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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推导了差分ＶＬＢＩ（ΔＤＯＲ）用于月球探测器定位的数学模型，利用嫦娥一号实测数据对探测器的位置

和地球自转参数（ＥＲＰ）同时进行了解算，并分析了ＥＲＰ先验精度对定位精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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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探月工程中，探测器的定轨测控是难点和

关键问题。在“嫦娥一号”中，我国以联合Ｓ波段

测距测速（ＵＳＢ）为主，以甚长基线干涉（ＶＬＢＩ）为

辅完成了对“嫦娥一号”的测控。然而，目前使用

的ＶＬＢＩ的定位模型中，只是将探测器坐标作为

估计参数，并没有涉及测站、探测器所处的坐标系

的连接参数的解算［１，２］。

差分ＶＬＢＩ能较好地联系到各种坐标系，一

方面可以通过差分消除自然射电源和探测器公共

的非几何时延的影响，提高定位精度［３］；另一方

面，又可以涉及到坐标系的连接参数，求解地球定

向参数（ｅａｒｔｈ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ＥＯＰ）。但

由于加入章动参数的解算将造成系数矩阵的奇

异，因此本文只讨论了地球自转参数（ｅａｒｔｈｔｏｔａ

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ＥＲＰ）的解算及影响。基于我国

还没有独立自主的ＥＲＰ监测服务，研究何种精度

的ＥＲＰ能够满足探测器定位的需求，以及能否通

过差分 ＶＬＢＩ在定位过程中提高ＥＲＰ参数的精

度都是十分有意义的。

１　数学模型

目前，差分ＶＬＢＩ技术主要有双差单向测距

（ｄｅｌｔａ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ｏｎｅｗａｙｒａｎｇｉｎｇ，ΔＤＯＲ）和双

差单向测速（ｄｅｌｔａ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ｏｎｅｗａｙｄｏｐｐｌｅｒ，

ΔＤＯＤ）
［３］，前者的观测量为时延，后者的观测量

为时延率，本文主要探讨ΔＤＯＲ定位的模型。如

图１所示，ΔＤＯＲ就是对太空中的探测器及其附

近的自然射电源同时进行 ＶＬＢＩ观测，将所得的

时延观测量相减而得较差观测量。由于 ΔＤＯＲ

测量观测空间方向上相距很近的两个射电源，观

测时，天线的指向相近，射电信号在近似相同的方

向上通过大气层，因而较差观测量能很大程度上

消除大气模型所引起的误差和仪器误差，使相对

定位精度更高。

图１　差分ＶＬＢＩ观测探测器

Ｆｉｇ．１　Ｐｒｏｂ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ＶＬＢＩ

由于射电天体距离非常遥远，传播距离已远

远大于组成ＶＬＢＩ系统的两天线之间的距离，可

以看作无限远，因此信号到达地球时可看作是平

行的［４］。而探测器与地面站的距离是有限的，因

此，这种情况下就要把射电信号考虑为不平行

的［５］。于是，可以建立ΔＤＯＲ用于月球探测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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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数学模型。

１）对于河外射电源，其几何时延τ
犙
犵 可以写

为：

τ
犙
犵 ＝－

１

犮
（犅·犐）＝－

１

犮
犚１２·（ ）犐 （１）

式中，τ
犙
犵 为观测射电源的几何延迟量；犚１２为测站

１与测站２之间的基线矢量；犐为射电源的单位方

向矢量：

犐＝ ［ｃｏｓδｃｏｓα ｃｏｓδｓｉｎα ｓｉｎδ］
Ｔ （２）

α、δ为射电源的赤经、赤纬。

２）对于探测器，其几何时延τ
犛
犵 可以写为：

τ
犛
犵 ＝－

１

犮

犚１２·犓
狉１＋狉２

（３）

式中，τ
犛
犵 为观测探测器的时间延迟量；狉１、狉２ 为探

测器与两个台站构成的基线长度；犓为平行四边

形对角线矢量：

犓＝－ 犚０１＋犚（ ）０２ （４）

其中，犚０１、犚０２为探测器和测站１与测站２之间的

基线矢量。

综上所述，则月球探测器与射电源的时间延

迟差为：

τ＝τ
犛
犵－τ

犙
犵 ＝－

１

犮
犚１２·

犓
狉１＋狉２

－（ ）［ ］犐 （５）

　　但是，在实际的 ＶＬＢＩ观测中，τ
犛
犵 和τ

犙
犵 都是

无法直接测量出来的。虽然采用ΔＤＯＲ技术可

以消除部分非几何延迟，但实际观测值中还是不

可避免地包含一些误差，实际的时间延迟观测量

τ为：

τ＝ （τ
犛
犵－τ

犙
犵）＋τ′ （６）

τ′为观测月球探测器和射电源时各自误差抵消后

的公共非几何时延。将上式左右两边都乘以光

速，写成距离的形式，则实际ΔＤＯＲ观测得到的

距离差为：

犮τ＝－犚１２·
犓

狉１＋狉２
－（ ）犐 ＋犮τ′ （７）

综合式（２）、式（４）、式（７），可得差分ＶＬＢＩ用于探

测器定位的初步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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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测站坐标、探测器坐标、射电源坐标等都是

在不同的坐标系统中定义的，要使等式成立，计算

中必须将其转换到同一坐标系中讨论。

本文选取探测器在地月转移轨道段进行分

析，这时，地面测站在地心地固坐标系中进行描

述，射电源和探测器都在协议地心天球坐标系中

表示，本文将它们都转换至瞬时地心天球坐标系

中进行计算，转换关系如图２所示。图中，犚１ 是

地心地固坐标系至瞬时地心天球坐标系的旋转矩

阵；犚３ 是地心地固坐标系至瞬时地心天球坐标系

的旋转矩阵：

犚１ ＝犚犣（－犛犌）犚犡（狔狆）犚犢（狓狆） （９）

犚３ ＝犖
Ｔ犘Ｔ （１０）

　　最后得到地月转移轨道段的数学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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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狓１，狔１，狕１）、（狓２，狔２，狕２）为地心地固坐标系

中的地面ＶＬＢＩ测站坐标；（狓狊，狔狊，狕狊）为协议地心

天球坐标系下的探测器坐标；α、δ为协议地心天

球坐标系下的射电源赤经、赤纬。

图２　坐标系转换

Ｆｉｇ．２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ｓ

对式（１１）右端按泰勒公式展开，取至一次项，

得到平差模型为：

犮τ＝∑
狆

犆狆ｄ犘狆＋狑 （１２）

式中，犘 表示待估参数；犆狆 为各待估参数的偏导

数；狑为展开式的０次项。参数犘可以从观测量

的信息中使用标准最小二乘平差来确定。

由于测站坐标、射电源位置可以精确得到，岁

差参数可由模型计算。

１）仅估计探测器坐标参数时，平差模型为：

犮τ＝犆１ｄ狓狊＋犆２ｄ狔狊＋犆３ｄ狕狊＋狑 （１３）

　　２）当同时估计探测器坐标及ＥＯＰ时，平差

模型为：

５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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犮τ＝犆１ｄ狓狊＋犆２ｄ狔狊＋犆３ｄ狕狊＋犆４ｄ狓狆＋

犆５ｄ狔狆＋犆６ｄ（ＵＴ１－ＵＴＣ）＋犆７ｄΔφ＋

犆８ｄΔδ＋狑

（１４）

　　用ＳＶＤ算法
［６］判断式（１４）中系数矩阵的奇

异性。根据文献［６］，当ＳＶＤ分解后得到的对角

阵的对角元素接近０时，表明系数矩阵奇异，对应

的参数与其他参数有线性相关性。当使用式（１４）

解算坐标参数和ＥＯＰ时，经ＳＶＤ分解后得到的

对角阵的对角元素为４．６９７２×１０５、２．２４４０×

１０５、７．５４４１×１０４、２．１１７８×１０－２、５．１１９１×

１０－３、９．２３３４×１０－５、２．０５８３×１０－１６、２．３３７３×

１０－１７，具有明显的奇异性，造成设计矩阵严重病

态。而当仅估计ＥＲＰ参数，不将章动参数（Δφ，

Δδ）作为估计参数时，ＳＶＤ分解后的对角元素为

４．１２５×１０５、３．１１２×１０５、１．３７５×１０４、５．２２８×

１０－３、２．６４６×１０－４、２．１８２×１０－５，有了明显的改

善。可以认为，由于章动参数的加入造成了模型

的过度参数化而使法方程病态，因此本文只对

ＥＲＰ进行分析，没有加入章动参数的解算，并且

考虑到奇异值的阶梯性而在解算中使用了ＴＳＶＤ

（截断奇异值法）［７］进行平差计算。

３）当将坐标参数和ＥＲＰ参数作为估计参数

时，得到的平差模型如下：

犮τ＝犆１ｄｘ狊＋犆２ｄ狔狊＋犆３ｄ狕狊＋犆４ｄ狓狆＋犆５ｄ狔狆＋

犆６ｄ（ＵＴ１－ＵＴＣ）＋狑 （１５）

　　实验中，对ＥＲ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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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算探测器

坐标和ＥＲＰ，并研究ＥＲＰ的初始先验精度对探

测器定位精度的影响。

２　数据计算及结果分析

２．１　数据准备

本文选取“嫦娥一号”地月转移轨道段的一段

数据进行计算，起始历元为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３１日

２１：３６，采样间隔为５ｓ，选取了３５００个历元，探

测器距离地面高度从１２．６万ｋｍ到１６．３万ｋｍ。

为了使每个历元可以同时估计探测器坐标和

ＥＲＰ，本文在我国４个测站的基础上增加了２个

ＶＬＢＩ测站（ＢＡＮＤＲＹ和 ＴＳＵＫＵＢ３２），由实测

数据模拟了同等精度的观测量（时延精度约为２

ｎｓ）。探测器的初始坐标由上海天文台提供，自然

射电源由探测器的平均方向模拟得到（１０ｈ２４

ｍｉｎ３３．９６５８５７ｓ，－７°５′５８．２５９７７″），第一历元

的ＥＲＰ初值由ＩＥＲＳ网站
［８］上的获取值加上先

验误差得到，并且每个历元的ＥＲＰ平差值和验后

精度代至下个历元作为先验值和先验精度。下面

分析ＥＲＰ参数不同初始先验精度得到的定位结

果。

２．２　犈犚犘参数逐个分析

首先逐个使狓狆、狔狆 的初始先验精度从２ｍａｓ

逐渐提高到０．０１ｍａｓ，ＵＴ１－ＵＴＣ的初始先验

精度从０．４ｍｓ逐渐提高到０．０１ｍｓ，并且在讨论

ＥＲＰ中某一参数精度变化引起的平差结果时，固

定其他参数的初始先验精度维持在ＩＥＲＳ精度水

平（狓狆：０．０１ ｍａｓ，狔狆：０．０１ ｍａｓ，ＵＴ１ＵＴＣ：

０．０１ｍｓ），平差结果如封三彩图１、彩图２所示。

从封三彩图１、彩图２可以看出，当狓狆、狔狆 的

初始先验精度由２ｍａｓ提高到０．５ｍａｓ，或 ＵＴ１

－ＵＴＣ的精度从０．４ｍｓ提高到０．１ｍｓ时，探

测器的定位精度逐渐提高，而当狓狆、狔狆 的初始先

验精度高于０．５ｍａｓ，ＵＴ１－ＵＴＣ的初始先验精

度高于０．１ｍｓ之后，ＥＲＰ的初始先验精度的提

高对定位精度没有显著的影响。从封三彩图２可

以看出，平差计算后，狓狆、狔狆、ＵＴ１－ＵＴＣ的精度

相对于初始精度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２．３　犈犚犘参数综合分析

下面分析当 ＥＲＰ中的狓狆、狔狆、ＵＴ１－ＵＴＣ

三个参数同时取作为上述初始先验精度时的平差

结果。

封三彩图３为加入上述ＥＲＰ初始先验精度

得到的定位精度与使用式（１３）不估计ＥＲＰ时的

定位精度的比较。可以看到，在狓、狔、狕三个方向

上，加上ＥＲＰ解算与不加ＥＲＰ解算对定位精度

几乎没有差别。封三彩图４更清晰地显示出两种

方法对探测器进行定位时，解算的精度结果最大

相差８ｍ，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ＥＲＰ精度逐渐提

高，两种方法的定位精度越来越接近。

封三彩图５、彩图６显示了各个历元解算的

极移参数和 ＵＴ１－ＵＴＣ的精度变化。可以看

到，随着时间的推移，ＥＲＰ参数的解算精度逐渐

提高，在经过３５００个历元的解算后，狓狆 的精度达

到０．１９９ｍａｓ，狔狆 的精度达到０．２２９ｍａｓ，ＵＴ１－

ＵＴＣ的精度达到０．００４ｍｓ。

３　结　语

本文推导了差分 ＶＬＢＩ用于估计ＥＲＰ和探

测器坐标的几何测量的数学模型，并利用“嫦娥一

号”的实测数据进行了解算和精度评定。根据实

验可得：①ＥＲＰ的精度对探测器定位精度有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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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ＥＲＰ精度的提高有助于探测器定位精度的

提高。② 当ＥＲＰ的精度提高到某个程度时（本

文验证的狓狆、狔狆 为０．５ｍａｓ，ＵＴ１－ＵＴＣ为０．１

ｍｓ），ＥＲＰ精度的再次提高对定位精度的影响不

大。③ 在得不到高精度的ＥＲＰ参数时，通过差

分ＶＬＢＩ将ＥＲＰ与探测器位置同时进行估计，可

以在不损失定位精度的基础上一定程度地提高

ＥＲＰ的精度。

致谢：感谢上海天文台胡小工研究员、黄勇副

研究员提供计算方法和数据处理经验，以及李金

岭研究员、王广利研究员和黄逸丹博士提供观测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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