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7月至8月是每26个月一次的火星探测发射窗口期。 7月30日，美国“毅力”号火星车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升空，前

往火星寻找可能存在过的生命迹象。在“毅力”号升空前，阿联酋首个火星探测器“希望”号和中国首次自主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

器已分别于7月20日和23日升空。 虽然任务、特点各不相同，但是三国探测器都在人类探索太阳系的征程中共同创造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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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very

继阿联酋首个火星探测器“希望”号和中

国首次自主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

之后，作为这个“火星季”发射的第三个探测

器，美国“毅力”号火星车 7 月 30 日搭乘美国

联合发射联盟公司“宇宙神 5”型运载火箭，从

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发射升空。

假设一切顺利，“毅力” 号将于 2021 年 2

月着陆火星表面———它将用两年时间搜寻远

古微生物迹象，分析火星地质和气候，研究岩

石和沉积物。 同时，还将发射一架微型直升机，

验证未来任务的科学技术， 采集样本返回地

球，并执行其他太空任务。

作为美国宇航局迄今最先进的火星探测

车，“毅力”号到底有何独特之处？

一度进入“安全模式”

美国航天局直播画面显示，美国东部时间

30 日 7 时 50 分（北京时间 19 时 50 分），“毅

力” 号火星车搭乘的美国联合发射联盟公司

“宇宙神 5”型火箭发射升空，约 1 小时后，“毅

力”号与火箭分离。

不过，“毅力”号在升空一段时间后进入了

“安全模式”———美国航天局在一份公报中说，

美国东部时间 7 月 30 日 9 时 15 分，“毅力”号

通过美国航天局“深空网络”向地面控制系统

传回第一个信号，但当时未获得更详细的航天

器数据。 大约 11 时 30 分，地面接收站收到了

“毅力”号的遥测信号。 数据显示，探测器进入

了“安全模式”，可能是由于“毅力”号在处于地

球阴影中时有的部分温度比预期更低。

据介绍，当探测器进入“安全模式”时，除

基本系统外的所有系统都将关闭，直到接到任

务控制团队的新指令。 不过公报称，目前“毅

力”号所有温度均已正常，它已离开地球阴影

区。 任务团队正在对“毅力”号状况进行全面评

估。

将探索火星生命迹象

据介绍，“毅力” 号是美国航天局斥资 27

亿美元建造的能造访火星表面的探测器，也将

是第 5 个登陆火星表面的探测器。 之前的探测

器包括：“旅居者”号、“勇气”号、“机遇”号和

“好奇”号。

“毅力” 号此次的任务包括寻找火星远古

时期可能存在过的生命迹象，探索火星的地质

和气候特征，为未来人类探索和登陆火星探路

等———按计划，“毅力” 号将于 2021 年 2 月 18

日在火星赤道以北的耶泽罗陨石坑着陆，并至

少花费一个火星年

（约

687

地球日 ）

对着陆区

域进行探索。 之所以选择在耶泽罗陨石坑着

陆，是因为这一区域过去是三角洲，极有可能

在此发现过去微生物生命存在的迹象。

据美国航天局介绍，耶泽罗陨石坑直径约

45 千米，位于火星赤道以北的伊西底斯平原西

缘。 约 30 亿至 40 亿年前，一条河流流入耶泽

罗陨石坑当时所在水域，形成了充满碳酸盐矿

物和粘土的沉积物。 任务团队认为，这个古老

的三角洲地区可能保存了有机分子和其他潜

在的微生物生命迹象。“毅力”号搭载的科学仪

器可探测有机物质以及测量岩石、 土壤成分

等，将帮助其找寻火星上可能存在过的生命。

将火星采样送回地球

“毅力” 号还将成为首个参与从火星采样

并返回计划的探测器———“毅力” 号携样本贮

存系统前往火星，在火星上收集到的岩石和土

壤样本计划未来由其他火星探测任务带回地

球。 更为特别的是，“毅力”号还携带一枚蚀刻

了从全球收集的约 1090 万个名字的硅芯片和

一枚刻有地球和蛇杖图案的铝板。 去年五月，

美国航天局通过举办“送名字上火星”活动收

集到这些全球航天爱好者的名字；而蛇杖是医

学的标志，铝板上的图案表达了对全球抗击新

冠疫情的医护人员的敬意。

在“毅力”号升空前，阿联酋首个火星探测器“希望”号和中

国首次自主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已于 7 月 20 日和

23 日先后升空。如果一切顺利，“希望”号、“天问一号”和“毅力”

号三个火星探测器均将于 2021 年 2 月抵达火星轨道， 但它们

体态各异，具体目的地也各不相同，但三国探测器正在人类探

索太阳系的征程中共同创造历史。

澳大利亚火星学会地质学专家乔恩·克拉克指出， 阿联酋

“希望”号探测器和中国“天问一号”探测器有力说明了“太阳系

探索不再是欧美国家的特权，而是全球性事业”。

数据：

重约 1.5 吨，高约 2.9 米，其太阳能电池板完全展开

时宽约 8 米， 携带 3 组研究火星大气层和监测气候变化的设

备。

任务：

“希望”号绕火星运行一周需要大约 55 小时，计划持

续围绕火星运行至少两年，其主要任务是观测火星大气和气候

变化等。 它将像气象卫星一样收集火星不同区域在不同时间的

气象数据， 帮助研究人员更全面了解和掌握火星的气候条件，

为未来进一步探测做好准备。 此外，它收集的数据还有助研究

火星大气层的演变。

登陆：

阿联酋的“希望”号不会在火星着陆，而是在距火星

表面 2 万至 4 万公里的轨道上环绕火星运行。

数据：

重约 5 吨，是目前中国发射的最重的深空探测器，包

括着陆巡视器和环绕器，其中着陆巡视器又由进入舱和火星车

组成，搭载 13 项有效载荷，堪称阵容强大。

任务：

按计划将一次性实现“环绕、着陆、巡视探测”三个目

标，即对整个火星进行全球观测、成功着陆火星以及火星车巡

视勘测。 美国《科学》杂志近期发表文章指出，火星登陆是太空

探索中最具挑战性的壮举之一，此前从未有国家在首次探索火

星任务中就做到环绕、着陆和巡视“三连胜”。

登陆：

“天问一号”将在进入环火星轨道后，先进行约 2.5 个

月的环绕飞行，再择机实施降轨机动；着陆巡视器将在火星乌

托邦平原南部预定区域实施软着陆。

数据 ：

火星车大约 3 米长、2.7 米宽、2.2 米高

（不含机械

臂）

，重约 1025 千克，大小相当于一辆小汽车，它携首架火星直

升机“机智”号一同前往火星。

任务：

核心任务是寻找在火星上可能存在的生命迹象。 此

外， 其任务还包括收集火星岩石和土壤样本以备未来送回地

球、调查火星的气候和地质特征、测试未来人类和机器人探索

太空所需的技术、为人类登陆和探索火星探路等。“毅力”号至

少花费一个火星年

（约

687

地球日）

对着陆区域进行探索。

登陆：

依照计划，“毅力”号将于 2021 年 2 月 18 日在火星

赤道以北的耶泽罗陨石坑登陆。

“毅力”号大约 3 米长、2.7 米宽、2.2 米高

（不含机械臂 ）

，重约

1025 千克，大小相当于一辆小汽车，是迄今美国航天局建造的体积

最大、重量最重的火星车。美国航天局介绍说，“毅力”号搭载了多项

有助未来人类探索和登陆火星的技术。

有“探地雷达”

———寻找地下饮用水

据介绍，“毅力”号整个旅程包括发射、约 5 亿公里的飞行以及

安全降落火星表面前的“恐怖 7 分钟”历险。 火星车将借助由自带火

箭提供动力的、名为“天空起重机”的助降系统着陆在火星，其减速

伞上的传感器将记录它进入火星大气层时升温及运行情况，从而帮

助工程师优化未来载人探测器及宇航员栖息设施等大型太空设备

的着陆设计。“毅力”号还搭载了名为“地形相对导航”的系统，它能

使火星车迅速“理解”自己在火星表面所处位置，在向着火星表面降

落过程中自动调整下降轨迹，以降至安全着陆点。

为了研究火星表面地质特征，“毅力”号还搭载了名为“火星地

下实验雷达成像仪（RIMFAX）”的探地雷达，这将是第一个在火星

表面运行的探地雷达，科学家可以利用它拍摄高清图像，以研究被

掩埋的古代河床等地质特征。RIMFAX 未来还有望用于寻找地下冰

层的储存点，帮助宇航员获取饮用水资源。

“小伙伴”同行

———首架火星直升机

“毅力”号近 7 个月的行星际旅程并不孤单，有一个特别的“小

伙伴”同行，它就是首架火星直升机“机智”号。 据美国航天局介绍，

“机智”号构造轻巧，重量只有约 1.8 公斤，能够通过太阳能板自行充

电，每次最长飞行时间 90 秒，最长飞行距离 300 米，飞行高度约 3

米至 4.5 米，它将成为首架在地外行星飞行的直升机。

旅途中“机智”号将栖身于“毅力”号“腹部”，到达后它将迎接火

星恶劣自然环境的挑战。 为了能在稀薄的火星大气层中飞行，与同

样质量可在地球飞行的直升机相比，“机智” 号螺旋桨叶片要大得

多，转速也要快得多。“毅力”号着陆点耶泽罗陨石坑的夜间温度可

低至零下 90 摄氏度， 如何在寒冷的火星夜晚生存下来也成为“机

智”号主要任务之一。

美国航天局表示，如果“机智”号首飞成功，将在 30 个火星日

（约

31

个地球日）

的窗口期内执行后续四次试飞任务。 任务团队将

通过“机智”号验证在火星大气层飞行所需要的技术，为筹备未来机

器人或人类探索火星时携带的先进飞行器打下基础。

火星探测发射窗口期期间———

“毅力”号有何黑科技？

三国“使者”将同期抵达

“希望”号———

阿联酋

“天问一号”———

中国

“毅力”号———

美国

“ 天 问

一号 ” 探测

器火星车示

意图。

“希望”号

想象图。

微型直升机想象图。

“毅力”号火星车在火星上工作想象图。

7

月

30

日，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

地，“毅力”号火星车搭乘“宇宙神

5

”型火箭发射升空。

“毅力”号火星车模型。

多国发射探测器 齐向火星进发多国发射探测器 齐向火星进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