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訊】據美聯社 6 日消息：耗資
25億美元的 「好奇」號探索項目是否物有
所值？在目前美國經濟不景的時勢，尤其
引發爭議。有美國輿論便認為，當局應棄
昂貴的火星計劃，轉求成本較低的別類宇
宙研究。 「好奇」號一旦失敗，意味美國
對星體科研，特別是火星計劃的資助，
可能更見萎縮，美國大國地位恐怕也會不
保。

這次成功着陸火星，給美國太空總署
打了一針強心劑，尤其是該總署正在辯論
是否有能力在2020年前再發射進行另一次
火星着陸。在經濟困難時期，美國太空總
署退出與歐洲太空總署的合作，雙方原本
打算在2018年讓一輛收集岩石的漫遊車着

陸火星。歐洲人轉而與俄羅斯拍檔，太空
總署則重繪火星登陸的路線圖。

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很多其他嘗試，包
括快速掠過火星、環繞火星軌道飛行或着
陸火星的嘗試，都未能成功。因此，火星
被稱為太空船墓園，但是人類一直持續派
太空船去尋找火星早期歷史的線索。

自上世紀六十年來，美國、蘇聯、歐
洲和日本總共有三十多次火星之旅，有的
是飛過火星，有的是繞火星軌道行駛，有
的是着陸─有超過一半以災難收場。但
是美國太空總署有一個探測器卻頑強生還
下來，它就是 「機遇」號，自它抵達火星
後至今已經八年了，現時仍在火星南半球
一個火山口邊緣繁忙地漫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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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火星計劃預算獲救

飛行了八個多月，5.66 億公里， 「好奇」號終於以 2.1
萬公里的時速穿過火星大氣層，安全着陸。 「好奇」號是
美國第七次挑戰登陸火星，而高達25億美元的投資總額，
也是迄今最昂貴的火星探測項目。

車輪輾出人類腳印
當這架最高科技的星際探測器發出訊號，表示它已順

利穿過火星大氣層，然後安全着陸在火星上時，太空總署
噴氣推進實驗室響起陣陣歡呼聲和鼓掌聲。工程師艾倫．
陳說： 「已確認着陸。我們已安全着陸火星。」

隨後， 「好奇」號便傳回最早幾張在火山口裡拍攝的
黑白照片，顯示下午陽光下 「好奇」號的輪子和陰影，由
於着陸時揚起的沙土， 「好奇」號與火星的首次合照有些
模糊。太空總署首腦查爾斯．博爾登說： 「『好奇』號的
車輪已經開始火星上輾出人類的腳印。」

在未來數天內，預期 「好奇」號就會傳回首批彩色照
片。經過數周的檢查之後，這輛漫遊車就會開始作首次短
程漫遊，並練習伸縮其機械臂。

美國總統奧巴馬發表聲明祝賀 「好奇」號成功登陸，

稱 「這是非凡的美國驕傲」。他曾經矢言，2030 年之前，
要讓人類登上火星。白宮科學顧問霍爾德倫則形容，這是
「外星探索的一大步」，他說，今次登陸工程非常龐大和

複雜，是讓人難以置信的成就。

項目小組猶贏金牌
負責這次飛行任務的小組，歡呼雀躍，以致噴氣推進

實驗室主任查爾斯．埃拉奇不得不呼籲大家冷靜下來，以
便舉行新聞發布會。他把該小組與那些參加奧運會的國家
隊相提並論，他說： 「這個小組拿了金牌。」

在未來兩年內， 「好奇」號將沿着火山口一座山向上
爬，鑿岩石，挖土壤，研究該地區是否存在過適合微生
物繁殖的環境，為人類的登陸做前期準備。這是人類漫長
探索的一部分，旨在探究火星歷史初期是否有過原始生
命。

10年內人類登火星
「好奇」號的着陸地點位於火星赤道附近，選擇這個

地點是因為有跡象顯示該地區過去到處是水。過去有攝像
顯示，火星似乎富含礦物質，這些礦物質是在有水的條件
下形成的。 「好奇」號的終極目標是：探索是否有生命基
本構成元素，包括碳、氮、磷、硫和氧。不過，她並沒有
配備用於尋找生物或化石微生物的設備。如果要獲得確定
的答案，尚需要派出另一個探測器，把火星上的岩石和土
壤運回地球，供大型實驗室化驗。

美國太空署的科學家亞當說： 「如果我們有動力，如
果這真的很重要，人類10年內就可以登上火星。這並非不
可實現。這是真的很困難和昂貴。所以如果人類找到足夠
的資源和動力，我們做得到。」

美國太空總署火星探測器 「好奇」號登陸火星之後，
在社交網站Twitter上發布了自己在火星上拍攝的第一張照
片，它說： 「曾經是人類的一小步……現在是6個大輪子
。看看輪子在火星土地上的照片吧。」

當然， 「好奇」號並非真的從太空發推文了。 「好奇
」號能發聲，是3名女性合作的成果。她們由美國太空總
署的社交媒體經理麥格雷戈領導。她們是代表那輛探測車
與外界溝通的 「橋樑」。她們 3 人全都以 「她」來形容
「好奇」號。

這支社交媒體團隊在2008 年11月19日把 「好奇」號
帶到Twitter去。當時離她2011年11月26日發射尚有3年
時間。這輛探測車在她的第一段推文中 「說」： 「我真的
很酷呢，（我）快要建成了，我需要一個名字。」隨後，
美國太空總署在Twitter發起了這輛探測車的命名比賽，同
時發起了一個兒童徵文比賽。結果在2009年春天，一位姓

馬的 12 歲小女孩提出的名字 「好奇」，從 9000 個參賽名
字中獲選了。

用一個機械人的 「聲音」來發推文，不但賦予了個性
，還帶來一種連結感，令美國太空總近期的任務能與新一
代的太空迷接軌。現在就連一位幼稚園學生也明白到在火
星發現水的重要性。

這些第一人稱的推文充當了與追隨者聯繫的橋樑。麥
格雷戈的工作夥伴奧康納說： 「我們把 『好奇』號由一件
死氣沉沉的金屬，變成一輛有自己生命的可愛探測車。對
流行文化的含蓄指涉、歌詞，還有一些想像得到最粗俗的
笑話，只是做這件事的其中幾種方法而已。」

截至發稿前， 「好奇」號的最新一條推文，跟大家解
釋了為什麼是黑白照片的問題， 「我遲點會從火星發回大
一點的彩色照片，等我抬起頭，把桅杆相機啟動後。」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網站）

好奇號發微博

【本報訊】綜合美聯社及法新社6日消息：香港時間6日13時31分
，美國火星探測器 「好奇」 號按照原定計劃，穿過火星粉色的天空，成功
着陸在一個巨大火山口內，這意味着人類離登陸火星的夢想又近了一步。

▶ 「好奇」 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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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奇」 號從火星傳回來的黑白照片 法新社

【本報訊】據美聯社6日消息：駛向
火星，耗時八個多月，全程 5.66 億公
里。這次歷險中最困難的部分是什麼
？是着陸。經歷過 「恐怖七分鐘」的
「好奇」號，着陸過程猶如荷里活電

影，也被稱為 「教科書」般的範本，
例如用電纜線以蝸牛式的三公里時速
，慢慢把探測器放到火星陸地上。

進入火星大氣層時，火星引力使
得 「好奇」號加速到兩萬公里的時速
，而在之後的7分鐘內，探測器的時速
將從兩萬公里降為零。NASA給 「好奇
」號裝上了一系列 「剎車裝置」，首

先會通過一個超音速降落傘來讓搭載
好奇號的太空艙減速，隨後再揭開隔
熱層，這時好奇號搭乘的太空艙會通
過火箭推動在預定着陸點上空緩緩盤
旋，並用一根纜線將好奇號放到着陸
的隕石坑裡。整個過程耗時7分鐘左右
，而在這7分鐘內，是沒有辦法和航空
航天局取得聯繫的，這也是最容易出
現問題的7分鐘，所以航空航天局稱它
為 「恐怖7分鐘」。

難怪澳洲科學家格林．納格在看
到 「好奇」號成功着陸火星後會大讚
： 「這簡直就是教科書式的着陸。」

教科書式的着陸

▲天空起重機將 「好奇」 號輕輕放
在火星表面的模擬圖 路透社

1964年11月
「水手3號」 升空後和地面失去聯
繫。3周後， 「水手4號」 再度出擊
，次年7月首次拍到火星特寫圖片
，共向地球發回21張圖片。
1975年8月
「海盜1號」 發射，次年7月釋放
着陸器在火星表面着陸。
1996年11月
「火星環球觀測者」 號發射，次年
9月飛抵火星並進入繞火星軌道飛
行，其電池2006年出現故障，遂與
地面失去聯繫。
1996年12月
「火星探路者」 號發射，它攜帶的
着陸器以及 「旅居者」 號火星車次
年在火星着陸。
1998年12月
「火星氣候探測者」 號發射，飛抵
火星後與地球失去聯繫。
2001年4月
「奧德賽」 號探測器發射，當年10
月抵達繞火星軌道，並一直工作至
今。
2003年
「勇氣」 號和 「機遇」 號火星車分
別於6月和7月發射升空，前者目
前已與地面失去聯繫，後者仍在超
期服役。
2005年8月
「火星勘測軌道飛行器」 升空，目
前仍在火星軌道上探測。
2007年8月4日
「鳳凰」 號火星着陸探測器升空，
成功降落在火星北極附近區域，但
2010年5月因太陽能電池板受損而
終止運行。

（新華社）

美國火星探測器（部分）

好奇好奇號降落過程號降落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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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射：2011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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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號簡介
體格

長約2.8米，重900多千克，設有
6個輪子，尺寸與一輛SUV相若

着陸點
位於火星蓋爾隕坑中心山脈的山腳
下

預算
25億美元，超過最初預算10億美
元，是迄今最昂貴的火星探測項目

任務
研究火星赤道附近的蓋爾隕坑，找
尋生命可能曾經存在的跡象，以及
火星過去或現在是否存在可居住環
境的線索

動力
火星上的塵土會覆蓋太陽能電池板
，因此 「好奇」 號將自己發電。重
達11磅的二氧化鐶產生熱能，隨
後轉化成電能，用來對兩個鋰電池
充電

視野
車身上方桅杆從地面向上延伸7英
寸，上面攜帶桅杆攝像機、一對高
清攝影機以及可向岩石發射激光其
分析組成的化學攝像機

工具
車身7英寸長的機械臂攜帶多種工
具，包括一個攝影機、一個X光光
譜分析儀、一個鑽頭還有收集樣本
的刷子和鏟斗

功能
在 「好奇」 號主車身內，能夠進行
地表水檢測、天然放射物測量以及
分析機械臂所傳遞的土地及岩石樣
本等多項試驗

《紐約時報》

▲美國三代火星探測器 「旅居者
」 號（左）、 「勇氣」 號和 「好
奇」 號 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