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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系列主流运载火箭达到国际一

流水平，同时面向全球提供多样化

的商业发射服务。其中，低成本中

型运载火箭长征八号实现首飞，在

役火箭实施智能化改造，商业固体

运载火箭与液体运载火箭可为用户

提供“太空顺风车”“太空班车”

“VIP专车”等商业发射服务。

可重复使用的亚轨道运载器研制成

功，亚轨道太空旅游成为现实。同

时，空射运载火箭将快速发射能力

提升到小时级，智能化低温上面级

投入使用，运载火箭将有力支撑空

间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空间站运营

维护、无人月球科考站建设，商业航

天建成集地面体验、商业发射、太空

旅游、轨道服务为一体的系统体系。

重型运载火箭将实现首飞，为载人

登月提供强大支持，并为火星采样

返回提供充足的运载能力。以火箭

发动机为动力的两级完全重复使用

运载器研制成功，火箭型谱更加完

善，航天运输系统水平和能力进入

世界航天强国前列。

运载火箭实现完全重复使用，以智

能化和先进动力为特点的未来一代

运载火箭实现首飞，高性能智能化

空间运输系统将实现广泛应用，航

天运输系统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未来一代运载火箭投入应用，组合

动力两级重复使用运载器研制成

功，核动力空间穿梭机出现重大突

破，运输工具能够有效支持大规模

的空间资源勘探和开发，小行星采

矿和空间太阳能电站有望成为现

实。

进出空间和空间运输的方式将出现

颠覆性变革，组合动力单机入轨重

复使用运载器研制成功，新型动力

进入实用性开发，天梯、地球车站、

空间驿站建设有望成为现实。此

外，在先进运输系统的支持下，针对

太阳系内的行星、小行星、彗星等目

标的人机协同探索可以常态化、规

模化开展，探索和利用空间进入高

速增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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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文图除署名外综合自新华社）

天宫、天眼、悟空、墨子……党的

十九大报告中，航天领域重大突破被“点

名”。航天强国“绘入”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北斗卫星导

航系统步入全球组网时代，风云气象卫

星“家族”又添新丁……十九大后不到一

个月时间内，中国航天动作频频。面向

未来，中国航天将写下哪些新精彩？

航天强国通常拥有先进航天动
力、大运载，能够实施月球采样返回、
火星着陆探测、建设并运行空间站。
这些“标志性”事件背后，展现的是一
个国家设计、工艺、材料的先进制造
能力和探测器、发射场、测控等多系
统协同攻关能力。

11月 16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发布《2017—
2045年航天运输系统发展路线图》，
系统规划了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能
力建设前景与发展蓝图。

2020年长征八号首飞、2030年
左右重型运载火箭实现首飞、2035

年左右运载火箭实现完全重复使用、
2040年左右未来一代运载火箭投入
应用、2045年具备规模性人机协同
探索空间的能力……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一部总
体室副主任秦旭东介绍，此次出台的
路线图规划详细、目标明确，不论是公
众较为关心的太空旅游、可回收火箭
等热点话题，还是未来的智能火箭、载
人登月、载人登火星等焦点均有涉及。

为了探索星空的奥秘，一代又一
代航天人接续奋斗，我国已研制成功
十余型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形成了能
够把卫星、飞船等航天器送到地球任

何轨道，具备开展月球和深空探测的
运载能力，有力支撑了“载人航天”

“北斗导航”和“月球探测”等国家重
大工程的成功实施。

《2016 中国的航天》白皮书显
示，2011年至今，中国航天事业持续
快速发展，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
进入空间能力大幅提升。

国家国防科工局副局长、国家航
天局副局长吴艳华表示，随着未来中
国对重型火箭、无毒无污染中型火箭、
低成本运输火箭等关键技术的不断
攻关，中国进入空间能力将进一步提
升，探索浩瀚宇宙的脚步将越来越快。

长征八号首飞、火箭回收使用：中国航天中国航天““重大工程重大工程””接棒发力接棒发力

中国航天越来越强，普通人期
待中的太空旅游还会远吗？根据规
划，到2025年前后亚轨道太空旅游
将成为现实。

在未来，商业固体运载火箭将
与液体运载火箭一起，为用户提供

“太空顺风车”“太空班车”“VIP专
车”等多样化、低成本、高可靠的商
业发射服务，为人类共同探索宇宙
提供更加丰富的运载工具。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火箭公
司总裁唐亚刚介绍，到 2035 年左

右，我国运载火箭将实现完全重复
使用，更多的普通人可以乘坐两级
可重复使用运载器遨游太空，在地
球轨道领略太空的浩瀚与地球的绚
丽，实现飞天梦想。

无论是“当惊世界殊”的北斗三
号卫星，还是“观风云、知天象”的风
云三号卫星，一批“高精尖”的航天技
术逐渐“幻化”成便民“福利”：不论身
在何方，“北斗”帮你导航；足不出户，

“风云”帮你知天象；万米高空的飞机
里上网、打电话也不再是梦想。

11月 15日，我国首台干涉型高
光谱温室气体监测仪随风云三号卫
星顺利进入太空预定轨道。这颗“慧
眼”不仅能观测多种大气成分，还
能探测到空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变
化，成为科学家研究碳循环的利器。

“中国航天早已不只是‘高大
上’的代表。”中国航天科工集团董
事长高红卫认为，人民的需要和呼
唤，是科技进步和创新的时代声
音。目前，我国已有2000多项航天
技术成果惠及国民经济、百姓生活。

北斗来导航、风云知天象：太空旅游还会远吗太空旅游还会远吗？？

面向未来，我国航天事业还有
许多“大动作”。国家航天局有关
负责人介绍，除继续实施现有项目
外，一批新的航天重大工程也将陆
续启动，包括以火星探测、小行星
探测、行星穿越探测等为代表的深
空探测工程，以及备受关注的“探
月工程”等。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董事长雷
凡培表示，到 2020年，我国力争实
现在轨航天器数量超过 200颗，年
发射 30 次左右，基本达到世界航
天强国水平。

“目前，我国有 30%的航天技
术 指 标 达 到 国 际 一 流 水 平 。 到
2030 年，力争将这一数字提升至
60%，跻身世界航天强国前列；到
2045 年 ，全 面 建 成 世 界 航 天 强
国。”雷凡培说。

根据规划，未来我国的重型运
载火箭直径将接近 10 米，将使用
推力达到 500 吨的液氧煤油发动
机和推力达到 220 吨的液氢液氧
发动机。也就是说，未来我国运载
火箭的运载能力将从目前的 20多
吨提升4到 5倍，达到百吨级。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科技
委主任鲁宇表示，到 2030年左右，
我国重型运载火箭将实现首飞。
那时，我们近地轨道百吨级运载能
力的重型运载火箭将为载人登月
提供强大的支持，也为火星采样返
回提供充足的运载能力。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
航天科工集团二院院长张忠阳表
示，回顾过往，历史的天空上，中国
航天已写下无数精彩瞬间；在未来
的征途中，中国航天必将以新的成
就，标注中国发展的新高度。

火星、小行星轮番登场：星空奥秘追问永不止步星空奥秘追问永不止步

建设航天强国
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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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4月 22日 12时 23分，天舟
一号货运飞船与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顺利
完成自动交会对接。

2016年 9月 25日，被誉为“天眼”的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500米口径球面射
电望远镜（FAST）在贵州平塘落成启用。

2017年 6月 9日，参观者在第二十届
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上参观展出
的月球车、月球着陆器和火星车模型。

2017年 6月 9日，参观者在第二十届
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上参观展出
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模型。

挺进挺进 的的NN件事件事
——揭开中国太空探梦新蓝图

□刘晓波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近日发布《2017—2045

年航天运输系统发展路线图》，2030 年前后，我

国航天运输能力要迈进航天强国行列。

过去几年，我国航天领域多点开花，取得了

不凡的成绩，是名副其实的航天大国。从航天

大国迈向航天强国，虽一字之差，这中间的差距

却不是一两天就能追上的。

就拿我们最引以为豪的载人航天领域来

说，我国成功实现了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和天

舟一号货运飞船交会对接，航天员可进驻天宫

二号开展科学实验。美国和俄罗斯却早已进入

国际空间站时代，开展星际探测。我国科技水

平尽管有所提高，但在一些核心技术上仍然受

制于人，和印度、巴西等国一起被列入“科学大

国”，在“科学核心国”“科学强国”“科学大国”

“科学边缘国家”和“科学不发达国家”五个层次

中位居第三层次。

我国航天技术的成果转化率低同样不容忽

视。阿波罗探月计划几乎带动了美国足足20年

时间内全部的科技发展，在很多方面对美国产

生了巨大影响，如就业、教育、经济发展、军民两

用技术等。在阿波罗计划的刺激下，美国经济

飞速增长，它带来的技术突破直接促成了 20世

纪若干重大技术进步。据统计，美国将航天技

术转化为民用产业，一年就可以创造2万亿美元

的巨额利润。美国航天科技成果转化率高达

80%，而我国只有人家的八分之一。中国空间技

术研究院一位院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

们还不能骄傲。载人航天的许多技术要突破如

何尽快转化为生产力，实现对技术的牵引和对

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这些技术要尽快推广。”

来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的一项研究也

表明，我国虽然初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航空航

天工业体系，但资源转化能力、市场化能力和产

业技术能力仍然较弱，总体竞争实力不强。我

国航天技术创新能力和产业化水平面临严峻挑

战，上游技术创新能力较强，但下游技术转化相

当弱，技术创新中实践“链条”薄弱，导致航天领

域的整体创新能力相对落后。

由此，我国欲建成航天强国，不仅技术上

要对标第一方阵的美俄，更要在技术转化上下

硬功夫，让更多“高大上”的航空

航天技术为普通 的 民 用 生

活服务，如此才能相辅相成

相得益彰。②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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