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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

四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探月工程嫦

娥四号任务“鹊桥”中继星发射升空

2013年12月14日

中国第一艘月球车——“玉兔号”

成功软着陆于月球雨海西北部（“虹湾

着陆区”）

2004年1月23日

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批准绕月

探测工程立项 2007年10月24日

嫦娥一号在西昌发射成功

2010年10月1日

长征三号丙运载火箭在我国西昌

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把嫦娥二号

卫星成功送入太空

2013年12月2日

嫦娥三号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

中心成功发射

揽月而归，踏梦而行。

2020年 12月 17日凌晨，嫦娥五号返回器

携带月球样品，采用半弹道跳跃方式再入返

回，在内蒙古四子王旗预定区域安全着陆。

随着嫦娥五号返回器圆满完成月球“挖

土”任务，带着月球“土特产”顺利回家，北京

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嫦娥五号任务飞控现场旋

即成为一片欢乐的海洋，大家纷纷欢呼、拥

抱，互致祝贺。

嫦娥五号任务的成功实施，标志着我国

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规划如期完成。

走一条从无到有的闯
关之路

20年前，我国启动探月工程的论证，一条

闯关之路从此开始铺就。时年 55岁的叶培建

成为首批核心研究人员之一。2004 年初，中

国探月工程获批准立项，正式进入实施阶

段。工程被命名为探月工程，分为“绕、落、

回”3 个阶段，叶培建担任嫦娥一号卫星总设

计师兼总指挥。

现在，中国不但去得了月球，还实现了月

背着陆、月面取样返回。而在负责嫦娥一号

任务时，“如何确保嫦娥一号准确进入环月轨

道”就把叶培建愁坏了。当时，中国做轨道研

究的人很少，又无法实验。一个严峻的考验

就在面前：哪条轨道可行？

叶培建找到南京大学、国防科技大学、中

国科学院，将要去月球的目的、想法和所有条

件分别给到 3家单位，让他们“背靠背”进行计

算，最后 3 家算出的结果是一样的。叶培建

说，这个轨道就可以了。

事后，做轨道设计的同志有点不高兴，说

“叶培建你不信任我啊”。但叶培建的反应

是，这不是信任不信任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搞

科研容不得半点差错，必须小心谨慎一点。

要知道，当时美国和苏联是世界上探月

技术最强大的两个国家，相比之下，中国探

月工程是在多个空白领域中从零开始摸索

前进。

中国没有月球探测卫星，中国科学家就

想办法把地球卫星的有效知识拿过来，再加

上电子技术、无线电技术、材料技术的最新成

果，组织队伍在新技术上进行攻关。

当时国外做月球卫星，都有紫外敏感器，

但中国没有。探月工程就组织了一个博士班

组从头开始，通过几年的努力，把紫外敏感器

研制了出来，用叶培建的话说，“有这种决心

才能够去创新”。在嫦娥一号以前，中国地面

测控天线最大是 12 米，而国际上做月球探测

的最小天线是 38 米，如何弥补？办法只有一

个，那就是把卫星上各种电子设备做到国际

上公认的理论值的最高水平！中国探月工程

做到了。

2007 年 10 月，中国探月工程中的第一颗

绕月人造卫星嫦娥一号在西昌发射成功，经

过 8 次变轨，嫦娥一号进入工作轨道，并传回

月面图像，中国航天在飞向月球探索深空的

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从此不能说中国人只
会跟着干了

在探月工程中，单号星是主星，双号星是

备份星。嫦娥一号的任务圆满成功后，有一

种观点是，出于节约不主张继续发射嫦娥二

号，但叶培建据理力争。

“要让中国探月工程走下去，还有很多事

情要做。嫦娥一号都已经做好了，再花点钱

获得更多的科学成果、更多的工程经验有什

么不好呢？”叶培建的一番解释让很多科学家

转变了想法，他的坚持也让嫦娥一号的备份

星即嫦娥二号成为探月二期工程的先导星。

事实证明，于 2010 年国庆节发射的嫦娥

二号不仅在探月成果上更进一步，还为后续

落月任务奠定了基础，并且成功开展了多项

拓展试验。它完成了日地拉格朗日 L2 点探

测，以及对图塔蒂斯小行星的飞越探测，取得

了珍贵的科学数据；最后飞至一亿公里以外，

也对我国深空探测能力进行了验证。

3 年之后的 2013 年 12 月，嫦娥三号探测

器顺利完成落月任务，其备份星嫦娥四号没

有再陷入是否发射的争议，但对其执行怎样

的任务却存在分歧。

当时有人认为，嫦娥四号无需冒险，落在

月球正面更有把握，而叶培建则主张嫦娥四号

要迈出人类尚未迈出的那一步——落到月背。

嫦娥四号之前，月球的背面是人类着陆

月球探测史上的空白。登陆月球背面的难点

在于，月球始终是正面朝着地球，它的背面无

法和地球建立通讯联系，当中国探月工程最

终决定挑战月球背面时，首先要在月球背后

的地月间拉格朗日 L2 点设置一颗通讯中继

卫星，这颗卫星的名字叫“鹊桥”。

2018 年 5 月，“鹊桥”发射成功。7 个月

后，嫦娥四号月球探测器成为人类第一个着

陆月球背面的探测器。

因为降落月背，中国掌握了月球中继卫

星技术与能力，如果中继卫星寿命够长，很可

能将为国际提供服务，这正是叶培建极为看

重的地方。

“此前，中国探月工程做的很多事情都是

别人做过的，我们是学习别人的经验。现在，

我们也可以拿出点东西来，让别人跟着我们

一起来做一件事情。”叶培建说。

对于嫦娥四号任务的成功，美国国家航

空航天局一位专家感叹道：“从此以后，我们

不能说中国人只会跟着干了，他们也干了我

们没干过的事情。”

数万名科技工作者共
同托举“嫦娥”飞天

嫦娥五号任务立项之初，在一次探测器

方案评审时，有专家提出了反对意见：“机构

运动太多，环节也太多，每一个动作都是瓶颈

式的风险点，一个环节不行，后面的都不行

了。任务风险太大。”

专家的意见，让国家航天局探月工程三

期总设计师胡浩感到压力山大。他很清楚，

中国航天此前从未有过如此复杂的任务，而

这次要经历 11 个重大阶段和关键环节，可谓

环环相扣，步步惊心。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探月工程负责人

张玉花有着同样的感受。她带领的团队负责

嫦娥五号轨道器的研制，这是她在多次探月

任务中经历时间最长、研制最艰苦的航天

器。“嫦娥五号探测器由 4个部分组合而成，多

器分工合作的状态造就了探测器在太空中不

断分离组合、再分离再组合的变形过程，这在

我国航天器中绝无仅有。”她说。

2020 年 11月 24日 4时 30分，长征五号遥

五运载火箭尾焰喷薄而出，全力托举嫦娥五

号向着月球飞驰而去。23 天后的 12 月 17 日

凌晨，在闯过月面着陆、自动采样、月面起飞、

月轨交会对接、再入返回等多个难关后，历经

重重考验的嫦娥五号返回器携带月球样品，

成功返回地面。

23 天是对嫦娥五号 10 年研究的检验。

探月“绕、落、回”三步走能够顺利完成，对中

国探月工程的科学家来说，是交考卷的时

候。此前，因为种种原因，嫦娥五号的发射时

间经历了多次变化，探测器研制好以后也经

历了 3年的储存等待。

嫦娥五号任务成功后，习近平总书记在

贺电中指出：嫦娥五号任务作为我国复杂度

最高、技术跨度最大的航天系统工程，首次

实现了我国地外天体采样返回。这是发挥

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攻坚克难取得的又一重

大成就。

国家航天局副局长、探月工程副总指挥

吴艳华表示，中国探月工程自 2004 年立项以

来，“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条龙”攻关攻坚，

“一盘棋”协同推进，“一体化”迭代提升，实现

了“六战六捷”。探月工程汇聚了全国包括港

澳地区数千家单位、数万名科技工作者，技术

的每一次突破、工程的每一步跨越，都是团结

协作的结果。

无论是白发苍苍的院士专家、伴随探月

工程成长的科技领军人物，还是初出茅庐的

科研“新兵”，是他们共同伸出的双手，托举了

“嫦娥”一次次成功飞天。

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
提供中国方案

嫦娥五号任务的成功，不仅让国人振奋，

欧洲航天局（以下简称欧空局）地面控制中心

跟踪站网络负责人比利格也向媒体表示，他

很高兴能够见证嫦娥五号取得的探月重大成

就，相信中欧在航天领域的合作还能走得更

远。

在嫦娥五号发射和返回阶段，位于德国

达姆施塔特的欧空局地面控制中心协调其跟

踪站网络与合作单位的地面站，通过接收遥

测信号对嫦娥五号实施追踪，并将相关数据

传递给北京飞控中心，这一系列操作由比利

格团队主导完成。作为提供技术支持的一线

人员，比利格说：“这次任务取得了很大的成

就，这么多年以来没有人做到过，完成此次任

务就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据吴艳华介绍，在嫦娥五号任务实施中，

我国与欧空局、阿根廷、纳米比亚、巴基斯坦

等开展了测控领域的协同合作。

一直以来，中国探月工程坚持和平利用、

合作共赢的基本原则，主动开放部分资源，帮

助搭载了多个国家的科学仪器设备，又将获

得的宝贵原始探测数据向全世界开放，充分

体现了大国担当和大国胸怀。

吴艳华表示，对于规划中的嫦娥七号

和八号任务，我国也准备以此为契机，与有

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展合作，共同论证初

步建设月球科研站的基本能力，或者验证

核心技术。

未来，中国的行星探测计划将向着月球、

火星乃至更遥远的深空迈进，“合作共赢”将

永远是中国航天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提供的

中国方案。

中国探月工程：
六战六捷，“嫦娥”书写人类探月新篇章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技

术顾问叶培建初次近距离接触月球探测成果，是

在 20世纪 80年代初。

在瑞士留学期间，他来到联合国世界知识产

权总部，参观各国最高知识水平代表作。“当年

咱们展出的是个景泰蓝花瓶，代表中国工艺水

平。美国的展品要在放大镜底下才能看清楚，

是一块来自月球的岩石，名为《A piece of the

moon》。”叶培建回忆说。他觉得：“人家的水平

确实不一样。”

当时叶培建没有想到，自己的人生会跟中国

探月工程紧密联系在一起。但这次不经意的参

观，却为他的探月梦想埋下了种子。

与叶培建一样心怀中国探月梦的，是几代科学家和航天人。

1978 年，美国送给中国一块 1 克重的月球岩石样品，国家决定将其一分为二，一

半向公众展出，一半用于科研。中国月球探测工程首任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回忆说，

当年把样品取回来后看到，这是一块装在有机玻璃里面的小石头，美国人在上面做了

一个放大镜，用放大镜看像大拇指一样大，实际上只有黄豆大小。

借助这一小块月壤，中国开始向太阳系星辰大海挺进。欧阳自远带领科研团队

通过 4个多月研究，发表了 14篇论文。美国人对这些成果赞叹不已：“我们什么都没

说，你全知道了。”但欧阳自远的梦想，是能有一块中国自己采回来的月壤。

2008 年,叶培建去瑞士开会，顺便重游世界知识产权总部。走近展柜，美国的

月岩依然陈列在那里，30 多年来无人超越。他拍下照片，回国后放大打印出来，送

给嫦娥五号设计师每人一张，说：“这是美国人引以为豪的东西，下一次取回它的就

是中国人。”

2020年 12月 17日凌晨 1时 59分，嫦娥五号返回器着陆在内蒙古四子王旗预定区

域，1731克月球样品被带回到中国，中国成为第 3个从月球带回月壤的国家。

面向未来，叶培建对深空探测还有很多目标，他说：“未来，从无人探月来说，我们

要发射嫦娥六号、嫦娥七号、嫦娥八号，建立月球科考站的初步模型，而且要尽量争取

国际合作。第二，我希望中国人早一点登上月球，实现中国的载人登月。我想得更远

的是两件事，一是小行星如何开发利用，第二就是如何去火星。”

叶培建：

我希望中国人早一点登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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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此前，中国探月工程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别人做过的，

我们是学习别人的经验。现在，我们也可以拿出点东西

来，让别人跟着我们一起来做一件事情。

叶培建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技术顾问、嫦娥一号卫
星总设计师兼总指挥

2018年6月14日

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鹊桥”中

继星成功实施轨道捕获控制，成为世

界 首 颗 运 行 在 地 月 拉 格 朗 日 L2 点

Halo轨道的卫星

2019年1月3日

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着陆在月球

背面，实现了人类探测器首次月背软

着陆

2020年11月24日

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用长征五号遥

五运载火箭成功发射探月工程嫦娥五

号探测器

2020年12月17日

嫦娥五号返回器成功着陆在内蒙

古四子王旗预定区域，标志着我国探月

工程“绕、落、回”三步走规划如期完成

20212021年年 55月月 2222日日，，中国航天科普展在江苏苏州第二工人文化宫正式面向公中国航天科普展在江苏苏州第二工人文化宫正式面向公
众开展众开展，，现场展出了月球土壤现场展出了月球土壤，，吸引了大批观众前来观展吸引了大批观众前来观展。。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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