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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专家畅谈空天飞行器技术发展

将在火星上开展
地表成分、物质类型分布、地质结构
以及火星气象环境等探测工作

新华社南京 4 月 24 日电 （记者胡喆 蒋
芳）以什么动力形式实现从地面到轨道空间
的全域高效飞行？怎样的气动外形能适应 0
制图/张昕
到 25 马赫全速域飞行？
这是 24 日举行的中国航天大会主论坛
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魏毅寅在特邀报告中提出
的思考。
何谓空天飞行器？魏毅寅解释，空天飞
行器是能够在稠密大气、临近空间、轨道空间
往返飞行的重复使用航天运输系统，将助力
人类实现自由进出和高效利用太空，按动力形
式可分为火箭动力和组合动力两大类。
“挖土”归来，
“ 嫦娥家族”仍将马不停蹄！24 日在南京举行的 2021 年中国航
放眼国际，鉴于火箭动力航天运输系统在
天大会现场，
多名航天专家就未来的探月规划展开探讨。
发射灵活性、使用便捷性、准备周期等方面还
嫦娥五号“挖土”归来后研究啥？月球科研建站有多远？……会场内外，航天
有待提升，美欧也在同步推动组合动力的水平
大咖们揭开月球探测新看点。
起降空天飞行器发展。
魏毅寅表示，空天飞行器的优势主要体现
在：一是“廉价”，能通过重复使用降低发射成
筹建月球科研站
本，通过高比冲提高运载效率；二是“安全”，无
24 日，中国国家航天局和俄罗斯国家
行合作，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
技术、提升月球科学与资源应用能力，
再到
抛射物，自主应急返航，应急着陆范围大大增
航天集团就合作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发布
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探
形成月球长期科研和资源应用能力。
加；三是“便捷”，机场水平起降实现快速响应，
联合声明。根据声明，中俄两国将在国际
月工程三期总设计师胡浩在谈及我国探
中国宇航学会高级专家朱林崎介绍，
不
地面总装、维护保障更加灵活；四是“机动”，临
月球科研站的规划、论证、设计、研制、实
月工程进展与展望时介绍，国家航天局正
惟中俄两国如此，
目前全球对月球站、
月球基
近空间机动飞行拓展发射窗口，升力式再入返
施、运营等方面开展合作。后续还将发布
在倡议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推动更大范
地、
月球村的探索也方兴未艾，
主要航天国家
回提高着陆机会。
《国际月球科研站实施路线图》，以及明确
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国际合作，打造
纷纷将月球基地、
月球村纳入探索规划，
真可
同时，空天飞行面临的技术挑战诸多，例
其他有兴趣国家或国际组织的加入程序。
解决空间科学问题、有效利用月球资源、
谓
“争入广寒伴清光，
明月何曾是两乡”
。
如：以什么动力形式实现从地面到轨道空间的
据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中国工程
发展地月经济圈的基础设施和共享平台。
“从目前世界各国对‘月球基地’的构
全域高效飞行，以什么结构满足结构轻量化与
院院士吴伟仁披露，我国探月工程四期将
探月工程具体分为三个阶段，即 2020
想看，我们也可以探讨从月球科研站到月
耐高温热防护，以什么气动外形适应 0 到 25 马
构建月球科研站基本型，这一基本型由运
年前完成“绕、落、回”
三步走；2030 年前实
球基地、月球村，乃至构建‘地月空间生态
赫全速域飞行……这些都是发展空天飞行器
行在月球轨道和月面的多个探测器组
现月球科研站基本型的
“勘、研、建”
；
此后，
圈’的可能性。未来，也许在月球欣赏地
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成。基本型将具备月球科学技术研究、资
再完成月球科研站的扩展与运营。即从具
球也会成为常态。有人赏月，有人上月，
魏毅寅认为，沿着“从攻克基础机理到突
源开发利用技术验证的能力，并与国际同
备月球探测技术能力，到攻克月球科研站
探索的脚步永不停歇！”
朱林崎说。
破技术体系，再到空天航班工程应用”这条发
展路径，一步一难关。在陆续完成宽域飞行技
术验证和临近空间宽域飞行试验后，才能形成
“土”特产后看“水冰”
空天运输能力。
“21 世纪以来航空航天技术的快速发展掀
挖回了月壤，月球科研的下一个焦点
极地形地貌、物质成分、空间环境等进行
球运送水到月球非常昂贵。第一步目标是
起了空天飞行研究热潮，
将推动实现革命性的
或将是“水”。中国科学院专家介绍，根据
综合探测。
通过探测验证、
确认月球上是否存在大量的
空天航班、
全球快速运输等工程应用。
”展望未
理论预测，仅在月球南极没有太阳照射的
目前，
各国都在抓紧布局相关探测，
以期
水。如果真实存在，
那就进展到第二步，
研
来，
魏毅寅说，
加快推动空天飞行器技术发展，
阴影区，就可能储存着 100 亿吨左右的
能更加详细地研究月球水冰的分布。自 20
究就地取水，
利用月球水。比如，
进一步将
人类实现自由进入太空、建设太空信息港和地
水。月球南极附近存在很深的撞击坑，根
世纪90年代以来，
国际上一些探测器都先后
其分解成燃料，
并为后续开发和利用月球资
外天体基地的梦想便不再遥远。
据目前的探测和理论研究，天文学家推
发现了月壤中存在水冰的证据。近年来，
月
源提供能源。

“土”特产后还有啥？
——中国探月工程新看点前瞻

测，在月球南极的这些撞击坑内极有可能
富集大量水冰。
在我国探月工程四期规划中，嫦娥七
号也将开展月球南极资源详查，对月球南

球水冰一直是各国研究的热点。
为什么月球水的探测如此重要？因为
月球上的水本身是珍贵而重要的资源。航
天八院805所型号主任设计师赵晨说，
从地

“我们也期待，
我国自己的探测器在不久
的将来就能带回精度更高的月球水冰分布数
据，为全世界探索月球水资源作出中国贡
献。
”
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吴昀昭说。

﹃天问一号﹄拍摄的高清火星影像图。新华社发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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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辆火星车

祝愿美好未来 融汇古今中外

新华社南京 4 月 24 日电
（记者胡喆 蒋芳）祝愿美好未
来、融汇古今中外，我国首辆火
星车在第六个中国航天日之际
正式拥有了自己的名字——祝
融号。
4 月 24 日上午，在江苏南
京举行的 2021 年中国航天日
启动暨中国航天大会开幕仪式
上，国家航天局正式公布我国
首辆火星车命名为“祝融”，全
称
“祝融号”
。
祝融是中国上古神话中的
火神，三皇五帝时掌火之官。
首辆火星车命名来自中国传统
文化元素，与我国其他航天器
命名思路一脉相承，例如：
“嫦
娥、墨子、悟空、北斗”
等。以火
神的名字命名中国第一辆火星
车，是现代科学与传统文化的
跨时空融合，体现着航天人的
科学梦想和浪漫情怀，彰显着
中国人的探索精神和文化自
信。
根据国家航天局发布的消
息，祝融英文名称采用直接音
译方式确定为：
“Zhu Rong”
。
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是我国
行星际探测的首趟征途，计划
一次实现对火星的“环绕、着
陆、巡视”，在国际航天界亦属
创举。将首辆火星车命名为祝
融号，寓意点燃我国行星际探
测的火种，指引人类对浩瀚星
空、宇宙未知的接续探索和自
我超越。
专家介绍，新时代背景下
赋予了这一名称新的内涵。
“祝”，表达了对人类踏进星辰
大海的美好祝愿，激励航天人
追逐梦想、勇于探索。
“ 融”，体
现融合、协作，表达中国人和平
利用太空、增进人类福祉的格
局和愿景，融合国内、国际，融
合历史、现代和未来，
旨在为人
类社会和谐发展做出航天贡
献。
火星车全球征名活动自
2020 年 7 月 24 日启动，得到社
会各界广泛关注和参与，历经
作品提交、评委函审、初评入
围、网络投票、终审评审五个阶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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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赴更遥远的星辰大海
皓月别有洞中天，星河璀璨路向前。
人类探索的脚步并不止于月球，未来，月
球将成为走向外空的实验场、跳板和短期
栖息地，为推开探索边界、飞向更远处打
下了坚实基础。
国家航天局披露的消息显示，后续我
国还将实施多项深空探测工程，如小行星
探测、火星采样返回、木星及行星际穿越
探测等。深空探测对研究生命诞生、探索

宇宙起源、服务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等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吴伟仁院士近期在接受采访时也
披 露 ，在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 百 年 之
际，我国航天器将首次飞抵距地 100 个
天文单位，也就是抵达 150 亿公里左右
的太阳系边际开展科学探测和在轨试
验。
“这将是人类首次进行这种探测，如

■■■■■

果成功实施，将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也
是对人类的贡献。”吴伟仁说，
“ 中国航天
有实力实现这一目标。”
“月球将成为迈向深空的天然‘加油
站’和‘跳板’。从月球到火星，乃至其他
星体，人类探索的边界必将不断拓展。”中
国宇航学会高级专家孙为钢说。
（新华社南京 4 月 24 日电 记者王珏
玢 蒋芳 邱冰清 胡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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