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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绕月卫星的运动规律以动力学方程的形式进行了描述，并讨论了绕月卫星定轨中动力法和几何法

的适用性以及通过定轨观测获取月球重力场模型的计算方式和优化算法；在归纳月球重力场确定的技术流

程的基础上，针对月球背面绕月卫星摄动无法观测的困难，分析了目前所能采取的各种处理办法及其特征。

结合我国即将发射的“嫦娥卫星”装备有激光测高计这一特点，提出将月球表面地形与月球重力场之间的强相

关性作为约束来确定我国自主重力场模型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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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月球重力场的特征

与地球重力场相比，月球重力场有其自身的

特点。地球重力场是低阶项占有明显的优势，在

高空运动的物体只需考虑低阶项即可。由于月球

重力场的高阶项与低阶项量级的差距不是很显

著，其球谐系数的收敛性要比地球上的情况差，因

此对月球飞行器轨道的受力情况不能只考虑有限

的几个低阶项。此外，月球重力异常主要由一些

质量瘤（密度异常体）和盆地中的火山岩引起，而

质量瘤的分布极不均匀，这导致重力场球谐系数

的正交性较差。已有的研究表明，月球重力场的

低阶项只能反映月球飞行器轨道摄动的主要趋

势［２］。根据已有的观测数据，目前获得的月球重

力场的阶方差谱的收敛性均很差，这在月球飞行

器的定轨中将会引起不便。

由于月球自身的旋转速度较快，其公转与自

转速度相同，这导致对月球重力场的分析也不同

于地球。月球的带谐系数与扇谐系数相比，不具

有明显优势。

月球重力场摄动的另外一个特征是地球摄动

对月球飞行器产生的摄动可以与月球非球形摄动

的量级相比，对于地球而言，由月球和太阳产生的

摄动要远远低于地球的非球形产生的摄动（即扁

率项影响）。

月球重力场的求解也有别于地球重力场的求

解。传统的地面重力测量数据和航空重力测量数

据可以提供重力场的精细结构，即球谐函数的高阶

系数的信息；卫星重力测量可以提供精确的中长波

重力场信息，特别是即将进行的ＧＯＣＥ计划将能

提供全球覆盖的高精度、高阶次的重力场信息。对

于月球重力场，现在的观测手段还是在地面的深空

跟踪测量网（ＤＳＮ）的站点上进行 ＶＬＢＩ或者

Ｄｏｐｐｌｅｒ跟踪测量，只是观测精度随着技术的发展

有所提高。对于月球背面，还没有直接的观测数

据。为了获得全月球的重力场信息，只有假设所有

飞行器在月球背面受到同样的动力学影响，以进

行轨道的推估，在进行法方程解算时，还必须引进

Ｋａｕｌａ正则因子，以消除方程的严重病态性。

２　绕月卫星的运动规律

与地球人造卫星的运动规律类似，月球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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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受到月球中心引力的影响，其次还包括月球

的非球形摄动（其中又主要受到带谐项的影响）、

太阳和地球的三体引力、太阳的光照压力、地球引

起的固体潮（潮汐摄动的主项）、月球的反射光照

压力等。由于月球的外空间没有大气，故不用考

虑大气压的影响，简化了问题的分析。下面主要

就非球形摄动力、地球固体潮和光照压力进行简

要的分析。

在月球的月心赤道坐标系中，月球卫星的运

动方程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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犌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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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１）中，方程式的右边第一项表示月球的中心引

力；犉ε表示摄动力加速度，它包括４种摄动力来

源。第一种摄动力为非球形摄动，与地球卫星所

受的非球形摄动力类似，月球卫星的非球形摄动

的球谐函数的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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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第二个方程的右边第一项表示月球引力场

摄动位中的带谐项部分，第二项是田谐项部分；

犪犿 表示月球参考椭球的平均赤道半径；狉、φ、λ是

月球大地坐标系中的大地坐标，狉是坐标系原点

到卫星的径向距离；φ是卫星在月球大地坐标系

中的纬度；λ是卫星在月球大地坐标系中的经度。

第二、三项摄动是太阳和地球对月球的引力。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三体摄动并不表示第三体

对卫星的引力影响，它同时对月球也产生引力摄

动，因此第三体摄动是对月球的引力摄动与对卫

星的引力摄动的差值。由于作用距离遥远，可以

当成简单的质点系考虑，即只计算中心项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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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珒狉犼、犿犼（犼＝１，２）分别为太阳和地球相对于月

球的位置矢量和质量；珒狉为卫星的位置矢量。

第四项摄动是地球固体潮摄动，它是一种保

守力，可以表示为力函数的梯度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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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犽２＝０．０２９９６６是月球的Ｌｏｖｅ数；ψ是卫星

矢量和地球在月球大地坐标系中的矢量的交角，

可以表示为两单位矢量的内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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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月球本身的固体潮的量值很小，因此可以忽略。

太阳光照压力是一种耗散力，荷兰的 Ｄｅｌｆｔ

空间研究所的科学家利用Ｃ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ｅ的图像数

据和绝对的反照率测量获得了月球全球的反照率

模型［３］。

３　引力位系数的恢复与精度评定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前，由于观测数据的精度

有限，卫星大地测量中用到的方法主要是动力法，

主要考虑卫星的受力模型，即对如下的二阶微分

方程（牛顿方程）进行求解：

珒狉̈＝－μ
１

狉３
珒狉（ ）狉 ＋犳ε （７）

式中，犳ε是各种摄动加速度的和；μ是引力常数和

天体质量的乘积。从１９世纪以来，就有大量的数

学家和天体物理学家致力于这一领域，发展了许

多有价值的方法。最典型的有Ｌａｇｒａｎｇｅ发展的

一套方法［４］，他利用变分原理，将式（７）转化为一

组关于轨道根数变化率的一阶常微分方程。

为了简化问题，通常采用具有一定目的的变

量表示方法（Ｈｉｌｌ变量表示、Ｋｅｐｌｅｒ变量表示、

Ｄｅｌａｕｎｅｙ变量表示等），基于这些变量的选取，利

用小参数法、三角级数法或幂级数对问题进行处

理，最后以求定各轨道根数。

由于解析形式的复杂性，动力法一般只考虑

到一阶小量，即线性摄动量（Ｋａｕｌａ线性摄动理

论），展开到高阶项后，解的形式非常复杂，且产生

了一些参数之间的混合项，极难求解。此外，一些

非保守力模型的不精确性也降低了动力法的精

度。因此，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随着空间观测

手段的扩充和仪器观测精度的提高，几何法的地

位日益显著，它完全不用考虑卫星的受力模型，只

是对其进行大量的高精度观测，根据几何关系式

精确求出其坐标及速度，完成定轨的需求，并且具

有很高的精度。当然，单纯的几何法无法看出轨

道包含的内在物理信息，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和非保守力模型精度的提高，动力法的精度也相

应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当今的卫星大地测量中，

这两种方法都得到了极大的应用。对于月球卫星

的定轨来说，同样也可以采取这两种方法。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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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求得月球卫星的轨道后，即可进行月球

重力场参数的求解。有两种常用的方法：① 先定

轨，即先准确地求定轨道根数的改正值，然后确定

重力场参数，这样在重力场参数求解中的法方程

阶数会大大降低；② 轨道参数的改正数和重力场

参数一并求解，这样，法方程的阶数很高，参数之

间的相关性也大大增加。这一问题仍在研究中，

一般情况下都是根据经验来确定参数的权矩阵。

相应于该方法的数学模型为：

狆
σ０
ｄσ０＋

狆
ρ０
ｄρ０＋

狆
犮
ｄ犮＋犾＝狏 （８）

式中，狆为距离值，它是初始轨道根数σ０、测展点

的坐标ρ０ 和位系数犮的函数；犾＝狆理论值－狆观测值；狏

是改正数。方程中的各偏导数可以根据轨道的摄

动理论进行求解，利用最小二乘法求解方程组，可

以得到各个参量。在对月球重力位系数的实际求

解中，由于一般的位系数对轨道观测值并不敏感，

即相当长一段弧段内可能并没有什么变化，这就

对位系数的精确求解带来了困难，所以实际的操

作中都是选定某一特定的卫星轨道，它对某些位

系数特别敏感，即这些位系数导致轨道共振，在这

种情况下，这些位系数的确定精度要高一些。

月球引力位系数的精度评定采用的准则与地

球重力场位系数精度评定的准则类似，一般采用

阶方差估计的方法。规一化阶方差为：

σ狀 ＝
∑
狀

犿＝０

（珚犆２狀犿 ＋珚犛
２
狀犿）

２狀＋槡 １
（９）

对阶方差信息的分析、判断，一个常用的工具是

Ｋａｕｌａ准则
［４］。Ｋａｕｌａ准则是对重力场模型位系数

统计规律的一个近似描述，即正则化的位系数具有

零均值，标准偏差与阶数狀的平方成反比，即

珚犆狀犿，珚犛狀犿 ～０±
ｃｏｎｓｔ

狀２
（１０）

式中，狀对应重力场模型的阶数。Ｋａｕｌａ准则可以

用来克服由于月球背面数据的缺乏而导致法方程

求解时的不稳定性，同时对高阶解的计算起到平

滑作用。通过重力场模型系数的阶方差曲线与

Ｋａｕｌａ曲线的比较，可以分析、判断模型的合理性

及可靠性。

４　确定月球重力场的技术流程

４．１　数据的预处理

针对月球重力场模型的确定，绕月卫星的数

据处理相比于地球卫星观测数据的处理要复杂得

多，它涉及到不同的坐标系统和不同的观测手段。

首先，对绕月卫星进行轨道分析时，为了便于

轨道力学分析与卫星上的姿态控制数据进行转

换，需要惯性坐标系。卫星重力场测量系统一般

采用地心惯性坐标框架，然后由地心坐标系统中

的观测值转换到月球月心坐标系统，再将观测值

统一到月球惯性坐标系中，以进行统一处理。在

轨道平面中处理卫星数据最为方便，将其转换到

月球质心坐标系时，还必须考虑到月球本体在惯

性坐标系中的运动，即月球的章动、极移矩阵等。

在绕月飞行器的运行过程中，会涉及到不同

的坐标系统，了解不同的坐标系统的定义方式及

其适用目的是很重要的。同时，时间系统是月球

探测过程中需要仔细考虑的一个物理量，进行观

测数据的处理、飞行器运动方程的描述时，需要选

准时间参考系统。

目前，月球重力场模型的数据处理主要由以

下几部分组成：① 收集绕月卫星的跟踪观测数

据，包括历史上已有的跟踪数据，对所有数据进行

预处理，包括各种系统误差的改正、不合格观测值

的剔除等；② 根据跟踪数据的特点和轨道实际运

行的情况对跟踪进行弧段划分，并对各跟踪数据

进行定权处理；③ 利用预处理得到的各弧段进行

处理，包括重新确定轨道，同时得到观测值对参数

偏导数的矩阵；④ 利用③中得到的多个弧段的系

数矩阵进行联合处理，并加入适宜的Ｋａｕｌａ约束，

以得到月球重力场模型。

４．２　月球重力场模型的计算

月球自转运动和公转运动的周期相等，使得

月球总是以同一面对着地球。由于月球的几何天

平动和物理天平动，实际上可以观测接近６０％的

月球表面，即可以观测到月球背面接近边缘的部

分区域，但是月球背面大部分仍然是不可观测的，

这对月球重力场的恢复带来了一个巨大的难点。

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有以下几种方法。

１）通过长弧段的观测提取月球背面的重力

场信息。对弧段进行长达数天的观测，因为重力

场对轨道的影响，特别是低阶项重力场位系数主

要体现在长弧段的轨道中，尽管没有直接的观测

量，但通过建立长弧段的轨道摄动和重力场参数

之间的函数关系，仍然可以提取背面重力场信息。

早期的低阶月球重力场模型即是通过这种方式确

定的。

２）添加 Ｋａｕｌａ约束准则。特别是求解高阶

位系数时，由于数据量不足，为了保证法方程的可

解，通常引入Ｋａｕｌａ曲线作为位系数的先验方差，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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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改善法方程的性态。目前，包括地球重力场及

其他行星重力场的确定中都引入了类似的Ｋａｕｌａ

准则，只是选取的常数值有差异。

３）局部重力场分析。避开背面重力场的求

解问题，直接对在月球正面观测到的跟踪数据进

行摄动分析处理。经典的方法是对利用Ｄｏｐｐｌｅｒ

观测到的速度量进行平滑内插，得到视线方向上

的加速度，将月球的正面局部区域划分为格网点

上的异常质量，建立视线方向上的加速度和异常

质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利用最小二乘法求解，可以

得到正面局部区域异常质量的分布，进而可以直

接转化为重力异常的分布。局部重力场的求解可

以更客观地用于正面局部区域的内部结构和质量

分布等物理性质的解释，同时也可以对月球重力

场模型的中、高频部分进行修正。

以上几种确定月球重力场的经典方法各有其

优势和缺陷。第一种方法虽可以得到全球的重力

场模型，但可以求解的阶次比较低，对弧段的要求

比较高，即必须是对绕月飞行器不施加任何调整

的连续观测，能满足要求的弧段数目有限；第二种

方法可以得到高阶的月球重力场模型，但它是通

过数学约束来进行求解的，模型的客观性和准确

性还有待验证，并且施加不同的约束会得到不同

的结果，这样选取一最佳约束仍值得研究；第三种

方法的客观性最高，最能反映月球局部区域的重

力场信息，它不涉及到人为的约束，考虑的是观测

量和参数之间的直接对应关系，其缺陷是不便于

进行全球的重力场特性分析和轨道摄动分析。

５　构建我国自主月球重力场模型的

方案

　　我国月球重力场的研究可以结合我国“嫦娥

卫星”的特色，在借鉴国际上已有方法的基础上进

一步改进。初步的设想为月球重力场的恢复，其

基本出发点仍然基于绕月卫星的动力学基本运动

方程，根据卫星的轨道摄动求解重力场位系数。

对我国月球重力场的解算工作，除利用常规

的动力学方法进行解算外，还可以结合我国绕月

卫星自己的特色以对卫星轨道和参数的解算提供

控制和约束。我国绕月卫星具有的一个特点是装

备有激光测高计，可以实现对月球表面的激光测

高，获取月球表面的地形信息。利用测高数据的

交叉点分析方法，可以对绕月卫星的轨道提供约

束，有利于提高绕月卫星的定轨精度，从而提高重

力场参数的恢复水平。

此外，通过测高数据可以恢复出月球表面地

形的全球地形模型。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发现，

月球表面地形与月球重力场之间具有强相关

性［４，７，８］，这种相关性可以为月球重力场恢复提供

某种约束条件，特别是对于背面不可观测地区的

重力场的恢复。因此，对这种方法的深入研究与

探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月球重力场恢复计算的过程中，除了背面

不可观测和缺乏月面控制这两大难点外，尚有其

他几个问题有待解决：① 观测数据精度与定轨精

度之间关系的定量分析；② 月球重力场与地形的

相关性分析及模型的建立；③ Ｋａｕｌａ约束常数值

的选取；④ 短弧段恢复重力场的能力研究。我国

绕月卫星的运行阶段可能会采取每隔１２～１８ｈ

卸载动量矩，以调整卫星姿态，月球重力场恢复过

程中一般都要求长弧段（几天或数天的连续观测

轨道），对这种短弧段确定重力场的能力及能确定

的重力场模型的阶次需要进一步验证。

另外，日本的“ＳＥＬＥＮＥ”计划预计２００７年发

射［９］，将首次实现月球卫星的高低跟踪观测

（ＳＳＴ），可以直接获取月球背面的观测数据，这将

对月球重力场的解算带来一个飞跃性的提高。我

国“嫦娥１号”的轨道高度与日本”ＳＥＬＥＮＥ”计划

中的主卫星的轨道高度相当，同时都为圆极轨道，

因此，可以考虑进行两颗卫星之间的相对跟踪观

测，以更高的精度实现月球重力场的恢复。

“嫦娥卫星”发射后，通过各测站获取的 ＶＬ

ＢＩ和 ＵＳＢ实测数据，同时加入该卫星的测高数

据，有望得到一个新的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

月球重力场模型。图１是结合绕月卫星测高数据

确定月球重力场的一个初步的技术路线流程图。

图１　综合测高数据恢复月球重力场的程序处理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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