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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公司3年，落户重庆2年，准备发射1年，飞行时长306秒

时间会记录所有的奋斗与辉煌
——中国首枚民营自研亚轨道火箭“重庆两江之星”号冲天纪实

本报首席记者 陈钧 记者 杨骏

5月17日7点33分，在中国西北某发
射基地，白色烟雾从发射台腾起，一声巨响，

“重庆两江之星”号火箭直冲蓝天。
距离发射台约1000米处的测控室内，

零壹火箭发射监测人员紧盯屏幕，火箭升空
飞行306秒后，落入预定区域。顷刻间，控
制室内欢声雷动，零壹空间研发团队的李云
鹏激动得从座位上跃起，与同事们紧紧拥抱
在一起。

这离他们公司成立不到3年，离落户重
庆不到2年，离准备发射1年……

竖起火箭花了25分钟

清晨4点40分左右，火箭从1000米外
的技术准备区水平运输到发射区。

“天气晴，微风，适合吊装。”气象监测人
员发出信息，吊车就位，开始吊装竖起火箭。

火箭发射台是一个黄色的、约2米高的
钢结构平台。9米高的火箭竖立在平台上，
在空旷的发射场，很远都能看见。

为保证火箭内部精密仪器不被损坏，整
个吊装竖起火箭的过程缓慢平顺，大约花了
25分钟。

5点05分，火箭在发射台上竖起，检查
测试人员随后在竖立状态下对火箭再一次
进行分系统测试、系统间性能匹配测试、总
检查和发射演练。

两根黑色电缆保障发射安全

在距离发射台80米的地方，有一个用
钢铁防护罩保护的前端测试发射控制台。

在火箭进入发射程序1小时准备后，发
射场的各项工作均按时间程序由地面测试
发射控制设备来操作，它是半自动的。这期
间有一系列的检查准备工作。

到1分钟准备时，箭上系统由地面供电
转为由箭上电池供电，这时运载火箭除底部

只有一个经脱拔插头连接的电缆尚与地面
连接外，其他一切与地面连接的插头均已完
全脱开。发射前30秒钟，发射场的测控系
统与各地测控跟踪站开始启动。

当火箭离开发射台时，底部唯一尚连接
着的两根黑色电缆脱拔插头被拉脱，火箭与
地面的有线控制完全中断。但如果在火箭
点火尚未离开发射台前，发现火箭发动机工
作不正常，地面还可通过这两根电缆对火箭
实施紧急关机。

在发射窗口最后时刻点火

一切准备工作基本结束，发射工作进入
倒计时阶段。

一般运载火箭的倒计时从由发射窗口
确定的发射时间前1个小时开始，叫做1小
时准备。然后是30分钟准备、15分钟准备、
5分钟准备、1分钟准备，最后是从5开始倒
数至1，火箭点火起飞。

在准备阶段，测控室气氛明显紧张。
重庆日报记者现场发现，在30分钟准

备时，测控室已经变得很安静，三块大屏幕
分别显示火箭近景、远景及发射预定轨迹。
三块屏幕前方，共有14位工作人员坐成一
排，各自拿对讲机，进行最后核对工作，每一
个人的神情，都显得坚定且紧张。

“进入5秒准备！5！4！3！2！1！点
火发射！”随着一声令下，7点33分，“重庆两
江之星”号火箭在发射窗口最后时刻点火发
射。

发射306秒引发3轮欢呼

在点火升空的那一刻，测控室爆发出了
一轮欢呼和掌声，尤其是坐在后排的零壹空
间工作人员。

但最前面一排的工作人员并未有任何
动作，继续盯着屏幕。

“10秒，火箭飞行正常。”一位工作人员
说，而这一声，也让现场的气氛再次沉静。

随后，火箭飞行30秒、50秒……火箭飞
行正常时间逐步增加，火箭的飞行轨迹也与
预定轨迹基本相同。

“火箭正常飞行230秒。”此话之后，测
控室一个电视上切换到由火箭实时拍摄的
高空画面，云层与天际线十分清晰，这一场
景，也引来了测控室第二轮欢呼与鼓掌。

“火箭正常飞行306秒，已进入预定区
域。”这是发射现场，重庆日报记者在测控室
里，从对讲机中听到的最后一句话。也是这
句话，把测控室的气氛推到了最高潮。

这一刻，包括前面工作人员也激动地站
起来鼓掌，还有一位女工作人员直接蒙住了
自己的嘴巴，眼泪滑落下来。

员工李云鹏站起来，主动走向中间，紧
紧地拥抱两个同事，口中大喊：“牛！牛！你
们太牛了！”

发射成功离不开重庆的支持

上午9点，“重庆两江之星”发射成功发
布会正式举行。与发射前与发射中的气氛
不一样，整个过程都显得非常轻松。

在记者提问环节，当零壹空间CEO舒
畅与零壹空间总裁马超坐在一起时，两人相
互给了一个拥抱。台下突然有人传来一声

“亲一个！”舒畅犹豫了一秒，然后笑着说：
“好，亲一个！”接着，他就往马超脸上亲去。

马超回答记者提问时说“自己对发射一
直很有信心”，舒畅接话说“我也是”；马超说

“很庆幸有这么多人支持”，舒畅接话说“很
庆幸有你在”。

发布会最后，舒畅向重庆日报记者表
示，这次发射离不开重庆两江新区的支持，
零壹空间有今天的成绩，也离不开重庆市的
重视，对于落户重庆的决定，他觉得是正确
的选择。

5月17日，中国首枚民营自研亚轨道火
箭——“重庆两江之星”号在我国西北某基
地发射成功。零壹空间在两江新区布局的
火箭基地，也于近日正式动工。

航空航天制造，被誉为制造业的“皇
冠”。零壹火箭在两江新区布局火箭基地，
无疑给重庆高质量发展装上了“火箭发动
机”，重庆航空航天产业有望借势起飞。

现状
培育多年 产业初具规模

作为中国最大的汽车生产基地、全球最
大的笔电基地，重庆在高端制造领域一直具
有较强的产业配套实力。特别是两江新区，
按照国家对中国内陆先进制造业基地的战
略定位，航空航天产业在该区大力发展起
来。

2010年，在两江新区成立之初就将通
用航空产业列入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发展。

2012年，组建了两江航投集团、规划了
两江航空航天产业园。经过几年的发展，实
现了重庆航空产业从无到有，累计引进项目
近20个，社会投资超过300亿元。

在通用航空领域，两江新区在全国先后
实现了5个“唯一”：国家发改委指定的唯一

通航全产业链试点，唯一拥有通航3个品牌
6个机型和1个在研机型的园区，唯一组网
运营的低空飞行服务保障系统，唯一针对通
航的融资租赁公司，唯一拥有覆盖通航私商
照培训和在役航线飞行员复训及培训的省
市，涵盖制造、运营、服务、维修维护、金融、
信息化和文化等全产业链条。

目前，两江新区已成功引进了航空关重
件、航空钛合金、零壹空间商业火箭、发动机
叶片、航空内饰等一批航空航天先进制造业
项目。

机遇
火箭基地提升产业水平

零壹空间两江新区火箭基地项目位于
航空产业园零壹空间研发制造基地，占地
100亩，初期投资2.5亿元，将建设研发中
心、数字化智能制造总装中心、测试中心、飞
行器控制与仿真中心和专用实验室等，建成
达产后预计年产值15亿元人民币。

项目基地一期50亩现已正式开工，预
计年底投用，届时将形成年产30发运载火
箭总装测试及试验能力。

对零壹空间在重庆两江新区的布局，业
内人士认为是“强强联合”，不但有力推动了

重庆的高质量发展，而且也较好的利用了当
地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并依托重庆“两点”定
位，迅速扩展自身的品牌影响力。

未来
2020年产业规模将达千亿

两江新区航空航天产业“百花齐放”，零
壹火箭基地项目是其中的“一朵”。

在两江新区航空通航产业园内，落户
仅两年的重庆亿飞智联科技有限公司已研
发出7款无人机并推向市场。近日，该公
司研制的复合翼无人机首飞成功，其高达
30千克的载重能力填补了国内这一领域
的空白。

作为通航产业中运输航空的重要一环，
两江新区的飞行员培训业务也开展得有声
有色。作为西南地区第二个拥有直升机飞
行员培训资质的城市，我市直升机飞行员的
累计培训时长已突破6000小时。

这次零壹空间火箭成功研发，无疑将两
江新区的航空航天产业提升到了一个新高
度。至此，两江新区在通用航空、运输航空
和航空航天三大领域都已完成布局，从而形
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集群，到2020年航空
航天产业规模将达千亿。

高质量发展装上“火箭发动机”

重庆航空航天产业借势起飞

新闻分析>>>

随着“重庆两江之星”号火箭发射成
功，以及零壹空间在两江新区布局火箭
基地，两江新区航天产业发展将“箭”指
何方？

两江航投集团董事长方文杰表示，两江
新区航空航天产业契合重庆的“两点”定位、
紧扣“两地”“两高”目标，今后将把航空航天
作为一个整体来谋划打造：在航空领域，继
续按照通用航空和运输航空“两翼齐飞”的
思路来发展；在航天领域，要以商业火箭的
契机，联通上下游产业，向卫星、通信等领域
拓展。

方文杰说，下一步围绕整体打造航空航
天产业，两江新区将推动四件大事：

一是要推进实现“两江航空航天产业
园”挂牌。我们在航空、航天领域取得的一
定成绩得到了主管部门的充分肯定，写进了
国家发改委、市政府等政府文件，下一步我
们将完善整体规划，推进产业园挂牌，更好
统筹招商引资和产业发展。

二是做实存量，筑牢基础。目前，通
用航空飞机制造、航空运营、通用航空培
训、在役飞行员培训、融资租赁、航空文化
等项目已建成投用。2018年，计划启动建

设商业火箭等4个项目，商业火箭、渝翔
航空、华夏航空航空钛合金一期等6个项
目将竣工投产。

三是以商招商，形成产业集聚。依托已
落地的航空材料、航空关重件、航天火箭等
企业，以商招商为思路，延伸产业链。

四是加强科研合作，形成产业发展支
撑。依托已进入的航空航天龙头企业，将形
成人才和科研的集聚发展，吸引带动中科院
金属材料所、西北工业大学等科研院所资源
向重庆集聚，推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技
术创新。

两江航投集团董事长方文杰：

整体打造航空航天产业
两江新区将推动四件大事

新闻访谈>>>

5月17日7点33分，西北某发射基地，由中国民营企业零壹空间自主研制的OS-X型火箭“重庆两
江之星”号首发成功。 记者 万难 摄 （制图/乔宇）

火箭从 1000 米外
的技术准备区水平
运输到发射区

4点40分

“重庆两江之星”
火箭发射时间表

“ 重 庆 两 江 之
星”号火箭进入
预定区域

7点38分

“重庆两江之星”
号火箭点火

7点33分

发射场测控系统
与各地测控跟踪
站开始启动

7点32分

发射场的各项工作
由地面测试发射控
制设备来操作，并
进行一系列的检查
准备工作。

6点33分

火箭在发射台上竖
起，检查测试人员
对火箭再一次进行
总检查和发射演
练。

5点0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