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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冯·卡门（Von Kármán）撞击坑位于月球背面南极–艾肯（South Pole-Aitken，SPA）盆地中部，是中国“嫦娥

4号”计划的优先级较高的探测目标。对该撞击坑的着陆和探测，有助于揭示月球形成和演化的一些关键问题，在月球科学

研究中具有重大的意义。论文概要总结了冯·卡门撞击坑的研究意义和科学价值；结合LRO卫星LOLA数据、Clementine
UV-VIS数据、GRAIL数据、“嫦娥2号”卫星CELMS等数据，简要分析了冯·卡门撞击坑的地形、成分、深部结构和亮温分

布等特征及其科学意义；结合这些研究成果和前人对冯·卡门撞击坑的研究期望，提出了3个预选着陆区和可能的科学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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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月球背面南极–艾肯（South Pole-Aitken，SPA）
盆地内的冯·卡门撞击坑，是预定于2018年后在月球背

面开展探测的“嫦娥4号”着陆和巡视任务的优先级较高

的候选着陆区，这将是人类首次在月球背面的软着陆

和巡视勘察，在月球科学探测领域具有极为重要的历

史和现实意义[1]。

SPA的纬度位于40°S～60°S，中心经度位于180°附
近，直径达2 600 km，是太阳系中规模最大、最古老

的撞击盆地[2-3]。有关SPA盆地的物质成分分布以及盆

地的形成和演化一直以来都是科学界研究的热点和争

论的焦点[4-7]。基于Clementine、Kaguya和Chandrayaan
Moon Mineralogy Mapper（M3）等数据的观测，在

SPA大盆地中还发现一些小范围分布的橄榄石、斜长

石、尖晶石和非月海的高钙辉石[8-12]。根据地形和成分

数据，SPA盆地明显有别于月表其它地区，是月球上

可识别的最古老的表面撞击结构[13-14]。美国国家研究理

事会为重返月球的星座计划提出了35个科学目标，Snape

等认为，这些目标几乎可以全部通过探测SPA盆地实

现，并将冯·卡门撞击坑列为预探测的重要目标之一[15]。

冯·卡门撞击坑位于SPA盆地的中部（42°S～48°S/
172°E～180°E），中心坐标为（44.8°S，175.9°E），

直径约为180 km，提供了一个近距离了解SPA盆地撞

击过程、撞击历史以及成分构造的机会。冯·卡门是一

个前酒海纪撞击坑，在中部存在一个小的中央隆起[15]；

内部填充了雨海纪玄武岩，年龄约为3.35 Ga（图 1）[16]。

冯·卡门撞击坑北部是莱布尼兹（Leibnitz）撞击坑，东

北部是梵森（Finsen）撞击坑，东南部是阿尔德（Alder）
撞击坑。相对来看，冯·卡门撞击坑地形平坦，适合探

测器的着陆，且出现了较新的玄武岩[7]。因此，冯·卡
门撞击坑是最有可能挖掘出下月壳和月幔物质的区

域，对其探测研究有望填补深层月壳及上月幔研究的

空白，取得对月球早期演化历史的新认识[17]。

但是，目前该区域依然缺乏系统性、综合性的研

究。因此，本文利用最新的影像、光谱、高程、重力

和微波数据，对冯·卡门撞击坑的地形地貌、成分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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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地壳结构和微波热辐射特性等进行了详细的研

究，以期为“嫦娥4号”的着陆探测提供科学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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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嫦娥4号”预选着陆区冯·卡门区域影像图

Fig. 1    Image of the Von Kármán Crater，CE-4 candidate landing site.

 
1    冯·卡门撞击坑的研究意义和价值

深部月壳和月幔成分是当今月球科学研究的关键

问题之一，对于我们了解月球形成初期的分异作用，

探究月球的二分性（即月球正面和背面的地形地貌、

结构、物质成分、月壳厚度的分布等具有的明显差

异）的成因具有重要意义[18]。但是，目前尚无法通过

遥感手段直接获得准确的深部月壳和月幔的成分，也

未采集到月球深部的岩石样品。而冯·卡门撞击坑的着

陆和巡视勘察将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重要实测资料。

肖龙等认为，SPA盆地是最有可能挖掘出月幔物

质的盆地，其峰环、盆地内以及溅射毯的撞击熔融层

及撞击熔融角砾岩都是很好的月幔物质取样区。虽然

挖掘出的月幔物质可能被月壤及玄武岩覆盖，但后期

形成的撞击坑又可重新将较新鲜的月幔物质暴露出来[17]。

因此，SPA盆地是探测和研究深部月壳及月幔物质的

理想区域[17]。

研究中，肖龙等建议将智海（Ingenii Basin）和阿

波罗盆地（Apollo Basin）作为着陆选择区。智海盆地

是位于SPA盆地西北边缘的一个前酒海纪多环撞击盆

地，中心位置（33.7°S，163.5°E）。直径约为880 km。

该区域可以获得的科学发现包括：月球背面年轻的火

山活动产物，熔岩管塌陷暴露的地下结构，较纯的高

地斜长岩，旋涡状结构的成因等[17]；月震探测可获得

背面的月壳结构等[19]。

阿波罗盆地的中心位于（35.7°S，208.5°E），

是一个直径约为480 km的前酒海纪多环盆地，位于

SPA盆地东北边缘以内。可获得的科学发现包括：峰

环或坑壁以及溅射物中可能暴露下月壳甚至月幔的物

质；检测高钛和高铝两个月海岩石单元；原始斜长岩月

壳、克里普岩等行星分异产物的信息；存在火山碎屑岩，

对月球的火山活动和热状态的研究有指导意义[17]。

这些都表明，对SPA盆地的着陆研究具有十分重

要的科学价值。冯·卡门撞击坑位于SPA盆地的中部，

中心坐标为（44.8°S，175.9°E），直径为172 km。图 2
为冯·卡门区域的地质图，Im：暗色玄武岩平原物质；

Ig：覆盖有撞击坑的沟槽和山丘；Nc：比雨海Imbrium
撞击坑老比酒海Nectaris撞击坑年轻的地质单元[13]，该

图来源于美国地质调查局（U. S. Geological Survey）
（https://www.lpi.usra.edu/resources/mapcatalog/usgs/），

截取范围为（170°E～190°E，30°S～50°S）。可以看

出，冯·卡门南部玄武岩覆盖区年龄为雨海纪。冯·
卡门重复撞击到一个年龄稍老的冯·卡门M撞击坑上，

该撞击坑很有可能穿透了整个SPA盆地月壳，并挖掘

出了部分月幔物质。这组撞击坑所处的区域是月球背

面SPA区域富含钍元素和KREEP岩的区域[7]。因此，冯·
卡门撞击坑的峰环、坑内以及溅射毯的撞击熔融层及

撞击熔融角砾岩都是很好的月幔物质取样区。虽然挖

掘出的月幔物质可能被月壤及玄武岩覆盖，但后期形

成的撞击坑又可重新将较新鲜的月幔物质暴露出来。

 

 
图 2    冯·卡门区域地质图

Fig. 2    Geological map of the Von Kármán region

 
相对于智海和阿波罗盆地，冯·卡门撞击坑远离月

陆地区，更接近SPA盆地中部。且该撞击坑规模较小，

分布有较新的玄武岩。从这个角度考虑，冯·卡门撞击

坑将是探测和研究深部月壳及月幔物质的理想区域。

基于双层壳幔深度模型和Kaguya地形数据，Snape
等估算了SPA盆地的月壳厚度[15, 20]。结合尺度关系[21]，

Snape等计算了SPA盆地的撞击熔融物质深度和中央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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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源深度[15]，其研究结果表明，冯·卡门撞击事件形成

的熔融物质很可能代表了全部月壳，并且隆起物质中

提示了壳幔边界信息。因此，在冯·卡门撞击坑着陆探

测更有可能获得如下科学发现：原始斜长岩月壳、克

里普岩等行星分异产物的信息；峰环或坑壁以及溅射

物中可能暴露下月壳甚至月幔的物质；南部、北部玄

武岩成分、年龄的差异以及其在月海火成演化研究中

的意义；对于月球的火山活动和热演化历史研究的参

考意义。

2    地形结构特征

结合LRO卫星LOLA数据、Clementine卫星UV-
VIS数据、“嫦娥2号”卫星CELMS数据、GRAIL数据

等，系统分析了冯·卡门撞击坑的地形、成分、温度和

深部结构等特征。

2.1    地　形

地形是“嫦娥4号”着陆和探测的首要考虑因素之

一。基于LRO（Lunar Reconnaissance Orbiter）卫星

LOLA数据，初步分析了冯·卡门撞击坑的地形特征

（图 3）。总体上，撞击坑盆地东西向约为200 km，

南北向约为160 km，总面积约为37 594.5 km2。盆地比

东部地区低约4 km，比南部地区低约2.5 km。内部的

最高点高程约为–4 323.8 m，在（175.9°E，44.5°S）
处，位于中央峰上。最低点约为–6 621.3 m，在（174.9°E，
44.3°S）点处，位于撞击坑底部北部撞击坑内，撞击

坑底部的平均高程约为–5 852.0 m。

在撞击坑底部，最南部的平均海拔最低，平均海

拔约为–5 963.4 m。该地区地形起伏不大，撞击坑数量

少，表明该地区年龄较新。撞击坑中部、东部和北部

大部分地区的平均海拔约为–5 848.4 m，相对于南部区

域有较大的高程值。其中，整个北部地形较为复杂，

存在多个较大的撞击坑，表明该地区年龄较老。与

Haruyama等的研究结果相一致[16]。

中央峰长约45.5 km，宽约13.7 km，面积为800.75
km2，高程最大值为–4 324 m，最小高程值为 –5 835 m，

平均高出南边底部区域约650 m。中央峰有部分的缺

失，分为明显的东部和西部，两部分的地形特征相差

较大。

冯·卡门撞击坑边缘不规则，仅东南边缘保存较为

完整。东北边缘退化严重，表明该地区受Leibnitz和
Finsen撞击事件影响较大。西部边缘存在独特的地貌

结构特征。Snape等认为西部地区是一个火山穹窿，并

将该地区作为冯·卡门撞击坑的首先着陆区，可以采集

到侵入或喷出的玄武岩样本[15]。但结合三维模型和地

形剖面，该地区的地形隆起与撞击坑边缘连接，由边

缘向撞击坑中心高程表现为连续缓慢降低，呈重力滑

坡地貌特征，而不是岩体侵入特征。另外，该滑坡体

造成巨量的边坡物质进入盆地内部，深入盆地达60 km，
表明这是月表地貌演化的一种新形式，有必要结合着

陆探测和相关模型，对造成该地区地貌退化的原因做

深入研究。

冯·卡门撞击坑以南存在较大且明显的撞击坑边

缘，显示在冯·卡门撞击坑形成前该区域已经存在一个

更大的撞击坑。结合撞击坑形成模型[22]，这里很可能

采集到全部月壳岩石样本和壳幔边界物质样本，这也再

次证实了冯·卡门撞击坑着陆和巡视勘察的科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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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冯·卡门撞击坑高程图和底部高程图

Fig. 3    Elevation maps of the Von Kármán Crater and its floor
 

2.2    成　分

有关SPA盆地的物质成分分布，以及盆地的形成和

演化一直以来都是科学界研究的热点和争论的焦点[4-7]。

SPA具有相对较低的反照率，且FeO、TiO2、Th和
Mg含量与月表其它地区明显不同[23-30]。

Clementine卫星紫外/可见光（UV/VIS）相机（波

谱范围为0.4～1 μm，空间分辨率为100～300 m）广泛

应用于月表FeO和TiO2的含量估算[31-34]。本研究基于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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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的Lucey模型 [35]，反演了冯·卡门撞击坑的（FeO+
TiO2）（FTA）含量（图 4）。

图 4表明，总体上，冯·卡门撞击坑内部的FTA含
量明显高于撞击坑外围。在冯·卡门撞击坑内部，FTA
含量主要分布在12～25 wt.%，局部可达到27 wt.%左

右，但是，FTA含量的空间分布非常不均匀。南部的

高FTA中心及其周围的中等FTA区域，中部较连续的

中值FTA区域和北部连续性很差的中值FTA区域。其

它区域的FTA含量相对较低，且呈现一定的方向性，

很可能是受东北部撞击坑溅射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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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冯·卡门撞击坑（FeO+TiO2）含量图

Fig. 4    （FeO+TiO2）abundance map of the Von Kármán crater
 

南部，以撞击坑（176.13°E，45.41°S）位置为中

心，出现FTA含量最高值区域。同时，在撞击坑

（176.00°E，46.81°S）、（176.96°E，46.19°S）、

（177.26°E，46.26°S）、（177.29°E，46.61°S）、

（177.54°E，46.36°S）以及北部的（174.82°E，
44.97°S）、（174.81°E，44.28°S）位置，都再次出现

了高FTA值，其周围也呈现较高的FTA值分布。尤其

是撞击坑（176.13°E，45.41°S）位置直径最大，达3.8 km，
周围高FTA区域半径达10.9 km。高的FTA含量与撞击

坑的密切关系表明，该地区表层覆盖有一层FTA值很

低的物质，而下层很可能存在FTA值非常高的物质，

正是撞击事件将下层高FTA值的物质挖掘并散布表

层。根据玄武岩成分与年龄的关系[36]，年代越晚的玄

武岩FTA值越高，而该地区由撞击事件揭示的FTA值
都在20 wt.%以上，表明这是年代非常新的玄武岩。因

此，对该地区玄武岩样本的探测分析将为月球的火山

活动和热演化历史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

另外，FeO含量和TiO2含量反演结果表明，坑底

北部的TiO2含量明显偏高，而FeO含量较高部分存在

于坑底南部[9]。这种FeO含量和TiO2含量的不一致性，

也表明了该地区岩浆活动的复杂性。

同时，撞击坑北部年龄较老[16]，但该地区玄武岩

具有较高的TiO2含量，与Hiesinger等[36]的研究成果相

悖。因此，这也将是月球科学研究的新内容，有必要

结合本次着陆探测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前人的研究结果表明，SPA盆地出露的岩石均呈

现超基性特性，主要包括斜方辉石、单斜辉石、橄榄

石、斜长石和钛铁矿 [ 9 ,   23 -26 ,   37 -38 ]。这些岩石可以代表

SPA盆地撞击后岩浆活动、SPA撞击熔融物质、下月

壳、后期撞击事件的溅射物等[9, 39]。当前存在的主要争

议是该地区的岩石能否代表上月幔[9, 38, 40-42]。Borst等[43]

基于Clementine UV/VIS和NIR数据，在SPA盆地几乎

所有的中央峰区域都发现了苏长岩，认为SPA盆地的

物质源仅为下月壳，而非上月幔。

结合Chandrayaan M3数据的初步研究结果[44-45]表

明，冯·卡门撞击坑的含钙量较高，且比周围单元有更

高的橄榄石含量。

总的来说，冯·卡门撞击坑的着陆和就位探测，有

望填补深层月壳及上月幔研究的空白，取得对月球早

期演化历史和月球撞击演化历史的新认识。

2.3    温度结构特征

“嫦娥”卫星微波辐射计数据对月壤成分和温度非

常敏感[31-33, 46-47]。基于“嫦娥2号”卫星微波辐射计数据，

分析了冯·卡门撞击坑的亮温特征（图 5）。

根据Stuart-Alexander的解译成果，冯·卡门撞击坑

的地质单元较为单一，中部为雨海纪玄武岩。图 5表
明，该地区月壤的微波辐射情况较为复杂。正午时

刻，3 GHz图像上，在撞击坑内的北部出现最高亮温

值，呈北东向展布。在撞击坑底南部，亮温明显较北

部低4 K左右，与撞击坑附近物质的亮温接近。在37 GHz，
北部的高亮温区域变化不大，而南部亮温增加很快，

比撞击坑附近物质的亮温高10 K以上。这表明了撞击

坑底部的北部和南部的物质成分随深度的变化存在较

大差异。午夜时刻的亮温表现与正午时刻出现了明显

差异。北部，正午时刻的高亮温区域仍然表现为高亮

温；而在南部，则出现明显的以（176.13°E，45.41°S）
为中心的低亮温区域。这表明，冯·卡门撞击坑物质成

分的空间分布是不均匀的，同时该区域月壤成分是随

深度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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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冯·卡门撞击坑亮温分布图

Fig. 5    Brightness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of the Von Kármán crater
 

同时，在撞击坑北部，正午和午夜的亮温都比较

高。Meng等在东海地区也发现了相同的情况，并推测

其成因很可能是下垫面温度较高[48]。因此，建议将冯·
卡门北部作为第1着陆预选区，高的下垫面温度将为月

球热演化研究提供新的重要参考。

2.4    深部结构特征

深部月壳和月幔物质结构是月球科学探测的关键

问题之一，在行星壳层和深部结构研究中，多采用的

重力场分析方法[49]。Snape等[15]利用早期日本“月亮女

神Kaguya”获取的地形和重力数据，认为SPA区域的

月壳厚度非常薄[34]。利用最新获取的月球Grail重力和

地形等地球物理数据，综合对冯·卡门撞击坑的壳层和

深部结构特征进行分析（图 6）。

结果显示，冯·卡门南部边缘正的布格重力异常，

对应了非常明显的负的异常梯度信息，沿冯·卡门撞击

坑南部边缘呈现一定的线性特征分布，显示该区域可

能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岩墙，长度接近180 km。因此，

在形成冯·卡门M撞击坑后有大量的岩浆向上侵入，由

此可以推测，在冯·卡门撞击坑覆盖到冯·卡门M撞击坑

后，极有可能挖掘出了深部月幔的物质，这些物质极

有可能跟后期岩浆喷发后形成的玄武岩混合，只是从

现有分辨率的矿物元素图中较难分辨出来。

冯·卡门撞击坑重复撞击到南部的冯·卡门M撞击坑

上，使该区域月壳发生了局部高温熔融，并最终冷凝

形成了致密的玄武岩月壳，且月壳厚度较薄，小于5 km。

结合重力地形得到该区域的孔隙度平均为9%，稍小于

模型1的12%的孔隙度，由此可见，该区域经过多次撞

击后，月壳发生了多次熔融，并凝结成了较为致密的

玄武岩层。

“嫦娥4号”携带的测月雷达等设备将为实现这一指

标的检测提供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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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冯·卡门区域的布格重力异常和最大布格重力梯度（http://pds-geosciences.wustl.edu/）

Fig. 6    Bouguer gravity anomaly and Bouguer gravity gradient map（http://pds-geosciences.wustl.edu/）

 
3    可能着陆区及预期科学目标

根据研究意义和冯·卡门盆地的地形参数特征，建

议将以下3个区域设置为预选着陆区（图 7），分别是

位于盆地北部的I区、接近中央峰和高FTA值的II区和

靠近南部边缘的III区。这些区域的地形较为平坦，且

表面均被玄武岩覆盖。

 

Ⅲ

Ⅰ

Ⅱ

 
图 7    冯·卡门区域的预选着陆区

Fig. 7    Candidate landing sites within Von Kármán Crater
 

3.1    区域I的科学价值

区域I位于冯·卡门撞击坑北部，分布较老雨海纪

玄武岩。在区域内有小型隆起结构，为原冯·卡门撞击

坑残留，未完全被后期玄武岩覆盖[16]。同时，该区域

还有多个小型撞击坑；区域东部还有一个全区最大撞

击坑。

因此，在该区域着陆可能的科学发现如下：

1）获取较老的雨海纪玄武岩样本，在北部隆起

区，获得较纯净的原始SPA盆地物质，研究月球表面

的撞击演化特征及其对月表物质成分的影响机制。

2）通过对该区域的小型撞击坑和东部大型撞击坑

溅射物采样，获得该区域玄武岩分层结构信息和下垫

面介质的物质成分信息。

3）研究该区域的亮温异常成因，改进和提高当前

的月球微波辐射传输机制；如果确定该地区的高亮温

异常成因是由于高的下垫面温度，将是当前月球热演

化研究的一个突破性进展，进而结合全球性的月表微

波辐射异常，对深入分析月球的热演化历史具有重要

意义。

3.2    区域II的科学价值

区域II位于冯·卡门撞击坑中部，北部为中央峰，

西部为边缘物质滑坡体，西北部为较老的玄武岩单元，

东部为较新的玄武岩单元，且具有全区最高的FTA值。

因此，在该区域着陆具有最为重要的科学价值，

包括了前述的全部的预期科学发现，如下：

1）在区域西部，为边缘滑坡体，可能采集到原始

斜长岩月壳、克里普岩等行星分异的物质样本。

2）在区域北部的中央峰附近，可能采集到下月壳

甚至月幔的物质。

3）该地区西北部，可能采集到较老的玄武岩，东

部可能采集到较新的玄武岩，可用于确定冯·卡门撞击

坑中玄武岩的年龄（可能的SPA年龄），进而对月球

的撞击年龄进行约束。

4）区域西北部，是高亮温异常区域，而东部是正

常亮温区；通过下垫面温度测量，研究月表热点异常

的成因机制。

3.3    区域III的科学价值

区域III位于冯·卡门撞击坑南部，该区域的填充物

为较新的玄武岩；另外，该地区存在众多小型撞击

坑，表现为高FTA含量。同时，该区域边坡保存完

整，受其它地区物质成分的影响较小。

因此，在该区域着陆可能的科学发现如下：

1）获取较新的雨海纪玄武岩样本。

2）对小型撞击坑采样，并结合相关设备分析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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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分层结构特征，对下层FTA含量较高的物质分布

进行确认。

3）撞击坑南坡保存完整，可以进行边坡地层特征

分析，寻找并分析撞击熔融物质，取得对月表撞击演

化的新认识。

4）地形分析结果表明，在冯·卡门撞击坑形成前

该区域已经存在一个更大的撞击坑（命名为M），该

区域可能采集到原始SPA物质、M撞击坑物质和晚雨

海纪玄武岩物质。

在冯·卡门撞击坑，Snape等也提供了3个着陆区域[15]。

其中第2、第3候选区域与本研究中的区域II、III接
近。由于本研究引入了更多的参考数据，否定了Snape
等[15]的第1候选区，而选定为撞击坑北部具有较老年龄

和热辐射异常的区域。相对来说，本研究所提供的候

选区域具有更高的科学价值。

4    结　论

冯·卡门撞击坑位于月球最大的撞击盆地中部，是

我国“嫦娥4号”计划的预定探测目标，这将是人类首次

在月球背面的软着陆和就位探测，其相关研究成果在

月球科学研究领域将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论文系统总结了冯·卡门撞击坑的研究意义和科学

价值；结合LRO卫星LOLA数据、Clementine UV-VIS
数据、GRAIL数据、“嫦娥4号”卫星CELMS数据等，

简要分析了冯·卡门撞击坑的地形、成分、深部结构和

亮温结构等方面的最新研究发现；最后，结合这些研

究发现和前人对冯·卡门撞击坑的研究期望，系统整理

了可能着陆区及预期的科学目标。

着陆区选址和科学目标规划是一项十分重要和复

杂的工作，需要科学家与工程技术人员的通力协作才

能做好。同时，由于不同的科学家有不同的兴趣点，

因此可能对着陆区选址和科学目标规划有不同的诉

求。月球探测的任务和目标规划需要集思广益，在科

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广泛参与的基础上进行决策，希

望本文的研究成果能够为我国“嫦娥4号”工程的着陆区

选址和科学目标规划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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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bout Landing Site Selection and Prospective Scientific Objectives of the
Von Kármán Crater in Moon Far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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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Von Kármán crater，inside the South Pole-Aitken basin on the lunar farside，is initially selected as the landing

area for Chinese Chang’E-4 mission. The in-situ exploration in the crater will reveal some essential problems about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Moon，which will be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current Moon research. The geologic significances and scientific

values of the Von Kármán crater are summarized. Thereafter，the distributions of topography，composition，deep structure，and

temperature brightness of the Von Kármán crater are analyzed with LRO satellite LOLA data，Clementine UV-VIS data，GRAIL

data，and Chang’E-2 CELMS data and their scientific meanings are also presented. Finally，combined with our results and the

previous prospects about theVon Kármán crater，three candidate landing sites and the possible scientific discoveries are proposed.

Key words：Chang'e-4 mission；Von Kármán crater；landing site selection；scientific significances

High lights：
●　The geologic significances and scientific values of the Von Kármán crater are summarized.
●　The distributions of topography, composition, deep structure, and brightness temperature of the Von Kármán crater are analyzed.
●　Three candidate landing sites are proposed, and the detection significances of each region are also pres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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