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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数据分析表明我国嫦娥三号月球探测器多普勒测速数据存在周期性系统差. 根据多普勒测速模
型和轨道信息, 辅助多普勒测速信息含量分析, 推导出周期性系统差产生的原因是测量数据的时标存在
偏差, 进而提出了自校准和差分统计校准两种补偿时标偏差的方法. 计算结果表明, 两种方法计算的嫦
娥三号多普勒测速数据时标偏差一致. 补偿时标偏差后, 多普勒测速数据残差均方根 (RMS) 从 1.5 cm/s
降低到 0.3 mm/s, 无明显周期性系统差. 以测距和甚长基线干涉 (VLBI) 测量数据联合定轨的结果为
基准, 利用时标偏差补偿后的多普勒测速数据联合 VLBI 测量数据进行定轨, 其精度与基准轨道精度一
致, 位置偏差仅为 2.5 m; 利用时标偏差补偿后的多普勒测速数据联合测距数据进行定轨, 与基准轨道
的位置偏差为 25 m; 单独利用时标偏差补偿后的多普勒测速数据进行定轨, 与基准轨道的位置偏差为
20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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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月球探测工程包括 “绕、落、回” 3 个阶段. 其中, 嫦娥一号 (CE-1, 2007 年) 和嫦娥二号
(CE-2, 2010 年) 探测器圆满完成 “绕” 月探测任务 [1] . 嫦娥三号 (CE-3, 2013 年) 探测器实现了 “落”
月探测 [2] . 嫦娥五号再入返回飞行试验器 (CE-5T1, 2014 年) 从地月自由返回轨道顺利返回内蒙古四
子王旗 [3, 4] . 嫦娥四号 (CE-4, 2018 年) 探测器实现了世界上首次月球背面着陆巡视探测, 通过运行在
地月 L2 点 Halo 轨道的中继星将科学探测数据传回地球 [5, 6] . 后续我国还将发射嫦娥五号 (CE-5) 月
球探测器, 完成月面着陆区的现场勘察和取样并将月球样品带回地球, 从而实现探月第 3 步 “回”.
在月球与深空探测任务中, 轨道测量与确定是整个任务导航的基础, 可靠性高、测量精度稳定的
地基跟踪测量系统是当前国际上主用的测轨手段. 我国已建成用于月球探测器轨道测量的地基测量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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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主要由喀什、佳木斯和南美 3 个深空站和上海、北京、昆明、乌鲁木齐 4 个甚长基线干涉 (VLBI)
测量台站构成, 实现测距、多普勒 (Doppler) 测速和 VLBI 测量 [7] . 该系统测距 (X 频段) 精度可达
1 m, 测速 (X 频段, 积分时间为 1 s) 精度可达 1 mm/s, 干涉测量时延 (X 频段) 精度可达 1 ns; 对
嫦娥系列探测器的转移轨道段和环月轨道段的定轨精度分别达到百米和十米量级, 月面定位精度达到
50 m [8] .
在地基测量系统中, 多普勒测速是一种常用的传统测量手段, 测量的是航天器相对地面测站的视
向距离变化率. 多普勒测速易于实现, 精度高且不包含系统差, 为月球和深空探测任务尤其是环绕大
天体的轨道段定轨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持. 同时, 高精度的多普勒测速数据也可用于开展深空探测无线
电科学研究, 例如, 反演中心天体重力场、开展无线电掩星观测、验证广义相对论效应等 [9∼11] . 因此,
多普勒测速在深空导航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支持 CE-3 探测器跟踪测量的深空站是佳木斯 (66 m) 和喀什 (35 m) 深空站, 首次采用 X 频段测
量体制, 获取了 X 频段测距和多普勒测速数据. 利用全部有效测量数据对 CE-3 探测器环月轨道定轨
后发现, 多普勒测速数据残差中存在明显的周期性变化项, 变化范围达到 2 cm/s. 本文针对该问题进
行了详细分析, 梳理了定轨后实测数据残差情况, 通过分析数据残差, 利用多普勒测速信息含量公式,
推导出残差中周期项的产生与数据时标偏差相关. 计算分析表明, 对于月球探测器地月转移轨道段, 由
于探测器相对地面深空站的视向距离变化率的变化量级为 10−2 ∼ 10−3 m/s2 , 相对当前的多普勒测速
精度, 较小的时标偏差 (如 10 ms) 引起的周期性误差淹没在残差中, 无法识别; 而在环月轨道段, 探测
器相对地面深空站的视向距离变化率的变化量级可达 1 m/s2 , 必须要采取有效的方法进行时标偏差
补偿. 为此, 本文提出了两种时标偏差确定方法并利用 CE-3 探测器环月轨道实测数据进行验证, 结果
表明, 两种方法均能有效地补偿多普勒测速数据的时标偏差, 提升了多普勒测速数据在定轨中的应用
效果.

2

多普勒测速数据系统差检测
CE-3 探测器于 2013 年 12 月 2 日凌晨发射, 直接进入地月转移轨道, 飞行约 112 h, 经历 2 次中

途修正, 在近月点约 100 km 处实施近月制动, 进入 100 km × 100 km 环月轨道, 飞行约 4 天后, 经过
降轨变轨进入 100 km × 15 km 环月轨道, 继续飞行约 4 天后, 于 2013 年 12 月 14 日 21:11 (北京时
间) 在近月点约 15 km 高度处, 开始实施动力下降并成功软着陆于月球正面虹湾以东地区, 之后释放
“玉兔” 月球车, 对月球表面进行科学探测 [12] . CE-3 探测器的轨道测量数据除深空站的 X 频段测距和
多普勒测速外, 还包括 4 个 VLBI 台站获取的时延和时延率数据. 由于采用了差分单向测距 (∆DOR)
技术, 所以, VLBI 时延和时延率的测量精度得到极大的提高, 时延精度优于 1 ns, 时延率精度优于
1 ps/s [13] .
其中, 深空站对月球探测器的多普勒测速主用双向模式, 由深空站发射上行信号, 探测器应答机
接收上行信号并根据相干转发比完成下行载波的相干转发, 深空站接收下行信号并测量多普勒频率.
由于上行信号和下行信号均依据深空站高稳定的频率源产生, 所以, 双向模式可以得到高精度的多普
勒频率测量值, 由此可以计算探测器相对于深空站的视向距离变化率 [14] , 即多普勒测速, 测量模型
为 [15, 16] :
(
)
1 fR
c
ρ̇ = 1 −
·c=
[(UTC3 − UTC1 )e − (UTC3 − UTC1 )s ]
M fS
∆T
c
c
=
[(TDB3 − TDB1 )e − (TDB3 − TDB1 )s ] +
[(TDB1 − UTC1 )e − (TDB1 − UTC1 )s ]
∆T
∆T
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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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实测数据情况
Table 1
Type of measurement

Speciﬁc description of the measurement data
Station/baseline

Tracking arc
2013-12-09 04:17∼2013-12-09 05:17
2013-12-09 06:00∼2013-12-09 07:15

Range/range rate

Jiamusi

2013-12-09 07:59∼2013-12-09 09:12
2013-12-09 09:56∼2013-12-09 11:10
2013-12-09 11:54∼2013-12-09 13:07

Range/range rate

Kashi

2013-12-09 13:52∼2013-12-09 15:05
2013-12-09 15:49∼2013-12-09 17:02

Beijing-Kunming
Beijing-Shanghai
Shanghai-Kunming
Time delay/time delay rate

Beijing-Urumqi
Kunming-Urumqi

2013-12-09 07:02∼2013-12-09 07:13
2013-12-09 07:59∼2013-12-09 09:07
2013-12-09 09:56∼2013-12-09 11:04
2013-12-09 11:54∼2013-12-09 13:02
2013-12-09 13:52∼2013-12-09 15:00

Shanghai-Urumqi

c
[(TDB3 − UTC3 )e − (TDB3 − UTC3 )s ]
∆T
ρ2w,e − ρ2w,s
,
=
∆T
−

(1)

其中, ρ̇ 为视向距离变化率, fR 为接收频率, fS 为发射频率, M 为探测器上应答机的转发比, c 表示
光速, ∆T 为测站积分周期, UTC 为协调世界时, TDB 为质心动力学时. 角标 s 和 e 分别表示积分开
始和结束的时刻, 角标 1 表示测站发射上行信号的时刻, 角标 3 表示测站接收到经探测器转发后的下
行信号的时刻. 这里 UTC3e 为已知的测量时标, 而 UTC3s =UTC3e − ∆T 也为已知量, 根据 UTC 和
TDB 时间系统间的转换关系及探测器的轨道状态矢量即可求解出 TDB3 , TDB1 和 UTC1 , 由此可以
分别得到积分终点和起点时刻的双程距离 ρ2w,e 和 ρ2w,s . 对于环月轨道段, 该测量模型在太阳系质心
相对论框架下建立.
基于上述多普勒测速的测量模型, 利用上海天文台开发的月球探测器定轨定位综合软件 [17] , 对
CE-3 探测器在 100 km × 100 km 环月轨道段, 我国佳木斯和喀什两深空站的多普勒测速数据进行处
理分析. 测量数据弧段为 2013-12-09 04:00∼2013-12-09 17:05, 约 13 h, 如表 1 所示. 具体定轨策略如下:
(1) 计算月球中心引力和非球形引力摄动时, 选取 GRAIL 月球重力场模型 [18] , 截断至 660 阶次;
(2) 计算 N 体引力摄动时, 考虑太阳及大行星的质点引力, 采用 JPL DE421 历表计算 [19] ;
(3) 计算太阳辐射压摄动时, 采用基于探测器外形的固定面质比模型, 有效反射面积为 15.5 m2 , 质

量为 2822.0 kg, 反射系数取 1.24;
(4) 测量数据包括测距、测速和时延、时延率数据;
(5) 采用数值求解二阶微分方程组的 KSG 定步长线性多步积分器求解动力学方程, 积分步长取

为 10 s;
(6) 采用最小二乘批处理方法求解出 “最优” 状态估计值;
(7) 解算的状态参数主要包括定轨历元时刻 CE-3 探测器的位置和速度. 考虑到不同测站不同跟

踪弧段测距数据存在不同的系统差和不同时段太阳辐射压系数的变化, 解算参数还包括分站分弧段的
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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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采用测距、多普勒测速和 VLBI 测量数据定轨后, 测距和多普勒测速数据残差

Unit (m)

Figure 1 Post-ﬁt residuals of orbit determination using ranging, Doppler, and VLBI data. (a) Residuals of ranging data;
(b) residuals of Doppler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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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分别采用测距 +VLBI 测量数据和多普勒 +VLBI 测量数据进行定轨后, 测距和多普勒测速数据残差
Figure 2 Post-ﬁt residuals of orbit determination using ranging + VLBI data and Doppler + VLBI data, respectively.
(a) Residuals of ranging data; (b) residuals of Doppler data

测距系统差和分段的太阳辐射压系数. 此外, 还采用分段解算 RTN (径向、横向和法向) 方向的经验
加速度的模式削弱了无法精确建模的其他摄动力的影响.
定轨后发现, VLBI 时延和时延率数据残差正常, 均方根 (RMS) 分别为 1 ns 和 0.5 ps/s, 但是, 测
距和多普勒测速数据残差 RMS 分别为 1.2 m 和 1.5 cm/s, 超出测量设备的精度指标, 而且残差中存
在周期性变化项, 如图 1 所示. 考虑到 CE-3 探测器 100 km × 100 km 环月轨道的周期约为 120 min,
本文选取的跟踪弧段内, CE-3 探测器的轨道处于非通视状态 (即轨道面与视线方向不垂直, 部分被月
球遮挡), 由图 1 可见, 多普勒测速数据残差中周期性变化项的周期与轨道周期相近.
为了进一步分析测距和多普勒测速数据的问题, 分别采用测距 +VLBI 测量数据和多普勒 +VLBI
测量数据两种方案确定事后精密轨道, 定轨后 VLBI 时延和时延率数据残差正常, 而测距和多普勒测
速数据的残差如图 2 所示.
由图 2 可见, 测距 +VLBI 测量数据定轨后测距数据残差正常, 测距数据的残差 RMS 为 0.41 m,
VLBI 时延数据残差 RMS 为 0.67 ns, 时延率数据残差 RMS 为 0.5 ps/s. 而多普勒测速 +VLBI 测量
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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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定轨后, 多普勒测速数据残差 RMS 为 3 mm/s, 虽然该值相对图 1 中的残差结果有所降低, 但依
然存在与轨道周期高度相关的周期项, 振幅达到 1 cm/s. 因此, 用测距 +VLBI 测量数据确定的事后
精密轨道是可信的, 可以作为后续分析的基准轨道, 该轨道的精度可达 20 m [6] ; 而多普勒测速数据残
差中存在的周期项需要进一步开展分析.

多普勒测速数据残差中周期项的分析

3

在 J2000 地心天球坐标系中, 测距量和探测器状态矢量之间的关系如参考文献 [20] 中图 1 所示.
r 是探测器的地心距, α, δ 是探测器的赤经、赤纬, rs 为测站到 z 轴的距离, zs 为测站到 XOY 平面的
距离, φ 为测站的经度, αg 为格林尼治的赤经.
由此, 探测器的状态矢量可以表示为球坐标形式 Xsph = (r, α, δ, ṙ, α̇, δ̇)T 和直角坐标形式 Xcar =
(x, y, z, ẋ, ẏ, ż)T . 地面测站的位置矢量可以表示为 Rsta = (rs cos(αg + φ), rs sin(αg + φ), zs ). 对于月球
探测器, 视向距离变化率 ρ̇ 可以近似表示为 [21]
ρ̇(t) ≈ ṙ(t) + rs φ̇(t) cos δ(t) sin(αg + φ(t) − α(t)).

(2)

对式 (2) 两端关于时间 t 求导, 可得 ρ̈ 的近似表达式为
[
]
ρ̈(t) ≈ r̈(t) + ωe rs (ωe − α̇(t)) cos δ(t) cos (αg + φ(t) − α(t)) − δ̇(t) sin δ(t) sin (αg + φ(t) − α(t)) , (3)

其中, φ̇ ≈ ωe , ωe 为地球自转平均角速度.
在式 (3) 右端, 不考虑常数 ωe , rs 和 αg , 其他变量 r̈, α, δ 和 α̇, δ̇ 为表征探测器运动状态的量. 环
月探测器的运动对应中心天体为月球的受摄二体问题, 其运动规律为受摄条件下的圆锥曲线, 运动周
期为轨道周期 [22] . 因此, 表征探测器运动状态的量 (r, α, δ, ṙ, α̇, δ̇, r̈, α̈, δ̈) 均为按照轨道周期变化的变
量, 那么, ρ̈ 的变化周期也与轨道周期一致.
在 t 时刻, 多普勒测速数据残差的定义为测量量与理论计算量的差, 即
res(t) = ρ̇o (t) − ρ̇c (t),

(4)

其中, ρ̇o 为多普勒测速的测量值, ρ̇c 为多普勒测速的计算值. 在测量数据和定轨结果均正常的情况下,
res 应为服从 N (0, σ 2 ) 分布的随机误差, σ 为多普勒测速数据的测量精度. 对于 CE-3 探测器获取的深
空站多普勒测速数据而言, σ = 1 mm/s.
但是, 由第 2 节的计算结果可见, 多普勒测速数据的残差不是随机噪声形式, 而是存在随时间变
化的周期项. 假设多普勒测速量的时标 t 存在常值偏差 ∆t , 那么, t 时刻的残差可以表示为
res(t) = ρ̇o (t + ∆t) − ρ̇c (t).

(5)

根据泰勒 (Taylor) 展式将 ρ̇o (t + ∆t) 展开为
ρ̇o (t + ∆t) = ρ̇o (t) + ρ̈o (t) · ∆t + o(∆t),

(6)

其中, ρ̈o 为多普勒测速的一阶导数, o(∆t) 表示 (∆t) 的高阶小量. 将式 (6) 代入式 (5), 可得
res(t) = res(t) + ρ̈o (t) · ∆t + o(∆t).
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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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 |∆t| ≪ 1 s 为小量, 可以忽略式 (6) 中 o(∆t) 项, 则
bias(t) = res(t) − res(t) ≈ ρ̈o (t) · ∆t.

(8)

由此可见, 当时标偏差 ∆t 为常数时, 会导致多普勒测速数据残差中包含与轨道周期一致的周期
性变化项. 因此, 图 1 中多普勒测速数据残差的周期性变化项可能由时标偏差引起.

4
4.1

时标偏差修正方法
基于轨道约束的自校准方法

通常对月球探测器进行定轨采用统计估计方法, 该方法首先根据动力学运动规律建立状态方程,
利用数值积分方法求解状态方程; 再根据测量量的物理意义建立测量方程, 通过对测量方程线性化给
出条件方程; 最后, 通过迭代求解条件方程, 从而得到轨道参数的最优估计 [23] . 那么, 基于统计估计方
法, 在解算探测器轨道参数的同时, 将时标偏差作为待估的测量系统误差参数同时估计出来, 就是时
标偏差的自校准方法 [24] . 采用该方法还可以同时解算轨道动力学参数和其他测量系统误差. 动力学
参数是指探测器轨道动力学模型中无法确知的参数, 如太阳辐射压系数、经验力系数等, 可以记为矢
量形式 Pd . 测量数据的系统误差是与探测器动力学方程无关, 由测量系统的物理因素引起的误差参
数, 如地面站址坐标误差、测距系统误差、时标偏差等, 这些误差参数体现在测量量的物理模型中, 记
为矢量形式 Pg .
由此, 将探测器位置速度矢量 r, ṙ 和 Pd , Pg 以及多普勒测速数据时标偏差 tb 一起记为状态矢量
X = (r ṙ Pd Pg tb )T . 则动力学状态方程为带有初值的一阶微分方程:

 Ẋ(t) = F ,
(9)
 X(t0 ) = X0 ,
其中, F = (ṙ F0 + Fε 0 0 0)T , F0 = − rµ2 ( rr ) 为月球质心引力, µ 为月球引力常数, Fε 为摄动力之和,
而 Ṗd = Ṗg = 0, ṫb = 0. X0 为待估参数的初值, 探测器位置速度矢量可取标称值或根据已有测量数
据定轨预报的轨道, 动力学参数和测量系统误差参数可取理论设计值或经验先验值. 该方程可以通过
数值积分方法求解得 X(t) = X(t0 , X0 ; t).
将测量量和状态矢量 X 之间的函数关系记为 G(X, t), 考虑测量噪声 ε, 则可以给出测量方程为
Yi = G(Xi , ti ) + εi ,

(10)

其中, Yi 为 ti 时刻的测量量, Xi 为 ti 时刻的状态矢量, εi 为 ti 时刻的测量噪声.
将测量方程在参考状态 X ∗ (ti ) 处展开并线性化为
yi = Hi x0 + εi ,

其中, yi = Yi − G(Xi∗ , ti ), Hi =

∂G
∗
∂X |X=Xi

(11)

· Φ(ti , t0 ), x0 = X0 − X0∗ , Φ(ti , t0 ) 为状态转移矩阵.

测量方程对各动力学参数和其他测量系统误差参数的偏导数已有详细推导 [22] , 本文仅给出多普
勒测速量对 tb 的导数:
∂ ρ̇
= ρ̈|t=ti .
(12)
∂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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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将所有的测量方程总写为
y = Hx0 + ε.

(13)

对于不同类型的测量量, 可以根据其测量精度进行加权. 设权系数矩阵为 W , 对于相互独立的测
量量, 该矩阵为对角阵, 对角线元素为测量噪声方差的倒数. 由此, 可以将测量方程的法方程写为
( T
)
H · W · H · x0 = H T · W · y.
(14)
根据加权最小二乘估计理论, 如果已知待估计参数 x0 的先验估计 x0 和先验估计的加权矩阵 P 0 ,
b0 为
则批处理算法解算的 x0 的 “最佳” 估值 x
( T
)
−1 )−1 (
−1
b0 = H W H + P 0
x
H T W y + P 0 x0 .
(15)
c0 为
待估状态矢量的最优估值 X
c0 = X ∗ + x
b0 .
X
0

(16)

至此就解算出了多普勒测速数据的时标偏差, 同时, 将时标偏差修正后的多普勒测速数据用于轨
道参数的估计.
为了使解算结果更加可靠, 要求测量类型和测量数据都有足够的冗余度. 分别采用 13 h 的多普勒
测速数据联合测距、VLBI 时延/时延率数据和多普勒测速数据联合测距数据两种方案进行统计定轨,
并校准多普勒测速数据的时标偏差, 计算结果为实数型.
第 1 种方案计算的结果是, 佳木斯和喀什深空站的时标偏差分别为 −25.05 ms 和 −10.08 ms; 第
2 种方案计算的结果是, 两深空站的时标偏差分别为 −25.01 ms 和 −10.09 ms. 考虑到佳木斯和喀什深
空站多普勒测速数据的基础采样间隔分别为 25 ms 和 10 ms, 多普勒测速数据的时标偏差应与基础采
样间隔相匹配 (以 ms 为单位的整数倍), 因此, 确定佳木斯深空站多普勒测速数据时标偏差为 −25 ms,
喀什深空站为 −10 ms.
采用自校准方法在确定两个深空站多普勒测速数据时标偏差的同时, 还确定了 CE-3 探测器的轨
道, 定轨结果和基准轨道的比较如下: 第 1 种方案定轨位置误差约为 2.6 m, 速度误差约为 0.2 cm/s;
第 2 种方案定轨位置误差约为 29.0 m, 速度误差约为 2.6 cm/s. 第 1 种方案定轨后, VLBI 时延残差
RMS 为 0.7 ns, 时延率残差 RMS 为 0.5 ps/s. 两种方案定轨后, 测距数据残差 RMS 均为 0.41 m, 多
普勒测速数据定轨后残差 RMS 均为 0.3 mm/s. 测距和多普勒测速数据残差如图 3 所示.
4.2

差分统计校准法

在测站跟踪探测器时, 可以获取间隔为 1 s 的多普勒测速数据序列, 对该数据序列进行差分处理,
可以作为式 (6) 中 ρ̈ 的近似, 即
ρ̇o (tn+1 ) − ρ̇o (tn )
ρ̈o (tn ) ≈
,
(17)
tn+1 − tn
其中, tn 为多普勒测速的测量值对应的测量时标, n = 1, 2, . . .. 对于月球探测器, 在地月转移轨道段, ρ̈
的量级为 10−2 ∼ 10−3 m/s2 , 而通常 |∆t| ≪ 1 s, 那么, 根据式 (8), bias 将会淹没在残差 res 中, 无法
识别. 但是, 在环月轨道段, ρ̈ 的量级可达 1 m/s2 , 则 res 中会明显地表现出 bias.
考虑到 CE-3 探测器实测多普勒测速数据的 res 量级为 2 cm/s, 而 res 的量级为 1 mm/s, ρ̈o 的量
级达到 1 m/s2 , 那么, 根据式 (8), 忽略 res 项, 计算每个测量时刻的 ∆tn 近似值:
∆tn =
1938

res(tn ) − res(tn )
res(tn )
≈
.
ρ̈o (tn )
ρ̈o (tn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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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采用测距数据和时标偏差校准后的多普勒测速数据进行定轨后, 测距和多普勒测速数据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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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Post-ﬁt residuals of orbit determination using ranging data and the Doppler data after the calibration of time-tag
bias. (a) Residuals of ranging data; (b) residuals of Doppler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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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环月段深空站多普勒测速数据差分结果和计算的时标偏差值
Figure 4 The diﬀerence (a) and time-tag bias (b) of the Doppler data obtained from deep space stations for CE-3 probe
in lunar orbit

ρ̈ 和 ∆tn 的计算结果如图 4 所示. 对比图 1 和 4, 可见, ρ̈o (tn ) 变化周期与多普勒测速数据残差中的

周期项一致, 均为轨道周期.
对计算得到的 ∆tn 按照 3σ 原则剔除野值后, 进行统计分析, 计算佳木斯和喀什深空站 ∆tn 的统
计量并给出分位数 (QQ) 图 [25] , 分别如表 2 和图 5 所示.
由表 2 和图 5 可见, 对于佳木斯深空站, 时标偏差均值为 −24.76 ms, 偏度 > 0, 峰度 < 0, 表明其均
值右边的数据比均值左边的数据分布更散, 但均值两侧的极端数值较少; 而喀什深空站的时标偏差均
值为 −10.16 ms, 数据特征与佳木斯深空站相反. 两个深空站时标偏差的 QQ 图均接近直线 y = σx + µ,
因此, 多普勒测速时标偏差近似服从正态分布, 分别为 N (−24.76, 0.515) 和 N (−10.16, 1.609).
同样, 考虑多普勒测速数据的时标偏差应与基础采样间隔相匹配, 得到与 4.1 小节自校准方法相
同的结论, 佳木斯深空站多普勒测速数据时标偏差为 −25 ms, 喀什深空站为 −10 ms.
将 CE-3 探测器的实测多普勒测速数据进行时标修正后, 联合 VLBI 数据定轨, 其结果和基准轨
道的位置偏差为 2.5 m, 速度偏差为 0.1 cm/s; 联合测距数据定轨, 其结果和基准轨道的位置偏差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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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多普勒测速数据时标偏差统计结果
Table 2

Statistics of time-tag bias for Doppler data

Station

Mean (µ, ms)

Standard deviation (σ, ms)

Skewness

Kurtosis

Jiamusi

−24.76

0.72

0.14560

−0.03582

Kashi

−10.16

1.27

−0.28430

0.05471

(b)

Probability

Probability

(a)
0.999
0.997
0.99
0.98
0.95
0.90
0.75
0.50
0.25
0.10
0.05
0.02
0.01
0.003
0.001
−26.0 −25.5

−25.0 −24.5

−24.0 −23.5

−23.0

Time-tag bias (ms)

0.999
0.997
0.99
0.98
0.95
0.90
0.75
0.50
0.25
0.10
0.05
0.02
0.01
0.003
0.001
−13

−12

−11

−10

−9

−8

−7

Time-tag bias (ms)

图 5 佳木斯和喀什深空站多普勒测速数据差分统计校准时标偏差 QQ 图
Figure 5 QQ charts of time-tag bias calibrated by diﬀerential statistical method for Doppler data obtained from
(a) Jiamisi and (b) Kashi deep space stations

25 m, 速度偏差约为 2.3 cm/s. 这两种情况下, 多普勒测速数据定轨后残差 RMS 约为 0.3 mm/s. 上述

结果也与 4.1 小节自校准方法的结果相一致.
多普勒测速数据修正时标后也可以单独进行定轨, 但考虑到 CE-3 探测器在轨飞行期间频繁进行
喷气调姿, 导致测控天线相对探测器质心的位置发生变化 [26] , 图 3 中测距和多普勒测速数据残差中表
现出的非平稳噪声的部分正是由此产生的, 尤其是多普勒测速数据对姿态变化更为敏感. 为此, 采用
解算 RTN 3 个方向的经验加速度的策略来部分消除姿态变化给定轨带来的不利影响, 同时又考虑到
弧段过长会导致经验力解算不准确, 通过对不同时长的多普勒测速数据单独定轨结果进行比较分析,
选取 10 h 修正时标偏差后的多普勒测速数据定轨可以得到可靠的结果, 残差如图 6 所示, 定轨结果和
基准轨道的位置偏差约为 200 m, 速度偏差约为 0.2 m/s.
至此, 我们分别采用基于轨道约束的自校准方法和差分统计校准方法补偿了深空站多普勒测速数
据的时标偏差并利用多普勒测速数据实现了 CE-3 探测器环月轨道的确定, 比较两种方法, 可得:
(1) 自校准方法可以在解算时标偏差的同时确定探测器的轨道, 时标偏差的计算精度 (实数型) 优

于 1%, 而且定轨结果和基准轨道的一致性很高, 但是, 需要多种类型的测量数据并且要保证有足够的
跟踪弧段;
(2) 差分统计校准方法需要先对多普勒测速数据进行处理分析以补偿时标偏差, 时标偏差的计算

精度约为 2%, 然后再利用多普勒测速数据进行定轨, 优点是可以单独使用时标偏差补偿后的多普勒
测速数据定轨.

5

讨论和结论
多普勒测速是传统的高精度地基测量方式, 不仅可以为月球和深空探测器提供地基测量与导航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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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时标偏差修正后的多普勒测速数据单独定轨残差
Figure 6

Post-ﬁt residuals of orbit determination by Doppler data after the calibration of time-tag bias

持, 也可以开展无线电科学研究. 本文针对我国深空站实测的 CE-3 月球探测器多普勒测速数据中存
在的问题, 开展详细分析, 首先, 从多普勒测速的测量模型和残差定义出发, 利用多普勒测速数据进行
定轨并找出残差中存在的周期项. 然后, 根据多普勒测速信息含量公式, 推导出残差中周期项与轨道
周期一致, 产生的原因可能是测量数据的时标存在偏差. 最后, 给出基于轨道约束自校准和差分统计
校准两种方法, 有效地补偿了多普勒测速数据的时标偏差. 其中, 基于轨道约束的自校准方法可以在
解算时标偏差的同时确定探测器的轨道, 时标偏差的计算精度和定轨精度均有保证, 而差分统计校准
方法在补偿时标偏差后, 可单独使用多普勒测速数据进行定轨. 两种方法补偿时标偏差后, CE-3 探测
器实测的多普勒测速数据残差正常, 无周期性变化. 利用时标偏差补偿后的多普勒测速 +VLBI 测量
数据定轨, 与测距 +VLBI 测量数据的定轨结果一致. 由此, 提升了多普勒测速信息在月球探测器定轨
中的应用价值, 为后续月球轨道交会对接和采样返回任务以及火星等深空探测任务的高精度多普勒测
速与定轨提供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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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nsation for time-tag bias of Doppler measurement from
Chang’e-3 pro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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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ata analysis shows there are periodic systematic errors in the Doppler measurement of the Chang’e3 lunar probe. According to the Doppler measurement model and orbit information, as well as analysis of the
Doppler information, periodic variation in the residuals is related to bias of the time-tag of the measurements.
In this paper, self-calibration and diﬀerential statistical calibration methods are proposed to compensate this
time-tag bias. The time-tag biases of the Jiamusi and Kashi deep space station estimated by these methods were
25 ms and 10 ms, respectively. The root mean square of the Doppler residual was reduced from 1.5 cm/s to 0.3
mm/s after the time-tag bias was compensated. The periodic variation in the residual was removed. In addition,
the application of Doppler data in orbit determination was analyzed. Based on the orbit determination of ranging
and VLBI data, the position error was only 2.5 m of the orbit determination using the compensated Doppler and
VLBI data. The position deviation of the orbit determination obtained using the Doppler and ranging data was
25 m, and the position error of the orbit determination via Doppler data was 20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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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itao LI earned his B.S. degree in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from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in 1996 and his M.S. degree in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from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in 2002.
He is currently the Chief Designer of the
TT&C System for the China Lunar Exploration Project and China First Mars
Exploration Program, and is one of the
main designers of China’s deep space
TT&C network.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technical research and system design of deep space
TT&C.

Min FAN earned B.S. and M.S. degrees in computational mathematics
from Northwest University in 2002 and
2005, respectively.
She earned her
Ph.D. degree in astrometry and astromechanics from Shanghai Astronomy
Observa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in 2018.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system design of deep space
TT&C and precise orbit determination
for lunar and deep space spacecraft.

19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