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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ＧＳＦＣ／ＮＡＳＡ／ＵＳＡ的ＧＥＯＤＹＮⅡ软件，并引入ＪＰＬ／ＮＡＳＡ／ＵＳＡ最新的１６５×１６５阶次的月

球重力场模型ＬＰ１６５Ｐ，通过对该模型进行截断，仿真计算了不同阶次的月球重力场模型对轨道演化的影响，

在相同的重力场模型下，计算了不同轨道高度、不同倾角和不同轨道偏心率的轨道演化情况。大量的仿真计

算表明，高倾角、圆轨道的中低轨 （１５０ｋｍ或２００ｋｍ）绕月飞行器具有相对稳定的轨道演化特征，在不进行任

何调整的情况下，其轨道持续运行时间超过１ａ。同时计算表明，轨道积分过程中可以截断月球重力场模型至

１００阶次而不损失精度。

关键词：月球重力场模型；轨道演化；轨道寿命

中图法分类号：Ｐ１８４；Ｐ２２３

　　现阶段，我国探月计划“嫦娥１号”工程主要

实施的是与探月目标密切相关的第一阶段“绕月

工程”，其中，绕月飞行器的轨道寿命是轨道设计

部门尤为关心的一个问题。本文的仿真计算工作

是基于ＧＳＦＣ／ＮＡＳＡ／ＵＳＡ的ＧＥＯＤＹＮＩＩ轨道

分析软件［１，２］的，仿真计算中的输出结果采用的

坐标系是Ｊ２０００．０月心天球坐标系，时间系统为

ＵＴＣ，日月等天体的位置采用ＪＰＬＤＥ４０５／ＬＥ４０５

历表计算。为了分析不同阶次的月球重力场模型

对轨道演化的影响，在计算中对模型分别进行了

截断至５０、１００、１４０阶次的计算。国内已有学者

作过相关方面的研究工作，文献［３，４］从解析法的

角度考虑了绕月卫星运行寿命的问题，主要考虑

的是月球重力场模型低阶项的线性摄动影响。

１　同一月球重力场模型下不同轨道

高度的轨道演化分析

　　月球重力场模型采用ＬＰ１６５Ｐ截断至１００阶

次进行了轨道的仿真计算，月球平均半径取为

１７３８ｋｍ，初始轨道高度分别设计为５０ｋｍ、１００

ｋｍ、１５０ｋｍ、２００ｋｍ，初始偏心率为０．０００５，倾

角为９０°。经过试算后表明，１０ｓ的积分间隔和

３０ｓ的积分间隔在精度上没有明显区别。本文采

用３０ｓ的积分间隔，仿真计算弧段取为１ａ。计

算结果如表１所示，表中，Δ犪、Δ狉狆、Δ狉犪分别为半

长轴、近月点和远月点的变化；Δ犲、Δ犻分别为轨道

偏心率和倾角的变化；Δ狋是飞行器运行的时间。

以５０ｋｍ高的飞行器轨道为例，在所仿真的

受力环境中，运行的时间为５５．４ｄ，即经过５５．４ｄ

之后，飞行器近月点的距离小于月球平均半径，从

而撞击月球表面，无法继续飞行，这由图１（ａ）中

近月点的变化曲线很容易看出。同时由图１（ａ）

可以得出，飞行器在运动过程中倾角的变化幅度

很小，并且呈现出很强的周期性，偏心率则呈现很

强的长期变化趋势。飞行器半长轴的变化可以直

接反映其能量的变化，仿真计算中所给出的力基

本上都是保守力，因此半长轴的变化非常小，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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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期间只变化１４１．７５２ｍ。

为进行比较分析，同时给出了飞行器高度为

２００ｋｍ时轨道的演化特征图。由图１（ｂ）可以看

出，对轨道不经过任何调整的情况下，给出了飞行

器运行 ３ａ 的 情 况。半 长 轴 的 偏 离 值 仅 有

４９．２２３ｍ，运行过程中，偏心率呈长周期变化趋

势，３ａ后，其偏心率变为０．０１４６４，与初始的圆轨

道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偏离。为了保证飞行器探

测任务的正常进行，在飞行器运行期间，必须要施

加小推力改变轨道的偏心率，使其保持在初始值

附近。

表１　同一月球重力场不同高度下

飞行器轨道根数的变化

Ｔａｂ．１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ｒｂｉｔａｌ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ｗｉｔｈＳａｍｅＬｕｎａｒＧｒａｖｉｔｙＭｏｄｅｌ

犺／ｋｍ

５０ １００ １５０ ２００

Δ犪／ｍ １４１．７５２ －２６９．８２９ ６７９．２１５ －４９．２２３

Δ狉狆／ｍ －４９８９７．２４－９９６９０．８９６－９８９６７．８３９ ２７３５６．６７１

Δ狉犪／ｍ ４９６３３．３００ ９９１５１．２３８ １００３２６．２６９－２７４５５．１１７

Δ犲 ０．０２７６ ０．０４９６ ０．０５２７ ０．０１４１

Δ犻／（°） －０．００３８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１０ ０．８３０７

Δ狋／ｄ ５５．４１ １６６．８７ ３６５ １０９５

图１　不同高度处圆形极轨飞行器远月点（Ⅰ）、半长轴（Ⅱ）、近月点（Ⅲ）、偏心率和倾角的变化（１００阶次重力场）

Ｆｉｇ．１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ｐｏｌｕｎｅ（Ⅰ），ＳｅｍｉｍａｊｏｒＡｘｉｓ（Ⅱ），Ｐｅｒｉｌｕｎｅ（Ⅲ），Ｅｃｃｅｎｔｒ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Ｉｎｃｌ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ａ

ＰｏｌａｒＬｕｎａｒ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Ｈｅｉｇｈｔ

２　同一月球重力场模型下不同倾角

的轨道演化分析

　　仿真计算中，选取１６５阶次的月球重力场模

型ＬＰ１６５Ｐ，分别以５０ｋｍ和１００ｋｍ高度处的近

圆轨道绕月飞行器为例，给出了近月点、远月点、

半长轴和倾角的变化曲线。为说明仿真情况，表

２给出了５０ｋｍ高度处不同倾角下轨道根数的变

化情况。

图２给出了初始轨道高度为５０ｋｍ 和１００

ｋｍ时，对应表２给出的几种不同初始轨道倾角

（１０°，７０°，８５°，９０°）情况下轨道的演化情况。由图

２可知，对１００ｋｍ高度处的飞行器，在其他条件

完全一致的情况下，不同倾角处的飞行器表现出

的运动规律差别很大。１０°倾角的飞行器的运行

时间仅为１５．２５ｄ，而７０°和８５°倾角的飞行器能

持续运行１ａ，这说明对高倾角的飞行器，轨道控

制更为容易，所需要进行的轨道调整的次数要少

于低倾角的飞行器。由图中同时可以看出，极轨

飞行器的运行时间仅为１６６．８７ｄ，这主要是因为

极轨飞行器对轨道高度比较敏感。计算表明，超

过１５０ｋｍ后，极轨飞行器运行的时间即可以达

到１ａ以上，轨道寿命明显增长。超过这一轨道高

度之后，比较容易实现对轨道的在轨控制。

表２　５０ｋｍ高度处不同倾角下轨道根数的变化

Ｔａｂ．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ｒｂｉｔａｌ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ｃｌｉ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ＳａｍｅＬｕｎａｒＧｒａｖｉｔｙＭｏｄｅｌ

倾角犻／（°）

１０° ３０° ５０° ７０° ７５° ８０° ８５° ９０°

Δ犪／ｍ ５６７．１８ ２７７．９６ ４６９．１５ ８９９．４２ ５００．５０ ８４９．５５ ８８６．１５ １２７．７４

Δ狉狆／ｍ －４８６３１．２２ －４９６８６．６７ －４９１１９．９６ －３８６０７．７４ －４９３７９．２４ －４９１０９．８６ －４９０１３．７０ －４９１４０．６１

Δ狉犪／ｍ ４９７６５．５８ ５０２４２．５８ ５００５８．２７ ４０４０６．５９ ５０３８０．２５ ５０８０８．６３ ５０７８５．９９ ４９３９６．０８

Δ犲 ０．０２７５ ０．０２７９ ０．０２７７ ０．０２２１ ０．０２７８ ０．０２７９ ０．０２７９ ０．０２７５

Δ犻／（°） ０．０６０７ ０．０２５１ ０．０１７４ ０．００３２ ０．０１６３ ０．０２３０ ９．０８×１０－４ －０．００３７

Δ狋／ｄ ６．９２ １３．２０ ５０．６１ ３６５ ５９．１１ ４８．８６ １１１．９６ ５５．４１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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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圆轨道飞行器在倾角为１０°、７０°、８５°、９０°处的远月点（Ⅰ）、半长轴（Ⅱ）、近月点（Ⅲ）与倾角的变化

Ｆｉｇ．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ｐｏｌｕｎｅ（Ⅰ），ＳｅｍｉｍａｊｏｒＡｘｉｓ（Ⅱ），Ｐｅｒｉｌｕｎｅ（Ⅲ）ａｎｄ

Ｉｎｃｌ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ｔＩｎｃｌ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１０°，７０°，８５°，９０°

３　同一月球重力场模型下不同偏心

率的轨道分析

　　文献［４，５］讨论了当轨道偏心率犲增大时，可

导致其近月距狉狆＝犪（１－犲）≤犚犲（月球赤道半径），

因此，在轨道运行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对偏心率的调

整。下面以１６５阶次的ＬＰ１６５Ｐ模型为例，计算不

同的初始轨道偏心率对轨道演化的影响。

　　图３给出了５０ｋｍ和１００ｋｍ处不同的初始

偏心率的飞行器在同一月球重力场模型作用下的

轨道演化情况。由图３可以看出，同为近圆形轨

道的情况下，偏心率之间的细微差异对轨道不会

产生比较明显的影响。在偏心率明显增大后，对

轨道则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如将初始偏心率设置

为０．１时，在５０ｋｍ和１００ｋｍ的轨道高度处，该

偏心率的轨道无法正常运行。

图３　犲＝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０８和０．０１时，飞行器在同一月球重力场模型作用下远月点（Ⅰ）、

半长轴（Ⅱ）、近月点（Ⅲ）和偏心率的演化

Ｆｉｇ．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ｐｏｌｕｎｅ（Ⅰ），ＳｅｍｉｍａｊｏｒＡｘｉｓ（Ⅱ），Ｐｅｒｉｌｕｎｅ（Ⅲ）ａｎｄＥｃｃｅｎｔｒｉｃｉｔｙＵｎｄｅｒＩｎｆｌｕｅ

ｎｃｅｏｆＳａｍｅＬｕｎａｒＧｒａｖｉｔｙＦｉｅｌｄｗｉｔｈ犲Ｅｑｕａｌｓ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０８ａｎｄ０．０１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４　奔月飞行器轨道的演化分析

在飞行器进入月球引力范围之前，进行了飞

行器轨道演化的分析。仿真做法是：给定飞行器

在奔月飞行入轨时的三维位置和速度，然后在力

学模型下积分生成一条奔月轨道，时间长度为９０

ｈ，记录此时奔月飞行器的位置。作为比较，还分

析了在奔月飞行过程中施加小的速度增量对轨道

演化造成的影响。具体做法是：在狋＝１８ｈ时给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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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器的任意一个方向施加２ｃｍ／ｓ或者５０ｃｍ／ｓ

的速度增量，然后每隔１０ｈ施加２ｃｍ／ｓ的速度

增量，比较狋＝９０ｈ时的位置偏差和速度偏差。

具体如表３所示，表中数据为施加小的速度增量

引起的轨道终止时刻总的位置偏差和速度偏差。

表３　施加速度增量引起轨道终止时刻总的

位置偏差和速度偏差

Ｔａｂ．３　Ｔｏｔａｌ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ｔＯｒｂｉｔ

Ｅｎｄ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

Δ犚／ｍ Δ犚／ｃｍ·ｓ－１

初始速度增量为２ｃｍ／ｓ ２４９１０．７３ １７．９４

初始速度增量为５０ｃｍ／ｓ １９６５４５．２２ １０５．３４

　　从表３可以看到，在给定的初始条件下，给飞

行器的任意一个方向施加一个小的速度增量，与

不作任何速度修正的轨道相比，在轨道终止时刻

会引起很大的位置偏差和速度偏差。当初始速度

增量为２ｃｍ／ｓ时，在轨道终止时刻总的位置偏差

会达到几十ｋｍ，而速度偏差也会达到几十ｃｍ／ｓ；

当初始速度增量增大为５０ｃｍ／ｓ时，总的位置偏

差和速度偏差会增加一个量级。

５　不同阶次重力场模型对轨道的影

响分析

　　在仿真计算中，进一步分析了不同阶次的月

球重力场模型对轨道演化的影响。在绕月飞行器

的运行过程中，其主要摄动源是月球的非球形摄

动。深刻了解月球的非球形摄动对提高绕月飞行

器的定轨精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５，６］。由于目

前跟踪数据的精度和观测条件的限制，还无法得

出一个高精度的月球重力场模型，因此，在仿真计

算中，主要是通过不带误差的重力场模型不同阶

次之间的比较来分析其对轨道演化的影响。

计算过程中，飞行器的轨道选为近圆轨道，轨

道偏心率为０．０００５，轨道倾角为９０°。选取５０

ｋｍ和２００ｋｍ两种轨道高度进行比较分析，对重

力场模型ＬＰ１６５Ｐ的阶次分别截断至１４０、１００和

５０阶次，对相互之间的差值进行计算分析。图４

为５０ｋｍ高度处的情况。由图４可以看出，高阶次

模型之间的差值对轨道的影响比较小，如１６５１４０、

１６５１００和１４０１００三种情况，积分时段延续到４５

ｄ左右时，不同模型在远月点、近月点和偏心率之

间产生的差值比较小。远月点、近月点的差值量级

在百ｍ左右，偏心率的差值量级则为１０－４。特别

是１６５１４０的情况，远月点、近月点的差值量级大

约在２０ｍ，可见由于月球重力场确定过程中的限

制，模型中的高阶次位系数在轨道确定方面的贡献

比较差，对轨道基本上不产生什么影响。同时比较

１６５５０、１４０５０和１００５０的计算情况可以明显看

出，轨道远月点和近月点的差值比高阶次之间的差

值要高出一个量级。由此可见，月球重力场模型中

５０～１００阶次之间的中高阶位系数在低轨飞行器

的轨道确定方面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要实现高精

度的低轨绕月飞行器定轨，必须要有高精度的高阶

次月球重力场模型。

另外，对２００ｋｍ高度处的情况也进行了分析。

在２００ｋｍ高度处，高阶次模型之间（如１６５１００和

１４０１００）在远月点、近月点和偏心率上反映出来的

差值很小，差值可达到ｍ级。１６５阶次与１４０阶次

之间的差值甚至达到了ｃｍ级，这种差异在目前

图４　５０ｋｍ高度处飞行器重力场差导致的远月点（Ⅰ）、近月点（Ⅲ）和偏心率的变化差异

Ｆｉｇ．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ｐｏｌｕｎｅ（Ⅰ），Ｐｅｒｉｌｕｎｅ（Ⅲ）ａｎｄＥｃｃｅｎｔｒｉｃｉｔｙｏｆａＬｕｎａｒ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ｗｏＬｕｎａｒＧｒａｖ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ｓ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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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月飞行器的精密定轨中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而高阶次（１６５、１４０、１００）与低阶次（５０）之间还是

有比较显著的差异，差值可达到百 ｍ级，这种影

响在精密定轨中不可以忽略（由于篇幅有限，图

略）。

６　结　语

本文通过大量的仿真计算，主要分析了低轨

绕月飞行器的演化特征及其轨道寿命问题，包括

同一重力场模型中不同轨道高度的飞行器的近月

点、远月点和偏心率、倾角等的变化规律，同一重

力场模型下不同倾角的飞行器轨道的演化规律，

同一重力场模型下不同偏心率的飞行器轨道的演

化以及不同重力场模型对不同高度飞行器轨道的

影响，以及奔月飞行器轨道的演化特征。通过多

种情况的分析和比较得出，２００ｋｍ极轨圆轨道飞

行器是一个比较好的轨道方案。该特征的轨道比

较容易控制，只需要少量的小推力推进即可调整

好轨道姿态，同时在选择月球重力场模型时，可以

截取至１００阶次，在不损失定轨精度的情况下可

以大大提高定轨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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