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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

登月种菜
为什么是重庆大学

本报记者 李星婷

天河基地、织女、泰山……2月15日，国家航天
局、中国科学院和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向全世界发布
嫦娥四号着陆区域月球地理实体命名。

这是人类首次在月球背面实现软着陆和巡视探测。
值得一提的是，在嫦娥四号着陆器上，搭载了一

个重量为2.608公斤的月面微型生态圈（里面有植物

种子及昆虫卵等）。这是由重庆大学牵头研制的“生
物科普试验载荷项目”（以下简称“科普载荷”），其在
月球上成功培育出人类的第一株植物嫩芽。

为什么是重庆大学牵头完成此次生物生长试
验？这个项目有怎样的意义？本报进行了独家深
度采访。

1月5日晚8点，北京航天飞行控制指挥
中心，地面接收数据显示：随嫦娥四号登月
的科普载荷里的棉花种子，探头冒出一片绿
色的嫩芽。

已盯守十余个小时的生物科普试验载
荷总设计师、重庆大学教授谢更新当即激动
地和几位团队成员相互拥抱，大喊道：“出芽
了！”

这是重庆大学五六十个人的团队、几乎
涵盖了重庆大学机械、环境、力学、通信、控
制、材料、生物等相关优势学科力量，历时3
年研制的成果。

为何在月球“播种”？缘起于2015年，
国家航天局、教育部、中科院、中国科协和团
中央共同发起随嫦娥四号登月的“月球探测
载荷创意设计征集活动”。

重庆大学设计的科普载荷是一个由铝
合金制作的圆桶，里面搭载有马铃薯、油菜、
棉花、拟南芥、果蝇、酵母等6名“神秘旅客”，
其通过植物的光合作用与动物分解等相互
作用，形成一个简单的微型生态系统。

这个创意在全国257份作品中脱颖而
出。

“如果能在月球成功进行生物生长试
验，意味着可为人类进入月球乃至地外星球
提供生存保障。”作为在月球“播种”的关键
人物，谢更新还有一个颇为重要的身份——
教育部深空探测联合研究中心副主任。

事实上，这个项目的成功，在方案可行
性论证、仪器的加工制作等多个方面，离不
开教育部深空探测联合研究中心相关大学，
以及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等多家单位的支

持。谢更新打趣道：“科普载荷是吃‘百家
饭’长大的。”

时间回溯到10余年前。2008年，为整
合高校优势资源服务于“探月与载人航天工
程”重大专项，教育部提出建立跨校、跨部门、
跨学科的协同创新平台，承担深空探测技术
和工程研发任务，为深空探测培养人才。

那时，谢更新正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时任湖南大学
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志华邀请他回国牵
头筹建深空探测联合研究中心。

谢更新毫不犹豫就办理了回国手续。
“小时候的夜晚，我常常躺在田野上，看着闪
闪的星光划过夜空。”从本科到博士，谢更新
一直在湖南大学从事环境科学与工程研
究。在他看来，深空探测是人类认识宇宙、
拓展生存空间的途径，也是人类科学发展的
必然。

2009年11月5日，由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28所重点大学和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等13家合作单位参与建设
的教育部深空探测联合研究中心，挂牌成立。

多方合作 种子在月球上发芽了

小罐子里有大乾坤
——重大“生物科普试验载荷项目”生长史自述

聚集人才 成立航空航天学院

广泛科普 将宇宙知识传递给人们

重庆日报：人类探索太空的意义是什
么？

谢更新：自1969年人类第一次登月以
来，人类对宇宙的探索一直孜孜以求。在
短短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人类对太空
的探索已取得了飞速发展。

太空有很多我们可以利用的资源，比
如氦3、稀土元素等。而且地球的承载能力
是有限的，正在热映的电影《流浪地球》，就
讲述了人类寻找新家园的故事。或许有一
天，我们需要到新的太空环境去生存。

重庆日报：科普载荷的生物生长试验
或可为人类在太空生存提供物资资料。但
科普载荷在月夜关机后，动植物就被冻坏
了。这是否意味着试验失败？

谢更新：月球自转一周的时间约为27
天7小时43分，也就是约648个小时。因
此，一个月昼或月夜的时间约等于地球上
的半个月。

由于重量等方面的约束限制，我们不能
带电池上去；因为要保证其它探测器的工
作，嫦娥四号也不能供给能源给我们。因此
当月球进入月夜期时，科普载荷会断电关
机。这期间科普载荷内部处于零下52℃的
温度，我们在地面曾模拟进行过月夜低温环
境下的试验，动植物确实会被冻坏、分解。

但实际上，如果扩大容积规模、保证能
源供给，我们的技术能达到为未来建太空
空间站服务要求，我们很有信心。

重 庆
日报：发展
航天航空产
业 对 重 庆 有
怎样的作用？

谢更新：重庆
市出台了《重庆市通用航空业
发展行动计划》等一系列文件，根据“十三
五”规划，重庆到2020年要基本建成国内
集通用航空器研发与制造、飞行作业、教
育培训、运行保障等于一体的航空产业集
群高地。国家在2016年出台的《近期推进
通航业发展的重点任务》中，也将重庆列
为首批示范区之一。

重庆在高端制造领域一直有很强的产
业实力，拥有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
术研究院、国家镁合金材料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重庆航空公司等研究中心或龙头企
业。目前两江新区正在打造航天航空产业
园，璧山也正在建太阳能空间电站……这
些都是很好的基础。

如同大航海时代引领世界经济、科技
发展一样，全球正在进入大航天时代。国
家正在加快航空航天产业布局，大力发展
太空经济，重庆可紧紧围绕国家相关战略，
借航空航天技术推动材料、医疗、机械等传
统产业的优化升级，推动重点领域和关键
环节的技术创新，使其成为经济发展方式
转变的重要助推器。

对话谢更新——

大航天时代引领科技发展

高 198.3 毫米，直径 173 毫米，重 2.608
公斤。我，就是由重庆大学研制、完成人类
在月球首次生物生长试验的“生物科普试
验载荷”。

在我容积不足1升的“身体”里，有上百
种零部件。在月球昼夜温差达 300℃以上
的环境下，培育出植物嫩芽，这可不容易。
大家知道我是怎么做出来的吗？一起来看
看我的诞生过程吧！

外形
从正方体变成萌萌哒的圆柱体

在确定我要随“嫦娥”登月后，首先是要
对我进行外形设计和选择制作材料。

重庆大学团队最开始给我设想的外形
是正方体。

我不是一个讲究外表的boy。可是，同
等容积下，正方体比圆柱体所需的散热面
积要大。所以后来，团队将我设计成萌萌
哒的圆柱体。

用什么材料制作我的身体呢？团队最
开始选择的是合金钢。这种材料硬度很
好，但是太重了，我不能超过3公斤重量限
制哦！

碳纤维这种材料很轻，但不易成型；镁合
金也是很轻的一种航天材料，但在加工时容
易自燃，会导致我精确度不够而被“淘汰”。

最后，我由质轻、易成型的铝合金制作
而成。轻巧、漂亮、耐高压，我很满意！

“五脏六腑”
每一个设计都经过无数次试验

在外形及制作材料确定后，团队开始
对我进行内部结构设计及优化。

在我小小的身体里，要包含控制模块、
导光模块、生物模块、结构模块、热控模块
等五大模块，有上百种零部件。

因为要在荒芜的月球生长出植物，可
不容易。待我一一道来这些“五脏六腑”的
巨大作用。

在月球上，我被安放在着陆器上，依靠
太阳能光板的能源工作。

拟南芥、棉花、油菜等植物要生长，需
要光合作用。于是我的头顶有一根像天线
宝宝一样的光导管。但这无疑给我的密封
性带来巨大考验。

聪明的重庆大学团队给我的罐体顶部
安装了一层坚固的钢化玻璃。这样就保证
了密封性，而且很有朦胧美哦！

对了，月球昼夜温差极大，达 300℃以
上。为了保持罐体内恒定的温度，我穿有多

层保温膜的“衣服”，安装有仅0.1毫米厚的加
热片，还有两片散热片，这让我可以在一个相
对舒适的温度下（约30℃）待着。

控制放水也很关键。因为在登月之
前，我要先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静置两个
月。如果放水早了，植物种子还没上月球
就发芽了。于是，得靠传感器将适时的温
度、情况等信号传输给控制系统，在地面飞
控系统下达放水指令后，用可在1/6低重力
条件下放水的电磁泵放水，才能保证试验
的成功哦！

是不是非常复杂？任何一个小小的设
计、变动，团队都要经过无数次的试验、论
证，才能成功完成人类首次在月球上进行
的生物生长试验。

6位“使者”
上百种动植物里选出

在月球上培育出植物嫩芽或幼虫，是
我本次登月的重要使命。那么选择哪些生
物物种跟我登月？这个任务由重庆大学生
命科学学院承担。

最开始，团队选择了乌龟、蚯蚓、仙人
掌（成株）这三个物种。

乌龟长寿，很吉祥；仙人掌耐旱；蚯蚓
可以松土。这个组合看起来不错。

可是试验中团队发现，乌龟耗氧量较大，
蚯蚓在土里的活动痕迹不易被观测到，仙人
掌占用空间大。而且，在地面密封待上两个
月后，这些活物不一定能存活。

于是，团队用水稻种子替换仙人掌，用
蚕卵代替乌龟。但水稻需要的水量比较大
（水袋只能装18毫升水），蚕宝宝不适合高温
环境，只能在18至20℃的温度生活。

然后，团队考虑过用蜜蜂替换蚕卵。可
是蜜蜂不宜低温生存，它们是在冬天抱团取
暖的群居动物。小麦、菊花、雪莲……团队从
云南深山到新疆沙漠，到处寻找可在极端条
件下生长的植物。经过一次次比对试验，挑
选了上百种动植物，最后团队终于圈定马铃
薯、油菜、棉花、拟南芥、果蝇、酵母等6名使者
随我登月（本报1月16日9版曾做报道）。

对了，你们注意到吗？在月球上长出
第一片嫩芽的棉花种子，生长在一堆彩色
的石头里。那是蛭石，是一种有机生态肥
土壤，是团队平时培育植物所用，这次在太
空派上了用场。

说了这么多，大家看出来了吗？我小
小的身体里蕴含力学、机械、材料、生物、通
信、电气等多个领域的学科知识。正是由
于重庆大学拥有多个国内排名前列的优势
学科，集合研究力量，才有我的诞生哦！

彼时，位于重庆、教育部直属的重点高
校重庆大学，也正在着力酝酿培育航空航天
专业人才和建设相关学科。

“当时，时任重庆大学校长的林建华
注意到，很多航空公司跟学校要航空方面
的人才。”重庆大学航空航天学院院长胡
宁回忆道，航空航天产业是科技含量极高
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按照国家对内陆先进
制造业基地的战略定位，两江新区在成立
之初就将通用航空产业列入了战略性新
兴产业重点发展。

“发展航空航天产业，不仅可满足日益
增长的通用航空需求，也有利于带动重庆

冶金、化工、复合材料、电子、精密机械加工
等相关产业的发展。”胡宁说，这些航空公
司纷纷跟学校提出，作为一所工科优势明
显的重点高校，重庆大学能不能加强对航
空航天产业人才的培养？

重庆大学将这件事提上了日程。以优
势学科力学为核心，重庆大学开始筹备成立
航天航空学院。

“航空航天专业必须以力学为基础。”
胡宁介绍，重庆大学的工程力学本科专业
始建于1978年，在弹性应力波理论、输配
电装备及系统安全及轻质复合材料等方
向，均取得具有国内先进水平或有国际影

响的研究成果，并有两院院士刘人怀作领
军人物。

不过，航空航天专业同时也是综合性极
强的一门学科。除学校原有的传统优势学
科如机械、电气、工程等基础师资和科研力
量外，重庆大学还围绕航空航天涉及的材
料、自动化、通信等一系列学科，先后从国内
外著名高校引进了一批知名学者，建立起一
支50多人的优秀教师团队。

谢更新，正是在2013年4月，带着4个
人的团队从湖南大学来到重庆大学。2013
年12月，重庆大学正式挂牌成立航空航天
学院。

钟志华、周绪红、杨士中、罗俊、戚发
韧……在深空探测联合研究中心的学术

委员会名单上，是一串星光闪耀的
名字。

这些来自北京大学、中国
地质大学、重庆大学等高校的
知名学者，均是航天、地质、
机械等领域的顶级科学
家。重庆大学，在2013年
成为深空探测联合研究
中心的牵头单位，并于同
年开展极端条件密闭空
间（包括月球环境）人居环
境的控制技术研究。

2月18日，重庆日报记
者一行走进位于重庆大学A

区、上千平方米的教育部深空探测联合研究
中心：蓝色墙面是浩渺的太空背景，坑坑洼
洼的泥沙模拟出月表面环境；颇具科幻感的
火星探测器（概念车）和载人月球车等仪器
正在研制中……让人似乎进入了神秘莫测
的太空环境。

“深空探测联合研究中心在成员单位

中遴选了 11所优势明显、专业突出的高
校，成立了材料、空间环境与轨道设计与分
析、热控与能源等分中心。”谢更新介绍，依
托各成员单位，中心近5年已承担“四轮三
轴”月球车研究、“星球表面采样装置”等40
多项重大工程任务和关键技术攻关，不少
成果和技术已在嫦娥卫星上运用。

除了承担重大工程任务，进行人才培
养、学科建设外，中心还有一大任务是科普。

“中心曾出版过《月球与人类》系列科
普读物，举办过月球车创意大赛等。此次
月球生物生长试验，我们邀请了南开中学、
重庆七中、重庆大学附小等中小学生一起
参与，听他们的奇思妙想。”谢更新说，浩渺
的太空，有许多未知的奥秘和人类可利用
的资源，很多以前貌似天方夜谭的想法，如
载人飞船等已逐步变成现实。

“此次登月种菜，不仅可为未来建太空
空间站提供研究基础和经验，还希望能激
发人类探索宇宙的兴趣，将月球和宇宙的
知识传递给人们。”重庆大学副校长刘汉龙
表示。

▲重庆大学，科研人员正在进行“生物科普试验载荷项目”封闭环境下的
地月对照实验。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记者齐岚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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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生物科普
试验载荷项目”实验室里已
经发芽的植物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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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
就看到

登月种菜
相关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