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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环节待跨越

12月2日1时38分， 绥宁县瓦屋塘乡小田村
阳家坊 ,72岁村民阳卫汉听到一连串的轰隆隆
巨响后， 一火箭残骸从自家二楼谷仓上空坠
落下来。 彭超 摄

（紧接1版）俗称“小锅”的反射面天线采用碳纤
维复合材料制作，且表面喷涂热控涂层使产品
满足月面环境，成功实现月地通信。

在该公司，记者还见到了他们参研的已经
发射成功并完成历史使命的“嫦娥一号”、“嫦
娥二号” 的数传定向通信天线模型。“神七、神
八、神九，都有我们的天线产品”，彭国勋介绍，
公司先后参与了嫦娥、北斗、载人航天等国家
重点工程项目，是航天、航空、中电等十多家重
点科研院所的分研单位和合格供方，为众多航
天产品项目解决了多项关键技术。

湖南航天环宇通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参
研了嫦娥三号最核心的天线产品。 通讯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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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北京时间12月2日
15时50分，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科技人
员的精确控制下， 嫦娥三号成功实施地月转移
轨道首次中途修正。

据北京飞控中心副主任李剑介绍， 精确实
施轨道修正， 是确保嫦娥三号准确抵达环月轨
道的重要一步。嫦娥三号于12月2日1时30分发
射升空后，在30多万公里的奔月旅程中，由于
受到入轨偏差、宇宙环境等因素影响，需要择机
实施轨道中途修正，校正航向，以确保嫦娥三号
顺利抵达环月轨道。

北京飞控中心通过认真分析计算， 研究确
定了嫦娥三号首次轨道中途修正控制策略， 成
功向探测器注入控制参数， 启动探测器自身携
带的推进器， 顺利实施首次中途轨道修正， 为
嫦娥三号顺利到达环月轨道奠定了基础。

根据北京飞控中心提供的数据， 截至12
月2日16时， 嫦娥三号卫星已安全飞行约14小
时， 距地面高度约13.8万公里。

嫦娥三号成功实施
首次轨道修正

２０13年12月3日 星期二时事聚焦10

在长三乙火箭的托举下， 嫦娥三
号顺利踏上赴月之旅。 作为我国首个
在地球以外天体实施软着陆的航天
器， 嫦娥三号“长什么样” ……带着
诸多谜团， 记者日前走进嫦娥三号探
测器的抓总研制单位———中国航天科
技集团空间技术研究院， 揭开“三姑
娘” 的神秘面纱。

长什么样
嫦娥三号探测器系统总设计师孙

泽洲介绍，探月工程分“绕、落、回”三
步走， 嫦娥三号是我国首个在地球以
外天体实施软着陆的航天器， 将实现
探月工程二期“落”的工程目标。

与嫦娥一号、 二号相比， 嫦娥三
号探测器的技术跨度大、 设计约束
多， 结构也更为复杂， 主要包括着陆
器和巡视器两大部分， 其中巡视器，
俗称月球车， 由9个分系统组成； 而
着陆器是为了实现月面软着陆专门量
身定做的新型航天平台， 具有11个分
系统。

据介绍， 嫦娥三号探测器由运载
火箭发射升空后， 经发射段、 地月转
移段、 环月段和动力下降段等过程，
飞行大约14天的时间， 将以软着陆的
方式降落在月球虹湾地区； 之后， 着
陆器释放巡视器； 两器分离后， 各自
独立开展月面探测工作。

三大使命
与以往航天器相比， 嫦娥三号最

大的特点就是首次在地球以外天体执
行软着陆及月面巡视勘察任务， 创造
了我国航天史上的又一第一。

嫦娥三号在飞行任务期间， 将重
点实现三大工程目标。 一是突破月球
软着陆、 月面巡视勘察等关键技术，
提升航天技术水平； 二是研制月球软
着陆探测器和巡视探测器， 建立地面
深空站， 具备月球软着陆探测的基本
能力； 三是建立月球探测航天工程基
本体系。

此外， 嫦娥三号还将开展月表形
貌和地质构造调查、 月表物质成分及
其可利用资源的调查、 日-地-月空间
环境探测与月基天文观测等科学探
测， 对我国后续探月工作发挥重要作
用，将有效促进深空探测领域的发展。

七道“坎”
嫦娥三号是我国航天领域迄今最

复杂、 难度最大的任务， 需要攻克的关
键技术多、 技术跨度大、 实施风险高。

嫦娥三号来面临着7大难点， 需
要迈过7道“坎”， 包括多窗口窄宽度

准时发射、 月面软着陆、 两器分离、
月地间遥操作、 月面生存、 测控通
信、 地面试验验证等。

对于最为关键的“落月” 这一环
节来说， 就面临三大难点： 首先是平
稳着陆， 其次是月球车适应月球表面
地形， 第三是月球车必须能够抵御温
差高达300多摄氏度的严寒酷暑。

最大风险
嫦娥三号着陆器副总师张熇介

绍， “月球表面覆盖着一层由月面岩
石碎屑、 粉末、 角砾等组成的月壤，
而这层土壤又非常松软， 且崎岖不
平； 同时， 落月时具体的月面地形地
貌也不能完全确定， 这些为安全着陆
带来不可避免的风险。 而当着陆器撞
击在月球表面上时， 发动机的喷射以
及着陆过程的冲击都将扬起尘埃， 这
些激扬的月尘不仅影响成败， 更会对
着陆器造成一定的危害。”

为此，嫦娥三号探测器采用了许多
新技术，产品子样少，产品成熟度低；而
飞行程序又非常复杂， 特别是近月制
动、动力下降过程，对飞行时序的要求
很高，需要探测器飞行控制严格按时序
执行，否则将影响主任务的完成。

六项“首次”

中国探月工程新闻发言人、 工程
二期任务副总设计师裴照宇说， 嫦娥

三号任务将在六个方面实现历史性的
突破。

首次实现我国航天器在地外天体
软着陆。 嫦娥三号探测器经过主减速
段、 快速调整段、 接近段、 悬停段、
避障段、 缓速下降段等6个阶段的减
速， 实现从月距面15公里高度安全下
降至月球表面。 中国将成为继美苏之
后第3个实施月球软着陆的国家。

首次实现我国航天器在地外天体
巡视探测。 全世界只有美国实现了载
人登月， 苏联开展了2次月面无人巡
视探测任务， 中国是第2个实施无人
月球巡视探测的国家。

首次实现对月面探测器的遥操
作。 嫦娥三号巡视器遥操作，采用自主
加地面控制相结合的方式， 根据获取
到的环境参数，在地面完成任务规划，
而巡视器自主具备完成局部规划、避
障和安全监测、应急保护的能力。

首次研制我国大型深空站， 初步
建成覆盖行星际的深空测控通信网。
通过探月工程的实施， 我国完全掌握
了大口径高效率天线的设计、 制造、
安装技术， 远距离、 弱信号条件下发
射、 接收技术， 实现了高精度、 快速
测定轨和月面定位目标。

首次在月面开展多种形式的科学
探测。 嫦娥三号搭载8台科学载荷，
用以完成3项科学探测任务。

首次研制建设一系列高水平特种
试验设施， 创新形成了一系列先进试
验方法。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解密嫦娥三号探测器

发动机尾翼等部分残骸已找到
本报12月2日讯 （记者 蒋剑平 戴勤 通讯员 向

云峰 曾建成） 今天凌晨“嫦娥三号” 在西昌卫星发
射中心顺利升空。 担负搭载任务的长征三号乙运载火
箭在正常飞行9分钟左右后， 其一级火箭残骸陨落在
绥宁县瓦屋塘乡、 水口、 唐家坊等乡镇。 到下午5时
许， 发动机尾翼等部分火箭残骸已经找到。

11月上旬，绥宁县接到上级关于发射“嫦娥三号”
的一级火箭将坠落本县的指示后， 立即组织力量进行
了相关准备工作。11个落区乡镇和县公安、卫生、教育、
交通、电力、水务、消防等相关部门对有关工作进行了
安排。 到12月1日15时前，该县组织和发动了1100多名
民兵预备役人员以及乡镇、村组干部，将有关精神迅速
传达到每家每户，并组织人员进行疏散演练。 今日0时
前，开始组织村民疏散。1时39分，一级火箭在该县上空
与火箭成功分离，其残骸准确落至绥宁县。 今天上午，
绥宁县人武部组织人员到所有落区乡镇进行了解、核
实情况，并做好火箭残骸回收工作。

搭载“嫦娥三号”
火箭残骸落绥宁

嫦娥三号“零窗口”发射、精确入轨，只是奔月之旅
第一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测控数据专家、高级工程师车
著明表示，在漫漫奔月旅途中，嫦娥三号至少还有三个关
键环节需要跨越。

能否顺利实施轨道修正
在地月转移轨道，嫦娥三号需要飞行大约5天时间。
在高速飞行的过程中， 嫦娥三号必须在地面的指令

下进行中途轨道修正。 一般来讲， 至少需要进行两次修
正，第一次是在进入地月转移轨道的一天之内，第二次是
在到达月球的前一天内。

能否精准实施制动
大约5天后， 当嫦娥三号卫星到达距月球200千米位

置时，需要进行减速制动，也就是“刹车”。只有这样，才能
被月球引力捕获，成为绕月飞行的卫星。

这是实现绕月飞行的一个重要步骤：“刹车”晚了，卫
星就要撞到月球上去；而“刹车”早了，则会飘向太空。“刹
车”是否成功，关键取决于卫星当时的位置和速度矢量是
否正确。

能否在月球轨道成功变轨
第一次近月制动，将使嫦娥三号进入100公里的环月

圆轨道。从这一刻起，嫦娥三号成为真正的绕月卫星。
运行4天后， 嫦娥三号变轨进入15公里×100公里的

椭圆轨道。在椭圆轨道上运行4天后，嫦娥三号从高度约
15公里的近月点开始动力下降。着陆后，探测器择机释放
月球车，着陆器开展就位探测，月球车开展巡视勘察。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三姑娘”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12月2日凌晨，
肩负我国首次登月任务的探测器嫦娥三号成
功进入太空。 记者2日从中国气象局国家空间
天气监测预警中心获悉， 未来一周内， 空间天
气整体平静， 对嫦娥三号暂无影响。

嫦娥三号将依次经过大气层、 电离层、 内
外辐射带、 磁层、 磁鞘等多个完全不同的空间
天气区域， 并最终在月球着陆， 卫星的轨道预
测、 星体安全、 星地通信和测控等均需考虑空
间天气的影响。

未来一周
空间天气无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