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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接触双小行星是一类由明显的两部分结构相接而构成的单小行星，地面雷
达观测结果表明直径大于嬲嬰嬰米的近地小行星中大约嬱嬴嬥为接触双小行星，而且
目前三个小天体探测任务（隼鸟号、嫦娥二号和罗塞塔号）的探测目标也都具
有接触双星结构，可见接触双小行星是一类重要的小行星类型，对其形成机制
开展研究能够为深入理解小行星的形成演化提供重要线索。
嬨嬴嬱嬷嬹嬩 孔孯孵孴孡孴孩孳是一颗受关注较多的孓型近地小行星，自从其嬱嬹嬸嬹年被发现
以来地面雷达和光学望远镜就对该小行星做了大量观测，发现了其缓慢的非主
轴自转特性，并且从反演的雷达形状模型来看是一颗接触双小行星。嫦娥二号
于嬲嬰嬱嬲年嬱嬲月嬱嬳日以离表面嬷嬷嬰米的距离飞越了该小行星，获得了大量高精度
光学图像数据，结果证实孔孯孵孴孡孴孩孳确实是一颗由明显的两部分结构相接组成的接
触双小行星，并且在接触位置有一个边缘清晰的直角结构，其体积较大的部分
（主瓣）有明显的延长型形状且两部分的连接点位于主瓣的长轴上，从动力学角
度来看孔孯孵孴孡孴孩孳的形状结构处于一个较不稳定的状态。多数学者猜测孔孯孵孴孡孴孩孳的形
状是由其两个组成部分在低速碰撞下形成，但具体的形成过程，包括如何产生
这种不稳定的结构仍不清楚。利用孔孯孵孴孡孴孩孳的雷达形状模型以及嫦娥二号获得的
光学探测数据，本文的研究工作主要分为三部分：
首先，利用嫦娥二号探测数据并结合已有的雷达形状模型，通过轮廓匹配
方法获得了孔孯孵孴孡孴孩孳新的三维形状模型。在此基础上，基于孔孯孵孴孡孴孩孳的形状参数，
假设其母体是一颗主星和卫星均为球体的双轨旋同步双小行星， 我们通过采
用散体动力学数值模拟方法研究了在变化的参数空间下该双小行星“母体”近
距离飞越地球的动力学过程。结果表明地球的引力摄动可能导致卫星与主星发
生孭嬯孳量级的低速相撞，但撞击本身不会对主星的形状产生显著影响，而在选定
合适的飞越距离后（大约嬱嬮嬴∼嬱嬮嬵倍地球半径），地球潮汐效应在主星和卫星相撞
之前会明显改变卫星和主星的形状与自转，并且卫星和主星相撞并合后可以形
成类似孔孯孵孴孡孴孩孳形状的延长型接触双小行星，因此该机制为延长型接触双小行星
的形成提供了一种合理的解释。
其次，从嫦娥二号获得的孔孯孵孴孡孴孩孳光学图像上可以发现其表面分布有嬲嬲嬲颗直
径在嬱嬰米到嬶嬱米之间的碎石以及嬷嬰多个撞击坑，特别是在主瓣端部有一个直径
约嬸嬰嬰米的撞击坑。在强度域假设下，我们基于描述高速撞击溅射物参数分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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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度律方法获得了从嬸嬰嬰米撞击坑内抛射出来的溅射物粒子的大小、抛射位置和
抛射速度分布，并通过数值模拟研究了这些抛射出来的粒子回落到孔孯孵孴孡孴孩孳小行
星上的比例和位置，结果表明回落粒子的总数目和总体积均明显低于嫦娥二号
给出的观测结果，这说明孔孯孵孴孡孴孩孳表面分布的碎石大部分都不来自于撞击坑，而
有可能来源于其形成时候的“母体”。
最后，小行星附近的引力场环境可能对小行星的形成演化机制提供重要约
束，同时在我们的工作中为了研究从嬸嬰嬰米撞击坑内抛射出的溅射物粒子回落
到孔孯孵孴孡孴孩孳表面的位置分布情况，需要对溅射物粒子在小行星引力场影响下的轨
道进行外推计算，此时若采用多面体法计算引力场会显著增加计算成本。为了
克服这一问题，我们提出应用三维空间中的孃孨孥孢孹孳孨孥孶多项式拟合方法来计算不
规则形状小行星附近的引力场。该工作比较了四种引力加速度拟合方式，在充
分运用小行星附近引力场变化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先沿着地平坐标系方向
分解再拟合的处理方式，并且提出采用自适应八叉树算法来减小小行星表面附
近的引力场拟合误差。以孔孯孵孴孡孴孩孳为例的数值算例表明该方法能显著提高引力场
计算效率，在精度要求不是特别苛刻的情况下可用该方法做轨道积分。
综上所述，本文利用嫦娥二号获得的孔孯孵孴孡孴孩孳小行星探测数据，通过对双小
行星飞越地球过程的数值模拟研究提出了类似孔孯孵孴孡孴孩孳 延长型接触双小行星的一
种形成机制，通过对由标度律方法获得的溅射物粒子的轨道进行数值模拟证明
了孔孯孵孴孡孴孩孳表面的碎石大部分不来自于撞击坑，并针对一般的不规则形状小行星
提出了一种基于孃孨孥孢孹孳孨孥孶多项式拟合的引力场快速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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