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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月球探测器的轨道确定是完成月球探测任务的基础，在我国月球探测任务的引领下，在我国深空测控体
系发展的同时，轨道确定技术也得到了快速的进步。从时空参考框架和动力学模型两个方面介绍了我国月球探测任务
轨道确定技术的发展过程，基于时空参考框架的优化及动力学模型的改进，我国月球探测器的轨道确定能力及精度也
不断提升，这对于当前及后续的月球探测任务都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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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第一个月球探测器“嫦娥 1 号”于 2007 年 10 月成

引 言

功实施环月探测，圆满实现了探月工程一期“绕”的
月球探测是人类研究地球及其它自然天体形成与
演化的重要手段，同时能有效地带动一个国家航天科

目标[3]；2010 年 10 月，
“嫦娥 2 号”探测器作为探月
工程二期任务的先导星，成功完成了环月的先导探

技水平的提升[1]。我国以嫦娥系列月球探测任务为牵

测，并完美地完成了多阶段拓展任务，通过一次发射

引，在月球探测相关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极大的发

任务完成了月球、日地拉格朗日 L2 点、图塔蒂斯

展。月球探测器轨道确定的能力也在历次任务的考验

（Toutatis）小行星的多目标探测[4-6]；2013 年 12 月 14

中得到了锤炼与提升。相比近地探测器，月球探测器

日，
“嫦娥 3 号”探测器成功着陆月球虹湾地区，12

轨道确定技术在实现上更为复杂，考虑的因素较多。

月 15 日，
“玉兔号”月球车与着陆器顺利分离，其行

对探测器的轨道确定是月球探测任务成败的关键，也

走的车辙印在了月球表面。“嫦娥 3 号”任务圆满成

是各种科学载荷探测任务顺利进行的前提。因此，对

功，首次实现了我国航天器在地外天体软着陆和巡视

月球探测器的轨道确定技术研究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基

勘察[7]，标志着我国探月工程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全面

础性工作。

实现。2014 年 11 月 1 日，
“嫦娥 5 号”高速再入试验

本文回顾了我国月球探测任务中轨道确定能力的

任务的返回器在内蒙古四子王旗地区顺利着陆，标志

发展历程，介绍了月球探测任务轨道确定技术最新研

着我国月球探测领域技术的又一次重大进步，拉开了

究进展和发展方向，分析了本领域未来面临的诸多困

我国探月工程第三期的序幕[8] ，
“嫦娥 4 号”任务分为

难与挑战。对后续深空探测任务的开展具有重要的指

中继星任务和探测器任务两个阶段具体实施，分别于

导意义。

2018 年 5 月 21 日和 12 月 8 日发射升空，完成了人类

1 中国月球探测任务发展历程

历史上首次月背软着陆及巡视勘察，为中国探月树立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已经开始进行月球探测工
程的先期研究。我国的探月工程，在 2020 年前分
“绕、落、回”三步实施，即“三步走”战略[2]。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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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新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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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深空测控网建设与发展
深空测控网是月球探测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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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月球探测器轨道确定的精度。月球探测器的跟踪

二期测控系统研制建设，初步建成了以喀什 35 m 和

测量与低轨地球航天器不同，一般情况下，一个深空

佳木斯 66 m 深空站为主的深空测控网，航天测控能

地面站在一天内有很长一段时间的观测弧段，因此深

力实现了质的飞跃，从月球延伸到距离地球 200 万 km

空探测中测控跟踪任务对地面观测站数量的要求并不

以远的深空，成为继美国、俄罗斯和欧洲之后少有的

高。但是由于信号传播距离遥远，对天线口径、接收

具备独立深空测控能力的国家之一。通过探月工程三

器的灵敏性、发射器功率等都有很高的要求 。

期测控系统的建设，完成了阿根廷南美 35 m 深空站

2.1

深空网建设

的建设，与国内两个深空站构成了全球分布的深空测

伴随着我国月球探测工程的推进，测控系统的建

控网。使我国成为继美国、欧洲后第 3 个建成全球布

[9]

设也不断完善，能力也在不断提升。实施我国首次月

设深空网的国家[11]。

球探测任务时，已有的青岛、喀什等站组成二代统一

目前我国深空测控网布局如图 1 所示，分别是佳

S 频段测控系统是针对近地卫星建设的 ，最远测控

木斯、喀什和南美 3 个深空站；喀什、青岛和纳米比

距离不超过 8 万 km，无法满足最远距离达 40 万 km

亚 3 副 18 m 天线可以协助跟踪；此外，由北京、上

的“嫦娥 1 号”的测控，通过在现有的设备上进行技

海、昆明和乌鲁木齐的 4 个 VLBI 观测站 5 副天线组

术挖潜及引入具有非常高角度分辨率的天文观测系

成 VLBI 分系统进行补充，目前深空站测距、测速、

统-甚长基线干涉测量 （Very Long Baseline Interfer‐

VLBI 时 延 和 时 延 率 典 型 测 量 精 度 分 别 约 为 1 m，

ometry，VLBI）来完成相关的测控工作。通过探月

1 mm/s，1 ns 和 1 ps/s[12]。

[10]

Fig. 1

2.2

图 1 我国深空站分布图
Distribution of chinses deep space station

测量技术

监视，采用了三向测量的方法，解决了短弧条件下快

传统的深空测控无线电测量技术总的来说包含测

速定轨定位的难题。而后，这一测量方法在探月任务

距、测速与测角 3 种测量方式。随着我国探月工程的

中的多个阶段均有验证，作为双向测量的辅助手段提

发展，新的测控技术也不断的被应用，对定轨精度的

高了测量精度[13]。

提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我国月球探测任务中主要采用的是多普勒测速

测距测量的是地面测站与航天器之间往返光行

方法，即测量探测器与深空站相对运动的径向速度引

时，是一种利用无线电波在空间以恒速、直线传播原

起载波上的多普勒频移，再由多普勒频移换算出速

理的测量方式，包含侧音测距、音码混合测距和伪码

度。“嫦娥 1 号”任务中，受限于测量频段、测站

测距等不同体质。在我国探月工程中常用的测距方式

设备以及基带的处理能力，多普勒测速精度大约为

为使用侧音测距进行双程测距，在“嫦娥 4 号”中继

1 cm/s。根据多普勒测速的原理[14]，提高测距的频段

星任务中首次进行了伪码测距的验证。在“嫦娥 3

可获得更高的测速精度，因此，在测控频段上正逐步

号”任务中，为了完成探测器动力下降段轨道的实时

由原来的 S/C 频段向 X/Ka 频段过渡，不断的提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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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勒测速的精度，
“嫦娥 2 号”小行星探测试验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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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参数模型实现参考系之间的转换[23]。
地 球 定 向 参 数 （Earth Orientation Parameter，

在 S 频段上，多普勒的测量精度约 0.7 mm/s（1s 积分
周期）。在“嫦娥 4 号”任务中，采用 X 频段测量体

EOP）是地球参考架与天球参考架实时转换时的基础

制，多普勒测速精度优于 0.5 mm/s（1s 积分周期）。

参数，是航天器轨道确定任务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参

除此之外，累积载波相位测速在月球探测任务中作为

数，直接影响航天器轨道确定精度。陈略等[24-26] 在地

一种补充手段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使用。

球定向参数高精度解算与预报方面，提出了 EOP 解

对于月球探测任务，传统的测角方式已经不适

算优化策略、自适应双差分 EOP 高精度预报等方法，

用，一般采用干涉测量的方式实现，干涉测量是通过

建立了 EOP 解算与预报服务系统，每日在互联网上

地面 2 个测站组成一条观测基线，同时观测探测器，

发布高精度的 EOP 预报产品，并在实际的深空探测

对接收到的信号进行相关处理后，精确获取由空间几

任务中得到了有效的应用。

何关系引起的航天器信号到达 2 个测站的时间差，进
[15]

在月球参考系下进行轨道确定，需要一个包括月

一步求出探测器的精确角位置信息 。VLBI 是目前

球的位置、速度矢量与月球姿态（物理天平动）等信

国际上最先进、精度最高的空间测量技术，在“嫦娥

息的高精度的数值积分行星历表。美国、俄罗斯、法

1 号”任务中就得到了有效的验证，随着探月任务的

国和中国紫金山天文台都先后开展了相关的研

不断推进，VLBI 测量数据也逐步实现了实时传输 ，

究[27-28]。目前，在探月任务中使用的数值行星历表为

对任务支持力度越来越大。与此同时，新的测量体制

JPL 提供的 DE 历表，该历表已经发展至 DE436。对

也在不断探索，在“嫦娥 3 号”任务中，测量由差分

于嫦娥探测器的轨道确定所采用的行星历表为

单向测距/测速 （DOR/DOD） 提升为双差分单向测

DE423，其精度可以满足当前月球探测器轨道确定精

距/测速（ΔDOR/ΔDOD），测量精度也得到了进一步

度的要求，选取不同星历表对轨道精度的影响有限。
3.2

[16]

提升 。

动力学模型改进

在我国月球探测任务中，该测量主要由中国科学院

在地月空间，探测器的动力学方程在月球质心坐

VLBI 测轨分系统完成，深空测控干涉测量系统也参

标系下可描述为
r̈ = a e + a s + a m + a lns + a ens + a srp + a oth + a wol (1)

[17-19]

与干涉测量观测与数据处理

。在通过建立月球轨

道动力学模型，USB 与 VLBI 测量数据的融合加权处

式(1)中，r 为卫星的位置矢量；a e 为地球产生的

理和参数估计技术，实现了对远距离平缓轨道的短弧

质点引力加速度； a s 为太阳产生的质点引力加速度；

定轨、月球捕获快速定轨和绕月轨道的高精度定轨。

a m 为月球产生的质点引力加速度； a lns 为由月球引力

3 轨道确定技术的发展

位的非球形部分产生的非球形引力加速度； a ens 为由
地球引力位的非球形部分产生的非球形引力加速度；

月球探测器的轨道确定技术基本原理与近地探测

a srp 为由太阳辐射压产生的加速度；还有其它的加速

器的基本一致，目前国内外主要航天机构均有自己独

度如由木星、土星等大行星引起的加速度、由天体潮

[20-22]

立的精密定轨软件平台

。月球探测器的轨道确定

精度既与相应的深空测量网的跟踪精度、跟踪时长有

汐引起的加速度等，这里统称为 a oth，a wol 为模拟卫星
因喷气产生的作用力，也称为经验力[29]。

关，又和时空参考框架及动力学模型精度息息相关。

正常情况这些作用力可分为保守力与耗散力两

一般对于轨道确定技术的提升也从这些方面入手。

种，保守力包含太阳、月球、地球质心引力摄动，地

3.1

时空参考框架的改进

球及月球的非球形引力摄动和其它大行星的引力摄

由于月球和月球探测器仍然处于地球的引力范围

动，耗散力则主要包含光压摄动、大气阻力摄动等。

内，参考系的时间尺度仍可选择与地球卫星一致的地

在保守力中，月球非球形引力摄动对绕月探测器影响

球动力学时，绕月探测器的运动在月心参考系中描

较大，月球重力场模型也是轨道确定领域研究的重

述，参考原点选取在月球质心，根据基本平面选取的

点，对于耗散力，太阳光压模型的不确定性也会对轨

不同，可分为月心天球参考系与月心平赤道参考系。

道确定结果产生较大影响，对于太阳光压模型的精细

月球物理天平动会导致月球赤道面空间的摆动，采用

化建模也是提升轨道确定精度的有效途径。

不同的赤道面可以定义不同的月球参考系，在精度要

3.2.1

月球重力场模型

求不太高时，可以使用国际天文学联合会（Interna‐

月球重力场的研究一直是月球探测关键问题之

tional Astronomical Union，IAU）定义的一套月球定

一，高精度的月球重力场模型对于月球探测，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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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轨月球探测器的轨道支持非常重要。目前，使用较

型的方向大多集中在解决相互遮挡及通过有限元的思

为 广 泛 的 月 球 重 力 场 模 型 有 LP150Q、 LP165P、

想精细化求解面积上[33]。但如遇到“嫦娥 4 号”中继

SGM150 和 GRAIL 月球重力场 420 阶模型 GL0420A。

星等具有特殊构造的探测器，则需要重新构建相关模

在“嫦娥 2 号”之前，探测器轨道确定中所使用

型，段建锋等[34]针对此问题，基于中继星的实时姿态

的月球重力场模型为 LP150Q 和 LP165P，该模型是

数据，构建了一种多特征面的太阳光压模型，有效地

Konopliv 等

解决了该问题，并提升了轨道确定精度。

[30]

综合历史上的各类观测数据和 LP 的多

普勒及测距数据反演得到的，因其月球背面数据较

3.2.3

少，远月面的有效阶数仅为 60 阶，但在实际运用中，
该模型表现出了较好的轨道预报精度。

姿控喷气模型

在月球探测任务中，除了太阳光压之外，对探测
器轨道确定精度影响较大的就是因其本身姿态控制所

在 2012 年 ， GRAIL 重 力 场 发 布 之 后 ， 段 建 锋

产生的力。在“嫦娥 1 号”“嫦娥 2 号”任务中，探测

人使用历次嫦娥任务的实测数据对 420 阶模型

器使用的是动量轮饱和卸载的方式进行姿态控制，且

GL0420A 进行了相关的分析比对工作，发现该重力

卸载较为频繁，在无较为有效模型的前提下，段建锋

场对绕月探测器轨道确定精度的提升具有显著的贡

等[35]采用优化定轨策略的方法，提升绕月轨道的重叠

献，特别是对于非环月极轨道，相较于 LP 重力场模

弧段精度，可以将重叠弧段沿迹方向精度提升至百米

型，外推星历的偏差均方根可达 2 km，在后续嫦娥

量级。“嫦娥 3 号”任务之后，探测器使用力耦喷气

系列任务中均采用该模型进行轨道确定。

的姿态控制模式，但是因其力耦本身具有一定的误

[31]

等

对 SGM150 模型进行过细致的研究，

差，无法在喷气时完全保持力的平衡，因此，依然会

发现该重力场模型在中高阶项上得到了明显改善 ，

带来额外连续的影响力，针对此问题，张宇等[36]建立

在远月面可以发现明显的重力异常正负交替现象 ，

了连续姿控的轨道动力学模型，在轨道确定中消除该

通过嫦娥任务的实测数据解算，发现基于该模型的

影响，根据实测数据验证，环月段的定轨精度由百米

轨道确定精度优于 LP 系列模型。但是对于 200 km

量级提升至十米量级。

[32]

曹建峰等

的环月轨道，SGM 重力场模型对轨道精度提升有
限，因此在“嫦娥 2 号”任务中，依然采用 LP165p

4

中国的月球探测已经完成了 5 次任务 6 次发射 ，

重力场模型。
3.2.2

太阳光压模型

20 个世纪 60 年代初，人们就开始针对太阳光压
对人造卫星轨道的影响展开了相应的研究。特别是在

轨道确定精度

积累了大量的实测数据，在测控系统性能不断提升及
相关模型不断优化的前提下，月球探测器的轨道确定
精度也在不断提高。

早期卫星导航系统的发展带领下，太阳光压对探测器

目前常用的 100 km × 100 km 圆轨道及 100 km ×

轨道的影响越来越重要，研究也逐步的加深。由于探

15 km 椭圆轨道环月探测器，基于我国测控网（Chi‐

测器受太阳光压的大小不仅与其面质比、表面材料有

nese Deep Space Network， CDSN） 的 测 控 支 持 下 ，

关，还与卫星运行姿态、地影效应、太阳活动等因素

定轨位置精度优于百米量级，地月/月地转移段内的

有关。这涉及到探测器的物理特性和其所处的空间环

定轨位置可实现优于 500 m 的精度[37-39] ，对于“嫦

境，一直以来都是最难以建模描述的摄动力之一，也

娥 3 号”在月球虹湾地区的月面定位，实现了优于

是在探测器精密定轨过程中亟需解决的技术难题。

100 m 的定位精度[40-41]，对于我国首颗地月 L2 点探测

在月球探测任务中，应用较为广泛的太阳光压模

器“嫦娥 4 号”中继星，其在 Halo 轨道处于对日定向

型是分析型太阳光压模型，该模型主要依据探测器的

时的定轨位置精度可实现优于 km 级的精度，相关定

质量、几何形状、材料光学特性等物理特性而建立

轨精度均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的，最早提出的是球模型，因其具有物理背景较为清
晰，模型输入参数可在任务前期确定且可以保证一定

5

总结与展望

的轨道确定精度等特点，所以在深空探测工程任务中

我国月球探测任务已经发展了 10 余年，牵引了

具有广泛的通用性。我国月球探测器绝大部分都是轴

相关技术的飞速发展，对于在航天飞行试验任务中可

对称的箱翼结构，且在地月/月地转移、绕月轨道上

决定任务成败的轨道确定技术也不例外。本文从测控

大部分时间处于三轴稳定姿态，因此，可较为准确的

系统与轨道确定技术发展两方面，对轨道确定领域相

估计出探测器的太阳光压等效面积，进一步精细化模

关技术的发展过程进行了回顾总结。在深空测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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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 P J，
YU D Y，
SUN Z Z，
et al. Achievements and prospect of Chi‐

与测量技术不断发展的同时，相关研究人员从时空参

nese lunar probes [J]. Journal of Deep Space Exploration，2016，3

考框架、动力学模型着手，不断改进相关模型及优化
相关参数，在历次嫦娥任务中，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

207

（4）：
323-333.
[9]

唐歌实 . 深空测控无线电测量技术[M]. 北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 ，

同时，轨道确定精度也在不断提升，为任务的成功保

2012.

驾护航。

TANG G S. Radiometric measuring techniques for deep space navi‐

我国下一阶段的探月目标是“嫦娥 5 号”采样返
回任务及后续的载人登月任务，这些任务的难度将进

gation[M]. Beijing：
National Defense Industry Press，
2012.
[10] 刘嘉兴 . 载人航天 USB 测控系统及其关键技术[J]. 宇航学报 ，
2005，
26（6）：
743-747.

一步增加，特别是月球附近的交会对接任务，对于轨

LIU J X. Key technologies of the USB TT&C system for manned
space flight[J]. Journal of Astronautics，
2005，
26（6）：
743-747.

道确定精度的要求更高。因此，这也要求目前的深空
测控体系不断升级优化，相关的轨道动力学基础性研
究工作也需要持续开展，特别是 EOP 参数优化、太
阳光压精细建模、姿控喷气建模等方面，进一步促进

[11]

董光亮，
李海涛，
郝万宏，
等 . 中国深空测控系统建设与技术发展
[J]. 深空探测学报，
2018，
5（2）：
99-114.
DONG G L，LI H T，HAO W H，et al. Development and future of
China’s deep space TT&C system[J]. Journal of Deep Space Explo‐
ration，
2018，
5（2）：
99-114.

轨道确定精度的提升。

[12] 黄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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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 基于地基测量数据的地月 L2 点探测器轨

参

考

文

献

道确定[J]. 中国科学：
物理学 力学 天文学，
2018，
48：
079501.
HUANG Y，LI P J，FAN M，et al. Orbit determination of CE-5T1 in

[1]

叶培建，
彭兢 . 深空探测与我国深空探测展望[J]. 中国工程科学，
2006，
8（10）：
13-18.
YE P J，
PENG J. Deep space exploration and its prospect in China[J].

[2]

Engineering Science，
2006，
8（10）：
13-18.

应用[J]. 飞行器测控学报，
2015，
34（3）：
260-266.
ZHANG Y，LI C L，DUAN J F，et al. Application of three-way mea‐

学进展，
2004，
19（3）：
351-358.

surement mode in the Chang’E 3 probe[J]. Journal of Spacecraft

project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J]. Advance in Earth Sciences（in
Chinese），
2004，
19（3）：
351-358.
欧阳自远，
李春来，
邹永廖，
等 . 嫦娥一号的初步科学成果[J]. 自然
杂志，
2010，
32（5）：
249-266.

LI H T，
ZHOU H，
HAO W H，
et al. Development of radio interferom‐

欧 阳 自 远 . 嫦 娥 二 号 的 初 步 成 果 [J]. 自 然 杂 志 ，2013，35（6）：

Nature，
2013，
35（6）：
391-395.

craft TT&C Technology，
2013，
32（6）：
470-478.
[16] 吴伟仁，
王广利，
节德刚，
等 . 基于 ΔDOR 信号的高精度 VLBI 技术
[J]. 中国科学：
信息科学，
2014，
44（4）：
425-440.
[17] 王美，
陈略，
韩松涛，
等 . 深空测控网干涉测量系统在“鹊桥”任务
中的应用分析[J]，
深空探测学报，
2018，
5（6）：
539-543.

轨道定轨分析[J]. 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2013，
38（9）：
1029-

WANG M，
CHEN L，
HAN S T，
et al. Application of deep space VL‐

1033.

BI system in queqiao mission[J]. Journal of Deep Space Exploration，

sis for Chang’E-2 extended mission[J]. Geomantic and Information

2018，
5（6）：
539-543.
[18] 陈略，
唐歌实，
任天鹏，
等 . 再入返回飞行试验深空网干涉测量应

Science of Wuhan University，
2013，
38（9）：
1029-1033

用分析[J]. 飞行器测控学报，
2015，
34（5）：
407-413.

曹建峰，
胡松杰，
刘磊，
等 .“嫦娥二号”小行星探测试验定轨计算

CHEN L，
TANG G S，
REN T P，
et al. Application of CDSN interfero‐

与分析[J].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
2014，
40（8）.

metric tracking in reentry return flight test mission[J]. Journal of

CAO J F，HU S J，LIU L，et al. Orbit determination and analysis for
Chang’E-2 asteroid exploration（in Chinese）[J]. Journal of Beijing

Space TT&C Technology，
2015，
34（5）：
407-413.
[19] 韩松涛，
陈略，
任天鹏，
等 . 中国深空网首次联合测轨试验分析[J].

Univ Aeron Astron，
2014，
40：
1095-1101.

飞行器测控学报，
2014，
33（3）：
258-261.

吴伟仁，
周建亮，
王保丰，
等 . 嫦娥三号“玉兔号”巡视器遥操作中

HAN S T，
CHEN L，
REN T P，
et al. Analysis of the first multi-agen‐

的关键技术[J]. 中国科学：
信息科学，
2014，
44（4）：
425-440.

cy joint ΔDOR tracking China’s deep space network[J]. Journal of

WU W R，
ZHOU J L，
WANG B F，
et al. Key technologies in the tele‐
operation of Chang’E-3“Jade Rab-bit”rover[J]. Scientia Sinica（In‐
formationis），
2014，
44（4）：
425-440.
[8]

etry and its prospect in deep space navigation[J]. Journal of Space‐

曹建峰，
胡松杰，
黄勇，
等 . 嫦娥二号卫星日地拉格朗日 L2 点探测

CAO J F ，HU S J，HUANG Y，et al. Orbit determination and analy‐

[7]

dustry Press，
2009.
[15] 李海涛，
周欢，
郝万宏，
等 . 深空导航无线电干涉测量技术的发展
历程和展望[J]. 飞行器测控学报，
2013，
32（6）：
470-478.

OUYANG Z Y. Chang’e-2 preliminary results[J]. Chinese Journal of

[6]

YU Z J. Deep space TT&C system[M]. Beijing：
National Defense In‐

from the Chang’e-1 probe[J]. Chinese Journal of Nature，2010，32

391-395.

[5]

TT&C Technology，
2015，
34（3）：
260-266.
[14] 于志坚 . 深空测控通信系统[M]. 北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09.

OUYANG Z Y，LI C L，ZOU Y L，et al. The primary science results
（5）：
249-266.
[4]

Chinese）[J]. Sci Sin-Phys Mech Astron，
2018，
48：
079501.
[13] 张宇，
李翠兰，
段建锋，
等 . 三向测量模式在嫦娥三号探测器中的

欧阳自远．我国月球探测的总体科学目标与发展战略[J]. 地球科
OUYANG Z Y. Scientific objectives of Chinese lunar exploration

[3]

Earth-Moon L2 libration point orbit with ground tracking data（in

叶培建，
于登云，
孙泽洲，
等 . 中国月球探测器的成就与展望[J]. 深
空探测学报，
2016，
3（4）：
323-333.

Space TT&C Technology，
2014，
33（3）：
258-261.
[20] EVANS S，
TABER W，
DRAIN T，
et al. MONTE：
the next generation
of mission design and navigation software [J]. Ceas Space Journal，
2018，
10（1）：
79-86.
[21] PUTNEY B，KOLENKIEWICZ R，SMITH D，et al. Precision orbit

208

2019 年

深空探测学报

determination at the NASA Goddard Space Flight Center[J].
Advances in space research，
1990，
10（3）：
197-203.
[22] 胡杰松，
唐歌实．北京中心深空探测器精密定轨与分析软件系统
[J]．飞行器测控学报，
2010，
29（5）：
69-74.

nology，
2012，
31（6）：
74-79.
[33] 曹建峰 .“嫦娥二号”平动点和小行星探测试验中的轨道计算[D].
上海：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上海天文台），
2013.
[34] 段建锋，
刘勇，
李勰，
等 .“嫦娥 4 号”中继星任务轨道确定问题初探

HU S J，TANG G S. BACC orbit determination and analysis soft‐

[J]. 深空探测学报，
2018，
5（6）：
531-538.

ware for Deep-Space explorers [J]. Journal of Spacecraft TT&C

DUAN J F，LIU Y，LI X，et al.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orbit deter‐

Technology，
2010，
29（5）：
69-74.

mination of Chang’e-4 lunar relay satellite mission[J]. Journal of

[23] 唐歌实 . 嫦娥探测器轨道测定中的科学与技术问题[J]. 飞行器测
控学报，
2013，
32（3）：
189-195.

Deep Space Exploration，
2018，
5（6）：
531-538.
[35] 段建锋，
曹建峰，
张宇，
等 . 一种有效提高 CE-1 卫星卸载前后精密

TANG G 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blems in tracking and Orbit

星历衔接精度的定轨策略[J]. 航天控制，
2015，
33（1）：
66-71.

determination for Chang’E probes[J]. Journal of Spacecraft TT&C

DUAN J F，
CAO J F，
ZHANG Y，
et al. An effective orbit determina‐

Technology，
2013，
32（3）：
189-195.

tion strategy to improve the cohesion precision of Chang’
E one satel‐

[24] CHEN L，TANG G S，SUN J，et al. High precision determining and
predicting of Earth oriedntation parameters for supporting spacecraft
navigation[C]//China Satellite Navigation Conference（CSNC）. [S.
l]：
2016 Proceedings：
Volume III.
[25] 陈略，
唐歌实，
胡松杰，
等 . 高精度 T1-UTC 差分预报方法研究[J].

lite’s precise ephemeris before and after unloading[J]. Aerospace
Control，
2015，
33（1）：
66-71.
[36] 张宇，
曹建峰，
段建锋，
等 . 嫦娥三号探测器连续姿控的轨道动力
学模型补偿及实现[J]. 宇航学报，
2015，
36（5）：
489-495.
ZHNAG Y，
CAO J F，
DUAN J F，
et al. Orbit dynamics model com‐

深空探测学报，
2014，
1（3）：
230-235.

pens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for continuous attitude control of

CHEN L，TANG G S，HU S J，et al. High accuracy differential pre‐

Chang’e-3 probe[J]. Journal of Astronautics，2015，36（5）：

diction of UT1-UTC[J]. Journal of Deep Space Exploration，2014，1
（3）：
230-235.
[26] 陈略，
唐歌实，
许雪晴，
等 . 地球极移参数高精度差分 LS+AR 预报

489-495.
[37] 陈明，
唐歌实，
曹建峰，
等．嫦娥一号绕月探测卫星精密定轨实现
[J]. 武汉大学学报 . 信息科学版，
2011，
36（2）：
212-217．

方法研究[J]. 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
2015，
35（5）：
1-5.

CHEN M，TANG G S，CAO J F，et al. Precision orbit determination

CHEN L，TANG G S，XU X Q，et al. Research on High Accuracy

of CE-1 lunar satellite[J]. Geomatic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of Wu‐

Dual Differential LS+AR Method in Earth Polar Motion Parameters
Prediction[J]. Journal of Geodesy and Geodynamics，2015，35（5）：
1-5.
[27] KHOLSHEVNIKOV K V，
KUZNETSOV E D. Review of the works
on the orbital evolution of solar major planets[J]. Solar System
Research，
2007，
41（4）：
265-300.
[28] 李广宇，
倪维斗，
田兰兰 . PMOE 精密行星历表研究进展[J]. 紫金

han University，
2011，
36（2）：
212-217.
[38] 陈 明，
张 宇，
曹建峰，
等 . 嫦娥二号卫星轨道确定与测轨技术[J]．
科学通报，
2012，
57（9）：
689-696．
CHEN M，
ZHANG Y，
CAO J F ，
et al. Orbit determination and track‐
ing technology of CE-2 satellite [J].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2012，
57（9）：
689-696.
[39] 段建锋，
张宇，
陈明，
等 . 嫦娥三号姿轨控过程中 GRAIL 重力场模

山天文台台刊，
2003，
22（1）：
73-76.

型的应用[J]. 飞行器测控学报，
2014，
33（4）：
342-347.

LI G Y，
NI W D，
TIAN L L. Progress of developing PMOE planetary

DUAN J F，
ZHANG Y，
CHEN M，
et al. Application of GRAIL lunar

ephemeris[J]. Publication of Purple Mountain Observatory，2003，22

gravity field model in attitude and orbit control for CE-3 satellite[J].

（1）：
73-76.
[29] 汤锡生，
陈贻迎，
朱民才 . 载人飞船轨道确定和返回控制[M] . 北

Journal of Spacecraft TT&C Technology，
2014，
33（4）：
342-347.
[40] 曹建峰，
胡松杰，
张宇，
等 . 嫦娥三号着陆器统计定位精度分析[J].

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02.

飞行器测控学报，
2014，
33（3）：
244-249.

TANG X S，CHEN Y Y，ZHU M C. Orbit determination and reentry

CAO J F，HU S J，ZHANG Y，et al. Analysis of the accuracy of sta‐

control for manned spacecraft [M]. Beijing：National Defense Indus‐

tistical positioning for CHANG’E-3 lunar lander [J]. Journal of

try Press，
2000.
[30] KONOPLIV A S，
BINDER A B，
HOOD L L，
et al. Improved gravity
field of the moon from lunar prospector [J]. Science，1998，281
（5382）：
1476-1480
[31] 段建锋，
曹建峰，
陈明，
等 . GRAIL 月球重力场模型对嫦娥卫星定

Spacecraft TT&C Technology，
2014，
33（3）：
244-249.
[41] 张宇，
曹建峰，
谢剑锋，
等 . 基于地基无线电测量的月面目标精确
定位技术研究[J]. 电子测量与仪器学报，
2013，
27（10）：
907-915.
ZHNAG Y，CAO J F，XIE J F，et al. Lunar object positioning re‐
search based on ground-based radiometric tracking technique[J].

轨 精 度 的 改 进 [J]. 中 国 科 学 ：物 理 学 力 学 天 文 学 ，2017，47：

Journal of electronic measurement and instrument，2013，27（10）：

0696502.

907-915.

DUAN J F，
CAO J F，
CHEN M，
et al. The improvements of Chang’
E
series satellites orbit determination from GRAIL lunar gravity model

作者简介：

[J]. Sci Sin-Phys Mech Astron，
2017，
47：
069502.

段建锋（1987-），
男，
工程师，
本科，
主要研究方向：
航天器精密轨道

[32] 曹建峰，
胡松杰，
刘磊，
等 . 月球重力场模型精度比较研究[J]. 飞行

确定。

器测控学报，
2012，
31（6）：
74-79.

通信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清路 26 号 5130 信箱 105 分箱（100094）

CAO J F，
HU S J，
LIU L，
et al.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accuracy

电话：
（010）66363137

of lunar gravity field models[J]. Journal of Spacecraft TT&C Tech‐

E-mail：
duanjf1987@sina.com

第3期

段建锋等：中国月球探测任务轨道确定技术及发展综述

209

A Summary of Orbit Determination Techndogy for Chinese Lunar
Exploration Project
DUAN Jianfeng1，2 ，ZHANG Yu1，2 ，CAO Jianfeng1，2 ，CHEN Lue1，2 ，CHEN Ming1，2 ，XIE Jianfeng1，2
（1. Beijing Aerospace Flight Control Center，Beijing 100094，China；
2. Beijing Aerospace Control Cen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Aerospace Flight Dynamics Laboratory， Beijing 100094，China）

Abstract：
：The orbit determination of lunar probes is the basis of lunar explora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deep space TT&C
（Tracking， Telemetry and Command systems） in China， the technology of orbit determination has made rapid progress driven
by the lunar exploration mission. The space-time reference and dynamic mode are present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orbit
determination. Based on this， the orbit determination performance and precision of lunar probes are continuously improved in
China， which is a good reference for lunar exploration mission for now and future.
Key words：
： lunar exploration； orbit determination； TT&C system； spatiotemporal reference framework； dynamics
model； accuracy of orbit determination
High lights：
●
●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deep space TT&C system are introduced.
The spatiotemporal reference framework and dynamics model is the development trends for improving the orbit

determination.
●

The orbit determination accuracy of Chinese lunar exploration has reached the international advanced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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