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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探月任务精密定轨技术进行了论述，分析了轨道确定过程中的关键技术问题。基于ＳＭＡＲＴ１探

月卫星测轨数据，对精密定轨软件系统进行了测试验证，３ｄ数据弧段定轨结果精度优于百米。在嫦娥一号

任务实施过程中，各轨道段轨道的计算结果准确，卫星成功进入环月使命轨道，特别是原计划三次中途修正仅

执行了一次，为卫星节约了宝贵的燃料。与外部星历互差的结果表明，整个任务阶段定轨精度在百米量级，环

月段定轨精度约数十米。实施结果表明，该文给出的定轨技术理论正确，关键技术解决有效，完全满足探月任

务工程测控和科学研究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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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对月球的探测活动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

开始至今已有近半个世纪的历程，并取得了丰硕

的成果［１，２］。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逐渐形成了

第二次探月高潮［３］。随着在月球及深空探测领域

的不断深入发展，国外在深空航天器测量技术、航

天器定轨定位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已形

成了完整的方法及体系［４］。美国在该领域走在世

界的前列，随着ＳＭＡＲＴ１等探月及深空任务的

成功执行，欧空局也建立起了相应的测量和信息

处理体系。我国的科研人员也对探月相关问题进

行了研究［５，６］，还有部分科研人员在国外开放的

软件平台上对利用国外的深空探测任务获取的测

量数据进行了分析。但由于缺乏探月任务支持，

国内尚无独立自主的可用于支持探月任务的测量

及定轨系统。２１世纪初，我国提出了适合自己国

情的探月计划，整个计划可分为绕月飞行、月面软

着陆、采样返回三个阶段。一期工程即绕月探测

工程于２００４年立项启动
［７］。为增加测控覆盖率，

探月任务中还与欧空局进行了国际合作。这种不

同测轨模式、不同测量网间的信息融合技术是轨

道计算中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轨道计算精度

对于探月任务的成功实施至关重要，嫦娥奔月遭

遇的四大难题中就有两个与轨道相关［７］。

１　探月卫星精密定轨技术

探月卫星精密定轨技术包括估值方法、积分技

术、参数求解、动力学模型、观测模型等部分。本文

采用的估值方法为加权最小二乘贝叶斯估值方

法［８］，采用的积分技术为定步长ＡｄａｍｓＣｏｗｅｌｌ多

步法和变步长ＲＫＦ７（８）相结合的积分技术
［８］。可

求解的参数包括历元时刻卫星的位置速度、大气阻

尼系数（仅在包含近地调相段时考虑）、太阳光压系

数、动量轮卸载量、测量数据系统偏差等参数。

１．１　坐标系与星历表

环月卫星相关的坐标系包括月心天球坐标

系、月心固连坐标系、月心瞬时真天球坐标系，其

具体定义与坐标系间的转换参见文献［９］。本文

定轨系统选用的历表为ＪＰＬ发布的ＤＥ系列历

表［９］。考虑到月球非球形引力场采用ＪＧＬ１６５Ｐ１

模型，而此模型与ＤＥ４０３历表相一致，故在使用

中一般选用ＤＥ４０３历表。

１．２　运动方程与变分方程

卫星总的加速度可描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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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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犪ＳＲ＋犪ＴＡＣ＋犪犜 ＋犪ＲＥＬ＋犪ＷＯＬ
（１）

于是，卫星的运动方程就可以简记为：

狉
．．

＝犳（狉，狉
．

，狋，珚狆），珚狆＝ （狉０，狉０
．

，珚狆）Ｔ （２）

其中，狉为卫星的位置向量；狆为模型参数向量；

狉０、狉０
．

为卫星在Ｊ２０００．０惯性坐标系中某历元时

刻的位置和速度矢量；珚狆为与摄动力有关的模型

参数；犪ＰＭ为由狀个天体产生的质点引力加速度；

犪ＮＳ为由天体引力位的非球形部分产生的非球形

引力加速度；犪ＩＯ为由地球和月球相互间的非球形

部分吸引力产生的加速度；犪ＴＩＤ为由天体潮汐引

起的加速度；犪犇为由气动力产生的加速度（该项

加速度仅在调相段存在）；犪ＳＲ为由太阳辐射压产

生的加速度；犪ＴＡＣ为由卫星姿态控制系统调整过

程引起的加速度；犪犜为由卫星发动机推力产生的

加速度；犪ＲＥＬ为由相对论效应引起的加速度；犪ＷＯＬ

为由卫星动量轮卸载引起的加速度。

对于嫦娥一号卫星测控过程，调姿与轨控过

程在定轨过程中一般不予考虑。卫星动量轮卸载

是通过喷气调姿实现的，这里对其进行单独建模

解算。考虑到动量轮喷气卸载持续时间较短，因

而可假定其等效为惯性空间狓、狔、狕方向上的常

值作用力模型，因此有：

犪ＷＯＬ ＝ （犪狓　犪狔　犪狕）
Ｔ
＝ （犪狓

０
　犪狔０　犪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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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犪狓
０
、犪狔０、犪狕０为常值，可作为已知量使用或者

作为动力学方程中的待估参数求解。卸载作用时

间为卸载持续时间。模型偏导数为：

犪ＷＯＬ

（犪狓
０
，犪狔０，犪狕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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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动量轮卸载的相关信息可能包含在星上

遥测数据中，因此卸载作用力可由遥测数据进行

估算，该估算值可作为卸载作用力参数估值的初

值使用；若无该信息（如测控区外卸载情形），则可

以设置其初值为零，再进行解算。

在轨道确定过程中，还需要计算状态变量

狉（狋）、狉
·
（狋）的变分

［１０］。

１．３　观测量与积分中心

对于 ＣＥ１月球探测卫星，测量系统包括

ＵＳＢ和ＶＬＢＩ测量系统。ＵＳＢ测量系统得到的

观测量为三程测距和（ρＲＴ）、双程测距（ρ）、测距变

率（ρ）、方位角（犃）和仰角（犈）。由于距离遥远，角

度测量量的精度很低，对轨道约束很弱，在定轨中

不用。ＶＬＢＩ跟踪系统得到的观测量为时延、时

延率。

对ＵＳＢ测量系统，其所测得的斜距是从发射

机经卫星到地面接收机的往返信号传输时间及对

应的时标来计算的。双程测距和三程测距的主要

区别是双程测距信号的接收和发射在同一个测

站，而三程测距信号的接收和发射在不同的测站。

具体处理时可统一成三程测距进行处理。

由于在从地球到月球的飞行过程中，积分中

心需在地心与月心间转换，特别是当积分中心为

月心时，状态量是相对于月心，而观测量是基于地

面测站，观测偏导数可以认为是相对于地心惯性

系的状态量。假定卫星的地心位矢为狉，月心的

地心位矢为狉ＥＬ，卫星的月心位矢为狉犔，忽略相对

论效应的影响，则其关系可表示为狉＝狉ＥＬ＋狉犔。

设犢 为观测量，则观测偏导数可表示为犢／狉犔＝

（犢／狉）（狉／狉犔）＝犢／狉，因而不必区分观

测偏导数是相对于地心还是相对于月心。但在计

算观测量时，还需要考虑地心坐标系与太阳系质

心坐标系间的转换关系，这是由于月球星历是在

质心坐标系下描述的［１１］。

１．４　估计模型与轨道确定

轨道确定的基本过程是对来自观测模型的一

组参数的估值进行微分改正，以便测量的观测数

据和该模型计算的对应量之差值的加权平方和为

最小。这其中涉及的关键问题包括动量轮卸载、

自旋对测量的影响、测量数据加权、测量量系统差

的求解、测量数据的选用与初轨计算等。

由于嫦娥一号卫星自主飞行过程中的姿态保

持采用动量轮控制的方式，而动量轮卸载采用喷

气卸载的方式，会带来质心方向的加速度，这个问

题在定轨过程中需要考虑，具体模型如前文所述。

在实际应用中，ＣＥ１卫星在调相轨道段、地月转

移轨道段动量累积较少，动量轮卸载主要安排在

轨控前与调姿过程相结合。在环月飞行阶段，动

量累积加剧，一般１～２ｄ会卸载一次。解算弧段

为２～３ｄ，解算卸载次数为１～２次，更长的弧长

对提高定轨精度无明显的意义。

卫星自旋对测量的影响也是定轨要考虑的问

题之一。一般来说，自旋不会引起定轨结果的系

统性偏差，但会影响到残差的水平，进而影响到对

定轨结果精度的评估。ＣＥ１卫星在调相和转移

段为慢自旋状态，其对测量量的影响很小，可不必

考虑。初轨计算问题是轨道确定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没有轨道先验信息或轨道先验信息较弱时，

仅利用测轨数据来获取具有一定精度的轨道初

值，供轨道改进使用［１０］。

１．５　定轨软件系统

本文描述的定轨软件系统为北京航天飞行

３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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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中心针对ＣＥ１卫星任务而研发的地面支

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定轨软件系统包括测

量数据实时接收与监视、测量数据预处理、初轨

计算、轨道改进、轨道评估与选优、轨道预报等

几个部分。以数据、曲线图、预报残差等形式实

时监视测量数据的接收情况。测量数据预处理

则主要完成对测量数据的预处理功能。初轨计

算则主要完成初始轨道的计算工作，为后续的

轨道改进提供所需的初始状态。初轨计算一般

仅需在入轨及轨控后进行。轨道改进完成卫星

精密轨道确定的工作。轨道评估与选优完成对

轨道精度的评估与选优工作。轨道预报完成对

后续一个时段内的轨道外推计算的功能，这是

编制后续飞控计划及组织飞控实施的依据。由

此可见，定轨软件系统在整个飞控任务实施过

程中起着基础而重要的作用。

２　定轨验证

探月任务精密定轨软件系统是以上文所述的

技术为理论基础，针对探月任务的特点并兼顾其

他卫星定轨需求完全独立自主开发的一套系统。

探月卫星精密定轨计算结果的测试与验证是定轨

系统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对定轨系统的测试

验证包括内部测试验证和外部测试验证。内部测

试所需的数据通过仿真产生，内部测试验证主要

解决软件与方案的一致性及系统的自洽性问题。

外部测试验证主要是将定轨计算结果与外部相对

成熟软件的计算结果进行比较及对实测数据进行

处理分析。

测轨系统于２００６年５月组织对绕月飞行的

ＳＭＡＲＴ１卫星（ｈｔｔｐ：／／ｓｃｉ．ｅｓａ．ｉ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ｅ／

ｗｗｗ／ｏｂｊｅｃｔ／）进行了跟踪测轨试验，本次测轨试

验获取了包括 ＵＳＢ系统与 ＶＬＢＩ系统在内的全

部观测类型。本次测轨试验定轨结果的评估采取

了内符合与外符合相结合的评估方式。内符合主

要采取本定轨软件重叠弧段定轨结果星历偏差比

较的方式，外符合采取本定轨软件计算结果与

ＥＳＡ事后精密星历的比较的方式。本次测轨数

据重合弧段星历的比较结果表明，在搭接弧段内，

位置偏差最大约１００ｍ，主要集中在沿迹方向上。

与ＥＳＡ提供的事后精密星历比较可知，４ｄ弧段

数据定轨，星历最大偏差约１２０ｍ，主要集中在沿

迹方向上。

３　嫦娥一号卫星任务中的应用

３．１　测控任务中的定轨及精度评估

嫦娥一号卫星于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２４日１８：０５

发射升空，历经绕地调相段、地月转移段、月球捕

获段等轨道阶段，于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０７日０８：３５进

入环月使命运行轨道，在完成了一系列的在轨测

试工作后，进入为期一年的科学探测任务工作阶

段。２００８年１１月，嫦娥一号卫星完成全部预定

任务，随即转入扩展任务阶段。２００９年３月１

日，嫦娥一号卫星在地面控制中心的操作下完成

了在月面的硬着陆。

参加本次跟踪测轨任务的系统包括 ＵＳＢ测

量系统与 ＶＬＢＩ测量系统。ＵＳＢ测量系统包括

国内测量站和国外测量站两个部分，国内站主要

是青岛站和喀什站，部分其他测量站参与了调相

轨道段及地月转移轨道段早期的测量工作；国外

站主要是ＥＳＡ的库鲁站等。ＶＬＢＩ测量系统主

要由国内４个 ＶＬＢＩ测量站组成，包括上海佘山

站、北京密云站、昆明站及乌鲁木齐南山站等。

ＶＬＢＩ测量系统的数据处理中心在上海天文台。

任务实施中，ＵＳＢ测量数据实时获取并传送至北

京飞控中心；ＶＬＢＩ测量数据则首先传送至ＶＬＢＩ

数据处理中心，经相关处理后得到时延、时延率

数据。

图１、图２为ＣＥ１任务期间地月转移段部分

弧段定轨数据残差图。统计分析表明，ＵＳＢ测距

残差ＲＭＳ约为１．５ｍ，时延ＲＭＳ约为３．５ｎｓ，时

延率ＲＭＳ约为０．５ｐｓ／ｓ。

图１　地月转移部分测量弧段ＵＳＢ数据定轨残差图

Ｆｉｇ．１　ＵＳＢＤａｔａ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ｏｆｔｈｅＯＤｉｎＬｕｎａｒ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

４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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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Ｅ１卫星任务定轨精度事后评估采用外部

星历比较的方法。本文用于比较的外部结果由软

件ＧＥＯＤＹＮＩＩ生成。将任务期间计算的轨道星

历与外部事后星历直接进行比较，并以二者的最

大偏差作为衡量定轨精度的依据。任务中，各关

键弧段定轨及预报星历精度评估如表１所示。

图２　地月转移部分测量弧段ＶＬＢＩ数据定轨残差图

Ｆｉｇ．２　ＶＬＢＩ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ｏｆＯＤｉｎＬｕｎａｒ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

表１　定轨及预报精度比较

Ｔａｂ．１　Ｅｐｈｅｍｅｒｉ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定轨弧段及

预报目标点

定轨弧段星历 预报目标点星历

位置偏

差最大

值／ｍ

速度偏

差最大

值

／ｍ·ｓ－１

位置偏

差最大

值／ｍ

速度偏

差最大

值

／ｍ·ｓ－１

第二次近地点控前３ｈ

第二次近地点
１００ ０．０５ １３０ ０．１

第三次近地点控前３ｈ

第三次近地点
１００ ０．０３ １８０ ０．１３

中途修正点前６ｈ

中途修正点
１００ ０．０２５ １４０ ０．００４

第一次近月制动前８ｈ

第一次近月制动点
５００ ０．０１ ７５０ ０．６

第二次近月制动前６ｈ

第二次近月制动点
３００ ０．１ １００ ０．１

　　分析表１结果可知，嫦娥一号卫星自入轨开

始至顺利进入工作轨道期间，全程定轨位置精度

在百米量级，速度精度在１ｃｍ／ｓ量级。轨控特征

点预报位置精度在百米量级，速度精度在１０ｃｍ／

ｓ量级，误差最大值为第一次近月点预报。近月

捕获点附近的轨道精度较低是由轨道特性所决定

的。第一次近月制动点为以月球为中心引力体的

双曲轨道的近月点，第二次近月制动点为以月球

为中心引力体的大椭圆轨道的近月点，这些位置

处的卫星状态变化迅速，轨道确定和预报的精度

相对较低。由于高精度的轨道计算与轨道预报结

果使得原计划三次地月转移中途轨道修正仅执行

了一次，为卫星节约了大量的燃料。

３．２　环月段定轨精度分析

环月轨道为本次探月任务的使命轨道，这里

给出正常环月一个时段的轨道计算结果比对情

况，用以说明环月段的定轨精度情况。环月段轨

道运行高度为２００ｋｍ的圆极轨道，取北京时间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１０日７：００至１８：００时段作为分析

对象，计算结果与 ＧＥＯＤＹＮＩＩ计算结果的星历

偏差如图３所示。由图３可见，定轨星历偏差小

于４０ｍ，其中径向偏差约１０余ｍ。

图３　环月段定轨星历比较图

Ｆｉｇ．３　Ｅｐｈｅｍｅｒｉ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ＬｕｎａｒＯｒｂｉｔｉｎｇ

３．３　动量轮卸载影响分析

嫦娥一号卫星的动量轮卸载会产生喷气推

力，进而对轨道产生影响。以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１０日

７：００至１８：００间的观测弧段为例，动量轮卸载时

刻为９：０１。在不考虑动量轮卸载影响的条件下，

定轨数据残差如图４（ａ）所示。由图４（ａ）可知，

９：０１前后，数据拟合有明显的差异，其后的数据拟

合残差明显优于之前的数据拟合结果。这种差异

主要是由于动量轮卸载造成的，后段的数据拟合

优于前段是由于后段数据在弧段长度和数据量上

占有明显的优势所致。

同样的测轨数据，但在定轨过程中考虑卸载

的影响，卸载加速度如式（３）所示，定轨过程中解

算该加速度。数据残差如图４（ｂ）所示，可以看

出，数据拟合程度显著好转，特别是卸载前的数

据，这表明式（３）能够较好地描述卸载过程。

轨道确定系统除应用于支持嫦娥一号卫星任

务工程测控支持外，还可实现对测量数据的事后

精密定轨。精密定轨精度受限于测量设备能够达

到的精度。环月卫星定轨精度与引力场精度密切

相关，在使用新的更精确的月球引力场的条件下，

定轨精度将会进一步提高。精密定轨为嫦娥一号

卫星的科学应用提供了星历支持。如月球地形模

型ＣＬＴＭＳ０１
［１２］的计算即基于本轨道确定系统

５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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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环月段青岛站与喀什站距离和数据残差图

Ｆｉｇ．４　ＱｉｎｇｄａｏａｎｄＫａｓｈｉＲｏｕｎｄＴｒｉｐＲａｎｇｅ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ｉｎＬｕｎａｒＯｒｂｉｔｉｎｇ

提供的精密星历。

４　结　语

嫦娥一号绕月探测卫星精密定轨对嫦娥一号

绕月探测卫星的测控支持是我国月球探测任务的

首次实现，也是我国迈向深空探测的第一步。探

月卫星的定轨技术将为我国后续的月球探测任务

及其他深空探测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基础。

提高定轨精度将依赖于三个方面的工作，一

是提高测量精度，二是提高测量数据修正精度，三

是提高定轨模型精度。与国际上的先进水平相

比，我们现在的测量精度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应

该加强在这方面的工作。同时探索新的高精度的

探月卫星的测量手段和方法也是十分有意义

的［１３］。采用新的手段和方法以进一步提高测量

数据的修正精度，包括中性大气折射修正精度及

电离层时延修正精度，也是提高定轨精度需要完

成的一个重要工作。提高定轨模型精度，特别是

相对论框架下的动力学与观测模型的精度，细化

各种力学因素的建模分析；进一步提高定轨精度，

以适应深空探测的需要，进行诸如月球／行星引力

场的研究等深空探测领域的工程和科学研究，将

为卫星精密定轨技术的深入发展带来广阔的

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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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０ＳｈｕｓｈａｎｈｕＲｏａｄ，Ｈｅｆｅｉ２３００３１，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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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ｃｈｏｏ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Ａ１９ＹｕｑｕａｎＲｏａ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３９，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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