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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假定在地球南极中国长城科学考察站建立跟踪站，模拟计算月球南极月球车和该跟踪站之间通信的

可达性，并和国内跟踪站与南极月球车之间的通信条件进行比较。计算结果表明：① 在长城站所建立的跟踪

站与月球南极的月球车通信受地形的影响比与我国境内的跟踪站的影响要小；② 中国南极长城站和我国境

内的跟踪站经度相差１８０°，综合长城站和我国境内的跟踪站，可以减少由于地球自转而造成的测站背离月球

的影响，使观测时段更长。南极长城站建立深空探测跟踪站的通信可达性模拟计算可为我国深空探测网建站

的规划及可行性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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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月面巡视探测中，测控系统的正常运行是

整个深空探测任务成功的重要保证［１，２］。一方

面，测控系统肩负着传输指令信息、跟踪导航信

息、姿态调整等任务；另一方面，还需要进行科学

数据、图像和文件等数据的传输［３］。对于月球着

陆器和月球车而言，测控系统运行的前提是首先

要保证月球着陆器和月球车与测控站之间通信的

连通性（即通信不受地形的影响）。从着陆点选择

的角度讲，这点也是着陆点选择［４］的主要工程约

束之一。文献［５］通过建立模型，将由“嫦娥一号”

卫星测高数据获取的数字高程模型（ＤＥＭ）和地

月轨道参数相结合，研究了我国月球探测首选着

陆区虹湾地区和月球极区的通信条件受地形的影

响，在月球南极的地形低凹处，通信条件受地形的

影响很大。

月球南极是将来月球车探测和基地建设的主

要候选区域，美国、俄罗斯和日本等国都计划在月

球南极开展巡视探测，对科学的月球研究具有重

要意义。当月球着陆器／月球车在此工作时，只依

靠我国境内的跟踪站进行地月之间的通信存在

以下问题：① 观测时段较少，我国境内的４个跟

踪站之间的经度跨度较小，由于地球自转的影响，

跟踪站有将近一半的时间背离月球，因此需要在

距离中国经度位置较远的地方设站。从理论上

讲，为了减少由于地球自转造成的深空网探测的

中断，需要在经度间隔１２０°方向上建立３个深空

跟踪站［６］，但由于政治、外交和国情等各方面的原

因，理论意义的建站是很难实现的。② 中国深空

探测跟踪站处在地球北半球，会加大月球南极通

信受地形的影响。如果将测站设在南半球纬度较

高的区域，将有更宽泛的视野来观测月球南极。

为了减少这两方面的影响，我国需要加快深空探

测网的建设步伐。

本文假定在地球南极中国长城站建立深空跟

踪站，是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中国南极长

城站接近于南美洲，从通信可达性角度对南美洲

建立深空跟踪站的可行性进行研究，为我国深空

网南美洲跟踪站的建立提供参考。二是从远景规



　第３７卷第１１期 郝卫峰等：南极长城站建立深空跟踪站对月球车地月通信条件的改善

划来讲，我国也需要在月球南极开展探测并建立

月球基地，这样，在南极长城站建立深空跟踪站比

南美洲地区更有其优势性。长城站始建于１９８５

年，经过２７ａ的建设，各方面的设施完备，且南极

属于各国平等科学研究的区域，国际尚未认可任

一国家对南极大陆的主权主张，为跟踪站建立提

供了条件。德国和日本已经在南极本国的科考站

建立了ＶＬＢＩ跟踪站，其建站的经验可为我国南

极建站提供借鉴。本文模拟计算了月球南极月球

车和中国南极长城跟踪站之间通信的可达性，并

与国内跟踪站和南极月球车之间的通信条件进行

了比较，从定量的角度分析了南极长城站建立深

空跟踪站对月球车地月通信的改善情况。

１　数据概况

新近科学任务获取的探测数据解算的地形模

型［７１０］能够深刻解析月面地形的变化，为月球探

测着陆点选择中通信条件的分析提供更可靠和更

直接的证据。利用不同的地形模型对地月之间

的通信条件进行分析，可以对模拟分析结果进行

相互检核，所以本文采用了两种不同的月面地形

模型，分别为“嫦娥一号”卫星和日本 Ｋａｇｕｙａ／

ＳＥＬＥＮＥ卫星搭载的激光测高计获取的ＤＥＭ模

型。

本文中使用的“嫦娥一号”月面ＤＥＭ 模型为

ＣＬＴＭｓ０３，是对ＣＬＴＭｓ０１
［９］的改进，模型的格

网分辨率为０．２５°×０．２５°，在纬度为８５°时，格网

尺寸 在 纬 度 线 方 向 上 大 约 为 ６６０ ｍ。日 本

Ｋａｇｕｙａ／ＳＥＬＥＮＥ卫星的轨道高度约为１００ｋｍ，

由于其利用中继卫星实现了对探测卫星的跟踪，

使远月面卫星定轨精度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本文

中使用的日本ＤＥＭ模型为ＳＴＭ３５９＿ｇｒｉｄ０３
［１１］，

格网分辨率为０．０６２５°×０．０６２５°，在纬度为８５°

时，格网尺寸在纬线方向上大约为１６５ｍ。

在星历计算及坐标转换中使用了 ＮＡＳＡ下

属 ＮＡＩＦ（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ｃｉｌｌａｒ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小组开发的ＳＰＩＣＥ系统
［１２］，该系统主要

是给科研人员在宇航器构思、设计、建模和数据分

析等方面提供信息处理。在探测任务的设计和运

行中，ＳＰＩＣＥ可用于计算与轨道相关的一些参

数，如太阳的光照条件，评价测站与探测器通信延

迟时间及持续性，探测器、跟踪站及星体之间的几

何关系及坐标转换等。ＳＰＩＣＥ分为两部分：数据

（Ｋｅｒｎｅｌ）和程序，通过其提供的工具箱，调用

Ｋｅｒｎｅｌ，可以得到各种数据和参数。本文中用到

的主要Ｋｅｒｎｅｌ文件及说明如表１所示。

月球／行星星历采用 ＤＥ４２１
［１３］，该星历给出

了月球和行星轨道的新的估计结果，通过对更多

的月球激光测距的拟合及在处理中使用了月球地

球物理模型更高阶的参数及完全的收敛运算，月

球轨道的精度可以达到亚ｍ级。

文中选取了我国上海和乌鲁木齐两个 ＶＬＢＩ

站作为地球跟踪站，中国南极长城科考站作为模

拟测站，三个测站在ＩＴＲＦ２０００下的坐标（犡、犢、

犣）分别为：上海（－２８３１６８６．９１３，４６７５７３３．６６６，

３２７５３２７．６９０）ｍ、乌 鲁 木 齐 （２２８３１０．７２０，

４６３１９２２．７９５，４３６７０６３．９８８）ｍ、中国南极长城

站 （１５３６９６５．８２６２，－２５５４１２５．３６４７，

－５６１９８２５．１８６３）ｍ。

表１　本文中用到的主要犓犲狉狀犲犾文件及说明

Ｔａｂ．１　ＰｒｉｍａｒｙＫｅｒｎｅｌＦｉｌｅｓａｎｄ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Ｕｓｅｄ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

数据名称 格式 简要说明

ＳＰＩＣＥ

Ｋｅｒｎｅｌ

ｎａｉｆ０００９．ｔｌｓ 文本 ＵＴＣ转换为ＴＤＢ的参数，用于高精度时间转换

ｄｅ４２１．ｂｓｐ 二进制
ＪＰＬ月球／行星星历，存储太阳、地球和月球的位置及

速度、地球章动和月球天平动等参数

ｍｏｏｎ＿０８０３１７．ｔｆ，ｍｏｏｎ＿ａｓｓｏｃ＿ｍｅ．ｔｆ

ｍｏｏｎ＿ａｓｓｏｃ＿ｐａ．ｔｆ
文本

存储月球高精度定向数据，用于月固系 ＭＯＯＮ＿ＭＥ、

ＭＯＯＮ＿ＰＡ与Ｊ２０００天球坐标系统之间的转换

ｍｏｏｎ＿ｐａ＿ｄｅ４２１＿１９００２０５０．ｂｐｃ 二进制

ｐｃｋ００００９．ｔｐｃ 文本
存储行星定向及形状数据，用于高精度坐标转换

２　建模方法研究

本文以我国“嫦娥一号”和日本探月卫星获取

的月球激光测高数据建立的月面地形模型为基

础，同已知的地球月球运行轨道参数相结合，通

过射线追踪法建立数学模型，分析地球南极长城

科考站建立深空探测跟踪站对月球车地月通信

的改善情况，具体过程如图１所示。首先，计算地

球测站在月心月固坐标系统下的位置，包括星历

读取和坐标转换；其次，计算地球测站处的月球高

度角和月球计算区域格网点处的地球测站的高度

角，如果这两个角均大于零，就可保证测站面对着

月球的计算格网点；最后，判断地月通信方向向

５６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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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是否会被传输方向上的地形遮挡，从而对地球

南极中国长城科考站建立深空跟踪站的可行性作

出定量的分析。

图１　月球车地月通信可达性计算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ＭｏｏｎＴｏＥａｒｔｈ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３　地球南极长城科考站建立深空跟

踪站对地月通信条件的改善性

分析

　　文献［５］计算了上海跟踪站与月球车在月球

南极探测时地月之间的通信条件，由于月球南极

地形的复杂性及测控站北半球的局部性分布，通

信条件受地形的影响很大。为了减少测控站局部

性分布及测控视野有限的影响，本文模拟在中国

南极长城科考站建立深空测控跟踪站。中国南极

长城科考站的坐标为（６２°１２′５９″Ｓ，５８°５７′５２″Ｗ），

位于南极洲接近南美洲的位置，是中国在南极建

立的第一个南极科学考察站。为了便于与文献

［５］进行比较，本文选取了与文献［５］相同的计算

时间和计算内容，计算时间选取了２０１３年１０月

１日００：００至１０月３１日２４：００，计算步长为０．５

ｈ；计算内容分两部分进行了比较，一是通信长久

不可达区域的分布，二是Ｓｈａｃｋｌｅｔｏｎ撞击坑光照

最强处（８８．７４°Ｓ，１２４．５°Ｅ）的地月通信情况。

３．１　月球南极长久不可通信区域

３．１．１　“嫦娥一号”月面ＤＥＭ模型的分析结果

在纬度为８７．５°的月球南极区域，“嫦娥一

号”月面ＤＥＭ模型ＣＬＴＭｓ０３中共有１４４００个

格网点参与了计算，以上海站作为跟踪站，在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这段时期内，地月通信均不可达的

点数为２４００个，而以中国南极长城站作为跟踪

站，地月通信不可达的点数为１７４８个，通信不

可达的点数明显减少。图２（ａ）为月球南极８７．５°

以上区域在２０１３年１０月的地月通信情况示意

图，黑色小方框为该时间段内不可通信的格网点，

黑色大方框和圆圈标示了通信改善的区域，主要

集中在Ｓｈｏｅｍａｋｅｒ（８８．１°Ｓ，４４．９°Ｅ）、Ｓｖｅｒｄｒａｐ

（８８．５°Ｓ，１５２°Ｗ）、ＤｅＧｅｒｌａｃｈｅ（８８．５°Ｓ，８７．１°Ｗ）

和其他一些未命名的撞击坑（８７．５°Ｓ，０．０°Ｅ）和

（８８．２°Ｓ，１１２°Ｅ）等。

３．１．２　日本 Ｋａｇｕｙａ／ＳＥＬＥＮＥ月面ＤＥＭ 模型

的分析结果

日本Ｋａｇｕｙａ／ＳＥＬＥＮＥ月面ＤＥＭ模型地形

分辨率是上面使用的中国“嫦娥一号”ＤＥＭ 的４

倍，地形细节更加清晰。在纬度为８７．５°的月球

南极区域，ＤＥＭ 模型ＳＴＭ３５９＿ｇｒｉｄ０３中共有

２３０４００个格网点参与了计算。以上海作为跟踪

站，在２０１３年１０月，地月通信均不可达的点数

为６６９５８个，而以中国南极长城站作为跟踪站，

地月通信不可达的点数为５３１６１个。从不可通

信点占所有地形点的比例来讲，上海跟踪站为

２９％，长城跟踪站为２３％，比例减小了６％。图２

（ｂ）为利用ＳＴＭ３５９＿ｇｒｉｄ０３模型计算的月球南

极８７．５°以上区域在２０１３年１０月的地月通信情

况示意图，黑色线条为该时间段内不可通信的区

域，黑色方框标示了通信改善明显的格网点，区域

分布与“嫦娥一号”ＤＥＭ模型得出结论基本一致。

因此，无论是从上面的统计数据，还是直观的不可

通信的示意图，都可以看出，在南极长城站建立深

空跟踪站的观测视野要明显好于上海深空跟踪

站。

图２　利用不同模型解算月球南极的月球车与

地球站间地月通信长久不可达的区域

Ｆｉｇ．２　Ｕｎ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ｇ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Ｌｕｎａｒ

ＳｏｕｔｈＰｏｌｅｔｏＥａｒｔｈ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ＥＭｏｆＣｈａｎｇ’Ｅ１

ａｎｄＫａｇｕｙａ／ＳＥＬＥＮＥ

６６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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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上海测控站、乌鲁木齐测控站和南极长城测

控站联合观测结果分析

这里选取了月球南极Ｓｈａｃｋｌｅｔｏｎ撞击坑的边

沿（８８．７４°Ｓ，１２４．５°Ｅ）作为分析对象，它是全月球光

照时间最长的点［１４］，年光照率可达８６％，是月球车

着陆点的首选区域。该点在２０１３年１０月与上海

站的通信情况如图３（ａ）所示，在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７日

至１８日内，通信畅通，此时间段内通信间断的部分

主要是由于地球自转时上海测站背对月球造成的，

而１０月１日到７日和１０月１８日到３０日这段不可

通信是由于月球和地球的旋转轴之间的位置关系

造成的，该点在该时间段内月球南极点附近背离地

球的位置，但经过一定时间的绕地球公转，该点会

出现在地球观测站的视野中。

图３（ｂ）为以中国南极长城站为跟踪站时

Ｓｈａｃｋｌｅｔｏｎ撞击坑的边沿处（８８．７４°Ｓ，１２４．５°Ｅ）的

地月通信情况。与图３（ａ）相比较可以看出，南极

长城站的观测时间长于上海站，如果连同我国境内

的上海跟踪站和乌鲁木齐跟踪站（如图３（ｃ）），在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６～１９日期间基本是可以实时连续通

信的。在南极长城站建立深空跟踪站，既扩大了跟

踪的视野，也实现了特定时间段的连续跟踪。

图３　Ｓｈａｃｋｌｅｔｏｎ撞击坑边沿处（８８．７４°Ｓ，１２４．５°Ｅ）的地月通信情况（２０１３年１０月）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ｏｉｎｔ（８８．７４°Ｓ，１２４．５Ｅ）ＬｏｃａｔｅｄＣｌｏｓｅｔｏｔｈｅＲｉｍｏｆＳｈａｃｋｌｅｔｏｎＣｒａｔｅｒ

４　结　语

地月通信可达性研究是月球车路线设计、工

作目标制定和月球基地建设的前提条件。本文利

用中国“嫦娥一号”和日本Ｋａｇｕｙａ／ＳＥＬＥＮＥ卫星

激光高度计获取的高精度的数字高程模型并结合

地月轨道数据，分析了月球南极月球车与中国南

极长城测控站之间的通信条件，并与国内测控跟踪

站的通信条件进行了比较，结论如下：

１）在地球的南极长城站建立深空跟踪站，由

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该测控站与月球南极的月球

车通信受地形的影响比我国境内的跟踪站的影响

要小得多。

２）中国南极长城站由于经度和我国境内的跟

踪站经度相差１８０°，综合长城站和我国境内的跟踪

站，可以减小由于地球自转造成的测站背离月球的

影响，使观测时段更长。

３）中国计划在南美洲建立深空探测跟踪站，

由于中国南极长城站距离南美洲很近，本文的研究

可以作为其建站可行性分析的一部分。但对于南

极区域月球车巡航和月球基地测控，南极长城测控

站比南美洲测控站的测控视野更加宽泛，更具有优

势性。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由于南极长城站不涉及

外交及主权，且经过２７ａ的建设，已经具备了建立

大型深空探测设备的条件。建议决策部门将中国

南极长城站建立深空跟踪站列入计划，这样也可以

缓解未来繁重的测控任务。

需要说明的是：① 对于长期的通信分析，通信

条件受地形的影响需要考虑天平动，但通过计算，

这部分的影响很小；② 本文只是从地月通信这个

单一的角度来分析南极长城站建立跟踪站的可行

性，但南极长城站建立跟踪站的技术难度、正常运

行维护等都是需要进一步分析和论证的；③ 在月

球南极，月球车天线的地平高度角较小，会影响无

线电信号的传输，多路径效应会很显著，如何减弱

这一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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