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Xiv合作期刊

地月系 L2 点中继星激光测距成功率的估算
李春晓 1，2，高清鹏 1，2，李语强 1，李祝莲 1
(1 .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 云南 昆明 650011
2.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100049)
摘要:为了确定月球与即将发射到地月系 L2 点的中继星之间的位置关系进而估算中继星激光测
距的成功率，按照晕轨道周期为 14 天左右的要求对中继星所在的晕轨道进行了计算，并建立了一个
综合考虑望远镜抖动、大气抖动和预报轨道横向偏离的模型。从数值上给出了一条轨道周期为
14.78 天，X 方向 (地月连线方向) 的振幅为 12493km，Y 方向为 34596km，Z 方向 (垂直于地月轨道
平面方向)为 11916km 的周期轨道。由于晕轨道的最小振幅远大于月球遮挡的临界振幅 4000km，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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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月球对中继星不存在遮挡问题。基于上面建立的测距成功率模型，根据昆明站 (国际编号：7820)
的激光测距系统对运行在该晕轨道上的中继星进行测距成功率分析，结果表明：测距成功率随着中
继星横向轨道标准差的增大呈现快速降低的趋势。对于中继星到测站的平均距离而言，当中继星没
有横向偏离时，探测器产生的光电子数为 0.151，成功率为 14.07%；横向偏离 2km 时，光电子数降
为 0.035，成功率降为 3.46%。对比最近距离与最远距离的情况，无横向偏移的情况下，探测器产生
的光电子数从 0.174 降为 0.139，成功率从 16.01%降为 13.02%。根据上面所有的计算结果，为后续
云南天文台 1.2m 望远镜实现中继星激光测距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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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力波的探测不仅是检验广义相对论根基的重要途径，同时也为研究宇宙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手
段。继地基的 LIGO 和 Virgo 同时直接探测到由双中子星合并产生的引力波和伽马射线 [1]，天基的
引力波探测计划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其中，“天琴计划”是将 3 个星载激光干涉仪发射到绕地
近圆轨道上通过观测卫星之间的距离变化探测引力波[2]。这 3 颗卫星组成等边三角形构型，臂长约为
105km，轨道平面面向由两颗快速绕转的白矮星组成的引力波辐射源 RXJ0806.3+1527[3]。
“天琴计划”的第 1 步是实现激光测月和深空卫星激光测距。为了满足即将发射的“嫦娥 4
号”月球背面登陆器与地球的实时通讯，需要在地月系 L2 点附近的晕轨道上放置一个中继星实现通
讯中转[4]。文[5]针对地月 L2 点的中继星任务分析了发射窗口、地月转移时间、近月点高度、近月点
倾角、轨道振幅等因素对地月 L2 转移轨道和使命轨道特性的影响，文[6]针对中继星转移轨道的转
移时间、近月点高度和晕轨道振幅等约束条件，研究了月球近旁 L2 点转移轨道设计方法。文[7]研
究了地月系 L2 点纯反射式激光测距技术和任务设计，并结合云南天文台 1.2m 望眼镜激光测距系统
给出了预期系统能接收到的单脉冲回波光子数。 由于中继星的星等 (暗于 17 等，计算过程见附录)
高于 1.2m 望远镜光电探测的极限星等，所以有必要计算出一条假想的晕轨道并对预报精度如何影
响单脉冲回波光子数做出分析，进而研究评估中继星和月球处于不同位置关系时噪声对激光测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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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的影响。本文根据轨道对称性理论和微分改正法 [8]计算出一条围绕地月系 L2 点运动的晕轨道，
在此基础上估算了能量服从高斯分布的光斑在考虑大气抖动、望远镜抖动、中继星预报精度的情况
下，单脉冲的回波光子数和测距成功率随中继星预报精度的变化。
1 围绕 L2 点的晕轨道计算方法
中继星在地月系中的圆形限制性三体问题（Circular Restricted Three Body Problem，CRTBP）指
的是地球和月球绕地月系质心作圆周运动，中继星在地球和月球共同引力作用下的动力学问题。这
里仅考虑中继星围绕 L2 点的周期运动，并最终给出一条可行的晕轨道。
定义地月距离 d 为基本的长度单位，地月周期 P 为基本的时间单位，那么无量纲的距离单位
L∗、时间单位 t∗、速度单位 v∗与正常使用的距离单位 L、时间单位 t、速度单位 v 之间的转换关
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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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L/d ，
t∗ = 2π*t/P ，
v∗ = L∗/t∗= v*P/2*π*d .(1)
其中:
(2)
其中，G 为引力常数；M 为地球月球质量之和。圆形限制性三体问题在绕质心旋转坐标系下的无量
纲运动方程[9] 为

(3)
其中 :
U(x,y,z) =(1/2)*(x2 + y2) + (1−µ)/r1 + µ /r2
2

2

，

(4)

2 1/2

r1 =[(x + µ) + y + z ]

r2 =[(x−(1−µ))2 + y2 + z2 ]1/2

，

(5)

µ = m2 /(m1 + m2) . (6)
(6)式中,m1 和 m2 分别为地球和月球的质量。圆形限制性三体问题存在一个 Jacobian 积分，即
2U(x,y,z)−(v2x+v2 y+v2z) = C

(7)

其中 C 为一个常数。如果令中继星的速度为零，那么会得到零速度曲面 2U(x,y,z) = C，更进一
步，令 z = 0，可以得到零速度曲面在 X-Y 平面的投影，即零速度曲线 2U(x,y) = C。
在 t0 时刻，取一个位于 L2 点附近的初始状态矢量 (x0,0,z0,0,vy0,0)，那么经过半个周期 τ 后中继
星的状态矢量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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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其中, ϕi(x0,0,z0,0,vy0,0,τ) 为一个流。从初始位置经过一个周期 2τ 后，位置偏量定义为
∆r =((x(t0 + 2τ)−x0)2 + (y(t0 + 2τ)−y0)2 + (z(t0 + 2τ)−z0)2)1/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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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对称性原理[10]，经过半个周期 τ 后中继星的状态矢量满足    

(10)
固定 x0，则（10）式含有 3 个未知数，所以采用微分改正法求 z0，vy0,τ：    

(11)
其中,∂ϕ2/∂z0= Φ(2,3)
∂ϕ 2/∂vy0=Φ(2,5)
∂ϕ 2/∂τ= vy
∂ϕ 4/∂z0=Φ(4,3)
∂ϕ 4/∂vy0=Φ(4,5)
∂ϕ 4/∂τ= 2vy +∂U/∂x
∂ϕ 6/∂z0=Φ(6,3)
∂ϕ6/∂vy0= Φ(6,5)
∂ϕ6/∂τ=∂U/∂z

(12)

其中,Φ 为状态转移矩阵[11]（关于状态转移的定义和推导见附录）。当 n 为 0 时，[z0,vy0,τ]T0 为 t0 时
刻的初始值，经过一次微分改正后，得到一个新的初始值 [z0,vy0,τ]T1 ，继续迭代（n 足够大）会得到
满足精度要求的初始值[z0,vy0,τ]Tn。对于 L1 点用上述方法可以得到一条三维晕轨道，而对于 L2 点，
用这种方法只能得到平面上的 Lyapunov 轨道，因为 z0 总是收敛到 0。为了得到三维的晕轨道，需要
用前面得到的平面 Lyapunov 轨道作为初始条件。固定 z0，使 x0,vy0，τ 为变量，那么（10）式含有 3
个未知数，因此采用微分改正法来求 x0，vy0，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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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其中
∂ϕ2/∂x0= Φ(2,1)
∂ϕ2/∂vy0=Φ(2,5)
∂ϕ2/∂τ= vy
∂ϕ4/∂x0=Φ(4,1)
∂ϕ4/∂vy0=Φ(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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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ϕ4/∂τ= 2vy +∂U/∂x
∂ϕ6/∂x0=Φ(6,1)
∂ϕ6/∂vy0=Φ(6,5)
∂ϕ6/∂τ=∂U/∂z

(14)

以 L2 为坐标原点，选取初始位置为 (74524.0,0,−2000.0)km，初始速度为 (0,-2763.0,0)km/day，初始
半周期为 6.30 天。通过（1）式和（2 式）进行无量纲化后,代入运动方程，并积分运动方程和状态
转移矩阵，求解微分改正方程 (11)，最后得到满足一个平面 Lyapunov 轨道的初始条件
(1.1817143086500759,0,3.5933035277813563× 10−22,0,−0.16170712205794957,0)。该轨道周期为
14.8485511785 天，位置偏量为 1.57801632024×10−11，Jacobian 积分常数为 3.15056044173，状态转
移矩阵的模为 1.00000000018（接近于 1），说明该轨道满足周期轨道条件。将平面 Lyapunov 轨道
的初始条件做一个小的改动，例如将 z0 改动到 1.5 × 10−10，其他不变。将其代入运动方程，并积分
运动方程和状态转移矩阵，求解微分改正方程（13），得到一个稍微远离平面的晕轨道，然后将该
晕轨道的 z0 继续做一个小的改动，其他不变，再次代入运动方程，并积分运动方程和状态转移矩阵，
求解微分改正方程（13），不断重复。最后得到一条轨道周为 14.7843020586 天，初始条件为
(1.179549767505286,0,0.03662109375,0,−0.16319295932416145,0)的晕轨道（见图 1 和图 2）。该轨道
的位置偏量为 1.55563127559× 10−11，Jacobian 积分常数为 3.14635368089，状态转移矩阵的模为
0.999999999964（接近于 1），说明满足周期轨道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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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地月系 L2 点的晕轨道三维轨迹图及其在 3 个平面的投影。图中的尺度单位为地月距离，即 384402km，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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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大小和晕轨道尺度为等比例画出，原点位于地月系质心。

Fig1. Three-dimensional trajectory of Earth-Moon halo orbits around L2 and its projection on three
orthogonal planes. The unit of length scale is in distance between Earth and Moon, namely 384402km; the
size of Moon and halo orbit are plotted in equal proportion, and the origin is located at the mass center of
Earth-Moon system.
从中继星的晕轨道在 YZ 平面的投影可知，晕轨道距离月球的最小角距离约为 1.24◦，而月球的
角半径约为 0.26◦，因此满月时月球的光背景可能对中继星激光测距产生一定影响。从文[6]的计算
可 知 ， 当 晕 轨 道 的 振 幅 不 小 于 4000km 时 即 可 实 现 月 球 无 遮 挡 ， 本 文 中 晕 轨 道 的 最 小 振 幅 为
23832km，因此月球对该晕轨道没有遮挡。在确认满月对中继星激光测距的影响后，下面对中继星
的测距成功率展开建模与分析。

图 2 地月系 L2 点的晕轨道在 X-Y 平面的投影和零速度曲线

Fig2. Projection of the Earth-Moon halo orbit around L2 and its zero velocity curve in X-Y Plane.
2 测距成功率模型
测距成功率指的是单光子探测器能够探测到至少一个光电子的概率。由于探测器探测光电子的
概率服从泊松分布[12]，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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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λ) = e−λ*（λk/k!）, (15)
测距成功率可以表示为
ζ = 1−P(0;N) = 1−e−N , (16)
其中, N 为探测器产生的平均光电子数。光电子数越多信号越强，反之光电子数越少信号越弱。计算
测距成功率的关键是计算探测器产生的平均光电子数，下文主要围绕如何计算探测器产生的平均光
电子数展开讨论。
在不考虑望远镜抖动、大气抖动和中继星偏离预报轨道的理想情况下，望远镜发射的激光光斑
中心理论上应该对准中继星，此时激光光斑的能量密度服从高斯分布（Gaussian Distribution），即
, (17)
其中, E0 为光斑的总能量；ρ 为光斑上任意一点到光斑中心的距离；ρe 为光斑的特征半径并满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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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式：
. (18)
取光斑的半径为 1.5 倍特征半径时，光斑内的能量占总能量的 98.89%。光斑半径 r 与激光发散角
θ，望远镜到中继星的距离 R 以及望远镜有效口径 D 之间的关系为
r =1/2*(Rθ + D) (19)
当考虑望远镜抖动、大气抖动 [13] 以及中继星的轨道偏离时，光斑的平均能量密 度分布可以表
示为
(20)
其中,望远镜抖动 gt(x,y) ∼N(0,σ2tI)；大气抖动 ga(x,y) ∼N(0,σ2sI)；预报轨道偏离 gs(x,y) ∼N(0,σ2sI)；I
为二阶单位矩阵；积分区域为整个光斑覆盖面 R2；* 表示卷积运算[14]。对 (20)式进行推导并化简得
(21)
大气抖动引起光斑中心漂移的均方差 σ2a 表示为[15]
(22)
其中； r0 为大气相干长度；k = 2π/λ，λ 为激光波长。探测器探测到的光电子数 N 可以表示为[16]
(23)
其中， ηe 为望远镜发射系统的光学效率；Ta 为大气透过率；Tc 为卷云透过率①；S 为中继星的有效
反射面积；ρreflection 为反射器的反射率；Ωreflection 为中继星反射器的反射立体角，ηr 为望远镜接收系统
的光学效率；ηq 为探测器的量子效率；h 为普朗克常数；c 为真空中的光速。中继星反射器的反射立
体角 Ωreflection 与反射发散角 θreflection 的关系如下
(24)
3 结果与分析
在中继星激光测距过程中，取激光脉冲的能量 E0 为 3000mJ，测站到中继星的平均距离 R 取测
站到 L2 点的距离，即 442548km，望远镜的抖动标准差 σt 为 0.1”（乘以 R 换算成长度单位），大
①Stephenson P C. Satellite laser ranging photon-budget calculations for a single satellite cornercube retroreﬂector: attitude
control tole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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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的相干长度 r0 为 10cm，激光发射的发散角 θ 为 2”，中继星的有效反射面积 S 为 0.0227m2，反
射器的反射率 ρreflection 为 0.6，反射器的发散角 θreflection 为 2”，大气透过率 Ta 为 0.6，卷云透过率
Tc 为 0.1， 望远镜发射系统的光学效率 ηe 为 0.4，接收系统的光学效率 ηr 为 0.2，探测器的量子效
率 ηq 为 0.6，望远镜的有效口径 D 为 1.06m，激光的波长 λ 为 532nm[17]。通过前面计算的晕轨道
可知，测站到中继星的最近距离和最远距离分别为 427287km 和 451889km ，保持其他参数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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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报轨道横向标准差 σs 取 0 ∼5km 时探测器产生的光电子数和测距成功率见图 3。

图 3 光电子数（虚线）和测距成功率（实线）随中继星的横向预报轨道标准差的变化图，从左到右分别对应测
站到中继星最近距离、平均距离、最远距离的情况

Fig3. Variations of the photoelectron numbers(dotted line) and the laser ranging success probability(solid
line) with the transverse standard deviation of the predicted relay satellite orbit; from left to right are
situations for the nearest, average, furthermost distance from station to the relay satellite.
从图 3 中可看出光电子数和测距成功率随着中继星轨道横向标准差的增大而迅速减小，尤其是
横向标准差位于 1 ∼2km 时下降最快，超过 2km 后下降变缓。对于平均距离而言，当中继星没有偏
离预报时，探测器产生的光电子数为 0.151，成功率为 14.07%，偏离 2km 时的光电子数降为
0.035，成功率降为 3.46%，此时光电子数和成功率分别衰减了 76.8% 和 75.4%；对于最近距离而
言，当中继星没有偏离预报时，探测器产生的光电子数为 0.174，成功率为 16.01%，偏离 2km 时
的光电子数降为 0.038，成功率降为 3.77%，此时光电子数和成功率分别衰减了 78.2% 和 76.4%；
对 于最 远距 离而 言， 当中 继星 没有 偏离 预报 时， 探测 器产 生的 光电 子数 为 0.139 ， 成功 率为
13.02%，偏离 2km 时的光电子数降为 0.033，成功率降为 3.29%，此时光电子数和成功率分别衰减
了 76.2% 和 74.7%。通过对比最近距离与最远距离的情况，探测器产生的光电子数从 0.174 降为
0.139，成功率从 16.01% 降为 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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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本文针对即将发射到地月系 L2 点的中继星进行了晕轨道计算，根据轨道的对称性理论和微分
改 正 法 ， 从 数 值 上 给 出 了 一 条 轨 道 周 期 为 14.78 天 ， X 方 向 ( 地 月 连 线 方 向 ) 的 振 幅 为
12493km，Y 方向为 34596km，Z 方向 (垂直于地月轨道平面方向) 为 11916km 的轨道。运行在该轨
道上的中继星与月球的角距离约为 1.24◦，而月球的角半径约为 0.26◦，因此月球的光背景对中继星
测距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轨道的最小振幅远大于月球遮挡的临界振幅
4000km，所以月球对中继星不存在遮挡问题。中继星在 V 波段的视星等暗于 17 等，已经超出了
1.2m 望远镜的极限星等，况且满月时望远镜受月光的影响，更加增加中继星可见的难度。随后在综
合考虑大气抖动、望远镜抖动和中继星横向偏离预报轨道的情况下，建立了一个估算回波光电子数
和测距成功率的模型。根据云台的激光测距系统对运行在该晕轨道上的中继星进行回波光电子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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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距成功率分析，结果表明光电子数和测距成功率随着中继星轨道横向标准差的增大而迅速减小，
尤其是横向标准差位于 1 ∼2km 时下降最快，超过 2km 后下降变缓。对于中继星到测站的平均距离
而言，当中继星没有横向偏离时，探测器产生的光电子数为 0.151，成功率为 17.07%；横向偏离
2km 时， 光电子数降为 0.035，成功率降为 3.46%。对比最近距离与最远距离的情况，无横向偏移
的情况下，探测器产生的光电子数从 0.174 降为 0.139，成功率从 16.01% 降为 13.02%。尽管最远
距离与最近距离相差 24602km，但探测器产生的光电子数没有明显的改变，这是由于轨道的振幅相
对于整个地月距离而言较小的缘故。
附录
1 状态转移矩阵的定义和推导
给定一个动力学系统 dX(t)/dt = F(X(t)) 和 t0 时刻的一个初始条件 X(t0) 以及 t0 时刻的一个微小
扰动 δX( t0 )，随着时间的演化，t 时刻该动力学系统的扰动变为 δX(t)（见图 4）。状态转移矩阵
Φ(t, t0 ) 描述了 t0 时刻的微小扰动 δX( t0 ) 与 t 时刻 的微小扰动 δX(t) 之间的关系，即
Φ(t, t0 ) =∂X(t)/∂X( t0 )，
状态转移矩阵实际上是微分方程 dΦ(t,t0)/dt = ∂X(t)/∂X(t)*Φ(t, t0 ) 的解，该微分方程的推导如 下：
因为
dX(t)/dt= F[X(t)]，
所以
d(X(t) + δX(t)) dt= F[X(t) + δX(t)]，
一阶展开后，得到
dX(t) dt+d[δX(t)] dt= F[X(t)] +∂F/∂X*δX(t) + O[δX(t)]，
略去高阶项并化简得
d[δX(t)]/dt=∂F/∂X*δX(t)，
由于
δX(t) = Φ(t, t0 )*δX( t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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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代入上面的方程得到
dΦ(t, t0 )/dt*δX( t0 ) =∂F/∂X*Φ(t, t0 )δX( t0 )，
最后化简得到
dΦ(t, t0 )/dt=∂F/∂X*Φ(t, t0 )，
对该微分方程积分即可得到 t 时刻的状态转移矩阵 Φ(t, t0 )。由定义可知

t0 时刻的 状态转移矩阵

Φ( t0 , t0 ) = I，其中 I 为单位矩阵。对于周期轨道有 Φ( t0 +2τ, t0 ) = I， 其中 τ 为半周期。
2 中继星 V 波段视星等的估算
把太阳视为表面温度为 5778K 的黑体，那么单位面积单位波长的太阳辐射功率满足普朗克辐射
定律

chinaXiv:201807.00001v1

，

图 4 微小扰动随时间的演化示意图

Fig4. Evolution of the perturbation with the time by a trivial perturbation on the initi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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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T 为太阳表面温度；λ 为波长；h 为普朗克常数；c 为光速。因为 V 波段的光谱范
围为 507nm ∼ 595nm，中心波长为 551nm，因此对 Mλ(T) 在 V 波段积分即可得到太阳表
面单位面积的辐射功率 FS，
，
其中， λ1 和 λ2 为 V 波段的下限波长和上限波长。中继星接收到的太阳辐射功率 FR 可表
示为
，
其中， RS 为太阳的半径；RE 为太阳到地月质心的距离；A 为太阳帆的展开面积， 此处取
值为 10m2。由中继星太阳帆反射到达测站的单位面积上的太阳辐射功率 F 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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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ρ 为太阳帆的反射率，一般取值为 1/6；R 为中继星到测站的平均距离，取值为 L2
点到测站的距离，即 442548km。为了计算中继星在 V 波段的视星等，需要一个基准值，
该基准值可取视星等为 0 的辐射源。测站单位面积接收到的辐射功率 F0 可表示为
，
其中， v1 和 v2 表示 V 波段的下限频率和上限频率；Fv,0 为单位面积单位频率的功率，取
值为 3640Jy。最后根据星等计算公式

来求得中继星在 V 波段的视星等，结果为 17.2。
3 计算晕轨道的 python 代码
本文涉及的 Python 代码均可在 smellysheep.com 上下载，主要包括：
• 计算地月系 5 个平动点的位置，计算 Jacobian 积分常数，积分运动方程和状态 转
移矩阵，求解微分改正方程，寻求 L2 点的平面 Lyapunov 轨道和三维晕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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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dentify the posi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on and the

incoming relay satellite on a halo orbit around L 2 of the Earth-Moon system, and then to
evaluate the laser ranging success probability, in this paper we make a computation on
the halo orbit with a request of about 14 days in its period, and establish a model given
the tremble of the telescope, of the atmosphere and the transverse deviation from the
predicted orbit. A numerical halo orbit is given with the period of 14.78 days, the
amplitude of 24986km in X(along the line of Earth and Moon), 69192km in Y, 23832km in
Z(orthogonal to the orbit plane of Earth and Moon). The minimum amplitude of the
calculated halo orbit goes far beyond the Moon-sheltered critical amplitude which is
generally 4000km, thus no shade from the Moon on the relay satellite is existed. Based
on the model of laser ranging success probability established previously, we make an
analysis on the success probability according the laser ranging system at KUNL
station(International ID:7820), the results indicating that the laser ranging success
probability rapidly drops down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orbit transverse standard
deviation. For the average distance from the station to the relay satellite, the detector
produces about 0.151 photoelectrons within a single pulse and the corresponding
success probability is 14.07% when there is no deviation from the predicted orbit; the
number of photoelectrons drops down to 0.035 and the corresponding success
probability down to 3.46% when the relay satellite transversely deviates 2km from the
predicted orbit. Comparing between the nearest distance and the furthermost distance,
with no deviation, the number of photoelectrons declines to 0.139 from 0.174 and the
corresponding success probability down to 13.02% from 16.01%. All of the above results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relay satellite laser ranging with 1.2m
telescope at Yunnan Observatory in the following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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