灾害过程有关［１］。因此，许多地球科

学家对地球自转的变化问题很感兴趣，开展了与

此有关的交叉研究，并且利用多种资料序列不断

研究其变化形态。其中，关于地球自转速率的变

化及其激发源、与各种地球物理现象之间的联系

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地球自转速率的变化可

以用日长变化来表示，本文利用相关软件对ＶＬ

ＢＩ观测数据进行处理，提取其中的日长变化信息

并进行分析。

１　日长变化的研究进展

自２０世纪中期以来，地球自转速率变化的观

测和研究一直是天文学家和地球科学家比较重视

的课题，一些学者利用各种资料不断研究日长变

化规律及原因，使人们对地球自转变化特征的认

识不断深入。早期受观测仪器精度的限制，地球

自转速率变化的实际测量资料不多，且资料的精

度较低，数据的采样间隔较大，对深入认识地球自

转速率变化的特征不利。随着各种空间观测技术

如ＶＬＢＩ、ＳＬＲ、ＧＰＳ等的出现和测量精度的不断

提高，获得和积累了较长时间序列的高精度的自

转变化资料，对深入认识地球自转变化的特征非

常有利。

利用ＶＬＢＩ监测地球自转变化是一种非常有

效的技术。自１９７９年８月至今，全球已实施了几

千次的天测与测地 ＶＬＢＩ观测实验，获得和积累

了大量的数据。由于其高精度的观测资料直接将

地面点与深空背景相连，为实现天球参考系和地

固参考系之间的转换和连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直接推动了岁差章动模型研究的深入，并提高了

地球自转参数（ＥＲＰ）的观测精度。因此，利用

ＶＬＢＩ数据进行相关处理能够获得丰富的日长变

化信息，为日长变化的研究提供丰富的资料。

２　数据来源及处理方法

２．１　数据介绍

ＶＬＢＩ观测数据按照美国国家大地测量局所

开发的ＡＳＣⅡ码方式存储，此格式称为 ＮＧＳ格

式。标准ＮＧＳ格式数据文件分为首单、测站数据

单、射电源数据单、辅助参数单和观测数据单，其

基本内容包括测站坐标、射电源的赤经和赤纬、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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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的参考频率、观测延迟及延迟率和误差、测站系

统温度、电缆改正、大气温度、大气压力、测站有关

时延和时延率的电离层改正等参数。本文所采用

的２００８年观测的ＶＬＢＩ数据来源于ＩＶＳ网站，其

中包括ＩＶＳ组织的观测计划，欧洲组织的观测计

划，ＣＯＮＴ０８国际会战等各个观测实验得到的数

据。

２．２　数据处理方法

本文使用的地面ＶＬＢＩ数据处理软件是ＯＣ

ＣＡＭ６．２。ＯＣＣＡＭ６．２软件包括卡尔曼滤波、

最小二乘和最小二乘配置３种平差方法。本文采

用多基线卡尔曼滤波平差方法［２］，利用此理论来

进行多基线分析，以获取测站位置和章动参数等

大地测量参数的最小二乘解。其中，已知参数包

含固体潮参数、海洋荷载潮汐改正数、大气改正数

和岁差参数；非随机参数包含ＶＬＢＩ测站的位置、

射电源的坐标和地球定向参数（ＥＯＰ），ＥＯＰ参数

包括极移分量狓、狔和世界时 ＵＴ１三个量，而钟

参数与大气项则作随机处理。

在数据处理中，固定了 ＶＬＢＩ台站坐标和射

电源的位置，将其余参数如测站时钟误差和钟漂、

大气天顶延迟、ＣＩＳ和ＣＴＳ连接参数，即地球定

向参数和章动参数（犡狆，犢狆，ＵＴ１ＵＴＣ，ｄψ，ｄε），

作为未知数来求解时，解算结果很好［３］。本文就

是基于这种方法进行解算的。

２．３　日长变化的计算方法

采用§２．２中的数据处理方法可以直接估计

ＵＴ１ＵＴＣ。日长（ＬＯＤ）的变化由 ΔＬＯＤ来表

示，ΔＬＯＤ的计算方法如式（１）所示
［４］。当ΔＬＯＤ

大于零时，日长变短，地球自转速度加快；反之，日

长变长，地球自转速度减慢。

ΔＬＯＤ＝
（ＵＴ１ＴＡＩ）狋－（ＵＴ１ＴＡＩ）狋＋Δ狋

Δ狋
（１）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处理结果及对比分析

利用 ＯＣＣＡＭ６．２软件按照上述方法对

２００８０１～２００９０３的 ＶＬＢＩ观测数据进行解算。

在ｈｔｔｐ：／／ｍａｒｓ．ｈｇ．ｔｕｗｉｅｎ．ａｃ．ａｔ／网站上下载更

新太阳、地球与月亮等的星历文件、地球定向参

数、海洋潮汐数据文件、大气负荷改正数据等需要

的外部文件，采用ＩＡＵ１９８０章动模型、ＣＳＲ４．０

海洋潮汐模型，对ＥＯＰ的处理采取ＩＥＲＳ推荐的

拉格朗日插值法，对短期 ＵＴｌ的变化采用ＩＥＲＳ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１９８９）
［５］提供的提取周期小于３５ｄ的

短周期项方法。由此解算２００８０１～２００９０３的

ＶＬＢＩ数据，提取出其中的日长信息，并与ＩＶＳ网

站上给出的同期结果进行对比，比较差值的变化

曲线图如图１所示。由图１中可以看出二者的差

值非常小，９２％以上的差值在０．１ｍｓ之内。笔者

解算的数据精度如图２所示，其中，８５％的数据解

算精度在０．０２ｍｓ以内，精度最差为０．０８２６ｍｓ。

图１　２００８０１～２００９０３ＶＬＢＩ数据处理结果及与

ＩＶＳ网站结果的对比

Ｆｉｇ．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Ｒｅｓｕｌｔｓ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ａｎ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ＩＶ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２００８０１２００９０３

图２　２００８０１～２００９０３ＶＬＢＩ数据处理精度分析

Ｆｉｇ．２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２００８０１２００９０３

３．２　日长变化的月周期及半月周期

笔者处理的２００８０１～２００９０３的日长变化

曲线图如图３所示，从该结果中可以找出其中的

最高点和最低点，即日长变化的最大点和最小点，

分别计算相邻波谷和相邻波峰之间的长度，并取

平均值，得到其半月周期及月周期分别为１３．６１ｄ

和２７．２２ｄ。文献［６］中利用最大熵谱分析方法计

算出日长变化周期的初值，其中，日长变化的月周

期为２７．５５ｄ，半月周期为１３．６６ｄ，与本文中计算

的月周期相差０．３３ｄ，半月周期相差０．０５ｄ。月

球引潮力是引起日长的月周期和半月周期变化的

主要原因［１］，并且这种变化是比较稳定的。

３．３　日长的季节性变化

地球自转除包含稳定的月周期及半月周期变

化外，还存在着季节性变化，这也是一种比较稳定

的变化。利用笔者处理的２００８０１～２００９０３的

０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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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２００８０１～２００９０３的日长变化曲线图

Ｆｉｇ．３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ＬＯ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２００８０１２００９０３

数据，并从网站上下载２００１～２００７的ＶＬＢＩ数据

处理结果，提取其中的日长变化，绘制日长变化曲

线图（见图４）。图４显示了丰富的日长变化信

息，反映了地球自转速度变化的快慢。可以看出，

此段时间内日长变化的幅度约在２ｍｓ以内。有

研究表明，地球自转在一个长期的地理时间尺度

上表现为稳定的逐渐减慢，但是已知在上一个百

年里，地球自转是加速运动的［７］，即日长逐渐变

短。在２００１０１～２００９０３的日长变化数据中，约

８４％的数据大于零，图４中也可以看出，ΔＬＯＤ在

整体上大于零，即在２００１０１～２００９０３这段时期

内，地球自转整体上处于不断加快状态。

图４　２００１０１～２００９０３的日长变化

Ｆｉｇ．４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ＬＯ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２００１０１２００９０３

对近９ａ的日长变化数据进行再处理，对每

一个月的日长变化值取平均，求得每个月的日长

变化大小，并绘制变化图，如图５所示，其中反映

了日长的季节性变化。笔者统计了日长变化出现

最低点、次最低点和最高点的日期，如表１所示，

反映出季节性变化规律。

自３、４月份至７月份，日长变化逐渐减小，地

球自转变化幅度保持相对减慢的状态；７月份至

１１月份，日长变化逐渐增加，地球自转变化保持

连续逐渐加快的情况，并且由图５中可以看出变

化的最大幅度在日长上表现约为２ｍｓ；从１１月

份至次年１月份为地球自转变化相对减慢的时

期，之后相对加快直到４月份。钟敏等人计算了

图５　日长季节性变化趋势图

Ｆｉｇ．５　ＴｒｅｎｄＭａｐｏｆ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ＬＯＤ

１９７９～１９９６年间大气角动量的变化及其对地球

自转季节变化的激发，结果表明大气角动量在激

发日长的季节性变化中占主要部分［８］。其中，由

大气角动量变化引起的季节性变化分量是比较稳

定的，在每年的１月份日长变化达到最大值，地球

自转速度变化加快，７月份达到最小值，即地球自

转速度变化减慢。

表１　日长变化出现最高点和最低点的月份统计

Ｔａｂ．１　ＭｏｎｔｈｓｏｆＬｏｗｅｓｔａｎｄＨｉｇｈｓｔ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ＬＯＤ

出现的月份 各月份出现的次数

最低点 ２００１０７，２００２０８

２００３０７，２００４０７

２００５０７，２００６０８

２００７０７，２００８０７

７月

８月

６

２

次最低点 ２００２０１，２００３０１

２００３１２，２００５０１

２００５１２，２００６１２

２００８０１，２００９０２

１、１２月

２月

７

１

最高点 ２００１０３，２００１１１

２００２０３，２００２１２

２００３０３，２００３１１

２００４０４，２００４１１

２００５０４，２００５１１

２００６０４，２００６１０

２００７０４，２００７１１

２００８０５，２００８１１

３、４月

１１月

其他

７

６

３

４　结　语

　　地球自转变化是一项复杂的运动，存在着长

至数十年甚至百年、短则几小时的周期分量和准

周期分量。地球自转速度的变化不仅与地球外部

的大气运动有关，也与地球内部结构的运动变化

相关。许多文献研究了日长变化与大气运动、海

洋潮汐、太阳、月亮、行星的运动、地震现象等各种

地理现象之间的联系，取得了许多进展。

本文首先处理了２００８０１～２００９０３观测的

ＶＬＢＩ数据，对获得的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大部分

数据解算精度在０．０２ｍｓ以内，并计算了日长变

化的月周期和半月周期。其次，利用已处理的

１１０１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０年９月

２００８０１～２００９３的结果，并下载ＩＶＳ给出的

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年的数据处理结果，提取其中的日长

变化信息进行处理，分析了日长的季节性变化，找

出了日长变化的最高点和最低点，可以看出日长

的月周期变化和季节性变化都是比较稳定的。日

长变化的各种周期分量和准周期分量是非常复杂

的，随着各种空间观测技术精度的提高及各种新

的数据处理方法的应用，对日长变化的周期尤其

是高频变化信息及激发源进行分析有重要的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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