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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对我国深空探测领域国际合
作有何展望？

吴伟仁：此次联合国/中国空间探
索与创新全球伙伴关系研讨会上，我们
要向世界介绍中国未来的航天政策与
规划，让全世界知道我们正在做什么，
方便大家一起合作。同时我们也想倾
听国际上其他国家的声音，了解他们未
来在空间探索领域准备干什么，共同探
讨研究未来如何发展，一起加强合作。

此前，我们的嫦娥三号、嫦娥四号、
嫦娥五号都开展了国际合作，目前的
国际合作主要是集中在科学仪器的搭

载，或是联合开展一些科学研究，探测
出的科学数据大家共同研究、共同发
布、共同撰写文章，对外阐述我们的科
学发现。

后续我们希望能够开展更高层面、
更大领域、更大规模的国际合作。因为
深空探测、行星探测、月球探测，这些都
是全人类的事情。我希望未来在国际
月球科研站里面，有更多国家一起参与
进来，共同打造地月空间或者行星际空
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 记者宋
晨 胡喆）

走向深空

记者：我国探月工程已圆满完成
“绕、落、回”三步走目标，未来在探月
方面还将有哪些“大动作”？

吴伟仁：在未来10至15年，我们
国家准备在月球上干三件事，第一件
事是我们现在准备实施的探月工程四
期，规划包括嫦娥六号、嫦娥七号和嫦
娥八号任务。嫦娥六号准备在月球背
面采样返回，如果成功了，会是人类的
又一次壮举。

2020年底，嫦娥五号采样返回，从
月球正面采回1731克月壤。我们希望
嫦娥六号从月球背面采集更多样品，争
取实现2000克的目标。

嫦娥七号准备在月球南极着陆，
主要任务是开展飞跃探测，然后是争
取能找到水。在月球南极有些很深的
阴影坑，我们认为很可能是有水的，只
不过它终年不见阳光。如果见了阳
光，水就挥发了。因为终年不见阳光，
那里的水就可能以冰的形式存在。我
们希望嫦娥七号着陆以后，能够飞跃
到这一到两个阴影坑里面去现场勘

查，看能不能找到水。
嫦娥八号准备在2028年前后实

施发射，嫦娥七号和嫦娥八号将会组
成月球南极科研站的基本型，有月球
轨道器、着陆器、月球车、飞跃器以及
若干科学探测仪器。一方面是找水，
还有一方面就是探测月球南极到底
是一种什么状态，以及它的地形地
貌，它的环境还有什么物质成分，这
是我们月球南极科研站的基本型的
重要任务。

在月球上要干的第二件事，是与
其他国家开展国际合作，在2035年
前建成国际月球科研站。我们想动
员大家和我们联合起来，进行联合设
计、联合勘察、数据共享、共同管理。

我们要干的第三件事，是以月
球为主要基地，建立集数据中继、导
航、遥感于一体的月球互联网。这
些形成一体化后，可以对月球上的
一些资源和探测器实行有效管理。
如果再往后面延伸，火星也可以像
这样。

记者：天问一号陆续传回的火星影
像备受社会关注，未来我国行星探测工
程有着怎样的规划？

吴伟仁：我国行星探测工程现在是
以火星探测为主，计划在未来10年到
15年，对火星上的土壤进行采样返回。

此外，还准备开展木星系及天王星
等行星际探测。未来还将开展太阳探
测，以及太阳系边缘探测。我们希望能
够发射中国的探测器，走到太阳系边缘
地区，看看太阳系边缘地区太阳风和宇
宙风交汇的地方是什么样。

要实现火星采样，要把人送上月
球、送上火星，都要靠运载火箭。我们
计划研制一种更大推力的运载火箭。
长征五号是目前我国最大推力的运载
火箭，现在研究的重型运载火箭推力
能够达到4000吨，是长征五号推力的
约4倍，这已列入我国深空探测的日程
表上。

运载火箭在整个深空探测任务中
的分量很重，作用也很大。可以说我国
火箭的运载能力有多大，航天的舞台就
有多大。

到月球找水、建科研站、修互联网……
未来要在月球干三件事A

重型运载火箭助力我国行星探测工程

未来既要对小行星采样
还要对小行星防御

打造构建外空领域人类命运共同体D

探月探火
——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展望未来中国深空探测前景

联合国/中国空间探索与创新全球

伙伴关系研讨会24日闭幕。研讨

会期间，我国深空探测的成果与

未来规划再次成为热门话题。

未来探月工程还有哪些

亮点？火星探测会进行采

样吗？深空探测还有哪

些重点任务？围绕本

次研讨会相关议题，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探月工程总设

计师吴伟仁接受

了新华社记者的

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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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着巡合影着巡合影””图图。。新华社发新华社发（（国家航天局供图国家航天局供图））

2020年12月4日，国家航天局公布探月工程嫦娥五号
探测器在月球表面国旗展示的照片。

新华社发（国家航天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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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1月24日讯（记者
邱江华）11月24日，联合国/中国空
间探索与创新全球伙伴关系研讨会
在海口落下帷幕。本次研讨会以“构
建新型空间探索伙伴关系”为主题，
邀请了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
表以线上线下方式参会，共话航天领
域空间探索和创新发展。

本次大会共设置了“空间探索和创
新发展计划专题会”“空间探索与创新
的国际规则与政策”“可持续太空探索
——特别关注行星防御和行星保护”

“空间科学的前景与挑战”等四个技术
会议，以及“空间探索与创新科普”“太
空探索与创新中的女性”两个边会活动。

在为期4天的会议中，与会代表
围绕加强空间交流合作、共同和平利
用外空、推动构建外空领域人类命运
共同体等内容进行研讨交流并达成
了诸多共识。国家航天局发布了《中
国航天推动构建新型空间探索与创
新全球伙伴关系的行动声明》，系统
阐述了我国致力打造合作共赢“朋友

圈”的理念、倡议和行动。
闭幕式上，文昌国际航天城理事

会副理事长韩勇受海南省政府委托，
向国家航天局、联合国外空司以及全
体参会代表和工作人员表示感谢。
他表示，海南作为中国航天事业的重
要支点和深空探测的重要桥头堡，将
抓住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历
史机遇，对标世界先进水平，借助国
际平台，推动建设开放型、国际化、创
新融合的文昌国际航天城。

国家航天局国际合作司副司长
姚建廷代表国家航天局对本次大会
顺利闭幕表示祝贺。他表示，加强国
际交流合作，让世界各国人民共享空
间资源、分享航天发展成果，符合全
人类的共同利益。“让我们在未来的
日子里，以本次大会为契机，进一步
增强互信、加深合作，共同取得更多
丰硕的航天成就。”姚建廷说。

闭幕式前，发布了经由联合
国/中国空间探索与创新全球伙伴
关系研讨会通过的《海南倡议》。

联合国/中国空间探索与创新全球伙伴关系研讨会闭幕

进一步深化合作
争取更多丰硕航天成就

记者：除探月与探火外，我国在深
空探测领域还有哪些重点工程？

吴伟仁：小行星探测也是重要工
程，我国计划在未来10至15年开展
小行星采样。这个过程很有趣，因为
小行星太小了，探测器不能像在月球
那样着陆，要慢慢挨上去，再在它上
面采样，带小行星样品回到地球，
这样我们就知道小行星是由什
么组成的。

此外，我国还准备开展小行
星防御任务。如果小行星撞击地
球怎么办？我国正在制定这方面
的发展规划，对小行星进行探测、
预警。如果预测它轨道出了问题，

将会进行在轨处置，最后再进行救
援。我们总结为“探测、预警、处置、
救援”八字方针，这是我们国家的整
体规划。

具体是怎么处置呢？假如我们现
在准备实施一次对小行星的防御任

务，它从火星意外飞过来了，
这个过程我们预测了
它会对地球造成严重
威胁，就先要发射探测
器对它进行探测，探测
后确定它的轨道，然后

再根据探测情况发射一
个撞击器，从而改变它的
轨道。

图为11月23日，观众在展区观看航天文创产品。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本报海口11月24日讯（记者
计思佳）“非常荣幸能来美丽的海南
参加中国航天大会等系列活动。”11
月24日，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科技
委副主任刘彤杰接受海南日报记者
专访时表示，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的
不断加快，航天产业正成为海南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

刘彤杰曾参与嫦娥一号、嫦娥二
号、嫦娥三号、嫦娥四号和首次火星
探测等任务的方案论证、总体设计、
组织实施等方面工作，对空间探索领
域的科技话题非常关注。

在刘彤杰看来，如此高规格的航
天大会在海南举办，对推动海南航天
产业发展大有裨益。“海南是中国深
空探测的重要桥头堡，在中国航天体
系中具有特殊重要地位。发射场建
立至今，深空领域成功发射了天问一
号火星探测器和嫦娥五号探测器，空
间站领域成功发射了天和核心舱、问
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和5艘天舟货

运飞船。随着空间站T字基本构型
组装完成，后续，发射场将保持约每
半年一次的‘天舟’发射频率，形成常
态化发射。未来，火星采样返回，木
星系及行星际穿越探测等任务也将
在此实施。”

刘彤杰曾多次去过文昌，也见证
了在航天产业的推动下，当地的经济
发展变得更具活力。“在文昌，拥有推
进剂绿色无污染，纬度低火箭运载能
力强，航路落区最安全等突出优势。
文昌国际航天城是海南自贸港重点
园区之一，正以商业航天为牵引，加
快推动火箭、卫星和数据三大核心产
业链建设。同时，中国首个商业航天
发射场已在文昌开工建设，建成后可
进一步提升中国民商运载火箭发射
能力。”刘彤杰认为，文昌的航天产业
集群效应已初步显现，并带动了当地
旅游、文化、科技等绿色高效经济产
业的快速发展，“航天产业正成为文
昌及海南经济高质量发展助推器”。

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科技委副主任刘彤杰：

航天产业正成为
海南经济高质量发展助推器

本报海口11月24日讯（记者
昂颖）“这是由我们公司与上海航天
技术研究院共同研制的‘和德一号’
商用AIS（船舶自动识别）海事卫星
的一比一模型。”11月22日下午，在
本届中国航天大会科普展上，北京和
德宇航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刘乐站
在该企业展台前，正向与会的海南嘉
宾介绍“和德一号”，“这是国内首颗
AIS商用海事卫星，也是国内首颗采
用高度集成设计理念研制的卫星。”

“和海南方面开展合作，我们有
信心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商业航天
产业链。”在接受采访时，刘乐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在文昌国际航天城推介
会上，北京和德宇航技术有限公司和
国家航天局对地观测与数据中心、文
昌国际航天城管理局签署了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

“我们十分看好海南在卫星应用
方面的一些新政策，也希望能为海南

应急与海事监测监管等系统建设、打
造卫星应用对外服务能力等方面，发
挥作为国际型通信卫星星座建设的
民企作用。”提及选择与海南展开深
入合作，刘乐表示，文昌航天发射场
是我国第一个低纬度滨海发射场，具
有发射能力强、射向更宽、运输更便
捷等优势，使得航天产业各领域高素
质、高层次的指挥管理人才、科技创
新人才、操作人才不断向这里聚集，
具有发展商业航天产业得天独厚的
优势，这对我们后续的星座建设运营
等能够形成强有力的支撑。

刘乐认为，未来，海南航天技术
与服务将加快创新步伐，更多融入跨
行业产业发展、打造创新链条。和德
宇航将努力协同海南构建天地一体、
区域协作、多方联动的卫星应用产业
新业态，为海南商业航天事业发展提
供不竭的“燃料”，与海南用户和航天
产业上下游共享卫星时代。

商业航天民营企业代表、北京和德宇航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刘乐：

愿为海南商业航天事业发展
提供不竭的“燃料”

2021年6月11日，天问一号着陆火星首批科学影像图公布。图为着陆点全景图。
新华社发（（国家航天局供图国家航天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