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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推导了基于相对论时空理论的“嫦娥一号”地月转移轨道段差分 ＶＬＢＩ（ΔＶＬＢＩ）的数学模型，在此基

础上利用“嫦娥一号”实测的ＶＬＢＩ时延观测量和模拟的河外射电源时延观测量组成了ΔＶＬＢＩ时延观测量，

在参数最优先验精度下解算了不同弧段长度的“嫦娥一号”轨道及地球定向参数（ＥＯＰ）等未知参数，并根据各

参数的解算精度及外符合程度确定了最优观测弧段长度，并分析了该条件下的参数解算精度。

关键词：“嫦娥一号”；ΔＶＬＢＩ；定轨；ＥＯＰ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８．６

　　我国首颗绕月探测卫星“嫦娥一号”于２００７

年１０月２４日１８时５分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

功发射，其整个飞行过程经历了调相轨道段、地月

转移轨道段和任务轨道段（环月轨道段）三个阶

段，采用ＵＳＢ（统一Ｓ波段测控系统）与ＶＬＢＩ联

合观测的定轨方式。ＶＬＢＩ凭借横向测量精度较

高的技术特点，在探测器进入地月转移轨道段后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目前，针对“嫦娥一号”的研究还较少涉及探

测器飞行过程中各参考系统的精确连接问题，即

地球定向参数（ＥＯＰ）的解算，而研究表明，不同

ＥＲＰ精度下“嫦娥一号”的定轨结果存在ｋｍ级

的差别［１］，ＥＯＰ成为影响“嫦娥一号”定轨精度的

重要参数之一。另外，ＶＬＢＩ延迟量的精度（几十

ｐｓ）已超过相对论效应对延迟量的影响量级（ｎｓ

量级），相对论效应同样不能忽略。基于以上背

景，本文推导了包含“嫦娥一号”轨道参数和ＥＯＰ

的地月转移轨道段相对论ΔＶＬＢＩ的数学模型，

进行了探测器轨道参数和ＥＯＰ的同时求解，以达

到提高探测器定轨精度及ＥＯＰ解算精度的目的。

１　数学模型

１．１　“嫦娥一号”地月转移轨道段相对论ΔＶＬＢＩ

的数学模型

文献［２４］对 ＶＬＢＩ时延（及时延率）观测量

在“嫦娥一号”定轨中的应用进行了研究［２４］。由

于“嫦娥一号”ＶＬＢＩ时延观测量涉及地心天球坐

标系（探测器）和地固坐标系（地面测站），因此利

用时延观测量进行探测器轨道参数和ＥＯＰ的解

算是可行的。但由于缺少 ＵＳＢ数据对“嫦娥一

号”进行距离约束，为了提高解算精度，本文采用

ΔＶＬＢＩ技术建立数学模型，即地面ＶＬＢＩ测站在

观测探测器的同时交替观测其附近的河外射电

源，再 进 行 差 分 得 到 ΔＶＬＢＩ观 测 量。由 于

ΔＶＬＢＩ观测量消除了大量的共同误差，如测站位

置误差、仪器测量误差、传播介质误差等，因此能

够获得较高的参数解算精度。

考虑到广义相对论效应［５］，可以得到“嫦娥一

号”地月转移轨道段的相对论ΔＶＬＢＩ观测量的

数学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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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τＣＥ为探测器信号的时延观测量；τ犛 为射电

源信号的时延观测量；τ′为残余时延量；（犡犻，犢犻，

犣犻）为地面 ＶＬＢＩ测站地心地固坐标系坐标；

（犡犛，犢犛，犣犛）为探测器Ｊ２０００．０地心天球坐标系

坐标；（α，δ）为射电源Ｊ２０００．０地心天球坐标系坐

标；犪＝犮２· 犮２－犝（犡（ ）） －１为广义相对论影响，

其中，犮为光速；犝（犡）为太阳系质心坐标系中的

日月行星（不含地球）引力位；犡 为地球质心

Ｊ２０００．０日心天球坐标系下坐标；犚为旋转矩阵，

包含狓狆、狔狆、ｄＵＴ（地球自转参数ＥＲＰ）、珋ε（平黄

赤交角）、Δψ和Δε（章动参数）等大地测量参数，

其中ＥＲＰ和章动参数合称ＥＯＰ。

１．２　平差模型

由式（１）可以得到ΔＶＬＢＩ时延观测量的误

差方程为：

犞＝犃狓－犾 （２）

其中，犃为未知参数对数学模型的偏导数组成的

设计矩阵；狓为未知参数的改正量；犾为ΔＶＬＢＩ时

延观测量与模型量之差。考虑ＥＯＰ的先验精度，

即犇（犡）＝σ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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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犡 ，则根据最小二乘平差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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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犘为观测值权阵；犘犡为参数先验权阵；σ
２
０ 为

观测值先验方差；σ
２
犡 为参数先验方差。由此可得

狓^的精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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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σ
２
０ 为观测量验后单位权方差。

２　实验分析

２．１　实验数据

１）地面 ＶＬＢＩ测站坐标：中国 ＶＬＢＩ网

（ＣＶＮ）测站坐标，即上海（ＳＨ）、北京（ＢＪ）、昆明

（ＫＭ）和乌鲁木齐（ＵＭ）。

２）观 测 历 元：２００７１０３１Ｔ２１：３６ 至 １１

０１Ｔ０：００，“嫦娥一号”处于地月转移轨道段，且各

地面ＶＬＢＩ测站在该弧段内均能实现对“嫦娥一

号”的观测。

３）“嫦娥一号”时延观测量：ＣＶＮ测站实测

时延观测量，采样间隔约５ｓ。

４）“嫦娥一号”轨道坐标初值：采样间隔为１

ｍｉｎ，根据切比雪夫多项式
［８］内插至探测器时延

观测量采样间隔（约５ｓ）。

５）河外射电源时延观测值：根据观测历元内

探测器的平均位置选择适当的河外射电源，根据

ＶＬＢＩ原理模拟其时延观测量。

６）ＥＯＰ初值：ＩＥＲＳ预测值 （２００７１０３１）。

２．２　计算方法

由于每历元只有６个时延观测量（６条基

线），而每历元需要求解１１个未知参数，即该历元

探测器坐标、速度（或探测器轨道根数，共６个）及

ＥＯＰ（共５个），因此，单历元无法通过最小二乘平

差求解各参数改正量的平差值。为此，本文采用

多历元整体平差的方法，在实验弧段内求解一套

探测器轨道根数及ＥＯＰ改正量的平差值。具体

步骤如下：

１）计算不同ＥＯＰ先验精度量级对参数解算

精度的影响，确定最优参数先验精度；

２）将整个实验弧段分为若干子弧段，分段进

行解算；

３）子弧段历元数按１００的间隔由１００增加

到９００；

４）根据子弧段初始历元探测器坐标、速度计

算探测器初始历元的轨道根数，利用开普勒方程

求解随后历元探测器的卫星坐标、速度，平差解算

不同子弧段长度初始历元探测器的轨道根数及

ＥＯＰ的平差值，其中观测值权阵犘设为１，即各

观测量同精度，ＥＯＰ先验权阵犘犡由其先验精度

确定；

５）分析不同子弧段长度各参数的解算结果，

以参数解算精度及外符合程度均达到最优为依据

确定该子弧段的最优弧段长度；

６）确定一个子弧段的最优长度后，将ＥＯＰ

平差值作为下一子弧段的初始值，继续进行参数

解算和最优子弧段长度确定；

７）重复步骤３）～６），直至整个实验弧段计算

完成。

２．３　结果分析

２．３．１　最优参数先验精度

由于ＩＥＲＳ预报值并未公布ＥＯＰ精度，因此

判断不同精度量级对参数解算精度的影响至关重

要。本文以６００历元弧段长度为例解算了各参数

１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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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ＥＯＰ先验精度量级下的精度（见插页Ⅱ彩

图１）。可见，先验精度在１０－４量级（０．１ｍａｓ／

ｍｓ）时，各参数的解算精度达到最优。

２．３．２　残差分析

在最优ＥＯＰ先验精度下，插页Ⅱ彩图２给出

了第一子弧段不同弧段长度下各基线的残差情

况。可以看出，随着子弧段长度的增加，基线残差

呈现增大的趋势，从而导致验后单位权方差σ^
２
０ 增

大，影响未知参数解算的精度（式（４））。因此，选

择适当的弧段长度对参数解算至关重要。

２．３．３　子弧段最优弧段长度

插页Ⅱ彩图３给出了各未知参数在不同子弧

段长度下的解算精度。可以看出，“嫦娥一号”初

始历元的轨道坐标解算精度随着子弧段长度的增

加从ｋｍ量级提高到百 ｍ量级，可见，增加观测

量的数量有利于提高“嫦娥一号”的定轨精度。另

外，当观测历元数大于６００之后，“嫦娥一号”轨道

精度的变化趋于平缓。ＥＯＰ解算精度的变化趋

势则随着观测历元数的增加而逐渐降低，当观测

历元数大于６００之后，精度变化同样趋于平缓。

将ＥＯＰ平差结果、ＩＥＲＳ预报值和ＩＥＲＳ公

布的最终值进行比较，可以获得ＥＯＰ的外符合程

度，如插页Ⅱ彩图４所示。分析结果表明，各

ＥＯＰ参数的外符合程度在６００历元左右达到最

优，否则虽部分参数精度进一步提高，但另一部分

参数精度则已发散。综合各参数的解算精度及外

符合程度，第一子弧段的最优弧段长度应为６００

历元。由于未获取“嫦娥一号”探测器的定轨结

果，本文未进行探测器坐标的外符合程度检验。

２．３．４　整个弧段解算结果

将第一子弧段ＥＯＰ的平差值作为下一子弧

段的近似值，即可进行下一子弧段的参数解算和

确定最优弧段长度。解算结果表明，所选的实验

弧段共可分为３个子弧段，每个子弧段的最优弧

段长度分别为６００历元、８００历元、１００历元，在此

最优观测弧段下，可以得到利用本文数学模型进

行“嫦娥一号”轨道参数和ＥＯＰ解算的最优参数

精度。插页Ⅱ彩图５给出了ＥＯＰ解算精度随弧

段长度的变化趋势，可见，各参数精度均得到了一

定程度的提高。

不同子弧段ＥＯＰ的外符合程度的解算结果

如表１所示。

３　结　语

本文推导了“嫦娥一号”地月转移轨道段相对

表１　犈犗犘精度

Ｔａｂ．１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ＥＯＰｓ

参数

预报值

外符合

程度

第一子弧段

平差值外

符合程度

前两个子弧

段平差值外

符合程度

整个弧段平

差值外符

合程度

狓狆／ｍａｓ ０．１ ０．０８３ ０．０５５ ０．０５４

狔狆／ｍａｓ ０．０８ ０．０７９ ０．０６８ ０．０６７

ｄＵＴ／ｍｓ －０．７７ －０．７８ －０．０７７ －０．７６

Δψ／ｍａｓ ０．０９１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５

Δε／ｍａｓ －０．０８３ －０．０４８ －０．５３１ －０．５２３

论ΔＶＬＢＩ观测量的数学模型，在此基础上进行

了未知参数的解算。实验结果表明，估计的狓狆、

狔狆、ｄＵＴ和Δψ精度随弧段长度的增加而逐渐提

高，且优于ＩＥＲＳ预报的精度，而Δε精度变化剧

烈，第一子弧段的精度优于ＩＥＲＳ预报的精度。

从而证明，利用本文推导的数学模型进行“嫦娥一

号”探测器的定轨和ＥＯＰ解算的方法是可行的。

根据目前的计算结果，建议Δε的精度只用第一子

弧段的估计值或直接用预报值，而狓狆、狔狆、ｄＵＴ

和Δψ参数采用整个弧段不断迭代计算来提高精

度，这样将有效地降低ＥＯＰ预报值精度对定位精

度的影响，有利于提高探测器的定位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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