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精尖行业

未来前景广阔

有利国家航天发展

编辑 倪训强 美编 黄小川

2018 年 5 月 18 日 星期五 7版

5月17日早上7点33分，“重庆两江之
星”在西北某基地顺利发射。那一刻，作为
创始人兼CEO，舒畅的心情有些激动。

“其实点火发射时，我还蛮平静的。但
当我看到研发团队几个大老爷们哭着鼻
子，从测控室走出来的时候，我反而忍不住
了。”舒畅回忆起发射时的情形，如此表示。

因为对零壹空间而言，这次首飞，团队
付出了太多。

志同道合才能心齐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零壹空间创造了
一个奇迹——仅9个月时间，便自主掌握
了固体火箭发动机技术；创始不到一年，便
获得了第一笔投资；创始三年，已获得超过
5亿元的融资。很难想象的是，这个团队成
员的平均年龄才32岁，舒畅作为CEO，也
只有33岁。

如此年轻的团队，执行力却非常强。
原因何在？按照舒畅的话来说，源于四个
字：“志同道合”。

“我们是民营航天事业的探索者，决定
了我们的路是未知的、艰难的。如果耐不
住寂寞，没有对这一行足够的兴趣、干劲和
目标的话，很难成功。”舒畅说。

舒畅称，当年创立零壹空间时，团队要
么是自己的好朋友或者好兄弟，要么就是有
过航天工作经验的人，他们都是对这一领域
感兴趣的人，比如马超、陈江澜、李云鹏等，
正是因为“志同道合”，才能齐心协力。

“如果大家不是兴趣一样、目标一样，
怎么能达到现在的执行力？”舒畅说，彼此
共同的目标，给予了团队极大的动力，也是
团队度过最初那些艰难阶段的重要筹码。

这样的志同道合还有一个好处，便是
公司的所有决定，都能很快达成共识。舒
畅称，零壹空间很多决定都是团队讨论后
决定的，而且大家在很多想法上也是一致
的，所以最后执行起来也非常迅速。

为首飞自觉加班

“志同道合”，不仅是零壹空间核心团
队的组建原则，也成为每一个新员工入职
前考量的重要标准。所以，零壹空间在招
人时，便有所选择与偏重。

也是因为这一原则，零壹空间很多人都
是年轻人。舒畅认为，这是因为年轻人有激

情、冲劲，更怀有明确的航天梦。
正如舒畅所说，这个年轻的团队，正在用

自己的行动，实践梦想。一个典型的例子，便
是在确定首飞后，无条件、自觉地加班。

“从今年春节到4月底，我只休息了清
明节的一天。但休息的原因，不是节假日，
而是那天停电。”零壹空间研发团队的核心
成员之一李云鹏说，每个员工每周都是可
以正常休息两天的，公司也没有强迫任何
人加班。但是，每个人都在自觉加班，目标
就是首飞成功。

李云鹏透露，零壹空间的每一个阶段
都很重要，包括发动机研制、综控机设计、
火箭总装等等，每一个节点的时间都很紧
张，大家为了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都会自
觉选择加班，目的就是做好自己的工作。

“你看我的打卡记录，每天的上班时间
至少是10小时以上，这都是我自愿的。”邓
平也是零壹空间研发团队的一员，他也是
重庆籍员工之一。在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
访时，他把手机上的打卡记录递了过来，他
说，他所在的部门，有每天7点就到公司，
晚上10点才回家的人。“这里每一个人，都
很专注，都希望把事情干好，把航天梦想延
续下去。”邓平如此表示。

两个“一秒钟”

年轻代表着活力，也意味着需要更多
的历练。在“重庆两江之星”发射前，零壹
空间进行了发动机试车、总装合练等，其中
一些小插曲，尤其是两个“一秒钟”，成为零
壹空间人尽皆知的故事。

“去年12月底，我们在江西进行了第
一次固体发动机联合试车，那次试验对我
们意义非常大，绝不亚于本次首飞。”舒畅
说，那一天，团队很多人都在现场观看，他
自己则坐在嘉宾旁边，一副“谈笑风生”的
样子，因为他对公司的产品和技术，还是比
较放心的。

“倒数记时，3，2，1，点火。”随着点火命
令下达，舒畅的心里突然紧了一下，因为在
听到点火的时候，发动机的火，并未点燃。

一秒钟后，发动机点火成功，现场爆发
出雷鸣般的呼唤，但对舒畅而言，那一秒，
宛如隔世。“在嘉宾等外人看来，那一秒其
实并不明显，但对我，对整个团队而言，心
情却很紧张，大家很担心是不是点火系统

有问题，点不了火，或者是控制系统有问
题，准确性不够。”舒畅说。

后来所有人得知，负责按下点火的员工，
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他非常紧张。所
以在听到点火命令后，犹豫了那么一秒。

今年4月，零壹空间进行第二次发动
机试车，相比第一次，这一次的气氛要轻松
很多，却依旧出了“意外”。

“这次点火的员工并非上次那个，却也
是第一次点火。不过，他并没有慢一秒，而
是快了一秒，点火命令还没完全说出口，他
就按下了按钮。”李云鹏笑着回忆说，第一
次的“一秒钟”，是紧张，而第二次的“一秒
钟”，更多的是激动。

在测控室欢呼声逐渐变小时，最激动
的李云鹏也开始平静下来，眼中还带着些
许泪光。“感觉之前的努力，一切都值得。
现在的我，只想回去，好好睡一觉。”

总装团队多为重庆人

在零壹空间的团队中，有一个“最年轻”
团队，里面年龄最大的，也就30岁左右，年
龄最小的21岁。这个团队便是总装团队，
共有11人，其中有8个人都是重庆人。

“这个团队虽然年轻，却非常有战斗
力。我休息那一天，他们都没有休息，而是
打着电筒，完成了当天的总装任务。”李云
鹏提及总装团队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蔡昊出生于1994年，却算总装团队的
“老人”，平时的主要职责是安检与验证。他
说，团队里那些年轻人，很多还在实习，还有
些刚刚毕业，自己有时候要充当“知心大哥”
的角色，解决他们在工作上遇到的问题。

“在学校时，大部分东西都是理论上
的。工作后，接触到实践的东西更多，自然
会有‘撞南墙’的时候，我自然要指点下他
们。”蔡昊说，团队中的年轻人，很能吃苦，
也很愿意学习。总装团队的工作需要非常
细致，工作强度也大，但这群年轻人却能很
快适应，这让他非常欣慰。

团队中的重庆人，也在某种程度上，给
予了蔡昊“亲切”的感觉。“我女朋友就是重
庆的，毕业后，她回重庆，我在北京，一直异
地恋。今看着这群重庆小伙，也容易触景
生情。”蔡昊说，公司正在重庆修建厂房，修
建完后，总装团队也将去到重庆，他也能够
结束与女朋友的异地恋了。

“重庆两江之星”发射背后的故事

这支研发团队平均年龄仅32岁
本报首席记者 陈钧 记者 杨骏

5月17日，国内首枚民营自主研制商
用火箭在西部某基地发射成功，揭开了我
国商业航天领域的新篇章。

作为这枚火箭的研制方——重庆零壹
空间航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零壹空
间）也是国内航天领域向民营企业开放后，
首个迈入运载火箭研制领域的民营企业。

从行业“新军”到拥有运载核心技术的
民营企业；从获得首笔投资，到发起飞行联
盟；从被人质疑“白日做梦”，到“重庆两江
之星”首飞成功，零壹空间一路走来，并不
容易，其中离不开合作伙伴的支持，也让我
们听听，这些合作伙伴对零壹空间的评价。

投资因为信任和梦想

获得战略投资，对一个新生企业而言，
无疑是得以高速发展的关键。2016年10
月，零壹空间获得了自己的第二笔融资，金
额超过1亿元。

作为本轮投资方，比亚迪联合创始人
及深圳正轩投资董事长夏佐全在“重庆两
江之星”发射成功发布会上，向众人说出了
自己当年选择投资零壹空间的原因。

“我关注航天领域很早，当我发现自己
的竞争对手在做航天时，我便在市场上找
寻适合的航天公司。零壹空间出现后，我
便决定投资。”夏佐全说，零壹空间是民营
航天的代表，对它的投资，其实就是对中国
民营航天事业的投资。

他还表示，投资不一定就要赚钱，也要
为梦想。在这个时代，能够为民营航天投
资，是一件梦寐以求的事，希望有一天，中
国的民营航天企业在世界能有一席之地，
并与SpaceX竞争。

与夏佐全想法类似的，还有原影视明
星任泉。他透露，投资零壹空间，除了梦想
外，还因为相信零壹团队，相信舒畅这个
人。“造火箭需要那种安安静静地，耐得住
寂寞，认真做事的人，而舒畅具备这一气质
和特性，他的团队也是如此。”

助力商业航天强国建设

何文是零壹空间第一笔投资的春晓资
本合伙人，他选择零壹空间的重要原因在
于两个字“互补”。

“没有运载火箭，航天无从谈起。而代
表商业化趋势的小火箭的设计和制造，需
民营力量的广泛参与，对国家层面形成很
好的互补。该项目一旦成功，市场空间会
非常广。”何文如此表示。

与他有类似观点的，还有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教授林平贵。在“重庆两江之星”发
射前一天的高校联盟授徽仪式上，他代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把校徽贴在了火箭身
上。他表示，“重庆两江之星”的发射，是又
一里程碑式的事件，标志着民营航天领域
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中国航天领域，也出现

“国家队”与民营企业并存且互补的局面。
零壹空间的另一重要投资方，哈工大

机器人投资管理公司合伙人、董事总经理
都丹则称，零壹空间已成为哈工大联合社
会资本在航天领域共同打造的创新创业平
台，哈工大在航天领域拥有丰富资源，投资
后将在人才、技术、市场等多方面对零壹空
间的发展提供支持，从而推动整个民营航
天领域的发展。

两江新区下属企业两江航投集团也出
巨资支持零壹空间发展，积极响应我国军

民融合发展战略，通过引入围绕火箭技术
为核心的技术创新业态，力图打造中国内
陆地区高端产业新的增长极。重庆两江航
投集团董事长方文杰表示，这不仅有利于
促进国家产业升级，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引
导社会资本方向；另一方面，各方资本的深
度参与对商业航天的发展，也注入了新的
力量和活力。

重庆航天产业从无到有

2016年，零壹空间落户在重庆两江新
区，从而在北京、重庆两点进行布局，形成了
北京研发、重庆生产与总装的格局。

从落户重庆两江新区，到2017年底其
研制的固体发动机试车成功，再到“重庆两
江之星”成功发射，从某种程度上看，零壹
空间在重庆的发展史，也可视作两江新区，
乃至重庆在商业航天领域的发展史。

为此，两江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
巡视员杨进才在首飞成功后的发布会上表
示，本次“重庆两江之星”的成功首飞，不仅
标志我国首家民营企业顺利实现“总体设
计研发——分系统设计研发——总装测试
——发射”的全流程型号研制能力，也标志
着两江新区的民营航空发展，从几千米的
对流层，上升至万米平流层。

当前，航空航天作为两江新区重点发
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也是两江新区
践行国家“军民融合”战略的关键一环。
在包括零壹空间在内的合作伙伴共同推
动下，两江新区航空产业实现了从无到
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并开拓性地拓展了
航天领域，累计引进项目近20个，引资超
过300亿元。

在国外，已有可以能够用于亚轨道研究和飞行试验的平台。比如美国Generation Orbit
公司的GOLauncher-1。目前已可提供长时间高速飞行环境、可定制化、军民多类客户使用等。
计划2019年首飞，并声称世界上首个商用飞行试验平台具备初步运营能力。

OS-X介绍
在此背景下，零壹空间自主研发了首个国内商

用/科研用先进空天技术验证飞行平台：OS-X系列
亚轨道火箭。“重庆两江之星”，便是该系列火箭的
首飞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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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
里”。昨天，“重庆两江之星”号一飞冲天，
不仅标志着中国首枚民营自研商业火箭
发射成功，还表明重庆正用行动追逐“中

国梦”。
火箭，国之利器。长征系列火箭为中

国航天事业写下无数辉煌篇章。壮大祖
国航天事业，不仅是“国家队”的责任，每

个心怀航天梦想的中国人，都可以投身到
这一波澜壮阔的事业中去。

“重庆两江之星”号成功发射背后，既
可以看到年轻一代航天人的梦想与行动，
还可以看到重庆勇往直前，积极向上的城
市精神。

以零壹空间为代表的航天企业落户，
为两江新区乃至重庆的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一股新动力，输送了源源不断的新能
量。

为高质量发展增添了新能量
本报首席记者 陈钧 记者 杨骏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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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飞行

2019年

OS-X按需
每月1发

合作伙伴这样看
零壹空间
本报首席记者 陈钧 记者 杨骏

飞行试验，正成为空天关键技术研究的重要手段。世界范围内，
类似HiFire计划、HIAD等计划，都需要飞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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