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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国内首枚民营自研商业火箭

“重庆两江之星” 日发射
5 月 8 日袁零壹空间召开新闻
发布会宣布袁 国内首枚民营自主
研制商业火箭要要
要野重庆两江之
星冶将于本月 17 日在国内西北某
地点火升空袁 最终发射时间将根
据当日天气微调遥
野重庆两江之星冶 箭长 9 米袁
采用零壹空间自研固体火箭发动
机作为动力袁 发动 机推力 达到
350kN袁 能够为客户载荷实现 0~
20 马赫的飞行速度遥 目前袁首飞火
箭已转运至试验场袁 正进行最后
紧张的发射前准备工作遥
发布会上袁 零壹空间总裁马
超发布了国内首个商业化飞行试
验平台要要
要OS-X 系列火箭袁野重
庆两江之星冶 正是该系列的首飞
火箭遥 据了解袁该系列火箭可灵活
配置燃气舵尧空气舵尧姿控动力等
多种控制机构袁 具有很强的控制

能力袁 并且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
进行定制化设计袁 满足微重力试
验尧探空尧再入试验尧高速技术验
证等多个定制需求试验遥
据了解袁 零壹空间已联合国
内相关领域 10 多所顶级高校发
起成立 野先进空天技术验证飞行
联盟冶遥 这是一个创新尧共享尧开放
的前沿科技验证平台袁 可为航空
航天高新技术研究提供飞行试验
服务袁具有快速响应尧服务定制化
和低成本尧高可靠的特点遥 马超表
示袁 飞行联盟将以开放合作的态
度吸纳更多高校袁 并将向国外扩
展袁 共同提升航天领域的前沿技
术水平遥 本次首飞的野重庆两江之
星冶箭身上带有飞行联盟的标志袁
以及联盟中 10 所国内航空航天
类高校校徽遥
马超谈到袁本次首飞袁除了验

证 X 系列火箭本身外袁 还希望起
到三方面的效果院 一是完成科研
目标袁比如验证气动支杆的减阻尧
降热等袁 为未来的产品布局设计
提供技术储备曰 二是成为试验窗
口袁如试验最大高度(40 千米)尧马
赫数渊4 马赫~6 马赫冤等曰三是验
证合作模式袁 比如由高校提出的
科学问题袁 再通过首飞来进行实
践验证等遥
两江新区方面表示袁 零壹空
间可谓该区航空航天产业发展的
缩影遥 目前袁两江新区航空航天产
业已聚集了一批 国内外高 端人
才袁初步搭建了通航产业野制造+
运营+服务冶尧运输航空业动力野整
机+零部件冶尧 新型复合金属材料
野研发+制造+供应链冶的全产业链
发 展 格 局 袁 累 计 引 进 项 目 近 20
个袁投资超过 300 亿元遥
5 月 8 日袁两江新区两江企业总部大厦袁零壹空间 OS-X 火箭暨野重庆两江之星冶模型在首飞新闻发布会上展示遥

“重庆两江之星”首飞对重庆意味着什么？火箭研制企业“零壹空间”是一家什么公司？新闻发布会上，公司
CEO 揭秘并定下目标——

火箭订单已排到 2020 年

造全球最便宜火箭 助重庆打造三张名片

重庆籍员工占 30%

野重庆两江之星冶是国内
首枚由民营企业自主研制的
商业火箭袁它的发射袁对国内
航天航空领域的意义袁 不言
而喻遥
作为 该 火 箭 的 研 制企
业要要
要零壹空间袁2016 年落
户重庆两江新区袁 为该区乃
至重庆的航空航天产业增添
了新的活力遥
在 5 月 8 日新闻发布会
当日袁零壹空间 CEO袁也是
其创始人舒畅表示袁 零壹空
间在重庆的落户袁 以及本次
野重庆两江之星冶 的首飞袁有
望给重庆带来 野三张名片冶袁
未来有信心造出全球总价最
低的小火箭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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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片

军民融合

民用航天

创新的市场氛围

航空航天袁 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国家
综合国力的体现袁 有明显的军事战略意
义袁也有民用案例遥比如用于定位导航的
遥感卫星袁用于互联网尧通讯的通讯卫星
等遥 近年来袁超过 2000 项航天技术成果
惠及国民经济袁转化为民生福利遥
事实上袁党中央提出的军民融合袁也
支持国家航天成果和技术为民企所用遥
零壹空间正是在此背景下袁于 2015 年 8
月在北京成立遥
舒畅说袁火箭与导弹本为一体袁零壹
火箭目前的一些技术经过不断成熟袁可
服务于国防遥野零壹空间袁在某种程度上袁
可视作重庆探索军民融合的典型案例遥冶

美国早在十几年前便将航天
领域向市场开放袁从而诞生了众多
民营航天企业袁SpaceX 则是其中最
典型的代表遥 中国在 2014 年把该
领域向市场开放袁 虽然较美国晚袁
却能够吸取前者经验教训袁具有后
发优势遥
舒畅称袁 零壹空间是国内民营
航天领域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袁从
某种程度上袁 也是国内民营航天企
业的重要代表遥 所以袁它在重庆的落
户与布局袁以及野重庆两江之星冶的
首飞袁 都意味着重庆在民营航天领
域中拥有了一席之地遥

野我们国家能造得出两弹一星袁
为何不能拥有手机芯片钥 冶 舒畅认
为袁因为后者更大程度上属于市场袁
其技术迭代时间短袁不能总依赖野国
家队冶来操作遥 舒畅说袁零壹空间之
所以选择所有技术自行研制袁 便是
立足于这一点遥 因为只有自己掌握
了核心技术袁才能谈创新遥
现在国内的航天航空领域已向
市场开放袁那么也意味着竞争遥想要
在竞争中脱颖而出袁 必然在技术上
创新遥 野民营航天领域的创新袁可以
带动重庆很多领域的创新袁 从而形
成创新的市场氛围遥 冶舒畅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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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7 日袁国内首枚民营自主研制商业火箭要要
要野重庆两江之星冶
将在西部某地点火升空遥 下一步袁 由零壹空间自主研制的中国民营火
箭袁将在重庆两江新区批量制造总装袁这将为两江新区乃至重庆的航空
航天产业再添一把火遥
瞄准市场空白差异化竞争
野重庆两江之星冶袁 是零壹空间 X 系列火箭的首飞箭袁X 系列火箭
的订单已排至 2019 年遥
该火箭为何会如此受欢迎钥
野火箭本身可以搭载很多东西袁其用途不止是把卫星送入轨道遥 而
对市场上很多企业来说袁他们需要有机会进行升空试验遥 冶零壹空间技
术团队相关负责人表示遥
事实上袁零壹空间一直在采用差异化竞争策略遥 除了 X 系列是瞄
准市场空白外袁其 M 系列运载火箭袁也是主要服务于微小卫星遥 野如果
能将发射价格降下来袁发射频率提高上去袁简化发射流程袁仅微小卫星
的发射市场就可能是个千亿级规模遥 冶舒畅如此表示遥
记者还了解到袁目前袁M 系列火箭订单已排至 2020 年袁并与欧洲尧
亚洲多家卫星公司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遥 预计到 2020 年袁零壹空间
将实现年产 30 发以上 M 系列火箭和 20 发以上 X 系列火箭的能力遥
在重庆逐步打造航天野入口冶

四个城市都在争 他们为何选择重庆
从创办公司到落户重庆再到火箭首飞，零壹空间用眼光用行动回应“白日做梦”质疑
中国航天领域向市场开放是在 2014
年袁 零壹空间则是市场开放后第一个吃
螃蟹的人袁甚至可以说袁是在民用航天领
域袁第一个野出战冶的中国选手遥
只是袁 从公司初创到即将进行火箭
首飞袁零壹空间一路走来袁并不容易遥
拿到首笔融资 却质疑声四起
去年 12 月 22 日袁 由零壹空间自主
研制的火箭发动机试车成功袁这是我国
首台民营自研火箭发动机遥 在此之前袁
或许很少有人会相信袁中国的民营航天
公司也能够掌 握固 体 火箭 发动 机 的核
心技术遥
时间回到 2015 年遥 航天领域对市场
开放后袁 寻觅了一年的零壹空间 CEO尧
创始人舒畅没有找到自己想要投资的航
天公司袁于是他决定自己干遥
野作为投资人袁创业或许就是对自己
的一次投资遥 一切袁 从零到壹袁 从无到
有遥 冶舒畅说袁带着这样的心情袁他找到了
陈江澜尧李云鹏等人袁组建了公司最初的
核心团队遥
当年的 12 月 24 日袁 零壹空间拿到
了第一笔融资袁由春晓资本领投袁联想之
星尧哈工大机器人集团联合投资袁规模超
过 1000 万元遥 零壹空间也开始步入正
轨袁收到越来越多专业人士的简历袁从动
力尧电气尧结构尧地面尧质量尧计划等等袁组
建了一个个专业的团队遥
但质疑声也从那时开始如影随形遥
尤其是在知名网络社区野知乎冶上袁有人
发帖称野1000 万想要造火箭袁恐怕是在白
日做梦冶遥
野我有去看那个帖子袁但我没有去回

复和争论袁反而很冷静遥 冶舒畅说袁在航天
这样特殊的领域创业袁 恐怕有 95%的人
都会说那是不可能的遥 但对零壹空间而
言袁就是要在 5%的可能性中野杀冶出一条
路来遥 他还表示袁 自己心里也知道袁仅
1000 万是造不出火箭的袁 但一切都需要
一个过程遥
所以袁 舒畅给团队提出了 野三不原
则冶院一不作秀袁二不评价袁三不比较遥 舒
畅说袁对创业者来说袁要在 5%的可能性
里面找可能实现的路径袁 不是大家说不
行你就放弃了袁 那样的创业者肯定干不
成遥 而只有目标自然不行袁还得有产品遥
但做什么袁怎么做袁都是横在零壹空间面
前的问题遥
研制发动机 重塑供应链
野当时中国的航天领域虽然是开放
的袁但也是迷茫的遥 可以做的事情很多袁
有人支持做卫星袁有人想要做火箭遥 冶舒
畅说袁自己在创业之初袁有一个大的框架
设想袁便是做火箭袁主要用于微小卫星的
发射遥 公司创立后袁团队成员经过了无数
次的商讨尧论证袁最终确定了现在的方向
与定位袁即以运输火箭为业务核心遥
造火箭袁得先有发动机和飞控模块遥
摆在舒畅和团队面前的又一问题是袁这
两项之前在民营市场中完全是空白袁向
野国家队冶买也不一定能买到遥 所以袁他和
团队又一次选择了自己干遥 不过袁他们也
遇到了当年美国 SpaceX 公司创业时所
面临问题袁那便是野供应链冶遥
当时的 SpaceX 作为航天产业的野新
兵冶袁既没钱直接高价买到俄罗斯的高压
补燃循环液氧煤油发动机技术袁 也没有

足够的技术团队独立进行该类型发动机
的研制袁 还面临着老牌航天企业设置的
技术壁垒袁只能另辟蹊径遥 最终袁它从使
用燃气发生器的液氧煤油发动机做起袁
研制了最初的 Merlin渊梅林冤1A 发动机遥
在发动机的研发过程中袁SpaceX 逐
步避开传统的供应商袁建立了自己的供
应链体系袁这给了舒畅很大的启示遥 所
以袁他也确定了零壹空间的供应链建设
目 标要要
要 80% 以 上 必 须 是 非 航 天 企 业
的 供 应 链 袁60% 以 上 必 须 是 民 营 企 业 袁
只有非常市场化的一些产品袁那 20%才
会去选 择优先 跟一 些 成熟 的航 天 单位
去合作遥
这条全新的供应链体系中袁 零壹空
间是第一批探索者袁 也势必要付出更多
代价遥
野对于耶结构产品是否符合火箭上天
要求爷这个问题袁可能在成熟的供应链体
系中袁按图纸做一套就 OK 了遥 但我们却
要做三套袁两套被用来做试验遥 所以袁初
期在这个过程我们就承担了相当大一部
分成本袁这对刚成立的公司而言袁无疑非
常艰难遥 冶舒畅回忆说遥
但这样的付出袁也换来了收获遥 用了
近一年的时间袁 零壹空间团队以强大的
执行力袁突破了原本封闭的供应链袁完成
了第一期产品遥 又历时两年多袁零壹空间
研发出自主的固体发动机遥 2017 年 12 月
22 日袁X 系列火箭发动机整机试车在江
西取得成功遥
在重庆看到了诚意和决心
试车成功意味着中国民营企业也掌
握了火箭研制的核心技术之一院 固体火

箭发动机技术遥 这意味着袁零壹空间成为
国内第一家掌握该项技术的民营企业遥
这打破了当年无数的质疑声遥
野我今年还回到耶知乎爷去看那个帖
子遥 当时的发帖人又发了一个帖子袁大致
意思是袁他收回当年的话袁也对我们公司
的行为表示了欣赏和支持袁 希望我们再
接再厉遥 冶舒畅说袁当年很多质疑的人如
今都转变了态度袁 这也是团队想要的结
果袁用事实来回应质疑遥
如今袁零壹空间已前后得到了超过 5
亿元的融资袁 按照舒畅的说法袁 这些资
金袁足够零壹空间完成 X尧M 两个系列的
火箭产品研制了遥
现在袁 零壹空间已在北京和重庆两
座城市进行了布局袁 这是为今后的发展
布下的又一步棋遥 野北京主要是研发团
队袁而重庆主攻生产尧总装这块遥 两个城
市的地域环境也实现了很好的互补遥 冶舒
畅如此说遥
对于当初在 4 个城市中选择落户重
庆的原因袁舒畅坦言袁除了良好的工业基
础外袁 更重要的是重庆政府层面对航天
行业和对他们公司的重视遥
他回忆说袁 当年他们就两个人抵达
约定洽谈地点袁 而重庆这边却来了十几
个人袁甚至有市政府领导遥 野这样的阵势袁
足以看出重庆的诚意袁 以及发展航天行
业的决心遥 冶舒畅说袁那一次的洽谈非常
愉快袁可谓一拍即合遥 不久后袁零壹空间
便正式落户重庆两江新区遥
野我们内心更想去做一个像华为这
样的公司袁埋头苦干袁把技术做得特别特
别好袁在一些细分的领域袁能成为中国乃
至国际上有优势的企业遥 冶舒畅表示遥

造火箭袁会涉及到上游的电子产品尧发动机制造尧复合材料尧机械加
工等成熟的行业领域袁目前零壹空间的电子公司也已成立袁正在跟重庆
方面谈合作遥往下游袁则涉及卫星应用领域遥可以说袁重庆正逐步掌握航
天领域的野入口冶袁这条产业链上的价值可想而知遥
此外袁航空航天作为战略新兴产业袁也是重研发尧人才密集型的产
业遥 如果发展起来袁对吸引研发人才留在重庆大有好处袁也将带来大量
的专利遥 目前零壹空间的团队 100 多人袁年底将达到 200 多人的规模遥
现在研发团队占到一半袁都是 985尧211 院校的硕士以上学历袁前 50 位
都是从航天体系出来且有 5 年以上工作经验的袁 可以说人才的含金量
非常高遥 加之重庆本来就有雄厚的制造基础袁所以总装工程师尧总装工
人尧测试工程师袁都是面向重庆本地招聘遥
记者还了解到袁在北京零壹空间的总部里袁重庆籍员工占到了 30%袁
在今年年底重庆制造基地建成后袁重庆籍人才都会从北京回来遥
落户两江新区培育航空航天产业链
零壹空间的落户袁只是两江新区培育航天航空产业的缩影遥
据了解袁 两江新区正积极培育航天航空器制造+通航运营+航空金
融袁旨在为重庆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袁贡献一个新百亿袁甚至千亿级产业链遥
据了解袁为在通用航空产业中占得先机袁两江新区在 2011 年就联
合重庆机电控股渊集团冤公司尧重庆渝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市属国有
重点企业合资成立了重庆通航集团袁落户两江新区遥 目前袁重庆通航产
业已建成了涵盖通用航空器研发制造尧市场运营尧飞行培训尧综合保障
以及延伸服务等全产业链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遥
为更好发展航空产业袁2012 年两江航投集团正式成立袁 专事航空
航天产业招商引资和环境打造遥 近年来袁两江新区袁乃至重庆以发展通
用航空为突破袁统筹通用航空与运输航空野两翼冶发展袁实现了重庆航空
产业从无到有袁累计引进项目近 20 个袁社会投资超过 300 亿元遥
2016 年袁重庆成为国家发改委确定的全国唯一通用航空全产业链
建设省级示范区遥

5 月 8 日袁两江新区两江企业总部大厦袁与会者参观火箭模型遥
渊据叶重庆日报曳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