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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据新华社华盛顿2月6日电（记
者周舟 林小春）现役世界最强大运
载火箭“猎鹰重型”6日成功发射，在
约10万人的现场“围观”下，携带着一
辆红色特斯拉电动跑车飞往火星。
这种火箭推力大、可回收，被认为将
重塑重型运载火箭行业的游戏规则。

当地时间15时45分（北京时间7
日4时45分），“猎鹰重型”从美国佛罗
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39A发射台
腾空而起，拖着熊熊尾焰直入蓝天。
1969年，“土星5号”火箭正是从这座

发射台升空，首次将人类送往月球。
“猎鹰重型”由美国私企太空探

索技术公司研发，第一级由3枚“猎鹰
9”的一级火箭捆绑而成。发射约8分
钟后，它两侧的助推器同时在发射场
附近陆地回收成功，但中间的火箭
芯级落入海中，没能按计划降在回
收船上。目前，火箭第二级正飞向
地球与火星间的椭圆形绕日轨道。

“猎鹰重型”携带了一辆红色特
斯拉跑车，车上播放1969年登月那
年戴维·鲍伊演唱的经典歌曲《太空

怪人》。跑车里有一个身着黑白色
太空服的假人，仪表盘上用英文写
着“别惊慌”，而车辆电路板上印着

“由人类在地球制造”。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埃

隆·马斯克说：“也许有一天外星人
会发现这辆车，这些家伙们会怎么
想呢？”

“猎鹰重型”一级共有27个发
动机，是“土星5号”登月火箭以来
发射能力最强的运载火箭。由于技
术难度高、风险大，马斯克此前曾经

多次表示，“猎鹰重型”第一次发射
可能爆炸，并称火箭只要不在发射
台上爆炸就意味着成功。

“猎鹰重型”也是一款可重复
使用的运载火箭，可将约64吨有
效载荷（相当于一架满载的波音
737飞机）送入近地轨道，发射能力
是现役排第二的“德尔塔4”重型火
箭约两倍，而发射成本只有后者约
三分之一。火箭从一开始就按照
载人标准设计，有潜力将宇航员送
上月球甚至火星。

“猎鹰重型” 在什么地方？
带着一辆红色特斯拉电动跑车，世界现役最强大重型运载火箭“猎鹰重型”6日从美国佛罗里达州升空，飞向遥远的火星。

这次发射缘何引人注目？火箭牛在什么地方？对全球太空行业影响几何？

“猎鹰重型”一级共有27个发
动机，是“土星5号”登月火箭以来
发射能力最强的运载火箭。火箭
从一开始就按照载人标准设计，有
潜力将宇航员送上月球甚至火星。

“猎鹰重型”也是一款可重复
使用的运载火箭，可将约64吨有
效载荷（相当于一架满载的波音
737飞机）送入近地轨道，发射能
力约是现役排第二的“德尔塔4”
重型火箭的两倍，而发射成本只
有后者约三分之一。根据不同的
载荷重量，“猎鹰重型”火箭的发
射所需资金在8000万美元至1.25
亿美元之间。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埃
隆·马斯克认为，“猎鹰重型”具有可
回收、成本低等特点，如果取得成
功，将给火箭市场带来深远影响。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由马斯克
于2002年创建，总部位于加利福
尼亚州，是美国商业航天的代表
性企业。2017年，美国全年实现
29次太空发射，其中太空探索技
术公司就占18次，全都取得成功。

此次发射的“猎鹰重型”是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研制的“猎鹰
9”火箭的升级版，与已退役的

“猎鹰 1”火箭一起，三种火箭共
同构成了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

“猎鹰”火箭家族。
可能有人有疑问：为什么从

“猎鹰1”直接跳到了“猎鹰9”，中
间的2到8呢？原来这里的数字
与每种火箭的发动机数量有关。

“猎鹰9”火箭的第一级有9个

发动机；而“猎鹰1”是使用液态氧
和煤油作为燃料的两级运载火
箭，每级各有1台发动机。拥有3
次失败发射经历的“猎鹰1”号于
2008年首次成功发射，从而成为
历史上第一枚由私营企业开发的
运载火箭。

2009 年 7 月 14 日，“猎鹰 1”
火箭把马来西亚卫星成功发射升
空并送入预定轨道，标志着太空
探索技术公司迈出商业发射的第
一步。随后，“猎鹰1”火箭退役，
其继任者“猎鹰9”火箭登场。

“猎鹰9”火箭是太空探索技
术公司研制的可回收的两级中型
运载火箭，设计用于发射卫星和
该公司的“龙”系列飞船。2010年
6月4日，“猎鹰9”火箭完成首次
发射，并将“龙”系列飞船的一个
模型送至相应轨道。

2015 年 12 月 21 日，“猎鹰
9”火箭完成首次回收，由此开启
了廉价太空发射时代。迄今，

“猎鹰9”火箭第一级已成功实现
20余次回收。

此外，据美国航天局透露，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今年还将利
用“猎鹰9”火箭实施载人首飞测
试，发射载人“龙”飞船。载人

“龙”飞船将于今年第二季度实
施一次不载人示范飞行，同样将
前往国际空间站。之后，该飞船
将于第三季度进行第一次载人
示范飞行，携带两名美国宇航员
往返国际空间站。

（据新华社北京2月7日电 记
者 冯玉婧）

怎样才算得上“重型火箭”？“猎鹰重型”并
非一枝独秀，运载火箭界还有哪些“大块头”？

世界“重型火箭”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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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鹰重型”&“猎鹰”
火箭家族

运力仅次登月火箭

研制“猎鹰重型”的太空探索技术
公司虽然只是一家私人公司，但实力
堪比国家航天机构。2017年，美国全
年发射29次，其中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占18次，全部成功。公司创始人埃
隆·马斯克被誉为“硅谷钢铁侠”，除航
天外，还在互联网、电动汽车和能源方
面取得了令人咋舌的成就。

“猎鹰重型”发射引人注目，在于
它填补了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两项不
足，即进入地球同步轨道的能力和飞
出地球之外的载人探索能力。这两个
领域都需要大推力火箭。

“猎鹰重型”大体上由3枚“猎鹰
9”火箭捆绑而成，拥有27个发动机。
按照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说法，该火
箭发射时可产生约227万千克的推
力，相当于18架波音747飞机，能将
64吨载荷送入近地轨道，相当于一架
满载的波音737飞机。

在历史上，只有上世纪的“土星5
号”登月火箭的运力比“猎
鹰重型”更强；在现役火箭
中，排名第二、属于联合发
射联盟的“德尔塔4”重型火
箭的运力只有“猎鹰重型”

的约一半，而发射成本
是“猎鹰重型”的3倍。

美国行星学会航天
专家贾森·戴维斯认为，

“猎鹰重型”足以满足现
有航天发射市场绝大部
分用户发射地球同步转

移轨道卫星的需
求，所以“即便对一
家经常做大事的航
天公司而言，这也
是一桩大事”，将促
进商业发射市场上
的竞争。

（新华社华盛
顿 2 月 6 日电 记
者 林小春 周舟）

风险优势共存

“猎鹰重型”的成功首秀其实没
看上去那么容易。首先，该火箭有
27个发动机并联工作，出问题的概
率很大，所以马斯克才一直强调，火
箭有可能在发射台上爆炸，只要升
空就算成功。

其次，3枚“猎鹰9”火箭组成的
第一级在飞行中可能产生共振，导
致火箭结构出现问题；而上面级火
箭外层可能结冰，冰块可能像“炮
弹”一样落在两侧的箭锥上。

第三，火箭上面级将经过地球
上空的范艾伦辐射带，大量辐射和
高能粒子可能会破坏火箭系统。

因此，在发射后记者会上谈到感
受时，马斯克表示自己感觉不太真实。

尽管存在巨大风险，“猎鹰重
型”的独特架构也有着其他重型火
箭无法比拟的独特优势。首先，重
型火箭使用频率相对较低，“猎鹰重
型”可以在需要时利用“猎鹰9”火箭
改装，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主要
竞争对手联合发射联盟就不得不同
时维持“宇宙神5”型和“德尔塔4”重
型两种火箭，所以“猎鹰重型”可能
减少了一些维护费用。

其次，“猎鹰9”以第一级可回收
著称，“猎鹰重型”把这一特点提升
到了一个新高度，从而有望大幅降
低进入太空的成本。此次发射中，
虽然中间的火箭芯级落入海中，但
距回收无人船仅有100米，而两侧的
助推器同时在发射场附近的陆地上
回收成功。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目前
为“猎鹰9”定的发射价是6200万美
元，而“猎鹰重型”是9000万美元。

鉴于“猎鹰重型”的研发投入
只有 5亿美元，而且可重复使用，
美国火星学会发表声明说：“这是
一场革命。”

新太空竞赛

此次首飞中，“猎鹰重型”还带着
一辆红色特斯拉跑车。马斯克自己
形容，这事干得“傻乎乎但又有趣，但
傻而又有趣的事件很重要”。也许这
种与众不同的思维，正是这位科技

“狂人”累累有惊人之举的缘故吧。
至少在火箭上，马斯克不满足于只

拥有“猎鹰9”和“猎鹰重型”。他在发射
前电话记者会上透露，“猎鹰重型”还能
再捆绑两枚“猎鹰9”火箭，组成“猎鹰超
重型”火箭，从而有更大的运力。另外，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接下来将重点研制

“大猎鹰火箭”，用于载人。
马斯克认为，他将能以不比“猎

鹰9”火箭贵很多的价格提供超重型
或接近超重型火箭的运力，并很自
信地说：“如果它取得成功，其他重
型火箭就没戏了。”

美国商业太空飞行协会主席埃
里克·斯托默发表声明称赞，“猎鹰
重型”的成功首飞“代表着太空探索
技术公司和商业太空行业的一个重
要里程碑”，为2018年的商业太空
飞行开了一个好头。

在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之外，美
国航天局正在研制“太空发射系统”
大推力运载火箭”，亚马逊公司创始
人杰夫·贝索斯创建的蓝色起源公
司计划推出“新格林”火箭，联合发
射联盟正在打造新一代“火神”火
箭，其他一些航天大国也都有自己
的大推力火箭发展计划。

马斯克在发射后记者会上说，
希望“猎鹰重型”的试飞将鼓励其他
公司和国家发展更强大的火箭。

“我们需要一场新的太空竞
赛，”他说，“竞赛令人兴奋。”

牛

国际上常见的现役重型运载火箭
有如下4种

猎鹰重型
世界现役最强运载火箭首飞成功

带跑车飞向火星

“新格林”火箭

这是亚马逊公司创始人杰夫·贝索斯创
建的蓝色起源公司计划推出的大推力运载
火箭，将使用7个以天然气和液氧为燃料的
发动机驱动，其三级版本高95米，第三级装
备使用液氢与液氧的发动机，可将载荷发射
至近地轨道以外。

“火神”火箭

这是美国联合发射联盟公司推出的新一
代火箭，计划于2019年取代公司现有的“宇宙
神5”型火箭，并有望最终取代“德尔塔4”型火
箭。这种火箭第一级可以空中回收，但回收方
案与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系列火
箭不同。据介绍，它的第一级发动机会在高空
与火箭燃料箱等分离，然后打开降落伞降速，
下降到一定高度再派直升机将其抓住。

“太空发射系统”火箭

这是美国航天局深空探索计划的一部
分，该计划打算将人送上火星。这种火箭由
航天飞机演变而来，预计燃料为液氢和液
氧。据美国航天局网站说，“太空发射系统”
的最高载荷可达130吨。

新“能源”火箭

俄罗斯国家航天事务集团表示将以曾经
可与“土星5号”媲美的苏联“能源”火箭技术
为基础，改进“格鲁什科”科学生产公司制造
的RD－171型火箭发动机，在未来5至7年
研制出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60吨的超重型
运载火箭，用于探索月球及其他天体的任务。

（据新华社2月7日电） 制图/张昕

目前正在研发中的
四种重型运载火箭

“德尔塔4”型火箭

本世纪初美国低成本火箭研究计划的
产物，是具有11吨到25吨近地轨道运力的
中型大推力火箭。第一级采用液氢和液氧
作为燃料。这种火箭在本世纪初推出后，因
成本低廉、性能可靠而一炮走红。

“宇宙神5”型火箭

由美国联合发射联盟公司生产，近地轨道
运力约19吨，地球同步转移轨道运力约9吨。
由于所用发动机为俄罗斯生产，美国国会立法
禁止美国相关机构今后使用“宇宙神5”型火
箭，这也是该公司研发“火神”火箭的原因。

“阿丽亚娜5”型火箭

欧洲生产的大推力运载火箭，1996年首
次试验发射，1999年投入商业发射。火箭可
将20吨载荷送至近地轨道，将10吨载荷送
至地球同步转移轨道。

“安加拉5”型火箭

俄罗斯的大型运载火箭，2014年首次发
射成功。火箭近地轨道运力近25吨，地球同
步转移轨道运力可达7吨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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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6日，人们观看“猎
鹰重型”从肯尼迪航天中心
发射升空。 新华社/美联

马斯克在“猎鹰重型”发射成功后
出席新闻发布会。 新华社/路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