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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小推力深空探测器采用多次行星借力的飞行控制策略优化问题, 文章提出了一种将推进段作为整体
与滑行段进行打靶拼接的方法, 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优化设计时的待优化参数个数. 首先, 文章给出了小推力飞行轨
道的间接优化设计模型和基于B平面理论的行星借力模型. 随后, 建立了给定开关机时序条件下的小推力借力飞行
控制策略优化模型; 最后, 采用遗传算法和序列二次规划算法循环对该模型进行优化求解, 并以地球–金星–地球–
木星小推力飞行轨道控制策略优化设计为例进行仿真分析, 仿真结果验证了优化模型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表明本文
的研究方法可对小推力多次行星借力飞行的控制策略进行优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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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method of patching between propulsion segment and glide segment is presented in this article, to optimize
the flight control strategy of low thrust multiple gravity assist trajectories. Firstly, the optimization model of low thrust
control strategy and the model of gravity assist are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indirect optimization algorithm and B-plane
theory. Secondly, the optimization model of low thrust multiple gravity assist control strategy is established under the given
on-off time sequence. Besides, the genetic algorithm (GA) and sequential quadratic programming (SQP) algorithm are
used to solve the optimization problem. Finally, the Earth-Venus-Earth-Jupiter low thrust transfer orbit control strategy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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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 深空探测已成为人类开展空间研究的主
流趋势之一, 但由于地外星体与地球相距遥远, 探测
器的大部分时间将处于星际巡航状态, 针对巡航段轨
道选择不同的推进系统, 对整个探测任务周期和探测
器构型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科学家们研究了包括液
体火箭发动机、核火箭发动机和小推力发动机等不同
类型的推进系统, 其中小推力发动机被认为是最有
效、最有前景的推进系统[1–3] , 该类型发动机相对于其
他推进系统而言, 具有高比冲的显著优势, 是效费比

最高的一种推进系统, 可同时满足深空探测中高可靠
性和相对较低成本的要求[4] .
此外, 随着木星系、土星和太阳系边界探测等远地
深空探测任务的提出, 由于运载发射能力的限制, 对
行星借力技术提出了迫切需求[5] . 行星借力不仅可以
大大减小远地深空探测任务对运载发射能量的需求,
还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探测器深空机动的推进剂消
耗. 更可以一次任务实现对多个天体的飞越探测, 增
加深空探测任务的科学回报. 因此, 深空借力飞行已
成为当前远地深空探测任务的必备关键技术之一.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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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欧美国家的朱诺
和伽利略
探测任务均采用
了这种借力飞行的方式开展深空探测, 并取得了巨大
的成功.
[6–7]

[8–9]

小推力推进技术与行星借力飞行技术相结合, 可
以发挥两种技术的优势, 不仅可以实现多目标探测,
也可以进一步减小深空探测任务的推进剂消耗, 提高
深空探测任务效费比[10–12] . 随着我国深空探测技术
的不断进步, 未来的远地深空探测任务必将对小推力
和借力相结合的轨道设计技术提出迫切需求.
本文正是基于上述需求, 对小推力深空探测器采
用多次行星借力的飞行控制策略进行优化设计. 文章
在给定小推力轨道间接优化算法模型的基础上, 采用
基于B 平面理论的行星借力模型, 建立了给定发动机
开关机时序条件下的小推力控制策略优化模型, 该模
型将推进段作为整体与滑行段进行打靶拼接, 最大限
度的减少了优化设计时的待优化参数个数. 通过仿真
分析表明, 本文的研究方法可为多次行星借力小推力
飞行轨道控制策略优化设计提供有价值的借鉴.

2 小推力借力飞行轨道最优控制模型
2.1

轨道动力学模型

文章采用探测器在日心黄道坐标系的运动方程,
形式如下:


ṙ = v,





µ
T
v̇ = − 3 r + α,
(1)
r
m



T


,
 ṁ = −
g0 Isp
式中: r, v 为飞行器的位置速度矢量; m为探测器总质
量; µ为中心天体引力系数; T 为推力大小; α为推力
方向的单位矢量; g0 为海平面重力加速度; Isp 为发动
机比冲.

2.2

小推力飞行最优控制与优化模型

小推力飞行轨道的优化, 即是求解最优控制问题,
可描述为在满足各种约束的条件下, 找寻系统控制矢
量u(t)使有关的性能指标函数
w tf
J = ϕ(x(tf )) +
L(x, u, t)dt
(2)
t0

取到最小值. 该优化问题须满足以下有关约束:
动力学模型:

ẋ = f (x, u, t), t ∈ [t0 , tf ];
路径约束:


g(x, u, t) = 0,
t ∈ [t0 , tf ];
h(x, u, t) 6 u,

(3)

(4)

轨道初始条件约束:

ψ0 (x(t0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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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终端条件约束:

ψf (x(tf ), tf ) = 0,

(6)

这里x(t)为探测器在t时刻的状态参量向量.
在日心黄道坐标系的轨道动力学模型下, 一般的
优化任务只要求探测器的终端状态达到一定条件, 因
此只取与终端状态和终止时刻有关的性能指标, 指标
函数见下式:

J = ϕ[r(tf ), v(tf ), tf ].

(7)

利用Pontryagin极小值原理, 哈密尔顿函数可以表
示为
T
T
µ
T
H = λT
α) − λm
, (8)
r v + λv (− 3 r +
r
m
g0 Isp
T
其中λT
速度和质量的共轭状态.
r , λv , λm 是对应位置、
由于 α 是指向推力方向的单位矢量, 所以 α 应满足
αT α = 1的约束, 哈密尔顿函数可改写为
µ
T
T
H̃ = λT
α)−
r v + λv (− 3 r +
r
m
T
+ γ(1 − αT α).
(9)
λm
g0 Isp

最优推力方向可以通过控制方程获得:

λv
∂ H̃
= 0 → α∗ =
.
∂α
∥λv ∥

(10)

由式(10)可见推力方向只与共轭状态λv 有关, λv
被称为主矢量.
将哈密尔顿函数对状态求偏导数可得到共轭方程,
共轭方程形式如下:

∂H
µ
3λT

vr

λ̇
=
−
=
(λ
−
r),

r
v

3

∂r
r
r5


∂H
(11)
= −λr ,
λ̇v = −

∂v





λ̇m = − ∂H = ∥λv ∥ T .
∂m
m2
终端等式约束为

ψ[r(tf ), v(tf )] = 0.

(12)

横截条件为

∂ψ
∂ϕ


λr (tf ) =
|t=tf + γrT
|t=tf ,


∂r
∂r



∂ϕ
∂ψ
(13)
λv (tf ) =
|t=tf + γvT
|t=tf ,

∂v
∂v




∂ψ

λ (t ) = ∂ϕ |
|t=tf .
m f
t=tf + γm
∂m
∂m
对于飞行时间自由的小推力轨道转移问题, 还存
在以下约束条件:
∂ϕ
∂ψ
(14)
[
+ ( )T γ + H̃]t=tf = 0,
∂t
∂t
其中γ = [γr γv γm ]T 为常矢量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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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学方程(1)、共轭方程(11)和边界条件(12)–
(14)组成一个两点边值问题. 求解此两点边值问题可
获得日心黄道坐标系下探测器的最优飞行轨迹, 同时
获得共轭状态的变化轨线. 通过控制方程(10)可确定
相应的最优控制轨线.

2.3 行星借力模型
探测器在太阳引力场中近距离飞越行星(如水星、
金星、地球、火星、木星等八大行星)时, 行星的引力
将改变探测器相对太阳的运行轨道. 一般情况下, 行
星借力多用来增加或减小探测器相对太阳的轨道能
量或轨道倾角(或两者同时改变)[5] .
以地球借力为例(见图1), 地球借力飞行的轨道相
对地球而言, 是一条以地心为焦点的双曲线轨道, 探
测器在地球影响球边界处相对地球的速度为双曲线
剩余速度V∞ . 在探测器自由飞行状态下, 地球借力前
后的V∞ 大小相等, 即∥V∞in ∥ = ∥V∞out ∥, 因此探测器
相对地球的轨道能量没有变化. 地球借力的效果只是
造成了探测器V∞ 旋转了一个角度θ, 称为“借力转
角”. 借力转角与探测器飞越地球的双曲线超速大小
和近地点半径具有如下关系:
θ
sin = 1/(1 + rp V∞2 /µe ),
(15)
2
式中µe 为借力天体(地球)的引力常数.

2015

本文采用基于B 平面参数的行星借力模型, 该模
型以B 平面角(定义如图2所示, 图中矢量M 为B 平面
与日心黄道坐标系的交线)和近心点距rp 为参数. 取
探测器飞入行星的双曲线剩余速度矢量为V∞in =
[vx∞− vy∞− vz∞− ]T , 则由B 平面参数的几何关系,
可以得到探测器的飞出双曲线剩余速度的矢量V∞out :

V∞out = [vx∞+ vy∞+ vz∞+ ]T ,



vx∞+ = Gvx∞− − Hvy∞− ,
vy∞+ = Gvy∞− + Hvx∞− ,



vz∞+ = vxy∞− sin θ sin b + vz∞− cos θ,
其中:
√

2
2

v
vx∞−
+ vy∞−
,
xy∞− =


G = cos θ − vz∞− sin θ sin b/vxy∞− ,



H = v∞ sin θ cos b/vxy∞− .

(16)

(17)

图 2 借力B 平面角示意图
Fig. 2 Diagram of B -plane angle

根据上述原理, 若已知探测器的飞入双曲线剩余
速度矢量、借力轨道近心点距rp 和B 平面角b, 可以得
到探测器在飞越行星之后的双曲线剩余速度矢量.

3 小推力借力飞行控制策略优化设计方法
在固定小推力情况下, 飞行控制策略的制定, 主要
是选择每段轨道的点火时间、点火时长及点火时的推
力方向, 不同的组合可以得到不同结果, 对应着不同
的转移时间和推进剂消耗, 可按任务需求选取其中燃
料或转移时间最优的飞行控制策略.
图 1 两类借力飞行轨道
Fig. 1 Two kinds of planet flybys

探测器借力飞行的时间相对地球公转周期短的多,
因此, 可认为探测器飞入/飞出地球影响球时的位置矢
量不变. 借力转角造成探测器飞出地球引力范围后,
相对太阳的速度大小和方向发生了变化, 因此, 探测
器绕日飞行轨道能量也就发生了改变.

以木星探测任务的地球–金星–地球–木星(EVEJ)
小推力飞行序列为例, 取相邻行星飞行的小推力发动
机工作序列为: 滑行–推进–滑行, 则探测器的飞行序
列如图3所示.
探测器主要经历EV, VE和EJ 3个飞行阶段. 针对
每段轨道的第1段滑行段, 可根据初始位置和速度求
解, 而卫星的初始位置和速度可由行星星历和飞出双
曲线剩余速度(飞出双曲线剩余速度由借力模型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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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的逃逸速度得到)获取; 针对推进段, 可根据卫星初
始状态(包括位置、速度和质量)及协状态, 通过动力
学方程和协状态方程积分得到; 针对第2段滑行段, 可
根据探测器的始末端位置通过求解兰伯特问题获取.
为最大限度的减少待优化参数个数, 本文将推进段作
为一个整体, 与第2段滑行段的初始状态进行打靶拼
接. 因此, 待优化参数至少应包括如下38个:
1) 探测器的地球发射时间tL和地球逃逸速度矢
量V∞ , 4个变量, 用于确定EV段的初始位置和速度;
2) 探测器各阶段的飞行总时间T OF 、滑行段时
间和推进段时间占比δ0 , δ1 , 9个变量, 用于第1段滑行
段和推进段的轨道递推, 以及小推力关机点的参数打
靶拼接;
3) 两次行星(地球和金星)借力B 平面参数b, rp ,
4个变量, 用于借力逃逸双曲线剩余速度的求解;
4) 探测器推进段发动机开机时刻的协状态λ0 ,
21个变量, 用于推进段的轨道递推.

图 3 探测器的飞行序列示意图(EVEJ)
Fig. 3 Diagram of the explorer flight sequence for EVEJ

给定上述参数之后, 通过星历约束可以分别得到
探测器在发射时刻、借力时刻和到达时刻的行星位置
矢量和速度矢量. 再由地球发射开始, 依次进行探测
器滑行段轨道解析递推、推进段轨道动力学模型和协
状态模型积分递推、求解二体兰伯特问题, 并保证小
推力关机点的位置和速度连续, 从而将多次行星借力
的小推力飞行轨道优化问题转化为多参数优化的问
题:
待优化参数:

Z = [tL V∞ TOF1 δ01 δ11 TOF2 δ02 δ12 TOF3
δ03 δ13 b1 rp1 b2 rp2 λ01 λ02 λ03 ]T . (18)
优化指标为J = −mf →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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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非线性规划问题可以通过遗传算法、差分进
化算法、模拟退火算法等全局优化算法求解, 在全局
优化结果的基础上, 再采用序列二次规划算法进一步
优化, 从而完成多次行星借力的小推力飞行轨道优化
设计.

4

数值仿真与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所提设计方法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以地球–金星–地球–木星(EVEJ)多次行星借力的小推
力飞行轨道控制策略设计为例, 各段轨道均采用“滑
行–推进–滑行”的飞行时序, 不妨假设任务约束如下:
· 发射日期: 2031–06–10至2031–08–20;
· 推力大小: 200 mN;
· 探测器初始质量: 2000 kg;
2
· 发射C3: 6 18 km /s2 .
在优化求解时, 首先采用遗传算法进行初步求解,
再采用序列二次规划算法进行进一步优化. 由于该问
题具有较高的复杂度, 待优化变量多达38个, 优化时
进行循环优化, 设定循环次数400次, 每次循环中的遗
传算法最大迭代次数设定为500次, 初始种群个数设
定为 100, 序列二次规划算法最大迭代次数设定为
10000次.
针对EVEJ小推力飞行策略的优化设计表明: 400
次的循环优化中, 有21次收敛, 可以得到该任务对应
的小推力飞行控制策略. 因此, 本文针对多次行星借
力的小推力飞行轨道控制策略设计方法可行. 但是,
400次的计算中仅有5%的收敛概率, 由此可见, 遗传
算法用于本文所研究问题的优化性能欠佳.
表1给出了收敛结果中最优的转移轨道参数情况,
地木转移总时间约1685天, 小推力燃料消耗227 kg,
推进剂消耗仅占卫星总质量的11.37%, 与双组元(比
冲315 s)的脉冲变轨方案相比, 推进剂消耗节约了近
198.4 kg, 占卫星总质量的9.92%, 而轨道转移总时间
增加了170.6天左右, 增加了约11.26%. 可见多次行星
借力的小推力飞行方案可有效增加卫星有效载荷质
量.
转移轨道示意图和控制推力角变化历程分别见
图4和图5. 探测器总体可根据控制推力角的变化情况,
对探测器的测控数传、热控和电源等分系统进行设计,
或者根据各分系统设计情况, 提出对控制推力角的约
束, 再开展控制策略的优化设计.
1) EV飞行阶段(见图6). 探测器发射14.78天后,
小推力发动机开机, 连续点火28.06天. 发动机点火期
间, 推力的俯仰控制角和偏航控制角随飞行时间近似
呈线性变化. 其中俯仰控制角逐渐增大, 变化范围为
177.8◦ ∼213.1◦ , 偏航控制角逐渐减小, 变化范围为
72.7◦ ∼22.5◦ ;
2) VE飞行阶段(见图7). 金星借力30.21天后, 小
推力发动机开机, 连续点火213.39天. 发动机点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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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俯仰控制角呈增大–减小–增大的变化趋势, 整体
的 变 化 范 围 为−121.6◦ ∼−55.7◦ , 偏 航 控 制 角 呈 减
小–增大的变化趋势, 整体变化范围为79.2◦ ∼−61.7◦ ;
表 1 EVEJ小推力和脉冲飞行轨道优化结果
Table 1 Results of low-thrust and impulse trajectories
optimization
脉冲
飞行方案

小推力
飞行方案

项目
地球发射日期/(年–月–日)
发射C3/(km2 · s−2 )

2031–07–30 2031–07–27
17.36
17.49

EV飞行时间/天
170.38
168.96
EV第1段滑行时长/天
14.78
40.05
EV小推力点火时长/天
28.06
–
EV第2段滑行时长/天
127.53
128.91
EV金星飞越日期/(年–月–日) 2032–01–16 2032–01–12
EV金星借力高度/km
300
2642.85
EV推进剂消耗/kg
17.72
24.31

图 5 EVEJ飞行控制推力角变化历程
Fig. 5 Change history of low thrust flight control angle for
EVEJ

VE飞行时间/天
518.17
522.88
VE第1段滑行时长/天
30.21
140.56
VE小推力点火时长/天
213.39
–
VE第2段滑行时长/天
274.57
382.32
VE地球飞越日期/(年–月–日) 2033–06–18 2033–06–18
VE地球借力高度/km
300
300
VE推进剂消耗/kg
134.64
0.42
EJ飞行时间/天
EJ第1段滑行时长/天
EJ小推力点火时长/天
EJ第2段滑行时长/天
EJ推进剂消耗/kg

996.86
107.81
124.13
764.93
92.80

823.01
1.01
–
822.00
401.10

到达木星日期/(年–月–日)
2036–03–10 2035–09–19
到达木星C3/(km2 · s−2 )
36.75
39.47
地木转移总时长/天
1685.41
1514.86
推进剂总消耗/kg
227.44
425.83
推进剂消耗占卫星总质量比
0.1137
0.2129

图 6 EV飞行段控制推力角变化历程
Fig. 6 Change history of control angle for EV flight se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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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VE飞行段控制推力角变化历程
Fig. 7 Change history of control angle for VE flight segment

图 4 EVEJ飞行轨道示意图
Fig. 4 EVEJ transfer trajectory

3) EJ飞行阶段(见图8). 地球借力107.81 d后,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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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力发动机开机, 连续点火124.13 d. 发动机点火期
间, 推力的俯仰控制角和偏航控制角随飞行时间近似
呈线性变化. 俯仰控制角逐渐增大, 变化范围为−7.4◦
∼32.8◦ , 偏航控制角逐渐减小, 变化范围为 11.9◦ ∼
2.0◦ .

第 36 卷

参考文献:
[1] RAYMAN M D, CHADBOURNE P A, CULWELL J S, et al. Mission design for deep space 1: a low-thrust technology validation mission. Acta Astronautica, 1999, 45(4–9): 381 – 388.
[2] BETTS J T. Survey of numerical methods for trajectory optimization.
Journal of Guidance, Control, and Dynamics, 1998, 21(2): 193 –
207.
[3] KAWAGUCHI J, UESUGI K, FUJIWARA A. The MUSES-C mission for the sample and return – its technology development status
and readiness. Acta Astrnautica, 2003, 52(2-6): 117 – 123.
[4] REN Yuan. Design and optimization of low-thrust interplanetary
transfer trajectory. Harbin: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007: 54
– 70.
(任远. 星际探测中的小推力转移轨道设计与优化方法研究. 哈尔滨: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07: 54 – 70.)
[5] TIAN Baiyi, ZHANG Lei, ZHOU Wenyan, et al. Research on multiple gravity assist trajectories for a jovian sys-tem exploration and
planet flyby mission. Space-craft Engineering, 2018, 27(1): 25 – 30.
(田百义, 张磊, 周文艳, 等. 木星系及行星际飞越探测的多次借力飞
行轨道设计研究. 航天器工程, 2018, 27(1): 25 – 30.)
[6] The JUICE Scicence Study Team. JUICE exploring the emergence of
habitable worlds around gas giants. Paris: ESA, 2011.

图 8 EJ飞行段控制推力角变化历程
Fig. 8 Change history of control angle for EJ flight segment

5 结束语
在每段轨道均设置为“滑行–推进–滑行”开关机
飞行时序的条件下, 本文提出了一种将推进段作为整
体与滑行段的初始状态进行打靶拼接的策略, 最大限
度的减少了轨道优化设计时的待优化参数个数, 有利
于减小小推力借力飞行轨道优化设计的难度.
本文提出的小推力飞行控制策略优化设计方法,
适用于飞行时序确定条件下的轨道优化问题, 探测器
每段轨道的飞行时序可调整为“滑行–推进”、
“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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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任务研究不同时序对小推力变轨控制策略的影响,
选择其中最优的时序用于具体的深空探测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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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星借力小推力飞行轨道控制策略优化设计提供有
价值的借鉴.
但是, 仿真结果也表明, 遗传算法用于优化本文所
研究的问题, 收敛概率仅为5%, 性能欠佳. 为改善优
化算法的收敛性能, 后续可对比研究差分进化、模拟
退火和粒子群等优化算法对本文问题的优化收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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