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首次一步实现火星探测
“绕、着、巡”，最远距离达4亿公里如
何实现超远距离深空通信？火星探测
器发射后将经历怎样的历程到达火
星？23日，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
问一号”探测器成功在中国文昌航天
发射场发射升空，记者为您梳理了一
份此次火星探测的“观赏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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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体彩在你身边

湖南体彩
官方微信 ·体彩之家·

“其实当运动员这么多年来，体彩
公益金深入了我们训练生活的方方面
面，只是平日里我们感觉不到。”2008
年北京奥运会、2016年里约奥运会举
重冠军龙清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

“无论是一直支撑着我们的‘奥运争光
计划’，还是训练日常中的医疗保障，这
些都离不开体彩公益金的支持。”

近年来，湖南体育在奥运争光计
划和竞技体育中的投入不低，也相对
取得了一定成效。

2014年是仁川亚运年，省体育局
本级体育彩票公益金安排4513万元，
用于补助各项目运动管理中心全力备
战亚运会，高水平体育人才的培养、优
秀运动员和教练员的引进，各类专业
体育器材购置和维护，运动科研和医
疗保障、支援西藏竞技体育发展等。

2016年为里约奥运年，省体育局
本级体育彩票公益金用于实施奥运争
光计划5010万元，占比27.61%，主要
用于补助各项目运动管理中心全力备
战 2016 年奥运会和 2017 年全运会，

高水平体育人才的培养、优秀运动员
和教练员的引进，各类专业体育器材
购置和维护，运动科研和医疗保障等。

2018年，湖南省体育局本级体彩公
益金资助竞技体育工作投入7993万元。

在此基础上，“体育湘军”圆满完
成了雅加达亚运会参赛任务，获得了
17 金 8 银 3 铜的佳绩，是历届亚运会
中湖南运动员参赛人数最多、境外获
金牌数最多的一届；同时，在国内外正
式比赛中共获得世界冠军 8 个、亚洲
冠军22个、全国冠军67个。

此外，湖南省在2018年还成功地
举办了第十三届省运会，这是湖南省迄
今为止举办的规模最大、规格最高、项目
设置最多、参与人数最多的一届省运会。

随着体彩公益金的持续投入，“奥
运争光计划”也在按照《2011-2020年
奥运争光计划纲要》内容稳步推进，备
战奥运会组织体系和管理模式逐步完
善，积极创新后备人才培养模式，深化
体教结合，多元化后备人才培养格局
开始形成。

湖南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李

舜表示：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湖南省
体育事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竞技体
育实力不断增强，保持在中西部地区
前列；未来湖南省要建设高质量竞技
体育发展体系，着力推进体育后备人
才培养机制改革，提高体育后备人才
输送质量。

多年来，持续对竞技体育的支持
与支撑，是体育彩票公益金的责任体
现，李舜在全省局长会议上表示，“体
彩公益金是体育事业的生命线，从省
级层面上讲，体彩公益金是我们搞群
众体育、竞技体育和体育基础设施建
设的主要资金来源。”

当前，由于欧洲杯、奥运会都因疫
情延期，体育彩票的龙头产品竞猜型
彩票销量大幅下滑，体彩公益金和发
行费锐减，李舜提出体彩发行需要群
策群力，为彩票发行想办法、出新招，

“体育湘军”的王牌之师——湖南举重
队也为体彩发声，号召群众支持体育
彩票。 （周雨墨）

7月13日，郴州市全民健身服务中心
开展的国民体质测定进社区、进企业活动
来到了位于郴州市经济开发区内的华润
三九（郴州）制药有限公司，为企业职工进
行了免费体质监测服务。此次监测项目
包含体质测定11项、身体成分分析、骨密
度检测、亚健康测试等，免费为企业职工
检查身体和健康状况。

据了解，开展本次国民体质测定进社
区、进企业，是郴州市全民健身服务中心

为了全面准确了解社区居民、企业职工的
身体素质，指导社区居民、企业职工科学
健身，发挥运动对增强体质的积极作用，
提高社区居民、企业职工的身体素质，促
进心理健康而开展的一项惠民活动。本
次活动主要对苏仙岭街道居民，郴州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郴州进出口加工区）、郴
州经济开发区内企业职工开展免费国民
体质测定。

本次活动得到了体彩公益金的大力
支持。截至7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
筹集公益金已达 5348.30 亿元。体彩公
益金除大量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外，在健康
中国和体育强国建设中也发挥了重要作
用。助力群众体育工作向纵深推进，促进
青少年健身运动的普及发展，支持体育后
备人才培养，发挥体育特色助力打赢脱贫
攻坚战，在体育服务民生、服务社会的路
上，体彩公益金始终是强大的保障力量，
始终以人民利益为中心负责任的筹集公
益金，充分体现了体育彩票“来之于民，用
之于民”的发行宗旨，体现了国家公益彩
票 的 基 本 定 位 和 发 展 方 向 。

（李勇锋）

奥运冠军也来“打Call”
体彩公益金助力郴州市国民体质测定进社区、进企业活动

湘籍举重
奥 运 冠 军
向艳梅。

陈杰 摄
图为郴州市国民体质测定进社区、进

企业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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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7月23日12时41分，
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
探测器，在海南岛东北海岸中国
文昌航天发射场，由长征五号遥
四运载火箭发射升空。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右图：7月23日，在中国文昌
航天发射场测控大厅，航天科技人
员庆祝发射成功。 新华社发

世界首次：
一步实现“绕、着、巡”

火星是离地球较近且环境最相似的星
球，一直是人类走出地月系统开展深空探测
的首选目标。目前，人类已对火星实施了44次
探测任务，其中成功了24次，火星是目前人类
认识最深入的行星之一。

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凭借火星环绕
器和着陆巡视器的超强阵容，可一步实现火
星“环绕、着陆、巡视”三个目标，这是其他国
家在首次实施火星探测任务时从未实现过
的。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天问一号”探
测器系统副总师兼环绕器总设计师王献忠
介绍，研制团队不仅攻克了火星制动捕获、
长期自主管理等关键技术难点，更实现了地
火间的超远距离测控通信，并将通过环绕探
测实现火星全球性、综合性探测，完成火星
表面重点地区高精度、高分辨率精细详查。

临门一脚：
制动捕获“踩刹车”

火星捕获是火星探测任务中技术风险
最高、最为重要的环节之一，在火星探测器
从地球飞向火星的过程中，能够被火星引力
所捕获的机会只有一次。然而，受限于携带
的推进剂有限，环绕器在抵达火星后，必须
把握住唯一的机会对火星进行制动捕获，捕
获的成功与否成为火星探测任务成败的关
键。

在这一制动捕获过程中，火星环绕器面
临诸多挑战。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新闻发言
人、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副主任
刘彤杰介绍，捕获过程中，火星环绕器需要
准确地进行点火制动，如果制动点火时间过
长，探测器速度下降过多，探测器就会一头
撞上火星，如果制动点火时间过短，探测器
速度过快，就会飞离火星从而无法进入环绕
轨道，这对环绕器的自主导航与控制提出了
极高要求。

4亿公里：
超远距离深空通信

环火飞行阶段，由于地球和火星的运行
规律，探测器距离地球最远达到4亿公里。为
了解决超远距离通信问题，火星环绕器装备
了测控数传一体化系统，实现了系统重量
轻、通信效率高、通信链路可靠的目标。

为补偿空间衰减，火星环绕器配置了
大功率行波管放大器以及大口径可驱动
的定向天线，大幅度提高探测器到地球通
信能力。

今天，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向着
浩瀚苍穹出征了！尽管 7 个月、最远 4 亿公里的长
途布满荆棘，但任何险阻都无法阻挡我们对未知
的渴求。人类文明屡因断惑而进步，天问探火将因
穷理而不凡。

先秦时期，著名诗人屈原在《楚辞》中写下“日月安
属？列星安陈？”的《天问》长诗，体现了古时可贵科学精神
的萌芽，也给予了今时中国行星探测工程以命名的灵感。
天问奔火，肩负了祖先的重托，接续着科学的求索。

翻开人类历史，火星探测共40余次，成功24次，
通关概率仅一半左右。航天专家说，探测长路挑战重
重，即便一粒微小的尘埃都可能对航天器构成巨大
考验。然而，人类最可贵的精神就是断惑，身为地球
上最高等的生物，求知欲超过一切。

从这个意义上说，“天问一号”将载入史册：于中

国，它是国家航天科技走向更远深空的里程碑，开启了
国人对地球之外一颗行星的深入探索；于世界，它意味
着国际太空探索再添生力军，人类对宇宙奥秘的认知
将进一步深化。

火星的形貌与地质构造如何？哪里有水冰分布？
大气环境与表面气候怎样？内部结构、物质组成如
何？……这些都是我国首次火星探测即将研究的重点
科学问题。然而，天问穷理的深意远不止于此。

实践证明，深空探索的引领和带动作用是非凡的。
尿不湿、脱水食品、太阳能电池都曾是航天领域“高大
上”的尖端科技，而今，这些应用早已飞入“寻常百姓
家”。天问探火，是中国行星探测工程万里长征的第一
步。迈出这一步，我们将亲证宇宙实相，穷理而达本；坚
持走下去，我们将创造更大福祉，推动人类进步。

（据新华社北京7月23日电）

探火因穷理而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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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安属？列星安陈？”
7月23日，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

号”探测器成功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升空，正式
开启了中国人自主探测火星之旅。

南海之滨，椰风习习，涛声阵阵，高温天气如
同中国人探索太空的心情一般火热。我们为什么
要探测火星？在去往火星的征途上要历经哪些考
验？面对前所未有的任务挑战，中国航天人依靠什
么力量创造出新的成绩？跨越2300多年的“向天之
问”，如今终于迈出关键一步。

多样载荷：
给火星拍“定妆照”

此次火星环绕器上共搭载 7 种有效载
荷，可对地火转移空间、火星轨道空间、火星
表面及其次表层开展科学探测。其中中分辨
率相机可对火星全球开展地形地貌普查，高
分辨率相机可对火星重点地区开展局部高
分辨率地形地貌详查，将为火星拍下来自中
国的“定妆照”。

（据新华社海南文昌7月2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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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看点！
——中国首次自主火星

探测任务“观赏指南”
探索新高度
天问正式启航

茫茫宇宙，火星是离太阳第四近
的行星，大小处在地球和月球之间，
是太阳系中与地球最为相似的行星，
是一颗承载人类最多梦想的星球。

这一横贯千年的“天问”，既是真
理之问、信念之问，更是人类之问。

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新闻发言人、
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副主
任刘彤杰表示，探测和研究火星的出
发点是为了提高人类对宇宙的科学认
知，拓展和延伸人类活动空间，从而推
动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

回望我国火星探测的历史，早在“嫦
娥一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之后，业内专
家即开始谋划我国深空探测后续发展。

2010年8月，8位院士联名向国家
建议，开展月球以远深空探测的综合论
证，国家有关部门立即组织专家组开展
了发展规划和实施方案论证，多位院
士、专家团队积极参与论证工作，对实
施方案进行了三轮迭代和深化，最终于
2016年1月正式立项实施。

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起步虽
晚，但起点高、跨越大，从立项伊始就瞄
准当前世界先进水平确定任务目标，明
确提出在国际上首次通过一次发射，完
成“环绕、着陆、巡视探测”三大任务。

经过四年多艰苦攻关，研制团队
按节点顺利完成了探测器的模样研
制、初样研制、正样研制、大系统对接
试验等工作，为探测器飞越深空、到达
火星提供了坚强支撑。

飞出新速度
“胖五”正式服役

从2007年首次探访月球起，我国
深空探测已走过13年时光，但一直没有
对太阳系内的其他行星开展过探测，主
要原因就是受到火箭运载能力的限制。

根据发射任务要求，长征五号遥
四火箭将托举探测器加速到超过
11.2 千米每秒的速度，之后完成分
离，直接将探测器送入地火转移轨
道，开启奔向火星的旅程。

“此次发射火星探测器，是长征
五号火箭第一次达到并超过第二宇
宙速度，飞出了我国运载火箭的最
快速度。”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
征五号火箭总设计师李东说。

此前，长征五号遥三火箭和长征
五号B遥一火箭连续发射成功，标志着
长征五号火箭已经攻克关键技术瓶颈，
火箭各系统的正确性、协调性得到了充
分验证，火箭可靠性水平进一步提升。

从人造卫星、载人航天、探月工
程，到摆脱地球引力，走向更远的深
空，此次发射无疑是中国航天史上的
一个重要里程碑。

“在航天领域，我们经常讲，一次成
功不等于次次成功，成功不等于成熟。”
在王珏眼中，承载着使命和光荣的“胖
五”火箭，就像他的兄弟一般亲切和熟
悉。各方都对“胖五”寄予厚望，“胖五”
正式上岗，也意味着更多新的挑战。

作为决定未来中国航天发展格局
的型号，长征五号是航天强国建设的
重要支撑。作为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

的主力，长征五号的运载能力也将在
一定程度上改变游戏规则，高轨卫星
一箭多星的时代正在到来。此外，长征
五号的关键技术对于支撑我国重型运
载火箭的研制也具有重要意义。

“今天，我们可以骄傲地说，中
国的‘大火箭’时代已经来临，中国
航天将开启新的篇章。”中国航天科
技集团一院院长王小军说。

贡献新力度
航天永不止步

面对条件的变化、时代的发展，创
新始终是中国航天人不断取得成功的
胜利密码。中国航天人敢于战胜一切艰
难险阻，勇于攀登航天科技高峰，让中
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迈得更稳更远。

这期间，一批又一批航天“追梦
人”默默坚守、无私付出，他们的力量
支撑着大国重器奋勇向前。

——是他们，敢于战胜一切艰
难险阻、勇做含泪奔跑的强者。

作为长征五号火箭的第一总指
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党委书记
李明华是长征五号火箭走出困境的

“引路人”。2019年5月，长征五号火
箭归零工作遇到瓶颈，陷入巨大被
动。此时，李明华临危受命成为型号
第一总指挥，上任后的当务之急是为
火箭出现的问题找到出路。在讨论改
进方案的会议上，与会专家意见出现
分歧，他力排众议：“这个方案是我定
的，出现任何结果，特别是不利结果
我负责！”长征五号最终涅槃重生。

——是他们，面对重重难关，却
总说“越是难走的路越要走一走”。

面对任务起点高、关键技术多、验证
任务重、研制周期紧等多重难关，火星探
测器研制团队艰辛鏖战1600多个日夜。

“我们起步虽晚但起点很高，从立
项到出厂这么快，是大家的光荣和自
豪，要珍惜机会。同时，我们还要认真，不
做面子工程，要实实在在地去想、去做、
去挖。”在火星探测器研制的关键阶段，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技术顾问、中国
科学院院士叶培建总是这样勉励大家。

——是他们，把简单的事情做
好，在平凡岗位上干不平凡的事业。

徐铮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
征五号火箭发射台检修恢复团队的一
员，为了确保火星探测器如期发射，徐
铮和他的团队开启了超常工作模式：白
天，他见缝插针，与各个系统的其他工
作巧妙配合、互不干扰；晚上，他废寝忘
食，每天工作到晚上12点以后。

奔涌、向上，揽海巡天，探月牧
火。一批又一批航天人用成果践行
誓言，用行动激扬梦想。

按照计划，长征五号遥五火箭也
将在 2020 年实施发射，将“嫦娥五
号”探测器送入地月转移轨道，完成
我国首次月球采样返回任务。2021
年一季度，长征五号B火箭将再次出
征，执行空间站核心舱的发射任务。

“在艰难困苦中奋起，在奋起直
追中磨砺，不管条件如何变化，我们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志气不能丢。
我坚信，中国航天的舞台必将更加宽
广，我们探索宇宙的步伐永不停歇。”
航天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龙乐豪
说。（据新华社海南文昌7月2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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