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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选取不同数量的ＩＧＳ站，分别利用ＧＰＳ和ＧＰＳ＋ＧＬＯＮＡＳＳ观测数据计算ＥＲＰ参数，并将结果和ＩＧＳ

公布值进行比较，分析测站数量增加和加入ＧＬＯＮＡＳＳ观测数据对解算ＥＲＰ参数的影响。此外，还利用ＧＬＯ

ＮＡＳＳ卫星的全部卫星激光测距（ＳＬＲ）数据进行ＥＲＰ参数解算，并将ＳＬＲ结果和ＧＮＳＳ解算结果联合计算

ＥＲＰ，结果表明，联合ＳＬＲ可改善ＧＮＳＳ数据解算ＥＲＰ参数及高频ＥＲＰ参数的系统性误差影响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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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自转参数（Ｅａｒｔｈ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ＥＲＰ）包括日长变化参数（ΔＬＯＤ）和描述地极坐标

的参数（犡犘，犢犘）。ＥＲＰ参数是实现地球坐标系、天

球坐标系和动力学参考系等转换的必要参数［１］，也

是地球海洋大气系统的敏感器，在飞行器精密定轨

和自主导航、大地控制网的建立和深空探测等方面

都离不开高精度的ＥＲＰ参数
［２３］。目前，国际地球

自转服务（ＩＥＲＳ）、国际 ＧＮＳＳ服务（ＩＧＳ）、国际

ＶＬＢＩ服务（ＩＶＳ）、国际激光测距服务（ＩＬＲＳ）等组

织均参与了全球坐标参考系的维护和地球自转参

数的计算发布，且每天给出一个ＥＲＰ参数解，精度

已达到亚厘米级［４］。卫星激光测距（ＳＬＲ）、甚长基

线干涉测量（ＶＬＢＩ）等技术观测精度高，但由于设

备庞大、昂贵、难以普及等，使得观测数据较少，利

用这些数据每天只能计算一个ＥＲＰ值；全球导航

卫星系统（ＧＮＳＳ）观测数据非常充足，目前已能根

据几小时的数据计算得到较高精度的ＥＲＰ值，但

其长期稳定性较差。联合ＧＮＳＳ和ＳＬＲ数据计算

ＥＲＰ参数，将具有同时满足较高精度和较高时间

分辨率解算ＥＲＰ参数的潜力。

１　数据选择及犈犚犘解算原理

目前正常工作的ＩＧＳ永久性跟踪站有３６１

个（截至２０１３０８０８），考虑到数据处理时间，分别

从中择优选取了１６个和３１个比较稳定的ＩＧＳ

站。所选站点满足几个条件：在ＩＴＲＦ２００８框架

下坐标中误差均小于１ｍｍ，速度场中误差均小

于０．２ｍｍ·ａ－１；所有站点基本均匀分布，稳定性

好，观测数据质量高。此外，本文还利用了ＧＬＯ

ＮＡＳＳ卫星系统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３月的全部ＳＬＲ

观测数据进行ＥＲＰ参数的解算。ＳＬＲ数据量远

不及ＧＮＳＳ数据多，以１月份为例，所有 ＧＬＯ

ＮＡＳＳ卫星的ＳＬＲ观测数据如表１所示。

由于观测值带有各种误差，故一般都采用最

小二乘法计算最优解，假设观测值可表示成以下

函数模型［５６］：

犔犻＝犕犻狋，犡犛犘，犡犜，犡ｅｒｐ，犡ａｔｍ，犡（ ）犖 ＋ε犻 （１）

线性化后可得：

犔犻＝犕犻（犡０）＋
犕犻

犡犛犘
δ犡犛犘 ＋

犕犻

犡犜
δ犡犜

＋
犕犻

犡犖
δ犡犖 ＋

犕犻

犡ｅｒｐ
δ犡ｅｒｐ＋

犕犻

犡ａｔｍ
δ犡ａｔｍ＋ε犻 （２）

式中，犕犻 表示观测值与待估参数的函数模型；

犡犛犘、犡犜、犡犖、犡ｅｒｐ、犡ａｔｍ分别表示摄动参数、测站

坐标、大气延迟、地球自转参数和模糊度等待估参

数；犕犻（犡０）为近似观测值；ε犻为随机噪声；
犕犻

犡犛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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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１２０１犌犔犗犖犃犛犛卫星犛犔犚

观测数据分布

Ｔａｂ．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ＬＲＤａｔａｆｒｏｍＧＬＯＮＡＳＳ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ｉｎＪａｎｕａｒｙｏｆ２０１２

测站／天线 历元数 测站／天线 历元数

１８２４／１２３５６Ｓ００１ ２１ ７４０５／４１７１９Ｍ００１ ２４

１８９３／１２３３７Ｓ００６ １３７ ７４０６／４１５０８Ｓ００３ １０４

７０８０／４０４４２Ｍ００６ ３４ ７５０１／３０３０２Ｍ００３ ２９

７０９０／５０１０７Ｍ００１ ８２５ ７８１０／１４００１Ｓ００７ ４１３

７１０５／４０４５１Ｍ１０５ １７７ ７８２１／２１６０５Ｓ０１０ ８０

７１１０／４０４９７Ｍ００１ １４４ ７８２４／１３４０２Ｓ００７ ７

７２３７／２１６１１Ｓ００１ １１２５ ７８２５／５０１１９Ｓ００３ ８

７３０８／２１７０４Ｓ００２ １７０ ７８４１／１４１０６Ｓ０１１ １１７

７８３８／２１７２６Ｓ００１ ８５ ７８４５／１０００２Ｓ００２ ３

７８３９／１１００１Ｓ００２ １３８６ ７９４１／１２７３４Ｓ００８ ３０４

７８４０／１３２１２Ｓ００１ ５７７ ８８３４／１４２０１Ｓ０１８ １０５

总计观测历元数：５８７５

犕犻

犡犜
、犕犻
犡犖

、犕犻
犡ｅｒｐ

、犕犻
犡ａｔｍ

等为相应待估参数的偏导数。

观测方程用矩阵可表示为：

犔
狀，１
＋犞
狀，１
＝犅

狀，狋
犡
＾

狋，１
＋犕０

狀，１

（３）

其 中， 犔
狀，１

＝ 犔１ 犔２ … 犔［ ］狀
Ｔ； 犅

狀，狋
＝

犕１

犡犛犘

犕１

犡犜
… 犕１

犡ａｔｍ

 

犕犻

犡犛犘

犕犻

犡犜

犕犻

犡ａｔｍ

 

犕狀

犡犛犘

犕狀

犡犜
… 犕狀

犡

熿

燀

燄

燅ａｔｍ

；犞
狀，１
＝ 犞１犞２ …犞［ ］狀

Ｔ；

犡^
狋，１
＝ ［δ犡犛犘　δ犡犜　δ犡犖δ犡ｅｒｐ…δ犡ａｔｍ］

Ｔ；犕０
狀，１
＝

［犕１（犡０）＋ε１　犕２（犡０）＋ε２　…　犕狀（犡０）＋ε狀］
Ｔ。

式中，犅
狀，狋

是偏导数系数阵；狋和所设定的待定参数

个数有关。假设犘为权阵，令：

犾
狀，１
＝犔

狀，１
－犕０

狀，１

（４）

根据最小二乘原理即可求得：

犡^
狋，１
＝ （犅

Ｔ犘犅）－１（犅Ｔ犘犾） （５）

２　数据处理及结果分析

本文数据处理采用的是Ｂｅｒｎｅｓｅ软件，章动

模 型 采 用 ＩＡＵ２０００，单 日 极 移 模 型 采 用

ＩＥＲＳ２０００，重力场模型采用ＥＧＭ９６，海潮摄动模

型采用 ＯＴ＿ＣＳＲＣ．ＴＩＤ，海洋潮汐模型采用

ＦＥＳ２０００。

２．１　犌犖犛犛数据处理结果与分析

利用每天２４ｈ的ＧＰＳ或ＧＰＳ＋ＧＬＯＮＡＳＳ

数据计算ＵＴＣ为１２时刻的地球自转参数，经过

异常值剔除后，将其与ＩＧＳ提供的ＥＯＰ（地球定

向参数）时间序列（ＵＴＣ１２：００：００）进行比较，

犡犘、犢犘和ＵＴＣＵＴ１差值分别见图１，差值的绝

对值均值见表２。

图１　ＧＮＳＳ结果与ＩＧＳ之差

Ｆｉｇ．１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ＮＳＳａｎｄＩＧＳ

表２　犌犖犛犛结果与犐犌犛较差绝对平均值统计

Ｔａｂ．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ＮＳＳａｎｄＩＧＳ

参数 Δ犡犘／ｍａｓ Δ犢犘／ｍａｓ Δ（ＵＴＣＵＴ１）／ｍｓ

１６ＧＰＳ ０．６２９ ０．６３６ ０．１７１１

１６ＧＮＳＳ ０．６３１ ０．６０９ ０．１７３３

３１ＧＰＳ ０．４０６ ０．５０２ ０．０６９４

　　由上述结果可知，使用１６个站的 ＧＰＳ＋

ＧＬＯＮＡＳＳ数据解算ＥＲＰ参数时，其结果比单独

使用ＧＰＳ数据没有多大提高，在某些分量上外符

合精度反而降低，这可能是由于这两种数据之间

存在的系统差没有很好地消除，导致结果精度提

高不大甚至稍有降低。但是，当ＩＧＳ站增加到３１

个时，计算结果精度明显提高，表现为异常值数量

减小，同时和ＩＧＳ之间较差也被弱化。因此，在

２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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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站数较少的时候，建议单独使用 ＧＰＳ数据计

算，忽略ＧＬＯＮＡＳＳ数据可以大大提高计算的速

率，又不至于损失太多精度。参考文献［７８］中

ＩＧＳ欧洲数据分析中心所给结果也说明加入

ＧＬＯＮＡＳＳ数据对ＥＲＰ计算结果精度没有太大

提高。

此外，极移在犢 方向上解算结果以及日长变

化（ＵＴＣＵＴ１）和ＩＧＳ之间均存在系统偏差。假

设两极移序列之间的系统差用三种不同性质的偏

差来表示［９１０］：平移因子（Δ犡
０
犘，Δ犢

０
犘），旋转因子

ω，比例尺因子犓。以３１个ＩＧＳ站２０１３年前６０

ｄ的ＧＰＳ数据计算结果为例，通过四参数转换模

型，根据最小二乘原理可计算系统差各参数如表

３所示。日长变化序列同样存在系统差，其大小

大约为－０．０５ｍｓ。

表３　系统差参数最佳估值

Ｔａｂ．３　Ｂｅｓｔ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ｙｓｔｅｍＥｒｒｏｒｓ

参数 Δ犡０犘／ｍａｓ Δ犢０犘／ｍａｓ ω 犓

３１ＧＰＳ －０．３６３ －０．８８４ ４．２１４ ０．０２１

２．２　犛犔犚数据处理结果与分析

利用每天２４ｈ的ＳＬＲ数据计算 ＵＴＣ为１２

时刻的地球自转参数，经过异常值剔除后，将其与

ＩＧＳ提供的ＥＯＰ时间序列（ＵＴＣ１２：００：００）进行

比较，两者差值结果如图２所示。

图２　ＳＬＲ结果与ＩＧＳ之差

Ｆｉｇ．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ＬＲａｎｄＩＧＳ

和ＩＧＳ提供的参考值相比，犡犘、犢犘和 ＵＴＣ

ＵＴ１三个参数的绝对平均值只差分别为１．２６

ｍａｓ、０．７３ ｍａｓ和 ０．１４ ｍｓ。结果表明，虽然

ＧＬＯＮＡＳＳ卫星的ＳＬＲ观测数据较少，但是解算

结果仍有较高的精度，而且不存在明显的系统差。

当数据量增加时，ＥＲＰ解的精度进一步提高，尤

其是将多种卫星的ＳＬＲ观测数据综合处理时，解

算的ＥＲＰ结果精度将大大提高。

２．３　ＥＲＰ参数高频解算结果与分析

地球自转参数和许多地球物理现象有关，其

变化是地外天体引力、地表及内部物资迁移和固

体地球负载形变等共同作用的结果［１１］。因此，进

行ＥＲＰ参数的高频解算不仅能满足卫星导航定

位、人造卫星定轨和深空探测等科研工作的需要，

还能揭示很多地球物理现象。

由于利用２４ｈ时段长的ＧＮＳＳ观测数据解

算高频ＥＲＰ参数耗时较长，因此，为节约时间，同

时保证解算结果的精度，需要使用合适数量的

ＩＧＳ跟踪站以及合适观测时段长度的 ＧＮＳＳ数

据。本文选用了全球近６０个ＩＧＳ站，利用８ｈ的

观测数据每隔２ｈ解算一次，从而得到高频的

ＥＲＰ参数解。结果表明，在测站数增加一倍后，

解算结果精度明显提高，剔除异常值之后与ＩＥＲＳ

Ｃ０４提供的同时刻参考值相比，犡犘与犢犘的差值基

本保持在０．２ｍａｓ之内，ＵＴＣＵＴ１的差值保持在

０．０３ｍｓ之内。但是，由于仅仅依靠ＧＮＳＳ数据计

算的高频ＥＲＰ参数受系统影响，长期稳定性得不

到保障，因此，需要依靠ＳＬＲ和ＶＬＢＩ等其他稳定

性较高的天文观测数据计算结果来对其进行修正。

３　犌犖犛犛和犛犔犚联合解算与分析

本文所指的联合解算只是将各自解算的结果

赋予不同的权重进行简单的加权平均，不同的定

权方法结果有所不同。ＧＮＳＳ结果为本文３１个

ＩＧＳ站计算所得，由于 ＳＬＲ 结果是用来修正

ＧＮＳＳ结果的系统性影响及其长期稳定性，故需

要精度较高的ＳＬＲ结果，因此，本文选用ＩＬＲＳ

数据分析中心意大利航天局（ＡＳＩ）提供的ＥＲＰ

参考值序列ＣＧＳ
［１２］。联合时使用两种不同的方

法定权：① 根据单独解的ＲＭＳ值定权；② 根据

单独解和ＩＧＳ或ＩＥＲＳ结果差值定权。将联合解

结果与ＩＧＳ公布值进行比较，其较差如图３所

示。

和联合之前３１个ＩＧＳ站计算结果相比，犡犘

与犢犘精度都得到改善，如表４所示，且可以看出，

方法２优于方法１。ＲＭＳ属于内符精度的评价指

标，其大小与观测数多少有关，而最终和ＩＧＳ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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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联合结果与ＩＧＳ之差

Ｆｉｇ．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ａｎｄＩＧＳ

表４　联合解精度统计

Ｔａｂ．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ｏｆ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参数 Δ犡犘／ｍａｓ 犡犘精度改善 Δ犢犘／ｍａｓ 犢犘精度改善

方法１ ０．３０５ ２４．９％ ０．４０４ １９．５％

方法２ ０．２２１ ４５．６％ ０．２０３ ５９．６％

进行对比属于外符精度的比较，因而由ＲＭＳ定

权结果不太理想。第二种方法定权取得较好结

果，在联合多源数据结果时，采取该定权方法更合

适。本文联合时使用的ＳＬＲ结果精度较高，因而

能够起到较好的改善效果，联合后ＥＲＰ参数系统

差被明显弱化或消除。与ＩＧＳ公布值相比，极移

序列的较差明显减小，其中，方法２联合所得的

ＥＲＰ解，其犡犘和犢犘较差分别改善了４５．６％和

５９．６％。但是，ＧＮＳＳ数据计算高频ＥＲＰ易受系

统性影响而不稳定，要达到改善其系统性影响的

效果而采用多源数据联合时，首先要保证使用的

ＳＬＲ或ＶＬＢＩ结果的精度较高。

４　结　语

本文 分 别 利 用 ＧＰＳ、ＧＰＳ／ＧＬＯＮＡＳＳ 和

ＳＬＲ数据进行了ＥＲＰ参数的解算。结果表明利

用ＧＮＳＳ数据，在测站数增加的情况下，ＥＲＰ解

算的精度明显提高。尤其是在测站数增加到６０

个左右时，２４ｈ的数据解算结果与ＩＧＳ提供的参

考值相比，犡犘、犢犘的差值大多在０．０５ｍａｓ左右，

ＵＴＣＵＴ１的差值在０．０２０ｍｓ左右，比３１个

ＩＧＳ站计算结果提高近一个数量级。因为在ＩＧＳ

各测站数据质量基本相同的前提下，ＥＲＰ解算精

度主要受测站分布和数据量影响。但是，由于

ＩＧＳ跟踪站在海洋区域分布极不合理，选取３１测

站时虽然也顾及到测站分布，但实际难以兼顾均

匀性；在测站数量增加到６０之后，测站加密了一

倍，在很多海洋区域无观测数据的情况被填补，使

得测站分布均匀性得到明显提高。进一步研究发

现，ＥＲＰ解算精度提高速度随测站数的增加先变

快后变慢，在测站达６０后慢慢趋于平缓，故６０个

测站能够取得较高的精度。但是，在测站数保持

不变而加入ＧＬＯＮＡＳＳ观测数据时，ＥＲＰ计算精

度没有太大提高。此外，ＧＮＳＳ数据计算的高频

ＥＲＰ易受系统性影响，稳定性不高，且所求ＥＲＰ

存在异常值，通过和ＳＬＲ数据计算结果进行联

合，可以有效地改善其精度。

随着空间技术观测精度和时间分辨率的提

高，地球自转参数的研究已经开始转向高频率、高

精度、多源数据、更弱信号影响因素探索的方向发

展，本文在多源数据联合解算和高频解算上还需

要进一步研究，寻求精度更高、适用性更广的解算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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