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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卫星绕月飞行轨道的激光测定法

刘基余１

（１　武汉大学测绘学院，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依据地月激光测距的成功实践和对卫星激光定轨的基础研究，提出了用地面对嫦娥卫星作激光测距的

方法，高精度地测定嫦娥卫星绕月飞行时的实时在轨位置，论述了多站激光定轨和单站激光定轨的解算数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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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的探月计划“嫦娥工程”将分为“绕、落、

回”三步走：第一步“绕”是在距离月球２００ｋｍ的

极月圆轨道上，“嫦娥一号”卫星对月球进行绕月探

测，获取月球三维影像图；第二步“落”是向月球发

送月球探测系统，当它安全降落在月球表面后，实

施行走区域探测；第三步“回”是先后向月球发送月

球返回探测系统和载人登月探测系统。

２００４年４月１２日，欧阳自远院士在中国地

质大学空间技术科学研讨会上说，我国“嫦娥一

号”卫星的首要目的是为月球“画像”，也就是要通

过各种手段获取月球表面影像和立体图像。据

悉，“嫦娥一号”卫星将携带立体相机、成像光谱

仪、激光高度计、微波辐射计、太阳宇宙射线检测

器和低能离子探测器等多种科学仪器，绕月飞行

探测。前三种仪器主要用于为月球“画像”。依笔

者之见，即使三种仪器能够采集到精细的画像数

据，如果没有精确的卫星绕月飞行实时在轨点位

作数据处理基准，也很难精确地画出月球的像。

因此，“嫦娥一号”卫星绕月飞行探测定轨将成为

能否为月球精确画像的关键技术。

１　“嫦娥”卫星激光定轨的技术基础

１９６９年７月２１日，美国Ａｐｏｌｌｏ（阿波罗）１１

宇航员 Ｎｅｉｌ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和ＢｕｚｚＡｌｄｒｉｎ实现了人

类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成功登月，并在月球表面上

安置了一个用于测量距离的激光后向反射镜阵

列。同年８月１日，美国加州大学的Ｌｉｃｋ天文台

利用美国第二架口径最大的１２０ｉｎ望远镜和１０

ｎｓ、１Ｊ激光脉冲，成功地测量了地球和月亮之间

的距离为（３８３９１１．２１８±０．０４５）ｋｍ。其后，美国

和前苏联分别在月球表面上布设了 Ａｐｏｌｌｏ１４、

Ａｐｏｌｌｏ１５和Ｌｕｎａ１７、Ｌｕｎａ２１等４个激光后向

反射镜阵列。且知，Ａｐｏｌｌｏ１１至Ａｐｏｌｌｏ１４的距

离为１２５０ｋｍ，Ａｐｏｌｌｏ１１至Ａｐｏｌｌｏ１５的距离为

９７０ｋｍ，Ａｐｏｌｌｏ１４至 Ａｐｏｌｌｏ１５的距离为１１００

ｋｍ，Ａｐｏｌｌｏ１１至Ｌｕｎａ２１的距离为７６０ｋｍ，Ａ

ｐｏｌｌｏ１５至Ｌｕｎａ１７的距离为８２０ｋｍ。目前，国

际上有下列台站经常进行着地月激光测距（筒称

激光测月）：美国 Ｔｅｘａｓ州的 ＭｃＤｏｎａｌｄ天文台、

美国 Ｈａｗａｉｉ州的 Ｈａｌｅａｋａｌａ天文台、法国的

Ｇｒａｓｓｅ观测站、澳大利亚的Ｏｒｒｏｒｒａｌ观测站和德

国的 Ｗｅｔｔｚｅｌｌ观测站。地月激光测距成果不仅

用于探求天体物理学中的引力常数是否随时间而

变化，而且还用于研究天体演化与地球动力学，编

算精密月亮历表，研究月亮物理天平动和探究地

球自转与地极移动规律。这也为笔者的下述建议

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详见文献［１］）。

２　“嫦娥”卫星的犛犔犚多站观测激

光定轨法

　　如上所述，地月激光测距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

末期开始一直延伸到今天，其测距精度已从刚开

始的几十ｍ提高到了ｃｍ级，而能够精确测定月

球远离地球的速率为３．８ｃｍ／ａ，因此笔者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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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多台地面激光测距仪同时测量至 “嫦娥”卫

星的距离，从驻留轨道开始，对它作全程飞行的激

光测距，依此精确解算出“嫦娥”卫星在轨飞行的

全程实时位置，为测绘月球表面起伏图的图像处

理提供基准数据。

图１表示多站激光测距定轨的基本构成及其

工作原理。在地面３个ＳＬＲ测站（犃，犅，犆）上，各

设置一台测程可达４１００００ｋｍ的卫星激光测距

仪，它们的站坐标是精确已知的，且分别为（犡犪，

犢犪，犣犪）、（犡犫，犢犫，犣犫）和（犡犮，犢犮，犣犮），时元狋，“嫦

娥”卫星绕月飞行的在轨点位坐标记作（犡犆犎（狋），

犢犆犎（狋），犣犆犎（狋））。下述数学论证表明，只要各台

卫星激光测距仪同时测得至“嫦娥”卫星的距离，

就能够精确解算出时元狋时“嫦娥”卫星绕月飞行

的在轨三维坐标（犡犆犎（狋），犢犆犎（狋），犣犆犎（狋）），其测

量精度不低于 ｍ级。“嫦娥”卫星绕月飞行的激

光定轨的难点是测程可达４１００００ｋｍ的卫星激

光测距仪。我国现有的武汉、上海、长春、北京和

昆明等５个激光测卫站上的卫星激光测距仪，其

最大测程仅达２００００ｋｍ左右，都不具备测量“嫦

娥”卫星绕月飞行的能力。它们必须经过重大改

造，才可具有激光测月能力。

图１　多站激光测距定轨原理图示

Ｆｉｇ．１　 “ＣｈａｎｇＥ”Ｏｒｂｉｔ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ＳＬＲ

Ｍｕｌｔｉｓｔａｔｉｏ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地面３个ＳＬＲ测站（犃，犅，犆）上的卫星激光

测距仪在时元狋测得的“嫦娥”卫星绕月飞行时的

距离ρ犪（狋）、ρ犫（狋）、ρ犮（狋）分别为：

ρ犪（狋）＝

［犡犪－犡犆犎（狋）］
２
＋［犢犪－犢犆犎（狋）］

２
＋［犣犪－犣犆犎］槡

２

ρ犫（狋）＝

［犡犫－犡犆犎（狋）］
２
＋［犢犫－犢犆犎（狋）］

２
＋［犣犫－犣犆犎］槡

２

ρ犮（狋）＝

［犡犮－犡犆犎（狋）］
２
＋［犢犮－犢犆犎（狋）］

２
＋［犣犮－犣犆犎］槡

２

（１）

对式（１）进行线性化，求得“嫦娥”卫星绕月飞行时

的三维坐标修正矩阵为：

犡＝犃
－１犅 （２）

式中，

犡＝ ［Δ犡犆犎（狋）　Δ犢犆犎（狋）　Δ犣犆犎（狋）］
Ｔ，

犃＝

犡犪－犡犆犎０

ρ犪０

犢犪－犢犆犎０

ρ犪０

犣犪－犣犆犎０

ρ犪０

犡犫－犡犆犎０

ρ犫０

犢犫－犢犆犎０

ρ犫０

犣犫－犣犆犎０

ρ犫０

犡犮－犡犆犎０

ρ犮０

犢犮－犢犆犎０

ρ犮０

犣犮－犣犆犎０

ρ犮

熿

燀

燄

燅０

，

犅＝ ρ犪０－ρ犪　ρ犫０－ρ犫　ρ犮０－ρ［ ］犮
Ｔ，

ρ犪０＝ （犡犪－犡犆犎０）
２
＋（犢犪－犢犆犎０）

２
＋（犣犪－犣犆犎０）槡

２，

ρ犫０＝ （犡犫－犡犆犎０）
２
＋（犢犫－犢犆犎０）

２
＋（犣犫－犣犆犎０）槡

２，

ρ犮０＝ （犡犮－犡犆犎０）
２
＋（犢犮－犢犆犎０）

２
＋（犣犮－犣犆犎０）槡

２。

　　若给嫦娥卫星装备ＧＰＳ信号接收机，不仅能

够实现驻留轨道ｍ级精度的自主定轨，而且能够

为激光定轨提供解算所需的初始值（犡犆犎０，犢犆犎０，

犣犆犎０），进而求得：

犡犆犎（狋）＝犡犆犎０＋Δ犡犆犎（狋）

犢犆犎（狋）＝犢犆犎０＋Δ犢犆犎（狋）

犣犆犎（狋）＝犣犆犎０＋Δ犣犆犎（狋

烅

烄

烆 ）

（３）

　　卫星激光定轨已在高达２００００ｋｍ的导航卫

星（ＧＰＳ／ＧＬＯＮＡＳＳ卫星）和高达１０００ｋｍ左右

的对地观测卫星上成功地进行了工程实用。如

１９９２年８月１０日，美国航空航天局（ＮＡＳＡ）和法

国国 家 空 间 研 究 中 心 （ＣＮＥＳ）联 合 发 射 的

Ｔｏｐｅｘ／Ｐｏｓｅｉｄｏｎ海洋测高卫星，它要求其径向误

差在±１３ｃｍ以内，而采用了星载ＧＰＳ定轨和激

光定轨并行的实施方案。其结果表明，径向误差

为３～４ｃｍ，法向误差为５～１０ｃｍ，切向误差为

９～１６ｃｍ。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７日，ＮＡＳＡ和ＣＮＥＳ

又联合发射了Ｔｏｐｅｘ／Ｐｏｓｅｉｄｏｎ海洋测高卫星的

后续卫星———ＪＡＳＯＮ１，该颗卫星的有效载荷与

Ｔｏｐｅｘ／Ｐｏｓｅｉｄｏｎ卫星相似，仅将星载 Ｍｏｎａｒｃｈ

ＧＰＳ信号接收机改换为性能更优的 ＢｌａｃｋＪａｃｋ

ＧＰＳ信号接收机。２００２年３月１７日，ＮＡＳＡ和

德国地学研究中心（ＧＦＺ）合作发射了两颗重力测

量与气候科研设备卫星，分别命名为ＧＲＡＣＥＡ

卫星和ＧＲＡＣＥＢ卫星，从而构成 ＧＲＡＣＥ卫星

重力测量系统。ＧＲＡＣＥＡ卫星和ＧＲＡＣＥＢ卫

星相距２２０ｋｍ，它们的轨道高度为５００ｋｍ，而于

近极共面轨道上飞行。ＧＲＡＣＥ卫星和德国的

ＣＨＡＭＰ卫星一样，均装备了ＢｌａｃｋＪａｃｋＧＰＳ双

频接收机和星载激光后向反射镜阵列，实施星载

ＧＰＳ测量和激光并行定轨。上述卫星激光定轨

的工程实践表明，卫星在轨的实时点位坐标的测

量精度达到了ｃｍ级。因此，笔者提出的用多台

１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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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激光测距仪同时测量至绕月飞行的“嫦娥”卫

星距离，进而精确解算出“嫦娥”卫星在轨实时位

置，是能够达到ｍ级甚至更高的测量精度的。

３　“嫦娥”卫星的犛犔犚单站观测激

光定轨法

　　若一个ＳＬＲ测站不断地测得至“嫦娥”卫星

的站星距离，则可以求得下列误差方程式：

犞 ＝
ρ
犪
Δ犪＋

ρ
犲
Δ犲＋

ρ
犻
Δ犻＋

ρ
Ω
ΔΩ＋

ρ
ω
Δω＋

ρ
犕０

Δ犕０＋（ρ
犮
－ρ

犿） （４）

式中，犪为卫星轨道的长半轴；犲为卫星轨道的偏

心率；犻为卫星轨道的倾角；Ω为卫星轨道的升交

点赤径；ω为卫星的近地点角距；犕０为卫星在时

元狋０的平近点角。

依式（４）可以构建下列６个法方程式：

［犽（犪）犽（犪）］Δ犪＋［犽（犪）犽（犲）］Δ犲＋［犽（犪）犽（犻）］Δ犻＋

　［犽（犪）犽（Ω）］ΔΩ＋［犽（犪）犽（ω）］Δω＋

　［犽（犪）犽（犕０）］Δ犕０＋［犽（犪）犾］Δ犾＝０

［犽（犲）犽（犪）］Δ犪＋［犽（犲）犽（犲）］Δ犲＋［犽（犲）犽（犻）］Δ犻＋

　［犽（犲）犽（Ω）］ΔΩ＋［犽（犲）犽（ω）］Δω＋

　［犽（犲）犽（犕０）］Δ犕０＋［犽（犲）犾］Δ犾＝０

［犽（犻）犽（犪）］Δ犪＋［犽（犻）犽（犲）］Δ犲＋［犽（犻）犽（犻）］Δ犻＋

　［犽（犻）犽（Ω）］ΔΩ＋［犽（犻）犽（ω）］Δω＋

　［犽（犻）犽（犕０）］Δ犕０＋［犽（犻）犾］Δ犾＝０

［犽（Ω）犽（犪）］Δ犪＋［犽（Ω）犽（犲）］Δ犲＋［犽（Ω）犽（犻）］Δ犻＋

　［犽（Ω）犽（Ω）］ΔΩ＋［犽（Ω）犽（ω）］Δω＋

　［犽（Ω）犽（犕０）］Δ犕０＋［犽（Ω）犾］Δ犾＝０

［犽（ω）犽（犪）］Δ犪＋［犽（ω）犽（犲）］Δ犲＋［犽（ω）犽（犻）］Δ犻＋

　［犽（ω）犽（Ω）］ΔΩ＋［犽（ω）犽（ω）］Δω＋

　［犽（ω）犽（犕０）］Δ犕０＋［犽（ω）犾］Δ犾＝０

［犽（犕０）犽（犪）］Δ犪＋［犽（犕０）犽（犲）］Δ犲＋［犽（犕０）犽（犻）］Δ犻＋

　［犽（犕０）犽（Ω）］ΔΩ＋［犽（犕０）犽（ω）］Δω＋

　［犽（犕０）犽（犕０）］Δ犕０＋［犽（犕０）犾］Δ犾＝０

（５）

式中，

ρ／犕０ ＝犽（犕０）＝ （犪／狉）
２ １－犲槡

２犽（ω）＋

　　　
１

狉
犪犲２犽（狉）ｓｉｎ犈；

ρ／犪＝犽（犪）＝
狉
犪
犽（狉）－

３狀
２犪
（狋－狋０）犽（犕０）；

ρ／犲＝犽（犲）＝
１

１－犲
２ ２ｓｉｎ犳＋

犲
２
ｓｉｎ２（ ）犳犽（ω）

　　　－犪犽（狉）ｃｏｓ犳；

ρ／ω＝犽（ω）＝
１

ρ
［（犡犢犛＋犡犛犢）ｃｏｓ犻＋（犡犣犛－

　犡犛犣）ｃｏｓΩｓｉｎ犻＋（犢犣犛－犢犛犣）ｓｉｎΩｓｉｎ犻］；

ρ／Ω＝犽（Ω）＝
１

ρ
（犢犛犡＋犡犛犢）；

ρ／犻＝犽（犻）＝
犣犛

ρ
（－犡ｓｉｎΩ＋犢ｃｏｓΩ－犣ｃｏｔ犻）；

　犾＝ρ
犮
－ρ

犿。

　　依式（５）可解得“嫦娥”卫星６个轨道参数（根

数）的修正量，进而求得“嫦娥”卫星的６个轨道参

数：犪＝犪０＋Δ犪，Ω＝Ω０＋ΔΩ，犲＝犲０＋Δ犲，ω＝ω０＋

Δω，犻＝犻０＋Δ犻，犕０＝犕００＋Δ犕０。

４　结　语

笔者依据地月激光测距的成功实践和对卫星

激光定轨的基础研究，提出了采用多台地面激光

测距仪同时测量至 “嫦娥”卫星的距离，从驻留轨

道开始，对它作全程飞行的激光测距，依此精确解

算出“嫦娥”卫星在轨飞行的全程实时位置，特别

是绕月飞行的“嫦娥”卫星的三维坐标，为测绘月

球表面起伏图的图像处理提供基准数据，并论证

了多站和单站激光定轨的解算数模。依据现有的

国外激光测月成果推论，并考虑换算到月球坐标

系的精度损失，“嫦娥”卫星在轨实时位置的激光

定轨精度不会低于ｍ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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