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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五探路者”
揭秘

“我国将首次实施再入返回飞行
试验，飞行器将于24日至26日择机
发射。”

素描“小飞”：
“大块头”和“小不点”

飞行试验器总指挥、总设计师杨
孟飞介绍，飞行试验器由服务舱和返
回器组成，其中，服务舱是名副其实
的“大块头”，而返回器是与“大块头”
紧密相连的“小不点”。

飞行试验器共有十一个分系
统，即：结构分系统、机构分系统、热
控分系统、数管分系统、供配电分系
统、测控数传分系统、天线分系统、
工程参数测量分系统、GNC、服务舱
推进分系统、回收分系统。服务舱
以嫦娥二号卫星平台为基础进行适
应性改进设计，而返回器则与探月
三期正式任务中返回器的状态基本
保持一致。

“小飞”“出阁”：
以快为先

激流勇进的深空探测舞台向来
讲求争分夺秒、以快为先。我国计划
于2017年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中心
发射嫦娥五号月球探测器，进行无人
自动采样返回试验。而实施月地返
回、半弹道跳跃式高速再入返回、返
回器气动外形设计、返回器防热设
计、验证半弹道跳跃式再入制导、导
航与控制以及轻小型化回收着陆技
术等六大技术难点是决定任务成败
的关键。为了验证这些无法在地面
进行试验的技术，“小飞”甘当开路先
锋，与时间赛跑。

“小飞”这么快就“出阁”，得益
于不断提速的探月工程实施进程。
中国科学院院士、五院科技委顾问
叶培建指出，探月工程“绕、落、回”
三步走的战略步骤，相互关联，又不

完全顺序排列，拿二期工程“落”和
三期工程“回”来说，两期任务各自
有安排。从嫦娥一号、二号到三号
任务，每次任务都完成的十分出色，
原有的一些备份星的计划安排也就
相应做了调整，整个探月工程的进
程实际上加快了。

“小飞”：
娇小却坚强

与神舟飞船“大哥哥”的强壮身形
相比，“小飞”身姿娇小婉约，它的返回
器只有神舟飞船返回舱的十分之一。

可别被“小飞”婉约的气质所倾
倒，由身着金色多层材料的服务舱、
银色返回舱组成的“小飞”，远看犹
如穿“金衣”着“白甲”的将领。“娘家
人”五院为它量身订制了各类“钢筋
铁骨”，可以说它是“飞坚强”。

深空探测从来就没有康庄大

道，探索路上遍布荆棘和未知的挑
战。据杨孟飞介绍，此次“小飞”出
行，如何安全地“回娘家”就是一个
艰巨的挑战。如从高空往下扔石头
一样，距离地面越高，石头落地的速
度就越快，“小飞”要从距离地球38
万公里的月球返回，到达地球时的
速度将会十分“恐怖”，与之相随的
摩擦热防护等风险严重威胁着“小
飞”，它的主要任务就是解决怎么顺
利飞到月球和怎么从月球安全和顺
利地回来。

为了节省发射成本，“快、好、省”
地验证这一技术，五院的科技工作者
巧妙设计了“小飞”娇小的外形和强
健的体魄，并在新产品、新技术、新工
艺上下足了功夫，通过一系列的技术
创新，为“小飞”武装起了更轻量、更
稳定、耐高温性更强的“霓虹羽衣”，
为它在天地的自由、安全驰骋保驾护
航。

（新华社西昌10月23日电）

“我国将首次实施再入返回飞行试验，飞行器将于24日至26日择机发射。”执行此次任务的“小
飞”，是“嫦娥五号”的“探路小兵”，它长什么样，由哪几部分组成？主要任务目标是什么？面临的风险有
哪些？“小飞”的娘家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五研究院的专家们，向记者揭开了“小飞”的神秘面纱。

“我国将首次实施再入返回飞行
试验，飞行器将于24日至26日择机
发射”的消息传出后，很多人搞不清
这个飞行试验器和2017年前后承担

“无人采样返回”任务的“嫦娥五号”
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要搞这样一次
飞行试验？试验的难点又在哪？

记者采访权威专家和参研参试
人员进行解析。飞行试验器名字太
长，记者姑且给它取名“小飞”。

“小飞”是谁？
——“嫦娥五号”的“探路小兵”

中国探月工程三期总设计师胡
浩：“嫦娥五号”的任务是实现我国探
月工程三期“无人自动采样返回”。与

“嫦娥一号”“嫦娥二号”“嫦娥三号”相
比，“嫦娥五号”的“身体”结构要复杂
得多——由轨道器、上升器、着陆器和
返回器等组成，像“葫芦”一样串在一
起共同组成。科研人员正在为“嫦娥
五号”载着月壤回归地球努力工作。

“嫦娥五号”需要突破月面采样、月
面上升、月球轨道交会对接和高速返回
4大关键技术。国防科工局新闻发言
人说：“为突破高速返回关键技术，必须
先期实施再入返回飞行试验。”

记者观察：哦！“小飞”原来是“嫦
娥五号”的“探路小兵”。它不会走

“嫦娥五号”要走的全程，而是重点考
察从距地约38万公里的月球返回地
球——“回家的路”。

“回家的路”好走吗？
——“小飞”第一次走，快慢难控

中国探月工程三期副总设计师
郝希凡：这是我们第一次试验从月球
返回地球。飞行器从月球回地球的
时候会越飞越快，回到大气层的时候
接近第二宇宙速度（11.2 公里／
秒）。这要比神舟飞船返回地球的速
度快很多。

目前，我们从单纯的地面实验积
累的对地球大气特性的认识还不充
分、模型不完全，返回器高速返回条

件下的气动、热防护、高速返回的导
航制导与控制系统（GNC）物理模型
和数学模型掌握不完全。为确保“嫦
娥五号”任务成功，必须“把实验室从
地面搬到天上”。

记者观察：原来“小飞”是一个并
不老练的司机，受命走一条没走过的
路。路况陌生、复杂、多变。又偏偏一
路下坡刹不住车，车体车轮摩擦得滚
烫。可得把好了GNC方向盘，当务之
急——把自身速度降下来。

怎样“平安到家”？
——“打个水漂”再返回

中国探月工程副总指挥刘继忠：
此次试验一大难点在于采用“半弹道

跳跃式再入”方式返回地球。“打个通
俗的比方，‘半弹道跳跃式再入’类似
于我们在河边拿起石头打水漂。这
个特殊的返回轨道目的在于降能减
速，确保飞行器返回。”

中国探月工程三期副总设计师
郝希凡：啥叫半弹道？没有浮力抛物
线落下，就叫弹道；半途打了个水漂
弹出去了，就是半弹道。再入，就是
以接近第二宇宙速度进入大气层，经
跳跃式弹起后，再次进入大气层，在
内蒙古中部地区着陆。

记者观察：不知道“小飞”打水漂
的功夫如何。但是记者对中国航天导
航制导与控制系统（GNC）技术很有
信心。信心并非凭空而来，记者多次
采访负责这项技术的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502所。这里一拨“70后”“80后”
非常敬业、优秀。还记得2013年12
月14日，“嫦娥”三号成功落月么？站
得多稳啊，GNC控制得好！

“小飞”“探路”要花几天？
——整个过程8天左右

中国探月工程副总指挥刘继忠：
飞行试验器发射升空后将经历星箭
分离、地月转移、月球近旁转向、月地
转移、返回地球附近、再入返回地球
等六大关键节点。整个过程大约8
天左右。

记者观察：8天，奔月、绕月、返
回。好辛苦呀！“小飞”好运，科研人员
加油！ （新华社西昌10月23日电）

“回家”的路有多难？
——“小飞”为“嫦五”细探从月球返回地球之路

新华社西昌10月23日电（记者余
晓洁、吴晶晶）23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二号工位。长征三号丙增强型火箭高
高矗立，常温推进剂正在加注。

我国探月工程三期将首次实施从
月球轨道返回地球的飞行试验，飞行试
验器计划于24日至26日择机在西昌
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托举这个飞行试
验器升空的正是长征三号丙增强型火
箭。

“这是长征三号丙增强型火箭的首
次亮相出征。与长三丙基本型相比，增
强型有多项改进、创新。首次在长三丙
火箭上使用双惯组加复合制导。从外
形上看，它的个子比长三丙基本型长高
了1米多。运载能力由原来的3.8吨提
高到3.9吨。”探月三期运载火箭系统副
总指挥金志强说。

据介绍，长征三号丙增强型火箭
在继承“金牌火箭”——长征三号甲系
列火箭成熟技术的基础上，加长了火
箭一级和助推器的长度。同时，二级
发动机采用了我国可靠性最高的长征
二号F运载火箭二级发动机，为此次
飞行器试验任务提供更为强劲的运载
能力和更高的飞行可靠性。

“长征三号丙增强型采用‘天基测
量’技术，即通过天基中继星向地面技
术人员传输火箭飞行过程的实时遥测
数据，对飞行中的火箭进行全程实时
测控。同时，最新的高码率传输技术，
可增加测量点、提高数据传输速度、增
大数据传输量，进一步降低测控盲
区。”金志强说。

近三年来，我国航天发射进入高
密度期。2014 年，长征系列运载火
箭将迎来 1970 年以来的第 200 次发
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通过实施精
益质量工程，打造火箭产业化时代的
金牌质量。

长征三号丙
增强型火箭首秀
探月三期大幕拉开

虽已深秋，温暖如春。
紫色的三角花在郁郁葱葱的山林间一簇簇地

绽放，发射塔架高耸入云。塔架下方，来自不同参
研参试单位的工作人员，穿着或白或蓝或浅绿的
工作服，有条不紊地忙碌着。喇叭里，不时传来声
声号令。

这里，是有着“月亮城”美誉的西昌卫星发射
中心。

23日，她庄严宁静地等待探月工程的又一次
出发——在中国航天史上，第一次发射一颗飞行
试验器，飞抵月球附近后，再返回地球。

这次试验，虽然没有以嫦娥任务冠名，却与探
月密切相关——通过飞行器的真实飞行，获取试
验数据，验证未来探月三期主任务星“嫦娥五号”
以接近第二宇宙速度（11.2公里／秒）再入返回地
球的相关轨道设计、气动、热防护、制导导航与控
制等关键技术。为“嫦娥五号”执行无人月球取样
返回积累经验。

24日至26日，连续三天，每天一个发射窗
口，时长约35分钟。毫无疑问，西昌的航天人正
瞄准24日的第一发射窗口。如果一切顺利，23
日18时许，执行此次发射任务、托举飞行试验器
升空的长征三号丙增强型火箭将开始加注低温推
进剂。

“‘嫦娥一号’‘嫦娥二号’‘嫦娥三号’都是在
西昌打（发射）的，都取得了圆满成功。‘嫦娥五号’
就不在西昌打（发射）了，预计2017年前后在新建
成的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由长征五号火箭发射升
空。”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总工程师陶钟山说。

因为“嫦娥三号”精彩落月，它的备份星“嫦娥
四号”的任务还在深化论证。深化论证旨在凝练
工程任务和科学目标，把每一分钱花在“刀刃”上。

的确，西昌这个地理名词已深深刻在中国探
月的历史里。2004年中国探月工程正式立项以
来，整整十年，这里是中国航天探月人名副其实的
第二故乡。因为地处中国西南大凉山深处，人们
习惯把发射场叫作“沟里”。

“沟里”的一草一木，仿佛都可以为你讲述“中
国探月十年”的故事。

探月之旅，开启中国深空探测。
2007年10月24日，“嫦娥一号”直赴苍穹。

作为我国首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成功“绕月”，
是继人造地球卫星、载人航天飞行之后我国航天
事业发展的又一座里程碑，标志我国迈出了深空
探测的第一步。

探月之旅，不断托举中国高度。
2010年10月1日，“嫦娥二号”成功发射，获

得世界首幅分辨率为7米的全月图；为“嫦娥三
号”验证了部分关键技术；在拓展试验中首次从月
球轨道出发飞赴日地拉格朗日L2点进行科学探
测；对图塔蒂斯小行星近距离交会探测……目前，
已成为我国首个人造太阳系小行星的“嫦娥二号”
与地球间距离突破9000万公里，有望飞到3亿公
里的深空。

探月之旅，嫦娥奔月千年梦圆。
2013年12月2日，“嫦娥三号”披挂出征。嫦娥

三姑娘稳稳“落下去”——月面软着陆，“玉兔”号月球
车缓缓“走起来”——月面巡视探测。中国成为世界
上第三个实现月面软着陆和月面巡视探测的国家。
这也是中国航天器首次在地外天体软着陆探测。

7年之后，又一个10月24日。我们期待飞行
试验器为“嫦娥五号”探好未来奔月、回家的路。
2017年，我们期待“嫦娥五号”从文昌出发，赴月
球无人取样返回。此前中国人从未获取过地外天
体的一抔土、一粒沙。

永远铭记西昌。
这里有中国探月梦想步步成真的足音。

（新华社西昌10月23日电）

2017年
“嫦五”从文昌出发
赴月球无人取样返回

这是北京飞控中心大屏幕上显示的嫦娥三号
着陆器、巡视器互拍成像（拼版照片，2013年12
月15日摄）。

这是在北京飞控中心大屏幕上拍摄的“嫦娥
三号”着陆器、巡视器成功分离的画面（2013年
12月15日摄）。

新华社西昌10月23日电（记者
余晓洁、吴晶晶）23日，西昌卫星发
射中心正迎来一次重要的发射任务
——发射一颗飞行试验器，飞抵月球
附近后自动返回。

这次只是为“嫦娥五号”执行任
务之前所做的一次飞行试验。探月
工程三期副总设计师郝希凡表示，这

次飞行任务将为探月三期验证6项
关键技术。

第一、验证返回器气动外形设计技
术。利用飞行试验获取数据对返回器
气动设计的正确性进行验证，通过数据
分析比对修正返回器气动设计数据库。

第二、验证返回器防热技术。通
过飞行过程中防热结构温度变化历程

对防热结构设计进行评估，提高热分
析的准确性。测量返回器热蚀情况。

第三、验证返回器“半弹道跳跃式”
高速再入导航制导与控制系统技术。

第四、验证月地返回及再入返回
地面测控支持能力。针对返回器高
动态、散布范围大、跟踪捕获难等特
点，综合开展总体设计、分析和试验。

第五、验证返回器可靠着陆技
术。利用返回器内侧、外侧、遥测和
气象数据对返回器可靠着陆技术进
行验证。

第六、验证返回器可靠回收技
术。通过返回器搜索回收，验证空地
协同搜索回收工作方法，同时具备地
面独立搜索能力。

穿“金衣”
着“白甲”

探月小飞为何
出阁这么快？

“ ”

“ ”

“小飞”为“嫦五”验证6项关键技术

中国探月工程“三步曲”

嫦娥三号
2013年12月上旬发射

2007年10月24日18时05分，搭
载着我国首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的长
征三号甲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
心三号塔架点火发射。

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