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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球基地建设方案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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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月球探测的深入发展，国内外众多月球探测方案和月球开发计划均将月球基地建设作为一个重要目标。

月球基地建设将服务于后续无人月球探测和载人登月探测任务。通过月球基地的功能和意义分析，对月球基地的选址约
束、建设步骤和实施过程提出了初步构想，并针对典型的探测站/器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根据我国运载能力，提出了
月球基地方案构想，并对月球基地建设的若干关键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可为后续月球基地建设提供参考。
关键词：月球基地；建设步骤；选址约束；关键问题；运营技术

中图分类号：V46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777（2018）04-0374-08

DOI:10.15982/j.issn.2095-7777.2018.04.008

引用格式：袁勇，赵晨，胡震宇. 月球基地建设方案设想[J]. 深空探测学报，2018，5（4）：374-381.
Reference format: YUAN Y，ZHAO C，HU Z Y. Prospect of lunar base construction scheme[J]. Journal of Deep
Space Exploration，2018，5（4）：374-381.

0

引

言

行，并在2025年前实现载人登月，在2027—2032年间

进入21世纪之后，美、俄、欧、日等国家相继提
出了各种探月计划。
2004年1月14日，美国布什政府提出了“空间探索
新构想”[1]，明确了建立月球基地的计划。美国国家航
空航天局（NASA）为重返月球制定了“星座计划”，
其目标是在2018年前，最迟2020年运送航天员重返月

建立永久性月球基地。
为开展太阳系和宇宙探测，欧洲在2001年设立了
“曙光”探测计划，并于2004年2月3日正式公布。其首
要目标就是制订和实施对太阳系进行无人和载人探索
的长期计划。火星、月球和小行星都可能成为该项目
下的探测目标。该计划的核心内容是欧洲国家参与的

球，并在月球南极建立包括生活区、发电站和通讯系

月球和火星的无人探测，提出在2020—2025年实施载

统在内的月球基地。2024年之后，月球基地将完全建

人登月，建设月球前哨站，开展月球探测和资源利用

成，航天员每次能在月球上驻留6个月。2009年5月奥

活动，使其成为技术验证试验场，通过派机器人和宇

巴马政府终止了已实施5年的“星座计划”，其目的是调

航员亲自登月来验证太空中的生命支持与居住技术，

整美国的载人航天计划，减低财政赤字，创新未来载

为载人登陆火星进行技术验证。

人航天概念，研发具有革命性的新一代探索技术，为

2006年1月6日，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

美国未来载人航天可持续和经济可承受的发展模式奠

（JAXA）公布了“太空开发远景规划”草案，提出了未

定基础；但“星座计划”中的载人“猎户座”飞船仍保留

来20年日本太空开发的主要目标。同年4月JAXA向政

继续研制，“猎户座”飞船己于2014年12月完成首飞。

府提交了总投资达570亿美元的“JAXA 2025年长期规

“阿瑞斯”运载火箭被“太空发射系统”（Space Launch

划”，内容重点是“月球探测与利用”和“太阳系探测”。

System，SLS）项目代替，SLS原预计于2017年首次试

其中“月球探测与利用”包括进行月球探测并建立月球

飞，后延迟至2019年12月—2020年6月完成首飞。由于

基地，计划在2015年前实现机器人探月，主要完成月

美国的政府更迭，每届政府都有自己的航天政策，最

球的勘查和相关技术开发；2025年前研制重复使用载

终重返月球，并建立基地的计划没有完全实施。目前

人航天器，实现载人登月和建立月球太阳能研究基

特朗普政府正在联合俄罗斯等多个国家着手建设“深空

地，完成月球资源利用的技术积累；2025年后，将着

之门”月球轨道空间站[2]。

手建立以月球表面为据点的月球空间活动基地。

俄罗斯于2007年8月公布了2040年前的航天发展计

2006年8月，JAXA在东京国际会议上公布，日本将建

划，包括研制新一代航天运输系统，进行载人绕月飞

立月表基地的时间推迟至2030年。2010年6月，JAX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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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与载人登月任务进行融合。

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10—2015年机器人登

5）月球地基建设是一项空间战略项目，在国际竞

月探测，2015—2020年高级机器人探测并返回；第二

争和空间争夺中，为我国赢得战略主动，为中国梦的

阶段，2020—2026年实现能模拟真人的机器人在月球

实现提供技术支撑和制度优势支撑。

上登陆和行走，2026—2030年进行人与机器人联合登
月，并建立月球基地。
纵观国外月球探测的现状和规划，其发展脉络分

2 月球基地的功能
月球是一个“死寂”的星球，月球表面没有大气运

为4个阶段：月球环绕探测、无人登月、载人登月、月

动等环流运动，除非月球表面受到空间流星体撞击，

球基地 ，其中月球基地可以分为无人基地和有人基

月球表面形态和物质成分不会改变。从探测的角度而

地，或者将载人登月计划纳入月球基地建设。国内外

言，对月球自身及表面的探测，没有时间维度的概

研究机构对月球基地进行了大量的研究[4-9]。由于建立

念，只有空间维度的概念。在同一个地点对月球本身

月球基地需要的投资强度大，技术跨越性强，各国月

进行探测，任何时候探测结果都是相同的（相当于时

球探测活动均受到资金和技术的困扰，月球基地的建

间“停滞”），即固定式探测器对月表探测工作时间不

设进度一般滞后于各个发布的建设路线图。

需要很长，只需要完成探测地点本身的探测任务即

[3]

1

建设月球基地的意义

可。如果要探测月球的不同信息，就需要在不同地域
进行探测，相当于在空间维度进行探测任务拓展。对

月球基地建设的重大意义表现在如下方面：

月球不同地域进行探测，需要从较大尺度进行，即不

1）月球基地具有较强的月面和空间探测能力，以

同探测点之间有较大距离，否则探测数据会“淹没于月

月球基地为中心，在一定半径范围内，可以全面、系

表尺度的分辨率”，被认为是同一片区域。如果利用月

统地开展月球就位探测和空间探测，能够加深人类对

球自转特性，对空间（对天）进行天文探测，探测器

月球以及宇宙空间的认识。

在任何时候都在天球不同矢量方向，此种探测类型从

2）月球基地可以作为月球资源开采、利用的试验

时间和空间的维度都进行了拓展。针对月球本身时间

站。He 是一种清洁核聚变材料，一旦核聚变发电技术

“停滞”的特点，月球基地建设和运营时需要在空间或

形成突破，He3有可能成为化石能源外的另一种燃料战

时间维度进行拓展，只有这样才能够获得更多更大的

略资源。通过月球基地的建设，进行月面He3资源的勘

成果。

3

察、开采、富集、存储试验，有望解决我国将来的能

月球基地的作用和功能一般可以分为以下部分：

源问题，He 的勘测与开采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和经济

1）探测试验功能。开展对天观测、空间环境探

3

价值。根据目前的月球探测，月球可能存在水冰资
源，月球基地能够较为细致地对潜在有水的地区进行
探测，确定是否有水。如果有水，确定其储量，并且
进行试验性开采和利用。月球基地建设可以为将来建
立月面资源利用的工厂、车间等生产设施提供技术积
累和工程基础。

测、月面科学探测，可以作为月面无人科研站。
2）人员保障功能。保障航天员在月面的科研生产
和生活，可以作为月面载人科研站。
3）生产应用功能。作为月面资源开发和利用的工
厂和试验室，成为生产应用型试验基地。
针对探测试验功能，月面对天观测和空间探测任

3）利用月球自身的空间环境特性（月球自身拥有

务相对于近地空间探测器有一定优势，但劣势也非常

高真空、无大气遮挡、低重力等天然空间条件），在

明显。探测器部署在月面，不需要卫星平台，没有卫

月面开展空间探测和环境试验以及特定产品的试验性

星的姿轨控寿命及燃料限制，探测器寿命较长；但是

生产，例如特种材料和药物等。月球基地能够开展月

探测器部署到月面，工程较为复杂，并且着陆代价较

面生物圈建设，在一定封闭条件下，开展空间生态环

高。综合比较，在月面部署对天观测和空间探测的探

境循环试验。通过月球基地的建设与试验，能够为人

测器的代价远高于近地轨道部署空间天文望远镜和空

类星际旅行提供宇宙空间条件下封闭生物生态环境循

间探测器。针对月面科学探测，将探测仪器部署在能

环验证。

够移动的探测平台（如巡视器、飞掠器），可在空间

4）月球基地能够支撑载人登月活动，为载人登月

维度拓展探测能力，提高探测的效率和效益。

提供技术保障，为载人登月的选址提供参考，对载人

针对人员保障功能，月面科学试验室（月面载人

登月的部分技术进行先期验证，月球基地建设甚至可

科研站）中，航天员活动的舱室为充压环境，即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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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为0.95~1.0个大气压。在充压条件下，可以充分利用承

气、氦气等物资，通常存储方式为加压存储或液化存

压舱室的特点，进行月球基地建设。

储。其中加压存储的代价太大，液化存储则需要较低

针对生产应用功能，月面存在多种矿物资源，可

的温度；故月球基地需要一个永久的低温区域。月球

以在月面开展矿物资源的开采和利用，在月面制氧，

极区存在部分永久阴影区，对于月球潜在的水冰探

进行月面潜在的水资源开发，以及开展“月面生物圈”

测、月球资源利用制氧的产物（液氧）存储较为有

试验研究等科学任务。

利。永久阴影区的持久低温，可开展低温红外探测设

3

备部署、低温超导试验、低温超导探测空间粒子环境

月球基地建设分析

探测等任务。超导环境对航天器电磁发射入轨较为有
利。如果能够实现月面电磁发射，在月面将一定质量

3.1 月球基地选址约束
月球基地不同于传统的月球探测器组合，必须具

的返回器（百千克量级）不利用工质反推方式送入月

备充分的自持能力，有较强的能源、通讯、物资补

地转移轨道，对于月球资源开采以及月球样品的返回

给、设备维护维修、废弃物资处理、产品离场返回、

将极为有利。

系统运营等能力。月球基地建设的最终服务对象为航

5）便于人员和物资返回

天员开展月面长期驻留、试验等科研活动。月球基地

不论是人员还是月球探测的样本都需要返回地
球。月面极区和赤道地区的月球基地，对人员和物资

的选址要素如下：
1）便于获得充足的能源

返回轨道较为有利，轨道窗口约束较少。月球返回任

从能源的角度，月球极区存在部分永久阳照区，

务如果采用化学推进，需要大量推进剂。若所有推进
剂需要地球运输至月面，代价高昂。为了航天员安

对于太阳能发电系统更为有利。
2）有足够平坦的场地，便于物资着陆

全，对返回任务采用人货分离的策略；人员返回主要

若着陆精度为3 km × 1 km，以1倍的着陆精度余量

以技术成熟、可靠的传统常规火箭式返回；对于物资
等返回方式最佳方案是采用电磁发射等不用推进剂的

计算，则需要6 km × 2 km范围的着陆场地。
3）便于救援

发射方式，电磁发射的最理想条件为超导电磁发射，

若载人基地出现故障，航天员需要能够迅速脱

需要一定的永久低温环境。

离；就月面救援的便利性而言，月球基地选址的最佳

月球基地约束条件可能是相互矛盾的，在工程实

位置为赤道或极区。这两类区域无论是从环月轨道到

践中，需要根据探测目标进行权衡取舍，确保基地选

达，还是从月面起飞，轨道对窗口限制均较少。

址科学可行。目前国内外载人月球基地建设选址方案

4）便于物资存储和开展试验

主要集中于极区和赤道地区。

如果月球基地为生产型基地，主要生产物资为金

3.2

属物资、水、氧气、氢气、氦气等产品。其中金属物
资和水的存储相对较为容易；如果产品为氢气、氧

建设任务
目标论证

选址
论证

选址
勘测

基地建设前期论证准备阶段

科学设
备部署

工程设
备部署

月球基地建设步骤
月球地基建设可以分为前期论证准备阶段、基地

建设实施阶段、基地运营维护阶段，如图 1所示。

人员
投送

物资
投送

基地建设实施阶段

基地
建设

基地
运营

人员返回
物资返回

基地运营维护阶段

图 1 月球基地建设步骤
Fig. 1 The construction steps for the lunar base

3.2.1 基地建设前期准备
月球基地的建设前期准备包括建设任务目标论
证、选址论证、选址勘测。
建设任务目标论证为系统论证基地建设的科学目
标、工程目标。此项目标论证可以为月球基地建设的

选址论证[6]，选址是为确定实现科学目标和工程目
标建设月球基地的承载载体。需要满足各种约束，若
选址不当，将给后续运营带来缺陷或隐患，不利于后
续任务拓展。
选址勘测是月球基地建设准备阶段的最后一步，

最小目标；随着建设的深入，可以进行补充科学任务

也是月球基地建设阶段的先导。选址勘测将发射在轨

和工程任务。

探测器、月面巡视探测器、甚至月面穿透器对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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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的选址地点进行深入探测。发射在轨探测器可以

与运营活动，开展复杂任务的基地建设，例如月面小

在轨获取月面的表面宏观和微观的地形地貌、光照条

型生产试验室，进而过渡到月面大型生产基地、月面

件、表面温度、表面成分等。月面巡视探测器本身可

永久阴影区低温试验系统。开展月面大型的电磁发射

以对选定的月球基地进行详细就位探测，对月面承载

场建设等项目，便于通过电磁发射使飞行器进入空

能力、工程施工条件、建设项目进行就地评估。月面

间，降低月面返回燃料消耗。

巡视探测器本身就是月面建设的先导机器人，为后续

3.2.3

基地运营

科学探测器材、工程设备部署提供月面操作。若需对

此阶段为月面有人基地建成的条件下，逐步开展

月面永久阴影区进行探测，还需要采用月面穿透器等

有序的科学试验、物资生产等科研与生产活动，包括

探测器进行探测，对阴影区内的物质成分与在轨或月

开展月面制氧、月面水冰探测开采、月面生物圈建

面探测器进行联合探测，以确定是否存在水冰等资源。

设、生物培养、月面He3资源开采富集与存储等工作。

3.2.2 基地建设

人员返回与物资返回，针对人员返回采用常规飞行方

1）科学探测设备部署

式，从月面发射上升器使航天员进入环月轨道，并交

月球基地需要进行科学探测，对于有时间维度的

会对接返回。月球基地运营初期，月面物资返回量相

探测项目利用月球基地开展科学研究，主要包括天文

对较少，随着基地建设的扩大，物资返回频度可能高

探测、空间环境探测和月面探测任务。对月面探测设

于人员返回频度，月面物资返回的最佳方式为非工质

备一般部署在月面巡视探测器上。

反推作用的电磁起飞方式。

2）工程设备部署

典型探测器/探测站分析

3.3

工程设备主要包括月面工作机器人和月面施工机

3.3.1

械。工程设备需要完成月面着陆场建设和科学探测站

月面机器人

场地建设，确保后续建设物资到达后能够立即开展初

月面机器人包括月面巡视探测器和月面工作机器

步部署工作。月面工作机器人需要能够与月面巡视探

人。月面机器人需要具备自我维护与维修能力，月面

测器相互维护维修，确保任务出勤率。

巡视探测器与工作机器人也可相互保障，即相互维护
与维修，确保工作过程的可靠性，满足任务出勤率需

3）物资投送
物资投送任务为月球基地建设的大规模实施阶

求。月面巡视探测器主要用于搭载科学探测设备，执

段，主要投送的物资包括月面能源站、月球对地通讯

行月面移动和科学探测任务，如图 2（a）所示。月面

站、航天员月面工作的先期保障物资、月面载人科研

巡视探测器主要负责确认月球基地选址可用性，确认

站、月球基地需要的物资存储设施，以及为后续保障

基地满足承载要求，对着陆场、返回发射场、通讯

航天员安全返回的上升器。物资投送需要解决月球基

站、能源站、探测站建设和部署地点进行最终勘测确

地无人阶段的物资保证和后续人员进驻后的生活保障、

认。月面工作机器人主要负责探测设备月面运输、设

安全保障、科研保障。此阶段需要较长的建设周期。

备部署安装、月面工程施工等任务。图2 （b）为月面

4）人员投送

运输、设备部署型月球车（机器人），图2 （c）为月

月球基地建设到一定阶段后，需要将航天员投送

面施工型机器人。由于受到着陆场大小限制，探测器

到月球表面。航天员到达月面后完成“月面载人科研

着陆到月面燃料钝化后，月面工作机器人会将着陆器

站”展开与部署，形成最终能够供航天员居住生活的月

运输到指定的地方统一存放，否则由于着陆器不断着

面工作站，并且在月面开展科学研究工作。

陆到着陆场，将导致着陆场难以容纳新的着陆器，或

5）基地建设

需要将着陆场面积不断扩大，导致设备运输距离不断

航天员进驻月球基地后，开展月球基地相关建设

增大。

（a）中国 “玉兔号” 月球车

（b）NASA 月球车模型

图2

月面机器人

Fig. 2 Lunar Rovers and robots

（c）月球施工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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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一定的工作环境温度。国内外航天研究机构对月

3.3.2 月面载人科研站
月面载人科研站为航天员提供舒适的生活和工作

球基地提出了多种月球载人基地方案，比较典型的为

环境，基本功能是维持站内一定的大气压力，保护航

刚性舱组装式[9]、柔性舱组装式[9-11]、月面建筑式[7，10-11]、

天员不受到空间宇宙射线的伤害，在月面环境温度下

地穴构建式，如图 3所示。

（a）刚性舱组装式[9]

（b）柔性舱组装式[9]

（c）月面建筑式[7, 12-13]

（d）地穴构建式

图 3 月面载人科研站建筑形式
Fig. 3 The architectural configuration of a manned lunar base

月面载人科研站需要维持的一定的空气压力，其
中刚性舱组装方案、柔性舱组装式科研站可以直接充

气舱内的气压大小确定覆盖的厚度，覆盖厚度以能够有
效阻挡宇宙射线为基准。通过月壤覆盖，有如下优势：

入空气。月面建筑式和地穴构建式采用月面材料构

1）阻止太阳光照对高分子聚合物寿命影响；

筑，如果直接采用月面材料作为气密介质，鉴于“生物

2）阻止空间高能射线进入舱内，保护航天员和对

圈2号”试验结果（“生物圈2号”内的建筑物水泥吸收二

电子设备进行防护；

氧化碳，影响到正常的碳循环，导致多数动植物无法

3）月壤厚度到达一定的尺寸后，可以隔绝舱内与

正常生长或生殖） ，科研站内空气存在与月面材料

舱外的热交换，形成一定的恒温区，简化热设计。

相互作用的风险。故需要采用内衬气密结构，将会导

4 我国月球基地方案设想

[14]

致额外的材料消耗。
其中刚性舱结构采用金属结构，其功能与性能与

月球基地内部探测站间能够相互协调，形成物资

国际空间站类似，采用不同刚性舱段对接而成，技术

流、信息流、能源流的交互，形成n × 1 > n的协同效

成熟。刚性舱结构能够防护一定量级的空间射线，使

应。月球基地需要以下基本配置：能源站、通讯站、

用寿命较长；由于受到运载火箭整流罩的限制，尺寸

科学探测站、月面载人科研站、月面机器人、月面物

受到限制，在有重力条件下，航天员工作空间和工作

资接纳系统（着陆场）、月面物资返回运输系统（发

使用面积受到限制。刚性舱构型月面载人科研站的规

射场）等配置。其中一项或几项任务站可以合并实

模受到运载能力和发射次数的限制。

施。针对我国目前的运输能力，能够实现月球基地的

柔性舱组装式类似于国际空间站的充气舱，运输

运载火箭只有CZ-3B、CZ-5，以及研制中的CZ-9运载

折叠比大，能够实现气密功能，展开后的造型可设计

火箭。其中CZ-3B运输到月面的有效载荷（运输到月

性强，对于空间布局较为有优势。

面的物资净重，不含着陆器等运输平台质量）不小于

月面建筑式需要在月面采用建筑材料或3D打印形

200 kg，CZ-5运输到月面的载荷不小于2 000 kg，CZ-9

式建造月面建筑，此种舱室结构可设计，但是需要解

地月转移轨道发射能力不小50 t[15]，运输到月面的载荷

决月面建筑材料制备和生产的相关技术问题，并且需

不小于15 000 kg。
按照常规航天器寿命，以及可更换和可维护设备

要在内部敷设气密内衬。
地穴构建式利用月面熔洞进行构建，优势为可以

的可靠性，月球基地航天器连续工作寿命可设计为

建在月表以下的恒温层。此种基地受到月面熔洞的限

10~15年。月球基地各种设备，到达月球后，可根据任

制，需要进行整形等工程施工，并且也需要气密内

务需要开启或关闭，如果按照工作时间不超过1/3飞行

衬，建筑和选址难度大。

时间计算，月球基地各种探测器可在月面服役30年以

根据以上特点和结合月面任务需求，柔性舱组装
式结构对于月面载人基地而言有一定优势；其不足在于
空间辐射条件环境条件下，高分子聚合物的寿命不如金

上。月球基地可据此安排的建设周期。
4.1

基地组成
月球基地建设需要兼顾无人阶段与有人阶段。月

属刚性舱。为了阻挡月面辐照对充气舱室结构的影响，

球基地的在建设时需要从整体进行策划。其中无人基

可采用一定厚度的疏松月壤对充气舱进行覆盖，根据充

地以月球探测、对天观测、空间探测为主；有人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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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以空间试验、物资生产等科研与生产活动为主，

建设、生物培养、月面He3资源开采富集与存储等的工

包括开展月面制氧、月面水冰探测开采、月面生物圈

作。月球基地的实施顺序和发射方式如表 1所示。

表1
Table 1
任务序号

月球基地建设发射规模及寿命要求

Requirements for the launching scale and life span for the lunar base

探测器任务

运载火箭

是否有轨道器留轨

CZ-3B

无

备注

1

月面巡视探测器

2

月面探测设备

CZ-5

无

含能源站、通讯站

3

月面工作机器人

CZ-5

无

2 000 kg物资落月

4

月面物资着陆场站建设

5

月球起飞系统

CZ-9

有

6

月面载人科研站

CZ-9

无

7

载人登月

CZ-9

有

轨道器携返回器留轨，着陆器携上升器着陆于月面

8

月面永久阴影区低温试验系统

CZ-9

无

15 000 kg物资落月

9

月面物资生产与富集试验站

CZ-9

无

15 000 kg物资落月

月面施工
轨道器携返回器留轨，着陆器携上升器着陆于月面

第八阶段，向月面投送永久阴影区低温试验系

月球基地的建设步骤如下：
第一阶段，发射着陆器携带月面巡视探测器着陆

统，充分利用月面阴影区的低温环境，开展超导领域

到月球基地选址的意向区域，执行选址勘测任务，利

科学研究，开展液氢、液氧、液氦等物质的低温存储

用巡视器进行详细勘察，确认月球基地选址的适当性。

试验，以及在低温环境中，部署高灵敏度的红外空间

第二阶段，发射着陆器到月面，着陆器携带科学

探测设备等。

探测设备、能源站和通讯站组件，除执行常规科学探

第九阶段，向月面投送物资生产与富集试验站，

测任务外，还承担月球基地能源站和通讯站任务，为

开展月面物资原位利用研究与试验，包括原位制氧、

后续建设提供基础设施保障。

金属冶炼，若月面存在水，水资源的开采和应用等活

第三阶段，发射着陆器携带月面工作机器人着陆
到月面。
第四阶段，并不执行发射任务，主要利用发射到
月面的机器人，对月面进行物资着陆场站建设和工程
施工，并将已经发射到月球基地的探测器和着陆器通
过电缆形成物理连接，构成具备能源流、信息流交换
的系统，并对已经着陆到月球基地的设备进行维护，
月面机器人承担不同探测器间的物资运输与交换。此
时月球基地各探测器间初步具备物资流、信息流、能
源流交互能力，月球基地雏形建成。

动，开展月面He3的开采、富集工作。
4.2

月面载人科研站建设
针对人员保障型月面载人科研站，按照NASA“人–

系统”集合标准（NASA-STD-3000），建议对于4个月
或更长任务周期的最小可居住体积约为20 m3/人。假设
月面航天员的数量为3~6人，月面科学试验室需要
60~120 m 3 的居住空间，再加上科学试验设备等设施，
需要约100~150 m3容积空间，需要净面积约50~60 m2。
如此大容积的试验室如果采用非折叠运输，会导致运

第五阶段，在月面部署月球起飞系统，主要是发

载火箭整流罩难以容纳。对于载人月面试验室，折叠

射一套不载人的着陆器、上升器到月面，在环月轨道

比较高的方案为柔性薄膜充气结构。月面载人科研站

部署轨道器和返回器。在月球基地的着陆场，部署有

采用柔性充气舱结构，采用球冠型构型，直径12 m，

关月面起飞的保障设施。此次任务的目的在于，在月

穹顶高3 m的建造形式（见图 4），展开投影面积110 m2、

球基地配置一套可用于值班待命的上升器，用于载人

空间容积250 m3的充气舱结构，充气气压为0.95~1个大

运行时的救援保障。

气压力，人员有效使用面积大于75 m2，有效使用空间

第六阶段，月面载人科研站建设，利用着陆器携

为200 m3。舱体表面覆盖30 cm厚的月壤，月壤消耗量

带月面居住舱及相应的保障设备到月面，利用月面工

为40 m 3 ，建筑时月壤卷扬高度不小于4 m，卷扬机侧

作机器人，完成月面载人居住舱的部署。

悬臂跨度不小于7 m。为了确保载人舱室的气密性和漏

第七阶段，载人登月，此阶将航天员进驻初步建

气后的救援性，内部采用类似蜂窝状态分布隔断舱

成月球基地，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在载人登月时，航

室，在某个舱室漏气的情况下，确保试验站柔性支撑

天员登月本身自带一套返回器，与月面前期着陆的返

结构的完整，防止被防护月壤压变形，便于及时修复

回器形成1:1备份关系，确保紧急时逃生救援使用。

漏气舱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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穹顶
高度3 m

气闸舱
进出口

充气舱直径12 m

5.5

2018年

月球基地的运营技术
月球基地是继国际空间站后一个庞大的航天基础

设施工程，需要部署的航天器数量多，任务相差大，
工作复杂，建设周期长；并且不同航天器任务周期不
同，比如着陆器主要完成着陆运输任务，在任务结束
后，其本体将废弃。对于每个飞行器任务完成后，资

图 4 月球基地采用柔性充气舱结构示意图
Fig. 4 Dome type flexible aerated cabin structure

5

月球基地建设的若干关键问题

5.1 月球基地总体规划
月球基地建设周期长，需要对月球基地进行综合
统筹，从科学目标、工程目标、选址地点、实施步骤

源统筹利用是月球基地的一项重要项目。月球基地的
运营技术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月球基地月面机器人操作技术
月面很多工作需要机器人来完成，单机器人操
作，多机器人协同操作完成设施建设、设备展开、设
备维护、设备维修更换等成为基地长期运营的关键。

等方面进行充分规划。在总体规划中，需要完成对基

2）月球基地物流与物资保障技术

地选址的初步论证，月球基地的规模界定、月球基地

月球基地建设开始后，需要不断从地球补给物

的物资补给方案确定、月球基地的运营方式初步确

资、在月面储备关键备件。载人工作后，月球基地的

定。在月球基地的总体规划中，还必须考虑月球基地

物资补给成为基地正常运作的重要保障。优化补给方

的可拓展性，为将来基地建成后，基地任务拓展预留
足够的拓展空间，满足不断进步和发展的空间技术需求。
5.2 月球基地与载人登月关系
月球基地建设与载人登月活动是相互统一的关
系，载人登月之前，月球基地项目的无人探测部分可
以为载人登月进行选址、试验相关技术。载人登月项
目可以为航天员进驻月球基地进行先期航天员月面工
作能力的验证。如果可能，可以把载人登月项目与月
球基地项目整合，统一实施。
5.3 月面设备部署与展开技术
月球基地涉及到众多的月面探测设备，需要从着
陆器上卸下，从着陆场运输至预定部署地点，完成展开
部署。过程中涉及到设备装卸、运输、组装、设备展开

案成为节省基地运营费用和提高保障效率的关键技术
之一。所以基地物流与物资保障技术是月球基地运营
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3）月球基地的废弃物资综合利用技术
地球向月球发射飞行器、飞行器完成月面着陆
后，其飞行平台任务完成，可废弃。对于地月物资补
给而言，代价十分昂贵，因而废弃的飞行器部组件对
于月球基地而言都是资源，需要综合考虑从着陆器卸
下各种单机作为月球基地的备品备件；例如电池是月
面能源站的储备物资，气瓶可作为月面气体介质的储
箱，燃料储箱经过清洗后，可以作为月面制氧的氧气
储罐等。对于任务顶层规划时需要预留改造接口和通

等工作项目。由于月球基地的通讯站、能源站和各种

用接口，便于后续废物利用。

探测设备存在较为大量的操作，需要利用一个或多个月

4）月面电磁发射技术

面机器人协同完成。在人员进驻后，将开展人、机、设

月球物资返回代价较高，利用月面环境建立超导

备协同操作。月球基地众多探测站，需要完成探测站

条件，进行飞行器电磁发射，将小型飞行器直接发送

间的互联互通，形成信息流、能源流、甚至物资的相

到月地转移入口。电磁发射可以考虑直线加速和回旋

互连通，在基地设备部署的时候需要综合考虑。

加速等方式实现。

5.4 月面载人科研站展开与建设

6 结束语

月面载人科研站建设需要考虑材料选择、舱室设
计、展开折叠、密封设计等方面。载人科研站部署

月球基地是我国继载人航天工程、导航系统工

前，由月面工作机器人对部署场地进行平整；然后将

程、探月工程后，又一个大型航天工程，其工程规模

载人科研站从着陆器上卸下，由着陆场运输至部署场

大、投资强度高。为了提升月球基地建设的效益，在

地，最后进行充气展开。月面载人科研站充气展开

建设前期需要进行统筹规划、开展月球基地关键技术

后，对舱体进行月壤覆盖，最终完成舱室建设。舱室

攻关，确保后期基地建设推进顺利。本文对月球基地

建设完成后，进行舱室设备的部署、连接调试，最终

建设方案及思路进行了初步探讨，可以为将来月球基

形成一个可供人员居住试验的人员站。

地论证和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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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pect of Lunar Base Construction Scheme
YUAN Yong，ZHAO Chen，HU Zhenyu
（Shanghai Institute of Aerospace System Engineering，Shanghai 201109，China）

Abstract：With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lunar exploration，the construction of lunar base is taken by many lunar
exploration schemes and lunar development plans at home and abroad as an important goal. The lunar base will serve the future
unmanned lunar exploration and manned lunar missions. The func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lunar base are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carrying capacity of China’s rockets，a scheme for the lunar base construction is put forward，which includes the preliminary
concept of the location constraint，the construction step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the lunar base. The typical detection
station and devices of the lunar base are analyzed. Some key problems of the lunar base are discussed，which will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unar base in the future.
Key words：lunar base；construction steps；location constraints；operation technology；operation technology
High lights：
●

The location constraints of lunar base are analyzed.

●

The construction steps for lunar base are put forward.

●

A scheme for the lunar base construction is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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