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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次的深情凝视，只为心无旁骛地投向你

的怀抱。

5 月 15 日，在环绕火星飞行探测了 3 个多月

后，天问一号着陆巡视器终于稳稳地落在火星乌

托邦平原南部预选着陆区。这个名字源于屈原

《天问》的着陆巡视器，满载着中国人“九天之际，

安放安属？隅隈多有，谁知其数……”的疑问，探

寻这颗红色星球的前世今生。

千万里的跋涉，只为你而来。中国火星探测

的首选地为何花落乌托邦平原？火星上的高地、

山脉、峡谷又是如何形成的？载人探火的选址会

有所不同吗？随着火星探测事业的发展，人类对

于火星的种种疑问，也将被一一解开。

从 20 世纪 60 年代至今，火星的天幕上，便屡

见天外来客。1960 年至 2019 年，国际上的火星探

测任务共有 44 次，但其中成功和部分成功的只有

22次，是风险最高的航天任务之一。

1997 年，“旅居者”号火星车在火星的克里斯

平原阿瑞斯谷着陆，这是人类送上火星的第一台

火星车。2004年，美国“勇气”号、“机遇”号这对双

胞胎火星车先后登陆子午线高原和古谢夫撞击

坑。更大、更重、功能更强的“好奇”号火星车则于

2012 年 8 月在盖尔撞击坑登陆。今年 2 月，美国

“毅力”号火星探测器降落在火星北半球伊西迪斯

平原西侧的杰泽罗撞击坑。

“陌生星球的着陆点选择，要受工程约束和科

学目标的双重限制，既要有科学意义，也要易于工

程实现。”中国航天科工二院研究员、国际宇航联

空间运输委员会副主席杨宇光道出了选择火星着

陆点的玄机。

“出于工程安全的需要，着陆区一般选择在赤

道附近的低纬度区域，以保证火星车的太阳能电

池板能获得足够的太阳光照，而且那里夏季白天

温度为 20多摄氏度，利于设备正常工作；第二是着

陆点附近区域要平坦，尽量避免存在大块岩石，确

保探测器着陆时不会倾覆；第三是着陆点海拔要

低，探测器着陆的过程十分凶险，地势越低，越能

为探测器着陆争取缓冲时间。”杨宇光说。

工程安全让科学探测如虎添翼。“得知成功的

那一刻太激动了，要感谢这些航天工程专家，如果

没有他们，我们的科学目标就没法实现。”5 月 15

日凌晨，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预先科学研究团

队成员，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月球与行星

科学中心、中国科学院比较行星学卓越创新中心

研究员赵宇鴳便不断刷新着各种网页，捕捉天问

一号的最新动态。

赵宇鴳和她的合作者们曾围绕天问一号备选

着陆区开展过地质环境的背景调查，“乌托邦平原

是国际天文联合会于 1973 年命名的，它是太阳系

中最大的撞击盆地，直径约 3300 千米。它地处的

火星北半球，在距今约 40 亿年前就形成了。有一

些科学假说认为，乌托邦平原曾经有海洋，并存在

着与水有关的地貌特征，如严重退化或掩埋的撞

击坑，这可能是由于沉积物被压实导致；分布于中

纬度地区的指纹地貌，可能是冰川或火山作用形

成；巨型多边形地貌，可能是由热收缩作用导致永

久冻土开裂形成。但乌托邦平原的古海洋还有待

进一步探测，毕竟现在人类对火星北半球的研究

程度还很低”。

是否“曾经沧海”

去乌托邦平原看了才知道

从太空俯视火星，这颗红色星球云集众多地

质奇观。火星上的奥林帕斯山是太阳系中已知最

高的火山，高约 2.6万米，约为珠穆朗玛峰的 3倍。

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分析，这极有

可能是因为火星重力小，火山爆发率高，因此火星

上的造山熔岩流动持续时间比在地球上长得多。

在赵宇鴳看来，“火星壳至今还没有发现板块

运动的痕迹，这使得上涌的岩浆会在一个区域上

不断堆积，逐渐形成单一巨大的火山”。

火星的另一项地质纪录是拥有太阳系中最深

的峡谷，即靠近其赤道的水手峡谷，它长约 4000千

米，最深的地方为 7 千米，可媲美地球的东非大裂

谷。“由于奥林帕斯山所在的萨希思火山省不断隆

升，造成邻近区域火星壳的拉张陷落，水手大峡谷

由此形成。有科学家对比了水手大峡谷两岸的岩

层，发现没有发生错动。但有关火星北部平原的

形成，科学界还一直没有达成共识。”赵宇鴳说。

赵宇鴳曾参与“机遇”号、“凤凰”号和“好奇”

号的数据分析。她介绍，科学家发现在不同的着

陆点，火星车观测到不同的局部环境，指示火星表

面的地质多样性。例如，“机遇”号火星车在火星

子午线高原的沉积记录中发现赤铁矿小球，科学

家推测这可能是由硫酸铁氧化转变而成；“勇气”

号火星车在古谢夫撞击坑发现了热泉环境；“凤

凰”号在火星北极着陆点的土壤中发现了水冰、碳

酸盐、高氯酸盐等；“好奇”号在盖尔撞击坑发现了

流水活动的证据以及湖相沉积物。同时，受区域

或全球性尘暴的影响，火星表面还广泛存在着一

层成分较为均一的、富含硫和氯的火星尘埃，火星

土壤的细粒组分较粗粒组分更为均一。

火星的“容颜”逐渐被人类揭开，其中，火星南

北极最令赵宇鴳神往。“极地的探测很难，那里日

特殊地理、气候环境

让火星北极地质具有独特性

人类迈向深空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歇。“载人探

火一直是国际太空计划的目标。”赵宇鴳介绍，自

1950 年以来，涉及载人探火任务的概念性工作一

直在进行。欧洲航天局制订的“曙光计划”中就有

一项在 2033年载人探火的旗舰任务。

如果有一天人类踏上火星，又该选择什么样

的落脚点？“相较于火星车着陆，载人探火要解决

人的生存问题。”赵宇鴳说，热源、水、氧气以及返

回地球的燃料，都将决定人类能否驻足火星。

“火星很冷，要寻找足够的热源，所以未来

载人探火的选址，地势要低平，最好处于赤道附

近，便于吸收热量。后期航天员返航时发射火

箭，在赤道附近也会相对节省燃料。就水而言，

目前没有探测到火星有流动的水系，有一些遥

感观测数据发现火星山脉暴露的断层里夹杂冰

层，但这些地区温度很低，冰被冻了很久，很坚

硬，很难开采。如果能提取出近地表的蒸发盐

中保存的水，或许也可以选择富集这些盐类的

区域着陆，以便提供补给，同时水也可以用于制

氧。”赵宇鴳说。

氧气是生命的重要支撑，目前在火星上也有

了部分来源。赵宇鴳介绍，“毅力”号着陆火星杰

泽罗陨石坑后，首次成功制氧，“火星车从火星大

气的二氧化碳中提取氧气，1小时制取的氧气可以

供航天员呼吸约 10分钟，这是很大的突破，目前我

国也有科学家在做相关的技术研究”。

“从技术层面说，眼下，载人探火需要解决防

辐射、巨型探测器着陆、降低成本等难题。”杨宇光

说，人类往返火星的防辐射能力首当其冲，但载人

探火没有绕不过去的坎。

“欧洲曾经做过研究，一个航天员职业生涯接

受辐射的剂量不能超过 1 西弗。但受发射窗口约

束和变轨能力限制，人类仅往返火星和地球间就

需要一年半以上的时间，如果中途再遇到太阳活

动爆发，银河宇宙线加持，就会影响航天员的生命

安全。”杨宇光说。

赵宇鴳表示，“好奇”号的火星辐射环境实验

发现，火星表面的辐射暴露量约为国际空间站的

2.5 倍，而地火间往返旅行将受到的辐射为 0.66±

0.12西弗。

“但这并非没有办法解决，可以加厚航天员居

住舱的金属屏蔽层来防辐射，居住舱最好能重复

使用，否则成本太高。不过这个问题如何解决，现

在没有定论。”杨宇光推测，载人往返火星路程遥

远、载荷庞大、系统复杂，飞船可能重达数百吨以

上，这意味着单次载人往返火星的成本预计要在

千亿美元量级。

“如果要考虑在火星表面建立科考站，还要考

虑人员定期往返和样本往返的问题。基于核反应

堆的电推进技术，可能是一种途径。”杨宇光说，相

较于地球，火星接收的太阳能少很多，所以火星科

考站的建立需要很高的储能实力以抵御风暴天和

极夜。而兆瓦级以上的基于核反应堆的电推进技

术，可以提供更多动力来源，会使整个任务规模比

太阳能电推或化学推进小很多，但人类目前的火

箭发射技术难以保证每一次发射都成功，如果发

射时爆炸，核污染是难以想象的。而建立核反应

堆，冷却也是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未来载人登陆火星

赤道附近低平、有水区域或是首选

◎庞之浩

5月 15日，我国“祝融”火星车在火星的乌托邦平原南端着陆。

最新的科学探测发现，在火星乌托邦平原距离地面 1 到 10 米

的浅表底层下方有大量地下水冰存在，储水量相当于地球面积最

大的淡水湖——苏必利尔湖。火星地下有水，是否意味着火星存

在或存在过生命？这些问题都有待我国火星车在乌托邦平原这片

神奇之地做进一步解答。

选择乌托邦平原着陆，或可揭开火星生命之谜。但火星登陆凶险

万分，探测器需要克服哪些困难？登陆火星又有哪些不同的方式？

成功率只有大约50%

选定着陆点后，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在火星着陆。目前，世界

火星探测器着陆的成功率只有大约 50%。

这是由于火星距离地球太遥远了，地面的遥测和遥控信号很

微弱。另外，由于地球与火星的通信延时达 10 分钟以上，所以在

火星着陆的全过程中，一切都要靠探测器自主进行。还有，当火星

探测器运动到火星背面时，地球上无法准确地确定其轨道参数，这

就会给再入高度的选择带来困难。

着陆前，必须提前给火星探测器注入数据，使它在着陆过程中

完全自主地执行上百个程序，任何一个程序都不能有误。

进入火星大气层后，火星探测器防热措施如何，降落伞、气囊

和缓冲火箭等能否按程序工作，都至关重要，必须非常精确，1 秒

不差。因此，火星探测器的着陆过程的每个环节都不能有闪失。

有一名美国科学家曾形容火星探测器着陆时的心情，就好像丈夫

在产房外等待妻子分娩一样。

原定 1999 年 12 月 3 日在火星着陆的美国“火星极区着陆器”

在即将登陆火星表面时，由于软件错误导致其起减速作用的火箭

发动机过早关闭，最终撞毁。2016 年 10 月 20 日，欧洲“火星生物

学-2016”探测器中的“夏帕雷利”进入、降落和着陆演示器在着陆

前与地面失去了联系，原因仅为一个一秒的计算失误，提前将降落

伞与防热罩分离，导致“夏帕雷利”硬着陆而撞毁。

3种着陆火星方式

经过大量研究和实践的探索，目前，探测器在火星软着陆方式

主要有3种，每种方案都各有优缺点，但基本原理相同，就是依靠火

星大气对进入舱和降落伞产生的阻力以及探测器上缓冲发动机的

反推，把高速飞行的火星探测器在着陆火星表面时的速度减为零。

第一种着陆方式是气囊弹跳式。这种方式比较简单，成本低，

但只能满足重量小的火星探测器软着陆要求，且着陆精度不高。

美国“火星探路者”、“勇气”号和“机遇”号火星车都采用这种着陆

方式，即降落伞+气囊弹跳的方式着陆。由于着陆时是硬着陆，所

以被气囊包裹住的探测器刚着陆时会被弹起 10层楼高，然后经过

多次弹跳，逐渐降低弹跳高度，最后在火星表面着陆。

第二种着陆方式是反推着陆腿式。这种着陆方式复杂一些，

成本高，可满足重量较大的探测器在火星软着陆要求，着陆精度较

高，与“神舟”飞船返回舱返回地球类似。美国的海盗 1 号和 2 号、

“凤凰”号、“洞察”号以及我国的“祝融”火星车都采用这种着陆方

式，即降落伞+缓冲发动机反推+着陆腿方式着陆，其中着陆腿在

着陆时起到一定缓冲作用。

第三种着陆方式是空中吊机式。这种着陆方式最为复杂，成

本最高，技术最先进，可满足重量更大的探测器软着陆要求，着陆

位置也可以更精确。美国“好奇”号和“毅力”号火星车都采用这种

着陆方式，即降落伞+缓冲发动机反推+空中吊机方式着陆。

（作者系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

登陆火星，究竟难在哪
拥有太阳系最高的山和最深的谷拥有太阳系最高的山和最深的谷

火星火星““景点景点””各有特色各有特色
““天问天问””靠科学解决选择困难症靠科学解决选择困难症

照短、寒冷，但地貌丰富，人类可以通过冰盖的活

动，判断火星气候变化，分析演化历史。”她解释

道，火星北极的冰盖，下面是水冰，上面是干冰，冬

季极区有时会扩张到北纬 55度，天暖时又回缩，这

个过程会导致大气气压的变化，形成很大的风，所

以极区的边缘容易出现尘暴。

“火星北极特殊的地理、气候环境，也让那里

的地质具有独特性。例如高氯酸盐鲜见于地球自

然界，它往往被人工合成用于火箭燃料等，但它却

被发现于火星北极土壤里，而且是该区域氯元素

的主要存在形式，在火星其他着陆点和火星陨石

中，氯的存在形式主要类似地球的石盐。我们的

研究认为，在极低温度和干燥环境下，冻融过程会

使表土不断富集高氯酸盐而不是石盐，这个现象

即使在地球极地也是没有的。”赵宇鴳表示。

赵宇鴳分享，今年“毅力”号火星车登陆的杰

泽罗撞击坑，在“当选”着陆点前，有一位强劲的竞

争对手——古谢夫撞击坑。“‘勇气’号曾去过那

里，其着陆之前，科学家认为那里以前是湖，因为

撞击坑外有河道流向，结果着陆后探测发现地表

物质以玄武岩为主，完全是火山环境。”她说。

她介绍：“‘勇气’号任务后期又发现了富硅

的 沉 积 物 和 硅 华 ，在 显 微 镜 下 看 ，硅 华 呈 指 凸

状，从外形看，这与南美洲阿塔卡马沙漠中热泉

中的硅华相似。而热泉可以为生命提供能源、

水以及组成生命必需的物质，科学家团队在切

开阿塔卡马沙漠热泉的硅华后，发现其中有生

命的痕迹。”

5 月 15 日，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在火星乌

托邦平原南部预选着陆区成功着陆，在火星上首次留下中国印迹，

迈出了我国星际探测征程的重要一步。

已经远行将近 10个月的祝融号火星车，如今正式开启在这颗

遥远而神秘星球上巡视探测的“日日夜夜”……

等等，火星的一天一夜，和地球一样是24小时吗？凭直觉好像

不是。那么，火星上的一天和地球上的一天，“时差”究竟差多少？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必须先知道什么是“一天”？ 中国科学院国家

授时中心研究员童明雷告诉记者，通俗来说，星球自转一周为一天。科

学家虚构了“平太阳”这样一个参照点，其运行速度等于太阳在黄道面运

行的平均速度，平太阳的连续两次上中天，则成为一个平太阳日。

太阳系的行星在自转的同时，还都围绕太阳做公转运动，因此

地球相对于恒星背景的运动才更加反映地球的自转。以恒星为参

考，春分点连续两次上中天的时间间隔，则为一个恒星日。

因此，按照地球上定义的时间尺度，火星上的一个平太阳日为

24 小时 39 分 35.244 秒，地球的平太阳日则是 24 小时，两者之间差

距 39 分 35 秒多；在更反映自转周期的恒星日方面，火星一个恒星

日为 24 小时 37 分 22.663 秒，地球则为 23 小时 56 分 4.099 秒，两者

之差更是达到了约 41分 19秒。

粗浅理解下来，火星上的一天比地球的一天大约长 40 分钟，

相当于祝融号如果在火星上活动 36天，就要比地球上的人们晚了

24个小时——整整一天呐！

童明雷介绍，一个平太阳日与一个恒星日的差值，地球达到了

近 4分钟，显然比火星的 2分多钟更大。这是因为火星的公转周期

更长，达到了 687天，接近地球公转周期的两倍。

“火星和地球绕太阳运行的轨道都不是正圆的而是椭圆的，火

星轨道的离心率为 0.0934，远高于地球轨道离心率的 0.0167，使火

星各季节长度更加不一致，因此更加需要建立平太阳时或恒星

时。”童明雷说。

那么，如果想让祝融号在火星上和地球人过一样的 24 小时

制，则火星的秒长就要比地球的秒长要长，平太阳日的秒长相对于

地球要放大 1.02749倍；而恒星日的秒长要放大 1.02877倍，这个值

来自地球自转速率与火星自转速率之比。

换算起来好像有些复杂。要不，祝融号，还是好好过你的“火

星时间”吧。

火星与地球有“时差”吗

◎新华社记者 郑 昕

景点一：奥林帕斯山

它高约2.6万米，大致相当于珠穆朗玛峰高度的3倍，是太阳系中已知最高的火山。

它的形成极有可能是因为火星重力小，火山爆发率高，因此火星上的造山熔岩流

动持续时间比在地球上长得多。此外，火星壳至今还没有发现板块运动痕迹，这使得

上涌的岩浆会在一个区域上不断堆积，逐渐行成单一巨大的火山。

景点二：水手峡谷

它靠近火星赤道，长约 4000千米，最深处 7千米，是太阳系中最深的峡谷。

由于奥林帕斯山所在的萨希思火山省不断隆升，造成邻近区域火星壳的拉张陷

落，水手峡谷由此形成。

景点三：北极

这里虽然日照短、寒冷，但地貌丰富，人类可以通过冰盖的活动，判断火星气候变

化，分析其演化历史。

此外，这里还有地球自然界鲜见的高氯酸盐，它在地球上往往被人工合成用于火

箭燃料等。

火星旅游必打卡景点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