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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深空探测中，测控（跟踪）系统的有效运行是整个探测任务成功完成的重要保证。由于我国测控站

都布设在国内，属于局部性分布，影响深空跟踪和测控的连续性和通信质量。本文提出在中国南极长城站建

立深空测控站的设想，以当前热点的月球车巡视探测为例，从地月通信的改善情况、南极长城站建站的地质

条件、电磁环境、气候条件、交通运输后勤保障条件等方面分析了建站的可行性。研究表明：①对于国际主流

探月国家所选取的月面探测区域月球南极，南极长城测控站的地月通信受月面地形的影响要小于我国国内

测控站，且测控时间与国内测控站可以实现互补，减小由于地球自转的影响；②南极长城站的地质条件、电磁

环境和气候条件等适合于测控站的建设和使用；③南极长城站经过了３０ａ的建设，建站的各方面条件趋于成

熟，逐步适合于深空跟踪站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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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具有深空探测能力的国家，中国除继续

深入月球探测外，还逐步以火星探测为切入点，统

筹开展太阳、小行星、金星、木星等系统的探测。

在深空探测中，测控系统的有效运行是整个探测

任务成功完成的重要保证。美国已经建立了完整

的深空探测网，该网是世界上最大、最灵敏的远程

通信系统，由经度相隔１２０°的３个深空地面站组

成，这些测控站分别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格尔

德斯敦、西班牙马德里和澳大利亚堪培拉。但由

于政治、外交、安全保密等国情原因，我国的测控

站都位于自己的领土范围内，理论意义上的建站

要求［１］很难实现，在执行深空测控任务时，对探测

器观测时间短，视野受限。为了减少这些方面的

影响，需要探索我国深空探测网的建设途径。

南极长城站是我国在南极建立的第一个科学

考察站，建成于１９８５年２月２０日，位于西南极洲

乔治王岛西南部的菲尔德斯半岛的南端，地理纬

度为（６２°１２′５９″Ｓ，５８°５７′５２″Ｗ）
［２］。如果考虑在

该考察站建立深空跟踪站，一是与国内测控站南

北位置互补和观测时段互补［３］；二是国际尚未认

可任一国家对南极大陆的主权主张，建站和后期

观测不涉及到政治和外交等方面的影响；三是南

极长城站经过３０ａ的建设，各方面的设施较为完

备。在南极区域，日本昭和站（６９°００′Ｓ，３９°３５′Ｅ

建有１１ｍ口径的ＶＬＢＩ观测台站；智利与德国在

智利内尔那多奥伊金斯将军站（６３．３２°Ｓ，５７．９°

Ｗ）合作建立了ＶＬＢＩ观测站，该站与我国的长城

站毗邻，地质、气候等条件与长城站相近。国外

ＶＬＢＩ站的建立为我国考虑在南极长城站建立深

空测控站提供了借鉴。本文基于上述三个方面的

考虑，并结合测控站的选址要求，分析了南极长城

站建立深空测控站的可行性，为南极长城站的发

展规划和深空探测网的国外选址提供参考和

建议。

１　建站可行性评价

根据深空测控站的选址要求，可将站址选择

的评价条件分为探测优势性、地质条件、气象条

件、无线电环境和后勤交通保障五个方面，具体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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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指标如图１所示。

图１　南极长城站建立深空测控站的可行性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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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建站的优势性

月球探测是我国当前正在开展的深空探测工

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我国经济实力的增

强，月球探测的范围将逐步由月球正面向月球背

面和月球两极发展。同时，探月内容越丰富，探月

活动越复杂，对测控通信系统的覆盖率、导航能力

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月球正面完成了月球车探

测后，我国也需要在月球南极进行着陆探测和建

立月球基地，此时，在地球南极长城站建立深空跟

踪站，相对于我国国内测控站，测控的视野更广，

与国内测控站的观测也具有互补性。在南极长城

站建立深空测控站，可以对嫦娥工程后续任务的

完成提供有效的支撑。

为了定量描述在南极长城站建立深空测控站

的优势性，下面以地月通信的改善情况为例进行

模拟计算。在模型计算中，月面地形采用当前精

度最高的ＬＲＯ探测器获取的 ＤＥＭ 模型
［４］，地

月轨道参数采用ＤＥＭ４２１月球／行星精密星历计

算得到，比较内容为月球南极月球车通信效率的

改善情况和“嫦娥三号”落月地虹湾地区某处通信

的改善情况。

图２（ａ）、２（ｂ）比较了２０１３年４月１日至６月

３０日期间月球南极的月球车与上海 ＶＬＢＩ站和

南极长城测控站的不可通信区域，其中黑色标记

点代表了长久不可通信的位置。图２（ｃ）、２（ｄ）比

较了上海站和南极长城站的地月通信效率。南

极长城站和上海站与月球南极月球车在此时间段

内不可通信的格网点统计结果如表１所示。从图

２地月不可通信的区域范围和地月通信的效率

比较可以看出，在月球南极站建立深空跟踪站，对

将来要进行的月球南极月球车探测，其测控视野

更广，效果会更佳。

图２　利用ＬＲＯ地形模型解算的月球南极的月球车与上海跟踪站和中国南极长城站建立

的测控站间地月不可通信的区域比较以及地月通信效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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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上海跟踪站、乌鲁木齐跟踪站和南极长

城测控站的联合观测，可以实现对月球探测器车

的连续跟踪。本文选取了我国发射的“嫦娥三号”

着陆虹湾区某位置（４５°Ｎ，３８°Ｗ）的月球车地月

通信情况，计算时间为“嫦娥三号”的发射时间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通过模拟发现，通过中国上海站、

乌鲁木齐站和南极长城站的联合观测，在虹湾地

区的地月通信基本是畅通且连续的，在南极长城

站的观测可以弥补由于地球自转造成的国内测控

站背离月球的影响。

对于不可通信的原因，除了观测点附近地形

的影响，还有可能是计算时间段内计算区域背离

地球造成的，对于载人探月探测，通信的可靠性要

求更高，为了减小通信中断的影响，需要借助于中

１６３１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

继卫星。对于满足月球南极覆盖的中继卫星，可

以选择两星单椭圆轨道星座；对于满足月球背面

覆盖的中继卫星，可以选择双星Ｌ２Ｈａｌｏ轨道星

座；对于满足全月球覆盖的中继卫星，可以选择六

星两平面圆极轨道方案［５］。

表１　南极长城站和上海站与月球南极月球车在

２０１３年４～６月不可通信的结果统计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Ｕｎ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ｕｎａｒＲｏｖｅｒ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ｔｏｔｈｅＭｏｏｎ

ｉｎｔｈｅＬｕｎａｒＮｏｒｔｈＰｏｌａｒａｎｄＳｏｕｔｈＰｏｌａｒ

（Ａｐｒ．０１Ｊｕｎ．３０，２０１３）

测站
不可通信的

格网点数

格网

点数

不可通信百

分比／％

南极长城站 ５７９１３ ２３０４００ ２５．１

上海站 ７１２９５ ２３０４００ ３０．９

３　建站的条件分析

３．１　地质条件

南极长城站所在的菲尔德斯半岛属于无冰盖

区，在南极夏季期间，除山峰和背阴区的雪斑外，

其他地区的冰雪都会融化。长城站属卵石滩型，

卵石带以上为第三纪玄武岩片状风化带，硬度适

中，平整开阔，海岸线长，滩涂平坦［６］，这些地质和

地形条件均满足测控站的建设要求。另外，测控

站址可将天线底座固定在坚硬的基岩上，有效避

免建筑物受到冻土等方面的影响。

地质灾害是以滑坡、崩塌、泥石流和塌陷为典

型特征，根据３０ａ的历史记录，南极长城站未曾

发生大的地质灾害事件。

区域稳定性评价和预测是任何一个重大工程

必须首先开展的基础性工作，地震震级是反映区

域稳定的一项重要指标。南极板块由位于地球东

半球的南极地盾、西半球的南极造山带和横贯南

极的造山带３大构造单元组成，具有独特的构造

环境，是地球上唯一被地球自转轴穿过的大陆［７］。

从２０１０年底至２０１１年底，中国南极长城站地震

台的数字化宽频带地震记录仪“捕捉”到了发生在

南极地区的百余次地震，其最大震级为里氏４级

左右，最小震级约为０．５级。结合长城站和附近

其他观测站的多年地震观测资料，发现南极洲未

发生大的破坏性地震，长城站符合建立大口径天

线的要求。

３．２　无线电条件

深空测控站所接收和发射的信号一般是来自

遥远的极微弱的天体或探测器的无线电讯号。由

于各个国家对南极都不具有主权，没有常驻居民，

这样就不需要考虑常用民用无线电设施的干扰。

同时南极长城站所拥有的主要无线电信号源有

ＧＰＳ卫星常年跟踪站和卫星地面接收站，这些设

施对深空观测站的干扰很小，且建站时也会远离

这些无线电信号源，因此从无线电环境角度适合

于在南极长城站建立深空测控站。

３．３　气候条件

深空测控站的气候影响着大型观测天线的结

构设计和正常使用。站址选择中，优选评价指标

应该考虑如下气象因素［８，９］：气温（极端气温、平

均气温）、风速和湿度等。本文利用南极长城站安

置的气象观测设备获取的气象数据，分析了上述

指标体系中涉及的气象要素，分析时间为２０１２年

６月到２０１３年５月，该段时间的气象分析基本可

以反映南极长城站气象的整体情况。

１）气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国

内卫星通信地球站天线（含馈源网络）和伺服系统

设备技术要求》（以下简称《标准》），环境条件稳定

控制在－３５℃～５５℃之间。图３列出了２０１２年

６月至２０１３年５月南极长城站气温的统计图，南

极长城站最高气温为７．２℃，最低气温为－１７．４

℃，全年平均气温在－７℃～１．３℃之间，符合建

站要求。

图３　南极长城站２０１２年６月到２０１３年５月

气温变化图

Ｆｉｇ．３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ａｎｇｅｒｏｆｔｈｅ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Ｇｒｅａｔ

ＷａｌｌＳｔ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Ｊｕｎｅ２０１２ｔｏＭａｙ２０１３

２）风速。风速的大小对大口径天线的稳定性

和灵敏度有重要的影响。根据《标准》，在保证精

度的条件下，稳态风小于１３ｍ／ｓ，阵风小于２０ｍ／

ｓ；在降精度条件下，工作风速小于２０ｍ／ｓ，阵风

小于２７ｍ／ｓ，不破坏设备的风速小于５４ｍ／ｓ。在

实践中，该标准可适当放宽，即保精度风速小于

２０．８ｍ／ｓ（稳态），阵风风速小于２７．６ｍ／ｓ，降精

度风速小于２７．６ｍ／ｓ（稳态），阵风风速小于

３２．６ｍ／ｓ，保全风速小于５６ｍ／ｓ。图４为南极长

２６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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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站２０１２年６月至２０１３年５月的风速图，从风

速的平均值看，符合标准中保精度的工作要求，但

各月部分时刻的瞬时风速有过大的情况。为了分

析大于风速要求的大风是否具有持续性，选取了

２０１３年５月风速最大值出现的一段时间进行分

析，图５列出了５月风速最大的２３日左右的风速

图。从图５可以看出，风速基本都维持在１３ｍ／

ｓ，过大的风速只是出现在２３日的一小段时间，为

阵风风速，时间十分短暂，对大口径天线及后期观

测影响不大。同时，在天线设计时，也要考虑南极

长城站这一特殊的气候条件而采用不同的方法和

技术。

图４　南极长城站２０１２年６月到２０１３年５月

风速变化图

Ｆｉｇ．４　ＷｉｎｄＳｐｅｅｄｏｆｔｈｅ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ＧｒｅａｔＷａｌｌ

Ｓｔ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Ｊｕｎｅ２０１２ｔｏＭａｙ２０１３

图５　南极长城站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０日至３１日瞬时风速图

Ｆｉｇ．５　Ｉｎｓｔａ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ＷｉｎｄＳｐｅｅｄｉｎｔｈｅ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ＧｒｅａｔＷａｌｌＳｔ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Ｍａｙ２０ｔｏ３１，２０１３

３）湿度。《标准》规定，中湿度指标要控制在

５％～９８％，图６列出的湿度平均值都符合要求，

但该指标相对灵活，湿度最大值略显超标，但总体

符合要求。

４）气压。《标准》规定，对建站气压的要求为

７００～１０６０ｈＰａ，从图７可以看出，气压的最大

值、最小值和平均值都符合建站要求。

５）　耐雪量及抗冰雹。系统在以下雨雪及冰

雹条件下能正常工作，即雨量１００ｍｍ／ｈ，雪载荷

小于６０ｍｍ／ｈ；抗冰雹：冰雹最大直径小于１０

ｍｍ，冰雹量小于１００个／（ｍ２·ｍｉｎ）。根据长城

站气象记载，此条件符合建站要求。

图６　南极长城站２０１２年６月到２０１３年５月

湿度变化图

Ｆｉｇ．６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ｔｈｅ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ＧｒｅａｔＷａｌｌ

Ｓｔ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Ｊｕｎｅ２０１２ｔｏＭａｙ２０１３

图７　南极长城站２０１２年６月到２０１３年５月

气压变化图

Ｆｉｇ．７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ｔｈｅ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ＧｒｅａｔＷａｌｌ

Ｓｔ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Ｊｕｎｅ２０１２ｔｏＭａｙ２０１３

３．４　后勤交通保障条件

１）电力供应。对于具有超大发射功率（万瓦

级）的深空天线，电力供应是深空测控站建设必须

首要解决的问题。很长时间以来，南极考察基本

依靠燃油发电作为用电的保障，这是电力供应的

一个渠道。此外，还必须寻求有效的能源利用途

径，积极探索南极新型能源的应用。一方面，南极

号称地球的“风极”，可以借此优势建立风能发电

系统。另一方面，南极的夏天具有持续光照，可以

建立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日本昭和考察站在站

上建立了小型的光伏发电系统，每年可提供５０００

ｋＷ 时的电力供应。根据深空测控站的实际情

况，可以建立集太阳能光伏发电、风能发电、燃油

发电和蓄电设备为一体的综合能源电力供应系

统。但是该系统是一个工程较大的建设任务，需

要在长城站附近另外选址，同时还需要解决新能

源发电系统建设中面临的种种难题，如电池阵列

及野外装备的抗低温设计等。

２）交通运输条件。南极长城站方便快捷的航

海条件和航空条件为南极深空测控站的设备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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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运输提供了便利。航海运输方面，我国现在拥

有第三代极地考察破冰船“雪龙号”。此外，我国

正在建造新的自主破冰船，将能够完成至少１．５

ｍ以上的破冰厚度，南极测控站建站所需要的大

型天线等设备能够顺利地运往长城站。同时，长

城站紧邻智利马尔什基地机场，加之中国南极航

空网的建立及固定翼飞机的购置为大型测控任务

执行中科研和指挥人员的及时到岗和快速交流提

供了可能。

３）通信网络。长城站建有卫星通信网络，利

用了国际通讯卫星组织的Ｉｎｔｅｌｓａｔ卫星，将信号

从南极长城站传输到上海电信卫星地面站，然后

通过专线联入中国极地研究中心，进入中国极地

研究中心的网络系统。南极长城站的测控系统建

好后，可通过通信中继卫星直接传送到国内测控

网络，实现多站的统一调度。

４）后勤设施。长城站现有大型建筑物２５座，

包括综合活动中心、科研办公楼、污水处理栋、生

活栋、发电栋、气象栋、通讯栋等设施，可以保障测

控跟踪站建立和后期观测所需要的一切饮食、生

活等后勤硬件设施。

４　结　语

在南极长城站建立深空测控站，不仅要考虑建

站的必要性，还需要分析建站的可行性，本文主要

围绕这两方面内容进行了详细讨论。结论如下：

１）在地球的南极长城站建立深空测控站，对

于我国即将开展的月球车探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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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的影响比与我国境内的跟踪站的影响要小得

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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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造成的测站背离月

球的影响，使观测时段更长。

２）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在南美洲阿根廷

圣胡安大学天文台建立了中阿合作的激光测距

ＳＬＲ台站，并计划发展成为ＳＬＲ、ＧＰＳ和 ＶＬＢＩ

测站并置的多功能台站。从观测几何角度讲，南

美洲建站和南极长城站的建站优势相当，但从使

用和发展角度分析，由于南极长城站不涉及主权、

外交等，后期建设和观测不受制于别的国家，且经

过３０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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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与国家其他大型科研天

线系统（如国家高分遥感专项）合作，建立一站多

用途的天线系统。

３）南极长城站的气候条件、地质条件、无线

电条件等已经基本满足建设深空跟踪站的可行

性，但是，深空测控系统庞大，仍有很多技术和后

勤保障条件还无法满足系统的建设和运行，如电

力供应系统的建设、新型能源的引入、测控系统的

南极适应性改造、测控站与探测器间的通信难

题［１０］等。但是这些技术和条件会随着科学技术

和经济实力的发展而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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