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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国防科工局获悉，载有长征五

号运载火箭合练产品的专用运输船 20 日

从天津港起航，驶往航天发射场，将与先期

抵达的探月工程三期探测器合练产品共同

开展发射场合练任务。

据介绍，此次发射场合练是长征五号

运载火箭工程研制关键里程碑节点，是长

征五号运载火箭和探月工程三期与发射场

的第一次全系统实物演练。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由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公司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抓总研

制，是我国全新研制的、目前运载能力最大

的新一代运载火箭，计划2016年择机进行

首次飞行试验。

目前，探月工程三期嫦娥五号任务研

制进展顺利，预计于 2017 年前后完成研

制，择机由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发射，实现我

国无人月球采样返回的目标。 （新华社）

中泰铁路合作联合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日前在泰国曼谷召开。双方就可行性研

究、详细设计、工程总承包以及线上合资方

案、融资方案、政府间铁路合作框架协议等

问题进行了充分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据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的消息，11日至

12 日召开的联委会第七次会议由中国国

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晓涛与泰国交通

部部长阿空·丁披他耶拜实共同主持。会

上，双方就中方提交的项目一期工程可研

报告内容以及二期工程可研工作深入交

换意见。泰方对中方按时提交一期工程

可研报告表示满意，并对报告质量给予高

度评价。中方将于10月15日向泰方提交

二期工程技术经济研究相关结果。

双方还就政府间铁路合作框架协议

文本达成共识，并将于下一次联委会上签

署，为下一步开展商务和融资谈判提供基

础和依据。双方商定，中国铁路总公司和

泰铁将尽快起草线上合资相关备忘录和

股东协议。双方将密切配合、加强沟通，

进一步完善工作计划，抓紧推进相关工

作，努力实现铁路项目年内开工建设目

标。

联委会第八次会议将于10月28日至

29日在北京召开。 （新华社）

近期，有关泰中两国合建铁路的各种

消息满天飞。与泰中铁路合作相关的消息给

人一种事态反复的总体印象，仿佛存在某种

阻力。特别是，原本打算前往广西南宁出席

第12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泰国总理巴育

在会前一周取消行程，指派副总理塔纳萨代

为参加相关活动，又给不少媒体以遐想的空

间。以《曼谷邮报》为代表的泰国媒体近期甚

至刊文，认为巴育取消赴华行程实因无法兑

现铁路相关合作而刻意回避。

不过，对于这些传言，出席东盟博览

会相关活动的泰国总理特使、副总理塔纳

萨在一份单独回复记者的书面采访中做

出正面回应，使各种传言不攻自破。

“有望年内上马”

“泰中合作建设泰国铁路基础设施，

是一件不仅对双方、而且对地区至关重要

的事，”塔纳萨说，“泰中双方正在磋商合

作的项目，是一个铁路线总长 840公里的

项目……未来，这条铁路将成为泰中间人

员往来、物资运输的重要通道。目前，泰中

双方正密切合作，确保铁路项目尽快落

实，工程有望在今年年内上马。”

依照先前设计规划，中泰合作修建的

这条铁路线为人字形铁路线，北起泰国东

北部的廊开府首府廊开市，一路向南，经

乌隆府、孔敬府、呵叻府，在中部沙拉武里

府坎桂县分成东南和西南两支，东南方向

直至罗勇府重要物流港口玛塔卜县，西南

方向终于首都曼谷。

廊开-坎桂-玛塔卜线全长 700 多公

里，坎桂-曼谷线130多公里。

两线均采用1435毫米标准轨，设计时

速不详。

泰国国土分为中部、南部、北部、东北

部四大板块，原有铁路系统依照四大板块

的布局而设计，其中北部清迈到曼谷的铁

路线为核心线路。

最值得关注的是，此次计划建设的铁

路线北端位于东北部的廊开，而不是清迈。

廊开位于湄公河南侧，是泰国东北部

重镇，与老挝首都万象隔河相望，两市间

驱车仅20公里路程。

而就在本届东盟博览会开幕式上，老

挝副总理宋沙瓦也给出明确表态，中老铁

路也将在今年年底前开工建设。这意味

着，两条铁路线将在廊开汇合，联通成泛

亚铁路的中线。

再争丝路驿站

在答复记者的提问中，塔纳萨首先用

“欣赏”和“富有建设性”评价中国倡导的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他说，海洋经济在

国家发展中至关重要，而几乎所有的东盟

国家都是海洋国家，所以，泰方认为，“一

带一路”战略是促进东盟与中国海陆联通

的重要平台，符合东盟和中国互惠互利的

共同原则。

塔纳萨说，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东

盟与中国可在铺设港口网络、海洋商业合

作、确保航行安全、打击海上跨境犯罪、救

灾减灾、环境保护等领域展开深入合作。

“不仅如此，‘一带一路’战略不仅可加强东

盟与中国的合作，而且能使东盟与‘一带

一路’战略中的经济带沿线以及海上新丝

路沿线上的其他区域经济形成贸易联通

……所以泰方赞赏和支持这一宏伟战略。”

在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塔纳萨

也多次提到，泰中建交虽然只有 40年，但

可考的泰中往来历史已有千年。“历史上，

泰国就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

今天，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地处中南半

岛中心位置的泰国也要成为重要支点，成

为连接中国和东盟的最佳门户，成为互联

互通的重要枢纽。”

展望合作前景

在给记者的书面答复中，塔纳萨用很

长的篇幅对泰中合作现状进行评述，并对

双方合作的未来趋势和前景进行展望。

泰中双方自 2012 年建立全面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中国不仅是泰国信任的朋

友，更是泰国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之一。中

国目前是泰国最大的贸易伙伴，2014年双

边贸易额达到636亿美元。

今年上半年数据显示，中国不仅是泰

国最大的投资国，也是泰国最大的游客来

源国。今年全年赴泰旅游的中国游客预计

达到 700万人次，占入境泰国游客总数的

四分之一。”

与此同时，中国也是泰国最大的出口

市场，其中农产品份额最高。塔纳萨说：“听

说中国的消费者对泰国大米和水果十分欢

迎，我们双方正在就此进一步合作，以便让

更多中国消费者能够以更加合理的价格享

受到更加新鲜、更加高品质的泰国产品。”

“我是中国粉丝”

塔纳萨虽然军伍出身，但极具幽默

感。早先，他曾因发表一番对中国外交部

长王毅的溢美之词而备受媒体关注。这次

在广西举行的中国-东盟博览会期间，甚

至在书面采访中，他也是妙语连珠。

“我是中国的粉丝，几十年的粉丝，”

塔纳萨在多个场合说道，“我许多次来到

中国。中国在我心中，占有一片特殊的位

置。去年我出任副总理兼外长后，中国也

是我第一个出访的国家。”

“如果叫我回答是什么让中国如此让

我印象深刻，这真是难倒我了，美丽的景

色、多元的美食、千年的文化、科技的先进

等等，确实有很多，”塔纳萨在书面采访中

写道，“我认为，对许多泰国人而言，我们

都感到自己与中国有缘，如兄弟，如姐妹。

在中国，我感受到一种家的感觉。”

塔纳萨说，过去的 40年，已经见证了

泰中两国在贸易、投资、旅游、基础设施建

设等领域的持续合作，“而这种合作与发

展，更是见证了我们双方在政治、社会、文

化，特别是民众之间的一种契合。”

（新华社）

长征五号将和探月三期发射场合练

长征六号新一代运载火箭新在哪里
一箭发射20星 回收利用新技术在国际上属首次

中泰铁路怎么了？泰方交底：有望年内上马

中泰就铁路合作框架协议达成共识

新闻背景

相关新闻

9月20日7时01分，我国新型运载火箭长征六号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成
功将20颗微小卫星送入太空。 □新华社/发

19日，中国高铁在广西南宁正在举办的第12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亮相。 □新华社/发

昨天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

的长征六号开创我国一箭多星发射新纪

录。作为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的首飞箭，

长征六号“新”在哪里？记者走访了长征

六号抓总研制单位——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公司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

“三平”的测发新模式

以往，火箭研制完毕从总装车间运往

发射场，大多是分段运输，然后在发射场

的塔架上完成火箭各子级的垂直吊装总

装和测试。长征六号对这一传统模式进

行了彻底变革，创造性地采用了“三平”测

发新模式，即水平整体测试、水平整体星

箭对接、水平整体运输起竖发射。

此次发射的长征六号在水平状态下

完成全箭总装和测试，包括与20颗卫星的

对接。整发火箭也是水平放置于专门研

制的自行式整体运输起竖车上，由起竖车

将火箭水平运输至发射工位，一气呵成地

完成水平对接、翻转起竖、垂直定位、燃料

加注和发射等动作。

承载长征六号的自行式整体运输起

竖车集火箭运输、起竖、发射脐带塔功能

于一体，火箭稳稳地安坐其上，就能完成

从测试到加注发射的所有流程。

为了适应火箭“三平”测发需要，上海

航天对地面测发控系统也进行了改进，将

各种测试设备集成安装到五个方舱内，形

成了一辆移动的“体检车”，车随箭走，大

大简化测发流程。

回收利用的航天新技术

长征六号首次采用了我国最新研制

的高压、大推力、无毒、无污染的补燃循环

液氧煤油发动机。一级直径 3.35米，采用

单台最大推力为 120 吨的液氧/煤油发动

机，二、三级直径 2.25米，分别采用一台液

氧/煤油发动机和一台常规推进剂发动

机。火箭起飞推力1200千牛。

为了获得更大的运载能力，长征六

号火箭采用了一系列全新的设计方案，

独特的发动机氧箱自生增压技术是最大

亮点。由于火箭在飞行中，需要不断对

发动机氧箱进行增压，传统设计中，需

要额外增加独立的增压气瓶。自增压方

案利用发动机燃气发生器的富余氧气为

一级氧箱进行增压，可为火箭减少 12个

单独的增压气瓶以及一整套冗余增压系

统，大大优化火箭总体方案并减少质量

隐患。

这项回收利用的航天新技术在国际

上从未曾有过先例。上海航天科技人员

开展了大量试验和攻关，充分验证方案可

行性，并通过热试车有效验证了增压系统

的工作性能，仅增压输送系统就申请了 16
项专利。

此外，长征六号还创造性地使用了发

动机燃气滚控系统，利用一级发动机涡轮

泵后引出高温高压富氧燃气，与发动机一

起对火箭进行滚动姿态控制，保证火箭飞

行过程中的姿态稳定，在国际上也属首

创。

全新的火箭“神经网络”

控制系统是火箭的“神经网络”。长

征六号紧跟国际运载火箭发展趋势，将控

制、测量、供配电组成全新的电气系统，实

现了箭上信息一体化、供配电一体化和地

面测发控系统一体化，有效提高了火箭电

气系统的先进性、可靠性与适应性。

在控制系统中，采用了“双八表捷联

惯组组合导航”技术和“迭代制导”技术，

综合利用地面测控网、导航星座系统和中

继卫星，实现天基测控和地基测控相结

合，在火箭飞行过程中对火箭状态进行实

时测量，实现更高的导航精度，以确保卫

星入轨精度达到百米级，在太空实现点对

点的“上门投递”。

航天“智造”的新工艺

长征六号在设计中采用了全箭数字

化协同研发及一体化总装集成技术。将

设计转化为实物，充分展现了航天“智造”

的新工艺。

为了大幅降低火箭自重，长征六号运

载火箭首次采用大温差隔热复合材料夹

层共底贮箱。夹层共底需承受液氧、煤油

两个独立系统的正压、反压载荷，同时还要

抵抗液氧和煤油之间将近200摄氏度的温

差。经过16个月研制，上海航天最终攻克

一系列难题，并掌握了激光扫描及仿形加

工、结构件整体胶接成型等关键制造技术。

阀门是火箭管路中的关键部件，温差

变化容易造成阀门产品的收缩、膨胀变

形，从而影响气密。长征六号上各种各样

的阀门有 40多种、90余件，温度从-196℃
到 50℃。大温度跨差对阀门的原材料选

型、零件机加工精度、装配试验维护等产

生了一系列影响。技术人员经过 10个月

艰苦攻关，最终掌握低温阀门研制技术。

通过长征六号的研制，上海航天还掌

握了高精度膜片贮箱制造加工、高压引流

伺服系统、低温静力试验技术等一大批自

主关键技术，有力推动了航天制造技术快

速发展，带动一大批工艺技术改进。

长征六号首飞箭发射了 20 颗卫星。

为了满足多星发射需求，长征六号在国内

首次采用了冯卡门复合材料全透波卫星

整流罩，使卫星整流罩具备了全向透波能

力，有力改善全箭力学环境和卫星环境条

件。通过对多星发射技术的探索，还形成

了系列化、标准化的多星发射接口，为今

后进一步降低卫星发射成本、提升多星发

射能力奠定了技术基础。

在长征六号研制的基础上，上海航天还将

继续研制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打造长征六号

升级版，形成系列化产品。长征六号升级版有

望在“十三五”期间实现首飞。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