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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取樣返回擬2028年實施
2021年6月13日（星期日）

天問探火
「繞落巡」
一步完成 任務實現六個首次

首次實現地火轉移軌道探測器發射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中國首次火星探測天問

首次獲取第一手的火星科學數據

一號任務取得圓滿成功，一步實現對火星的「繞、落、巡」探測。

● 科研人員監測
科研人員監測「
「 祝融
號」工作情況
工作情況。
。資料圖片

國家航天局新聞發言人許洪亮 12 日表示，天問一號任務實現了中
國航天的 6 個首次：首次實現地火轉移軌道探測器發射；首次實
現行星際飛行；首次實現地外行星軟着陸；首次實現地外行星表

面巡視探測；首次實現 4 億公里距離的測控通信；首次獲取第一手的火星科
學數據。在世界航天史上，天問一號不僅在火星上首次留下中國人的印
跡，而且首次成功實現了通過一次任務完成火星環繞、着陸和巡

● 天問一號深
空機動軌道示意圖。
空機動軌道示意圖
。
探測器通過深空機動
能沿着變軌後的軌道
飛向火星。
飛向火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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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
實現

視三大目標，標誌着中國在行星探測領域跨入世界先進行
列。許洪亮還透露，下一步擬於 2028 年實施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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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融號」採太陽能最合適

● 國家航天局 6 月 11 日發
布天問一號着陸火星首
批科學影像圖。
批科學影像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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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 10 月 1 日，國家
航天局發布天問一號
飛行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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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祝
融號」火星車採用了
太陽能能源，而美國
「毅力號」則採用同位素電池，不少網友都將這
兩種火星車的能源加以比較。中國首次火星探測任務工
程總設計師張榮橋就此表示，中國在嫦娥三號、四號上
已對同位素技術等相關技術進行驗證。但是，如果「祝
融號」火星使用同位素技術，一方面研究經費要大幅增
加，另一方面研製進度也很難匹配。至於到底是核源好
還是太陽能更好，這其實沒有好壞之分，因為中國在這
樣的時間和經費條件下實現火星車這樣的功能，「祝融
號」目前就是最優方案。

用同位素技術需更高成熟度

首次火星探測任務探測器系統總設計師孫澤洲表示，
對於火星表面的能源獲取，由於太陽光光強有很大不確
定性，因此在火星表面採用同位素熱電能是比較理想的
技術途徑和方案。中國在嫦娥三號、四號曾進行同位素
熱電源的應用，而火星車之所以選擇太陽能，一方面是
因為如果使用同位素熱電源，對火星車的規模要求更大
一些。另一方面，如果同位素熱源作為主要或唯一的電
能供應，對於這項技術的成熟度要求會更高一些。

創新技術減太陽能不確定性

孫澤洲表示，美國此前的「勇氣號」和「機遇號」也
是以太陽能作為能源的供給方式，同樣取得很好的巡視
效果，獲得很多科學探測結果。此次，「祝融號」使用
太陽能，並針對太陽能在火星表面的不確定性，進行很
多技術的創新，包括太陽能集熱器、減少灰塵附着、自
動休眠喚醒等設置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

● 天問一號着陸火星
表面模擬圖。
表面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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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日舉行新聞發布會，介紹天問一號任務及中
國家航天局
國航天的發展。許洪亮表示，天問一號任務成功是中國

航天事業自主創新，跨越發展的標誌性成就。「十四五」及未
來一段時期，中國航天將加快推動空間科學、空間技術、空間
應用全面發展，重點提升航天科技創新動力、經濟社會發展支
撐能力，積極開展更廣泛的國際交流合作。

後續行星探測正按程序報批
在重大科技工程方面，許洪亮表示，將重點推進行星探測、
月球探測、載人航天、重型運載火箭、可重複使用天地往返運
輸系統、國家衛星互聯網等重大工程。其中，行星探測方面，
將統籌考慮工程技術發展和熱點科學問題研究的需要，明確在
2030 年前，以火星探測為重點和主線，按照「一步實現繞着
巡、二步完成取樣回」的路線進行，首次火星探測任務已經圓
滿完成繞着巡的既定目標，下一步擬於 2028 年實施火星取樣
返回任務。
同時還將在 2025 年前後實施近地小行星取樣返回和主帶彗
星的環繞探測，2029年實施木星系及行星際穿越探測任務。後
續行星探測工程任務，已經得到中央肯定，相關方案正按程序
履行報批手續。

載人空間站將明年建成
在備受關注的月球探測方面，許洪亮表示，「十四五」時
期，將發射嫦娥六號、嫦娥七號探測器，實施月球極區環境與
資源勘查、月球極區採樣返回等任務。後續還將研製發射嫦娥
八號，與嫦娥七號共同構成科研站基本型。
值得一提的是，在載人航天方面，2022 年中國將建成長期
有人照料的載人空間站，開展航天員長期駐留、空間科學試
驗、空間站平台維修維護等工作，並推動後續任務深化論證和
關鍵技術攻關。

此外，在「十四五」時期，中國將繼續完善國家民用空間基
礎設施和配套地面設施，提升衛星對地觀測、通訊廣播和導航
定位的服務能力。在服務治理能力提升方面，將加強衛星數據
產品與服務在資源環境與生態保護、防災減災與應急響應、社
會管理與公共服務、城鎮化建設與區域協調發展等行業領域深
度應用。在服務經濟發展方面，推動遙感、通信、北斗導航應
用產業化，開發面向大眾消費的新型信息消費產品與服務，豐
富應用場景，提升大眾生產生活品質，推動航天戰略性新興產
業發展。

多國航天機構及港澳科學家將共享探火數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中國
首次火星探測任務地面應用系統總設計師劉建軍
12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表示，在天問一號
任務實施前期，已有香港科學家參與其中的工
作。目前，天問一號任務已成立科學家研究團
隊，有多位港澳科學家參與其中。至於後續天問
一號及「祝融號」火星車獲得的珍貴火星探測數
據，將按照相關管理辦法對全國包括港澳在內的
科學家實現數據共享。
國家航天局新聞發言人許洪亮當日表示，中國

在天問一號任務實施過程中，得到了歐空局以及
阿根廷、法國、奧地利等國航天機構以及港澳地
區科技力量，在測控支持、載荷搭載、科學研究
等方面開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共同為增進人類
對宇宙奧秘的認知貢獻智慧和力量。
許洪亮表示，天問一號火星探測任務中，國家
航天局和歐空局、法國國家空間中心、阿根廷空
間活動委員會、奧地利研究促進局等 4 家航天機
構通過載荷搭載、測控支持等方式開展了廣泛合
作。同時，中國還正與法國、奧地利、俄羅斯等

有關機構，就天問一號火星探測數據的應用合作
保持溝通。
「同時為了保證火星探測器在軌衛星安全，近
期我們正在與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歐空局開展
了火星探測器軌道數據交換合作。」許洪亮表
示，在月球與深空探測領域開展國際合作是國際
通行慣例，在探月工程四期、小行星探測以及國
際月球科研站等，中國都堅持開放的態度，按照
共商共建共享原則跟國際同行正在開展廣泛合
作。

天問一號技術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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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衛星在資源生態等應用

● 6 月 11 日，中國首次火星探測任務工程總設計師張榮橋向媒體
介紹首批科學影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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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全新的氣動力、熱的實驗方法研
究，確定了針對於火星大氣條件下進行
氣動力、熱的算法和實驗手段。在火星
表面進入的方案上，在國際上首次採用
配平翼的打開，利用火星大氣阻力進行
攻角調整，系統重量只有國外的10%。

火星大氣稀薄，針對超音速、低動壓、低
密度，設計出新的降落傘傘形，開展了仿真
分析方法的完善以及地面實驗方案的構建。

首次在國際上、在火星上採用太陽能集熱器技
術，使中國火星車對太陽能利用率達到 80%，為
火星車在火星表面提供了良好的溫度保障。

對於火星特殊地貌下的可靠行駛問題，採用主動懸架
系統，使得火星車的爬坡能力得到進一步提高。這是國
際上首次在地外天體採用主動懸架移動系統，更好適應
了中國火星車在火星上穩健移動、可靠移動的目標。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火神」
料超期服役
擬向南探測火山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祝融號』在火星
表面巡視探測過程中，狀態比預期還好一些。」火星探測任務探
測器系統總設計師孫澤洲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表示，近期以
來，火星的天氣非常晴朗，這樣良好的環境狀態，也令火星車的
探測效率高於預期。火星車的設計壽命為 90 天，目前幾乎可以
肯定，「祝融號」將超期服役，相信可以進行更多的探測、獲取
更多數據。
不過，孫澤洲也表示，雖然此次着陸火星的過程非常順利，但
火星車在今後的探測中，必然會面臨沙塵和極端天氣的影響。他
表示，面對火星表面的不確定性，科研人員已在設計上進行創
新。例如，面對火星沙塵的影響，火星車的太陽翼具有一定的除
塵功能，也就是當沙塵累積後，火星車可以啟動自清潔。如果遇
到長時間的極端天氣，火星車還可以自主休眠，等待天氣轉好
後，再自主喚醒。
「祝融號」今後的探測路線，已有初步規劃。首次火星探測
任務地面應用系統總設計師劉建軍表示，根據科學家團隊和工程
團隊協商，初步規劃「祝融號」火星車將往南行駛。他表示，
「祝融號」的着陸點位於火星烏托邦平原的南部，很多科學家認
為那裏有古海洋的海岸線，着陸點正好位於海岸線靠近海洋的位
置，接下來往南走，正好是往陸地上前進，海拔不斷抬升，並且
存在火山、溝槽等地質活動，通過這樣的巡視探測，能夠回答一
些科學問題。

6 科學載荷已開機獲取數據
劉建軍表示，火星車上搭載了火星車雷達、磁場探測儀、成分
探測儀、氣象測量儀、多光譜相機和地形相機六種科學載荷。其
中，表面磁場探測儀將是國際上首次在火星表面進行移動的磁場
測量，獲得精細尺度的火星磁場信息。此外，國際上先進的火星
車雷達和表面成分探測儀，將通過雙頻段全極化雷達獲取火星淺
層結構，探測可能的地下水/冰分布。通過激光誘導光譜方式，
可以獲取火星表面岩石的化學元素組成。
此外，多光譜相機、地形相機和氣象測量儀，將感知火星表面
環境，測量火星表面溫度、氣壓、風速、風向和聲音。目前，6
種科學儀器均已開機測試獲取探測數據，正在開展科學探測。科
學家將圍繞水/冰活動、火山活動等關鍵科學問題，深入認識火
星古環境特徵和演化，研究古火星的宜居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