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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零壹空间 OS-M 首型运载火箭暨“重庆·两江
之星”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对于大部分小伙伴来
说，不能去现场亲眼观看火箭发射，难免有些遗憾。别
急，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获悉，位于重庆两江新区航空产业园
的零壹空间商业火箭智能制造基地已于日前开启试运行，小伙伴
们近距离观看“重庆·两江之星”的机会来了。

“重庆·两江之星”火箭到底啥样？

拆开让你看个仔细！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独家探馆
零壹空间商业火箭智能制造基地

重庆有了火箭总装测试能力
据介绍，零壹空间商业火箭智能制造基
地将分两期建设，一期 53 亩，建设火箭总装测
试厂房、研发和试验中心、飞行监控中心、合
练场坪。
3 月 25 日，记者提前探馆，看见一期总装
测试厂房基本建设完毕，
正在进行最后的装修。
一期总装测试厂房总建筑面积约 8500
平方米，主要由装配测试大厅、三层附楼组
成。附楼一层为测试用房、生产辅助、飞行监
控用房，
二至三层为试验间和办公室。
“总装测试厂房的装配测试大厅跨度 30
米。”零壹空间设备技术工程师杨肖介绍，高
洁净度卫星测试间满足重量在 1 吨及以下小
卫星的总装、测试需求。而运载火箭总装中
心则可满足 5 发运载火箭的总装总测能力和
存贮能力。
杨肖说，包括即将发射的 OS-M 首型运
载火箭在内，
此前的火箭总装测试都是在外地
完成，
“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总装基地，
将大大
节约成本，
提高测试效率。火箭在这里完成总
装测试后，
就可以直接运送到发射场。
”

火箭长啥样拆开让你看个仔细
走进总装测试厂房，一排摆放整齐的“大
家伙”
瞬间吸引了记者的目光。
“这是 OS-X 系列‘重庆·两江之星’首飞

火箭的部分残骸。”杨肖指着造型颇有“艺术
感”
的两坨大铁块说。
此外，火箭的整流罩、发动机、空气舵、燃
气舵、二级尾段等部件也按序摆放着，每个部
件都充满了“高科技”。比如整流罩，杨肖介
绍，为了减轻火箭负荷，整流罩采用碳纤维结
构，具有强度高、质量轻的优点。
“这家伙看着
很大，
但其实一个人就抬得动它。
”
与整流罩刚好相反，体积较小的燃气舵
却非常重，记者用尽全力才将其稍稍抬起。

OS-M 首型运载火箭今日发射
谈到今日即将发射的 OS-M 首型运载火
箭，零壹空间相关负责人表示，
“重庆·两江之
星”将于 27 日抵达发射区，开始进行起竖等最
后的发射准备。
“火箭已经完成了发射前需要
的基本测试，各系统均工作正常，火箭系统机
械接口和电气接口的正确性及匹配性也已成
功验证，
为后续火箭发射做好了充足准备。
”
该负责人还透露，零壹空间商业火箭智
能制造基地还将建设研发中心、数字化智能
装配中心、协同创新实验室等，建成达产后年
产值 15 亿人民币。
“基地一期项目预计年内正
式投用，将形成年产 30 发运载火箭总装测试
及试验能力。”未来，零壹空间火箭总装基地
还计划建设“航天科普基地”，打造适合中小
学生的航天科技创新实验平台。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淳

现金收购老茅台酒
应老客户盛情邀请，再次走进重庆

另收购 1999 年之前的五粮液、洋酒、剑南春、郎酒、安宫牛黄丸、虎骨酒及各类高度白酒

整流罩
整流罩是运载火箭的主要结构件之一，位于
箭体最顶端，包裹住四级发动机、姿控舱、卫星等
部件，
保护内部零件及设备免受气动力热的影响，
同时保持整箭气动外形。

OS-M 四级发动机
采用单室单推力、固定单喷管、安全点火装
置、耗尽关机方案。主要作用是为卫星最后入轨
提供动力。

OS-M 三级发动机
采用单室单推力、固定单喷管、安全点火装
置、耗尽关机方案。主要作用是运载火箭在真空
环境下工作的动力来源之一，保证运载火箭稳定
飞行。

OS-M 一二级发动机

零壹厂房内的火箭模型。

采用单室单推力、固定单喷管、安全点火装
置、耗尽关机方案。主要作用是为运载火箭大气
层内飞行段提供动力，
保证运载火箭稳定飞行。

空气舵
空气舵是火箭控制系统的主要执行元件之
一，
位于箭体外圆柱面，通过偏转来改变外界气流
的方向从而实现对箭体轨迹和姿态的控制。

燃气舵
燃气舵是火箭控制系统的主要执行元件之
一，
安装在发动机喷管的后面，
通过舵面的作用使
得发动机羽流偏转产生侧向力达到推力矢量控制
的目的。燃气舵在整个工作过程中，都处于高达
3000℃的超声速燃气射流范围内，工作环境极其
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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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1900

1997 年茅台酒

5500

2010 年茅台酒

2000

1996 年茅台酒

7000

2009 年茅台酒

2100

1995 年茅台酒

9000

2008 年茅台酒

2200

1994 年茅台酒

9500

2007 年茅台酒

2400

1993 年茅台酒

9800

2006 年茅台酒

2500

1992 年茅台酒

10000

2005 年茅台酒

3000

1991 年茅台酒

11000

2004 年茅台酒

3200

1990 年茅台酒

12000

2003 年茅台酒

3500

1989 年茅台酒

13000

2002 年茅台酒

3800

1988 年茅台酒

14000

2001 年茅台酒

4000

1987 年茅台酒

15000

2000 年茅台酒

4100

1986 年茅台酒

16000

1999 年茅台酒

5000

1985 年茅台酒

17000

1998 年茅台酒

5200

1984 年—1980 年茅台酒

18000-21000

以上价值为 53 度单瓶全品相，
不跑酒报价，
跑酒与品相不好的价格另议

1979年—1953年茅台酒价格2.2万元至几十万元左右，原整箱老茅台价格更高
第一会场地址：渝中区上清寺全季酒店 11 楼 1101 室（嘉陵桥西村 2 号，太平洋广场旁）
公交路线：108、114、124、411、461、615、872、112、118、138、416、602、818、145、
181、465、480、601、612、881 上清寺站下车。

咨询电话：15955850218

第二会场地址：沙坪坝区重庆大酒店 9 楼 908 室（小龙坎新街 84 号）
公交线路：220、237、248、260、462、805、806、843、0492 到沙坪坝
三角碑下车向西100 米即到。

咨询电话：18456018696

第三会场地址：九龙坡区石桥铺新西亚大酒店 15 楼 1508 室（渝州路 33 号西亚广场）
公交路线：109、425、839、871 轨道石桥铺站下车。

咨询电话：15061557150
活动时间：2019 年 3 月 27 日—4 月 4 日（早 8 点—晚 6 点）

此电话长期有效，欢迎新老顾客来电咨询。
（全天无休）可上门收购。
交易成功，补贴 50 元交通

火箭残骸。

二级尾段
二级尾段是 OS-M 火箭的主要结构件之一，
位于一级发动机和二级发动机之间，主要起骨架
连接作用，并为各种设备和电缆提供安装和固定
位置。一级发动机燃料耗尽后，二级尾段在切割
索作用下沿轴向断开，
实现火箭一二级分离。

三级尾段。

三级尾段
三级尾段是 OS-M 火箭的主要结构件之一，
位于二级发动机和三级发动机之间，主要起骨架
连接作用，并为各种设备和电缆提供安装和固定
位置。二级发动机燃料耗尽后，三级尾段在切割
索作用下裂成 6 块，
实现火箭一二级分离。

零壹厂房内部。

卫星舱架
卫星舱架位于火箭顶端整流罩内的控制舱
上，
用于安装卫星及姿控系统推力室。

发动机喷管
发动机喷管位于发动机尾部，发动机内部高
温高压燃气通过喷管后转化为超音速气流，产生
反作用推力。

姿控动力系统力学环境试验件
OS-M 姿控动力系统位于四级发动机上
方，拥有多个喷力室，用于控制火
箭三、四级的俯仰，偏航，
滚转三通道的姿态。

2011 年—2017 年茅台酒

一分钟了解
“重庆·两江之星”
火箭

一级发动机壳体。
上游新闻记者
高科 摄

零壹厂房外观。
零壹厂房外观
。

23 颗牙！65-75 岁 你的牙齿达标了吗？

听国际钢琴家分享种牙记，
抽进口种植体，
领公益种牙补贴，
报名热线：
023—68077670
遇调整：
卫健委健康口腔标准，
你达标了吗？
口腔内容
2020 年
2025 年
12 岁儿童患龋率
控制 32%内 控制 30%内
儿童窝沟封闭覆盖率
达到 22% 达到 26%
成年人每天两次刷牙率 达到 40% 达到 45%
65-74 岁老年人余留牙数 达到 23 颗 达到 24 颗

易轻视：
哪些因素会导致牙齿缺失？
老掉牙，老了就会掉牙？其实中老年缺
牙多数是年轻时种下的“祸根”；小时候和成
年时对牙齿不够重视，没有好好清洁和保护，
患上龋齿、牙周炎、牙疼、牙龈出血/萎缩，最后
牙齿就会大面积缺损，松动、脱落；到后面，缺
1-2 颗牙又觉得没必要修复，最后邻牙倒了，
老了牙齿只会松的越快，
缺的越多！
再补救：
报名放心种牙节，
当天种牙当天用
第 2 届放心种牙节截止昨日，选择“植得
种”种牙已突破千人，很多缺牙老人、明星都
慕名而来选择中、意、韩、澳专家亲种，其“当

天拔牙、当天种牙、当天用牙”的技术特色，获
市民一致好评！活动还吸引国际钢琴家汪洋
的关注，带父亲来渝种牙，并于本月 27、28、29
日 开 展 种 植 牙 分 享 会 ，缺 牙 市 民 可 拨 打
68077670 报名，领公益补贴，抽免费种植体
和牙冠大奖。
315 放心种牙节，
种牙领公益补贴
每日援助：100 人；申领范围：
重庆缺牙人
至少可领 3000 元公益补贴
进口种植体低至 2500 元/颗
申请援助电话：023—68077670！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