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 空 探 测 学 报

第6卷第3期
2019 年 6 月

Journal of Deep Space Exploration

Vol. 6 No. 3
June 2019

一种应用于实时深空干涉测量的电离层时延修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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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嫦娥 4 号”中继星任务 S 频段信标信号的高精度实时干涉测量需求，结合深空测控干涉测量系统采
用的稀疏标校工作模式，研究验证了一种面向测控模式实时干涉测量的电离层时延修正方法。首先分析了电磁波经电
离层传播的延迟机理及特性；基于深空站历史观测数据，通过自相关函数分析验证了天顶向 TEC 的周日特性；在此基
础上，结合深空干涉测量中心数据处理设备软件系统，讨论了电离层时延修正方法；通过任务期间的实测数据处理分
析，验证了所提方法可以将实时测量精度提升 1～3 ns，对低仰角跟踪弧段，该技术方法优势更为明显。该方法为后续
深入推进深空测控干涉测量系统在任务中的实时应用提供了技术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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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器”（Quasar-Spacecraft，Q-S）标校跟踪模式，以佳

“嫦娥 4 号”中继星于 2018 年 5 月 21 日发射，运
行于地月拉格朗日 L2 点的 Halo 轨道，为后续着巡组

木斯—喀什基线为例，标校射电源与中继星的跟踪时
间间隔通常在 5～6 h 左右。相对于标准△DOR 模式
采用的小角距、短时交替模式，测控干涉测量系统的

合体月球背面软着陆巡视勘察提供测控通信中继服

“射电源-航天器”跟踪模式无法实现测量误差的时间

务[1]。中继星搭载 S 频段 DOR 侧音转发器，用于支持

域、空间域约束，原理上已无法通过射电源标校实现

地面测控系统进行 DOR/△DOR 跟踪测量，相对于以

介质时延的高精度修正。

往“嫦娥 3 号”，再入返回飞行试验任务的 X 波段观

本文在分析电磁波经电离层传播的延迟机理及特

测，S 频段信标受电离层时延的影响更为明显，对深

性基础上，结合历史观测数据，评估验证区域天顶向

空测控干涉测量系统的高精度实时测量提出进一步

TEC（Total Electron Content）的周日特性，依托深空

挑战。

干涉测量中心数据处理设备，给出了实时干涉测量的

深空测控干涉测量系统于 2013 年初步建成，目

电离层时延修正方法；并基于任务期间的实测数据处

前已形成以佳木斯 66 m、喀什 35 m、南美撒帕拉 35 m

理分析，对比验证本文提出的电离层修正方法的有

深空测控天线以及位于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中国

效性。

深空网干涉测量中心为主体的布局，此外纳米比亚
18 m 测控天线也配置了干涉测量采集终端，并开展
了验证性测试[2-3]。测控天线主要承担航天器的遥测、
遥控任务，因此干涉测量通常采用稀疏标校模式[4-5] ，

1

电离层时延特性分析

1.1

基本概念

电 离 层 通 常 是 指 从 地 面 60～70 km 以 上 至 约

即在组成基线的两测站入站前、以及出站后进行射电

1 000 km 的大气层，太阳使该区域的大气发生电离，

源标校，对实时测量而言，只能采用“射电源-航天

从而具有密度较高的带电粒子，对无线电信号产生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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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反射、散射以及吸收等作用。无线电信号穿过电

函数值，对于随机信号这一值为最大值，而对于周期

离层时，传播速度会发生改变，传播路径也会发生

信号，这一函数值理论上应表现出一定的周期特性。

弯曲，产生时延效应 ，电离层的折射使电磁波相

以喀什深空站记录数据为例，图 2 显示了归一化自相

位 传 播速度 （相速） 加快，波内能量速度 （群速）

关 函 数 图 。 对 自 相 关 函 数 进 行 FFT （Fast Fourier

[6]

Transformation）变换，分析主要周期分量，可知在

[7]

减慢 。

1.158 8 × 10-5 Hz 处，存在明显峰值，对应的周期值

[8-9]

电离层群时延可表征为

∫
sv

Δρ ion =

40.28
40.28
N e ds =
TEC
2
f
f2
r

(1)

其中：TEC 表示沿电磁波传播路径的电子总量，即底

为 1/1.158 8 × 10-5 = 86 296 s，验证了 TEC 的周日变化
特性，此外，电离层还有着明显的太阳周循环变化、
年变化、季节变化等长周期特性[11]。

面积为 1 m2 贯穿整个电离层柱体内所含的电子数。通
常以 TECU 表示 TEC 的单位，1TECU = 1 × 1016 电子
数/m2。
1.2

TEC 周日特性分析

电离层受太阳辐射、地磁活动等多种控制因素
的影响，其中，太阳活动对 TEC 的影响最显著。电
离层的电子浓度受太阳辐射的影响随着地球自转而
不断变化，使得 TEC 具有明显的周日变化特性[10] ，
图 1 显示了喀什深空站通过布置双频 GPS 接收机获
取的连续 10 余天的 TEC 量值 （已转化为天顶向的
VTEC，起始时间为 BJT：2018-05-18 00:00:00），采
样点间隔为 60 s，个别间断数据由于记录数据不完

图 2 自相关函数图及周期分量分析
Fig. 2 Auto correlation and period analysis

整引起。

2

处理方法流程
在电离层特性分析基础上，基于周日变化特性，

依托深空干涉测量中心数据设备软件系统，设计实时
深空干涉测量电离层时延修正方案如下：

图 1 喀什深空站实测 TEC 量值统计
Fig. 1 TEC Value of KSH deep space station

由图中 TEC 的分布特性，可观察到 TEC 存在较
为明显的周日变化特性，利用自相关分析方法验证此
周日特性。自相关函数反映了信号与其本身在不同时
刻的相似程度，是一种时间域的统计度量方法，归一
化的自相关函数定义为
ρτ =

R ( t, τ )
R ( t, 0 )

(2)

其中： R ( t, 0 ) 表示信号与其本身在同一时刻的相关

Fig. 3

图 3 处理方法流程图
Flow chart of processing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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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通常基于跟踪弧段前 3 天左右内的深空站 TEC

统计分析表明，约 75% 以上的数值预报精度>

实测数据；②由于测站配置的 GPS 双频接收机提供

80%，而低预报精度的数值多是由于实测参数值的噪

的 TEC 为视线向的测量值，首先依据电离层投影函

声引起。

数转化为天顶向的 VTEC 值，文献[12]比较了各类电
离层投影函数的性能，不失一般性可选取三角函数型
投影函数；③对连续序列的 VTEC 进行质量评估，剔
除异常时间段观测量，基于周日特性，以日积秒为自
变量、VTEC 为变量拟合多项式模型，模型阶数可视
拟合残差动态调整；④依据模型系数及跟踪弧段的日
积秒，计算测站 VTEC 量值；⑤结合中心数据处理软
件系统中的跟踪弧段内目标高度角等信息，经投影函
数转化计算视线向的 TEC 预测值；⑥基于公式（1）
实现电离层时延的计算，并更新相关处理引导模型。
图 4 以喀什深空站 2018 年 5 月 26 日为例，显示了
应用本文论述的方法获取的电离层预测值 TEC P 与实
际值 TEC C 的比较，其中定义预报精度如下
P=1-

Fig. 4

| TEC

P

- TEC C |

TEC C

图 4 预报精度分析
Prediction accuracy analysis

(3)

3

实验结果比对分析
选取 2018 年 5 月 22 日中继星地月转移弧段的跟踪

过程为例，对比分析本文算法对实时测量精度的改进
情况。表 1 统计了该跟踪弧段的目标跟踪参数情况，
其中采样带宽2 MHz，2 bit量化，VSI记录格式。
Table1

表 1 干涉测量系统参数
Interferometric tracking parameters

跟踪时间（北京时间）

跟踪目标

13:10～13:50

0316+413

19:10～19:55

中继星

20:00～20:55

中继星

21:00～21:55

中继星

图 5（a）比较了原始处理系统的时延测量结果
与理论真值的差异（图中蓝色线条）以及本文方法最

Fig. 5

图 5 比对分析
Comparis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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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utonomous Celestial Navigation Method for Deep Space Probe
Based on Coplanar Constraint Aided Measurement
MA Xin1 ，NING Xiaolin1 ，LIU Jin2 ，LIU Gang1
（1. Research Institute of Frontier Science，Beihang University，Beijing 100191，China；
2. School of Instrumentation Science and Optoelectronics Engineering，Beihang University，Beijing 100191，China；
3. Schoo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Wuhan 430081，China）

Abstract：
： Measurement error is the main factor that affects the accuracy of the autonomous navigation system for deep space
exploration. In this paper，aiming at restraining the measurement error of autonomous navigation system，an autonomous celestial
navigation method of deep space probe based on coplanar constrained auxiliary measurement is proposed. Based on the model of the
system nonlinear inequality geometric plane constraints， Sequential Quadratic Programming （SQP） is used to deal with the
nonlinear inequality constraints of deep space probe autonomous celestial navigation system， which directly aids in reducing the
measurement error of the deep space probe autonomous navigation system. CKF-SQP，nonlinear constrained filtering method with
measurement optimization， estimates the states of deep space probe autonomous navigation system to further reduce the system
random error.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can effectively suppress the measurement error and achieve highprecision autonomous navigation of deep space probes. The method can provide a feasible high-precision autonomous navigation
method for deep space probe.
Key words：
：deep space exploration；autonomous navigation；celestial navigation；nonlinear constraints；SQP
High lights：
：
●

The model of nonlinear inequality geometric plane constraints of the autonomous celestial navigation system is established.

●

Compared with other nonlinear programming method， Sequential Quadratic Programming （SQP） is used to deal with

the nonlinear inequality constraints of deep space probe autonomous celestial navigation system， and directly reduce the
measurement error.
●

SQP-CKF is proposed to estimate the states of deep space probe autonomous navigation system to further reduce the system

random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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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ethod of Ionosphere Delay Calibration in Real-Time Deep
Space Interferometric Tracking
HAN Songtao1，2 ，XIE Jianfeng1 ，WANG Mei1 ，LI Li1
（1. National Key Labora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Aerospace Flight Dynamics，Beijing Aerospace Control Center，Beijing 100094，China；
2. National Astronomical Observatories，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012，China）

Abstract：
： A method of ionosphere delay calibration is proposed for real time interferometric tracking with sparse calibration
mode，in order to realize high accuracy tracking in Chang’E-4 relay satellite mission. The theory of ionosphere delay is analyzed，
then， diurnal character of TEC （Total Electron Content） is testified with instrumental data observeded in deep space stations.
Based on the above discussion，software in deep space interferometric tracking center is updated. Experimental result testifi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method，where delay observable accuracy is improved by 1～3 ns，especially in low elevation angle case. The
method in this paper benefits the application in real-time tracking with deep space stations.
Key words：
：interferometric tracking；deep space network；ionosphere；TEC；Chang’
E-4 relay satellite
High lights：
●

Diurnal character of TEC is testified by auto correlation analysis with instrumental dataobserved in deep space stations.

●

Model of ionosphere VTEC is constructed based on historical observations，then regional VTEC is predicted with the model.

●

Accuracy of delay observable is improved by 1～3 ns for the experimental tracking arc， while the effectiveness is more

obvious in low elevation angle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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