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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航天器着陆缓冲是所有需要着陆的航天器完成整个飞行程序的最后一个环节ꎬ该技术最终实现航天器的无损着陆ꎬ
是后续载人和深空探测的重要关键技术之一ꎬ其工作结果往往会影响整个任务的成败ꎮ 该技术的核心内涵是冲击过程中ꎬ航
天器通过气、液、固等多种形式的介质的形变ꎬ吸收着陆冲击过程中的能量ꎬ使被缓冲目标的过载值满足目标值要求ꎮ 基于能
量传递过程ꎬ围绕航天器自身主动吸能以及冲击介质能量吸收两个维度对能量传递路径进行了分析ꎬ给出了主动吸能阶段设
计的原则ꎮ 结合典型航天器缓冲吸能设计的应用进行了分析ꎬ给出了各类缓冲吸能设计的准则ꎮ 最后围绕航天器着陆缓冲
技术内涵ꎬ对该技术的关键技术进行了梳理ꎬ围绕后续该技术在航天任务中的应用进行了展望ꎮ
关键词 航天器ꎻ 着陆ꎻ 缓冲ꎻ 冲击ꎻ 吸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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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器在进入或者返回过程中ꎬ一般采用降落伞
或者发动机等进行减速ꎮ 一般在有大气的环境下ꎬ例
如返回地球或者进入火星时ꎬ一般采用降落伞减速ꎬ
将航天器的速度减速到 ６ ~ １３ ｍ / ｓꎬ但是该速度不会
太低ꎬ否则降落伞的质量和尺寸将大到不可接受的规
格ꎻ在一些没有大气的星体探测时ꎬ一般采用发动机
进行减速ꎬ如在开展月球和小行星探测时ꎬ一般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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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实现航天器慢速抵近目标地点ꎬ将航天器接近
零速悬停到一定高度( 着陆冲击速度 ３ ~ ６ ｍ / ｓ)ꎬ随
后关闭发动机ꎬ探测器最终靠自身重力着陆在目标地
点ꎬ过近抵近着陆点易导致探测器在发动机反推力和
羽流综合作用下产生的倾覆ꎮ
航天器如果以上状态不经过任何缓冲过程直
接着陆ꎬ一般会导致航天器的损毁ꎬ如果是载人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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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ꎬ２１(２４)

王永滨ꎬ等:航天器着陆缓冲技术研究进展

天器还将危及航天员的生命ꎮ 综上ꎬ仅采用降落伞
或者发动机减速无法实现航天器完成最终着陆ꎬ即
航天器存留的着陆速度需要采用特殊的着陆缓冲
技术将其消耗掉ꎬ最终实现航天器的速度降为零ꎮ
从能量角 度 来 说ꎬ 航 天 器 着 陆 前 具 备 一 定 的 动 能
( 如降落伞稳速下降) 或者势能 ( 如动力减速悬停
态) ꎬ需要采取特殊手段吸收着陆过程中的能量ꎬ该
部分能量一方面通过航天器自身主动吸能ꎬ另一方
面航天器结构与冲击介质之间也会吸收一部分能
量ꎮ 在设计航天器着陆缓冲能量吸收过程时ꎬ需要
在考虑冲击介质能量吸收的基础上ꎬ采用特殊技术
手段实现末段能量的吸收ꎮ

１

着陆冲击能量吸收路径分析

航天器着陆缓冲作为航天器最后一个工作过
程ꎬ伴随着航天器以一定的初速度与目标介质冲击
碰撞ꎬ不同于之前的降落伞或者动力减速的长时过
程ꎬ着陆冲击过程时间短且行程小ꎮ 故工程上一般
采用着陆缓冲装置对航天器进行缓冲ꎬ通过能量吸
收设计ꎬ使得最终着陆冲击过程受控ꎮ 在进行能量
吸收设计时ꎬ需要统筹考虑整个着陆任务剖面中各
环节能量的吸收ꎬ结合工程实际开展具体设计ꎮ
１ １ 着陆缓冲装置能量吸收
在航天器的工程实际实施过程中ꎬ需要结合多
因素选取最合适的着陆缓冲装置吸收能量ꎬ需要考
虑的因素包括探测目标、探测方式、着陆缓冲质量、
着陆速度、着陆过载、着陆地貌、研制制约条件等多
因素ꎮ 缓冲装置通过多种机制实现着陆冲击能量
的吸收ꎬ即将着陆冲击的动能和势能转换为缓冲装
置的内能ꎮ
一般ꎬ对于未知地形可以采用全向气囊进行能
量吸收ꎬ确保着陆器在各类着陆地形下的安全性ꎬ
而对于可知地形可以采用单向气囊或者着陆缓冲
支架装置进行能量吸收ꎮ 国际上对于缓冲气囊用
于航天器的着陆缓冲有及其广泛的应用ꎬ如美国在
２０ 世纪研究的 Ｋ￣１ 运载火箭ꎬ基于气囊实现 ２０ ｔ 级
一级运载火箭以及 １２ ｔ 级二级火箭的回收 [１] ꎬ该项
目实现了火箭不小于 ４ｇ ｎ 过载( ｇ ｎ 为地球重力加速
度) ꎬ 并 结 合 仿 真 技 术 实 现 了 对 着 陆 缓 冲 的 模
拟 [２￣３] ꎮ 如图 １ 所示ꎬ美国在开展火星探测前期ꎬ主
要采用四面体缓冲气囊缓冲 [４] ꎮ ２１ 世纪ꎬ美国开展
的“ 猎户座” 及“ 乘员航天运输 － １００” 均采用了缓冲
气囊进行载人飞船的回收ꎬ以上两个飞行器的气囊
均采用 ６ 组缓冲气囊ꎬ每组气囊设置用于支撑的内
囊和缓冲吸能的外囊 [５￣７] ꎮ 美国航空航天局研制的
“ 猎户座” 缓冲气囊系统需缓冲的飞船质量为 ９ ５ ｔꎬ

１０１１９

该缓冲系统总重量为 １１０ ｋｇꎬ其排气控制基于压力
传感器决策 [８￣１１] ꎮ 波音公司研制的“ 乘员航天运输￣
１００” 载人飞船气囊相较于“ 猎户座” 飞船 ６ 个气囊
基础上 增 加 了 中 心 气 囊ꎬ 专 门 应 用 于 在 水 上 着
陆 [１２￣１３] ꎮ 如图 ２ 所示ꎬ中国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
也采用了缓冲气囊作为其着陆后的缓冲手段ꎬ飞行
试验已经获得圆满成功ꎮ 综上ꎬ缓冲气囊以其低重
量、折叠效率高、缓冲效率高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１４] ꎮ
中国其他大载重气囊主要应用在各型武器装备的
空投缓冲上ꎬ但此类气囊缓冲效率较低ꎬ不适用大
载重低过载航天器 [１５￣１７] ꎮ 中国学者针对气囊的高
效率缓冲ꎬ提出了智能气囊的主动控制技术ꎬ并对
影响着陆缓冲的各因素进行了优化设计与分析ꎬ提
升了气囊设计的理论基础研究 [１８￣２０] ꎮ
对于需要建立着陆后稳定工作平台的探测任
务ꎬ着陆缓冲支架要优于缓冲气囊ꎬ因为着陆缓冲
支架可以建立稳定支撑的平台ꎬ可以支撑后续上升
和发射等工作ꎮ 在选取确定的着陆缓冲装置后ꎬ一
般设计该系统核心缓冲器吸收所有着陆冲击能量ꎬ
而且留有一定的安全裕度ꎮ
国际上用于深空探测的着陆缓冲系统ꎬ除了气
囊外大部分均采用着陆缓冲支架ꎬ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
苏联发射的“ 月球” ( Ｌｕｎａｒ) 系列着陆器ꎬ美国发射
的“ 勘测者” ( Ｓｕｒｖｅｙｏｒ) 系列着陆器 [２１] ꎻ在载人登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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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 探路者” 着陆缓冲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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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新飞船着陆缓冲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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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２０

领域ꎬ苏联研制的 ＬＫ 载人登月着陆器ꎬ美国成功着
陆的“ 阿波罗” 月球着陆器( 图 ３) [２２￣２３] ꎬ以及近几年
美国提出的 “ 牵 牛 星” [２４] 和 “ 龙” 飞 船 着 陆 缓 冲 装
置 [２５] ꎮ 欧洲和日本也积极开展月面着陆器着陆缓
冲技术研究 [２６] ꎮ 中外专家学者围绕月球探测器软
着陆缓冲机构关键技术研究开展了深入研究 [２７￣２８] ꎬ
重点对国际上常用探测器缓冲器、展开锁定机构的
结构组成、工作原理及其特点、着陆冲击动力学进
行分析 [２９￣３２] ꎮ
在火星探测领域ꎬ美国实现了“ 海盗号” “ 凤凰
号” 在火星上的软着陆 [３３] ꎮ 近年来ꎬ随着商业航天
的兴起ꎬ以 ＳｐａｃｅＸ 为代表的新型商业公司开展了基
于着陆缓冲支架的火箭垂直回收( 图 ４) [３４] ꎬ引发了
世界各国的强烈反响ꎬ推动了该技术的新发展ꎮ 中
国在嫦娥系列探测器上配置了着陆缓冲装置ꎬ已实
现在月面的软着陆ꎬ后续计划在火星表面实现软着
陆 [３５￣３８] ꎮ 中国高校如哈尔滨工业大学 [３９] 和南京航
空航天大学 [４０￣４２] 也开展了关于着陆缓冲支架的理
论研究ꎮ 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针对载人登月着陆
缓冲任务ꎬ研制了大吨位的着陆缓冲支架ꎬ目前该
项目已经完成原理样机的研制 [４３￣４４] ꎮ 上海宇航系
统工程研究所提出了一种悬臂式着陆缓冲机构构
型方案ꎬ采用丝杠滑块装置实现探测器姿态调整、
着陆腿展开和收拢等功能ꎬ为后续载人月球探测的
着陆缓冲机构方案设计提供参考 [４５] ꎮ

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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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波罗” 着陆缓冲系统 [２２￣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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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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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猎鹰￣９Ｒ” 着陆缓冲系统

１ ２

着陆冲击介质能量吸收
航天器着陆过程首先是一个与散体介质接触
碰撞的过程ꎬ建立合理可靠的散体介质冲击动力学
分析模型是航天器着陆冲击研究的关键问题ꎮ 中
外学者针对在地球、月球和火星探测的着陆过程进
行了研究ꎮ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ｅｒｏｎａｕ￣
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ꎬ ＮＡＳＡ) 提出一种实验
原理对“ 阿波罗” 号载人飞船着陆器的着陆冲击问
题进行了研究 [４６] ꎻＣａｓｓｅｎｔｉ [４７] 针对着陆冲击中的压
力负荷建立了一种解析解模型ꎬ并与已有实验进行
了对比ꎻＷｉｌｌｉａｍ [４８] 对“ 阿波罗” 号载人登月着陆器
的着陆缓冲装置着陆冲击实验进行了研究ꎬ通过着
陆冲击实验确定了着陆缓冲装置的设计ꎮ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
等 [４９] 基于蒙特卡洛法对月球着陆器着陆冲击动态
特性进行了研究ꎮ
针对地球着陆的研究发现ꎬ土壤在冲击过程中
吸收的能量均达到冲击总能量的 ６５％ 以上ꎬ散体介
质是冲击能量吸收的主体 [５０] ꎮ 另外作者在前期负
责的载人登月月面着陆缓冲装置研制中ꎬ在进行全
尺寸着陆冲击实验时ꎬ发现月壤对于着陆冲击能量
的吸收大于 ５０％ ꎮ 从这一点来说ꎬ对于着陆冲击响
应的特性研究显得尤为重要ꎬ因为能量大部分由冲
击散体介质吸收ꎬ而航天器所需承受的冲击能量只
是其中一部分ꎮ
航天器着陆后ꎬ一般会与接触介质产生冲击碰
撞ꎬ在这个过程中会有一部分的能量被吸收ꎮ 即航
天器的部分动能转换为接触介质内能耗散掉ꎬ包括
介质内各颗粒之间的相互碰撞、摩擦及破碎ꎬ以上
能量耗散效应是驱动能量传递和耗散等宏观现象
的主要机制ꎮ 该过程涉及到复杂系统中的跨尺度
效应ꎬ系统 内 自 组 织 行 为 引 起 的 宏 观 现 象 比 较 复
杂ꎮ 近年来ꎬ随着离散元等新技术的发展ꎬ为解决
模拟星表能量吸收提供了新的技术思路 [５１￣５３] ꎮ 大
量的实验现象表明ꎬ着陆冲击时散体介质内各质点
之间的相互碰撞及摩擦效应是驱动某些宏观现象
的主要机制 [５４] ꎮ 依据目前的碰撞动力学理论在解
决许多复杂的工程实际问题时ꎬ尤其是在解决精度
要求很高的航天器相关问题时显得有些不足 [５５￣５６] ꎮ
综上所述ꎬ在开展航天器缓冲装置设计的基础
上ꎬ需要针对离散着陆冲击介质的能量吸收做系统
分析ꎬ这样可以更加客观的认识着陆缓冲过程ꎮ 冲
击介质的能量吸收比例可以作为航天器着陆缓冲
的可靠补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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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ꎬ２１(２４)

着陆缓冲装置分类
按末端减速所需制动力的来源( 图 ５) ꎬ可将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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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滨ꎬ等:航天器着陆缓冲技术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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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着陆缓冲技术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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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器着陆缓冲的方式分为被动式缓冲技术、半主动
式缓冲技术和主动式缓冲技术 [５７] ꎬ基于不同的缓冲
机理及所选用的材料进行了细分ꎮ
相比而言最为常用的为被动式控制缓冲技术ꎬ
在被动式缓冲技术中ꎬ最为常用的为气 / 液 / 固三类
机制的缓冲技术ꎬ近些年也催生了类固液相的新型
缓冲技术ꎬ以上均利用自身被动吸能ꎻ近年来ꎬ随着
智能化技术发展ꎬ出现了以电磁阻尼、磁流变阻尼
和电磁颗粒阻尼为代表的半主动式缓冲技术ꎬ该类
技术具备一定的智能特性ꎬ能够根据被缓冲对象的
特性开展一定的适应性缓冲ꎻ随着智能结构与材料
的发展ꎬ出现了以主动控制缓冲技术ꎬ将着陆缓冲
技术推向智能化领域发展ꎮ 智能材料可以通过电、
热、磁等进行激励和控制ꎬ是一种能感知外部刺激ꎬ
能够判断并适当处理且本身可执行的新型功能材
料ꎬ从而使结构材料本身具有自诊断、自适应、自修
复等普通机械结构不具有的功能ꎮ

３
３ １

１０１２１

典型着陆缓冲装置设计准则

气囊类缓冲系统
基于气囊的着陆缓冲系统在着陆缓冲过程中ꎬ
通过压缩气囊ꎬ将航天器的动能转化为气囊内气体
的内能 [５８] ꎮ 在压力达到设定值时ꎬ气体通过排气口

排出ꎬ通过囊内气体的运动ꎬ将其吸收的能量排出ꎬ
达到缓冲的目的ꎮ 对于排气式缓冲气囊ꎬ最核心的
技术指标为缓冲行程ꎬ即根据缓冲行程经验公式ꎬ
计算缓冲气囊的最小缓冲高度ꎬ计算公式为
ｖ２１ － ｖ２２
Ｈ Ｂꎬｍｉｎ ＝
(１)
２ｇ( ｎη － １)

式(１) 中: ｖ１ 为初始着陆速度ꎻｖ２ 为着陆末速度ꎻｇ 为
重力加速度ꎻｎ 为允许最大过载值ꎻ η 为气囊工作效
率ꎬ一般取 ０ ４ ~ ０ ６ꎮ
在完成缓冲高度设计后ꎬ依照气囊结构的特点
和安全裕度修正高度值ꎮ 在此基础上ꎬ计算缓冲时
间、排气口面积、气囊体积、最大压力、材料应力等ꎬ
据此结合仿真分析开展气囊结构的细化设计ꎮ 该
方法可以应用于各型缓冲气囊的缓冲性能设计分
析ꎬ在完成以上工作后可以开展气囊类缓冲系统的
详细方案 设 计ꎬ 最 后 通 过 仿 真 分 析 对 设 计 进 行 预
测ꎬ通过试验对设计和仿真结果进行验证ꎮ
３ ２ 基于油气式缓冲的缓冲支架
油气缓冲器具有较高的效率和能量吸收能力ꎬ
且已在航空领域得到广泛应用ꎬ另外在早期月球探
测以及目前火箭垂直回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ꎬ该项
技术是回收着陆缓冲技术的重要技术形式和组成
部分 [５９] ꎮ 油气式缓冲器在航空领域是一个基础研

投稿网址:ｗｗｗ. ｓｔａｅ. ｃｏｍ. ｃｎ

１０１２２

科 学 技 术 与 工 程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究领域ꎬ技术相对成熟ꎮ 但是ꎬ面向空间领域的油
气式缓冲器外国已有应用ꎬ而中国还处于起步阶段ꎮ
在设计 油 气 缓 冲 器 时ꎬ 需 要 重 点 考 虑 缓 冲 行
程、缓冲过载、缓冲器长度等性能参数ꎮ 作为初步
估算ꎬ不考 虑 轮 胎 吸 能 和 着 陆 时 飞 行 器 的 气 动 升
力ꎬ仅缓冲器吸收着陆撞击能量ꎬ缓冲行程计算公
式为
ｖ２
Ｎｎ ｓ Ｓ ＝
(２)
２ｇ
式(２) 中:Ｎ 为过载ꎻ ｎ ｓ 为缓冲器效率ꎻＳ 为机轮的
垂直行程ꎻｖ 为下沉速度ꎮ
该方法可以作为油气类缓冲器缓冲行程的计
算ꎬ预估所需设计输入ꎬ在此基础上细化各零部组
件设计ꎬ分析缓冲器类型、限油孔参数等对缓冲性
能的影响ꎬ建立联合仿真动力学模型验证动力学模
型的有效性ꎮ
３ ３ 基于压溃介质的着陆缓冲支架
可压溃材料具有相对密度小、刚度低、压缩变
形能力大、宽温域、工作可靠且变形可控等优点ꎬ是
理想的缓冲材料 [６０] ꎮ 压溃式缓冲介质吸能的机理
为将探测器着陆时的动能耗散在缓冲器内的结构
变形上ꎮ 基于压溃介质的着陆缓冲支架在深空探
测缓冲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ꎬ尤其是在后期月球
和火星探测ꎬ例如铝蜂窝缓冲器曾经成功地应用在
如阿波罗系列着陆器探测器中ꎬ该项技术在越来越
多的领域得到应用ꎮ 着陆缓冲装置的设计首先要
满足最大着陆过载和冲击能量吸收的要求ꎬ不考虑
水平速度ꎬ一般支腿全部触地时在垂直方向产生的
过载最大ꎬ此时单个主支腿上的最大压力 Ｆ ｍａｘ 可表
示为
Ｍｇａ ｍａｘ
Ｆ ｍａｘ ＝
(３)
Ｎ Ｌ ｓｉｎα
式(３) 中:Ｍ 为着陆器质量ꎻ ａ ｍａｘ 为允许的最大过
载ꎻＮ Ｌ 为着陆支腿数量ꎻ α 为主支腿倾斜角ꎮ
在考虑冲击载荷缓冲时ꎬ除了对最大过载有要
求ꎬ对初始冲击过载的变化率也需要限定ꎬ以减小
在结构和设备上产生的冲击响应ꎬ因此一般将缓冲
装置设计成多级缓冲ꎮ 为保证可靠缓冲ꎬ设计时一
般考虑单支腿能吸收垂直方向大部分能量ꎬ两支腿
着陆可以吸收全部的能量ꎮ 即在完成对着陆缓冲
行程估算基础上ꎬ照能量全部吸收且有一定裕度的
原则合理分配各级缓冲行程和载荷ꎬ一般通过多体
动力学分析计算获得缓冲效果并优化ꎮ
该方法可以广泛应用于采用压溃材料进行缓
冲吸能的领域ꎬ即通过合理设计缓冲吸能材料的缓
冲力和缓冲行程ꎬ即可以对能量进行有效吸收ꎬ进

２０２１ꎬ２１(２４)

而降低着陆冲击载荷ꎮ 而对于缓冲力值不是定值
的情况ꎬ可以采用积分的手段实现能量的吸收计算ꎮ

４

技术内涵及关键技术

４ １

技术内涵
航天器着陆缓冲过程实际上可以认为是能量
交换的过程ꎬ无论是航天器自身的着陆缓冲装置ꎬ
还是冲击介质碰撞时能量的吸收ꎬ其本质均是能量
的耗散ꎮ 如图 ６ 所示ꎬ以上过程可归结为气、液、固
物质的形变引发的能量转换ꎬ即将动能和势能转换
为内能ꎮ

Ｆ 为作用在缓冲装置的外载荷

Ｆｉｇ ６

图６

着陆缓冲技术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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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气体介质的缓冲系统ꎬ其缓冲机理主要为
气囊受力压缩过程中ꎬ气囊内压力增大ꎬ实现储能ꎬ
随后排气过程将能量通过气体释放ꎬ该过程时间较
短ꎬ不涉及外界热交换问题ꎬ可以按照绝热过程分
析ꎻ对于液体介质的缓冲系统ꎬ由于绝大部分流体
都不是绝对不可压的ꎬ液压缓冲机理主要为带阻尼
孔的活塞压入充满流体的液压腔体时ꎬ液体介质受
压后其压强迅速增大ꎬ流体通过阻尼孔流至其他空
腔内ꎬ其间将冲击能量转化为液体的动能和热能ꎻ
对于固体介质的缓冲系统ꎬ其能量转换较为清晰ꎬ
即将着陆冲击能量转化为固体形变能ꎮ
４ ２ 关键技术分析
着陆缓冲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ꎬ涉及多项关
键技术ꎬ如高性能缓冲技术、着陆冲击动力学分析
技术和地面试验技术ꎮ 着陆缓冲系统的缓冲能力
主要是通过缓冲器吸收冲击能量ꎬ高性能缓冲技术
是着陆吸能的核心ꎬ高效缓冲器的研究对于总体方
案的选择和功能实现均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ꎻ着陆
冲击动力学特性是决定着陆器着陆过载和姿态稳
定性的关键ꎬ也是设计缓冲系统的基础ꎬ须建立精
准的动力学研究模型ꎬ分析缓冲装置和冲击介质能
量吸收特性ꎻ着陆缓冲系统需要进行地面着陆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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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滨ꎬ等:航天器着陆缓冲技术研究进展

试验ꎬ以验证系统的性能ꎬ试验模拟过程中需要精
准模拟着陆边界条件ꎬ确保设计和分析的正确性ꎮ

５

展望

随着航天器返回与着陆任务的增多ꎬ尤其是对
无损着陆的需求增大ꎬ对航天器着陆缓冲技术提出
了越来越多的需求ꎬ航天器着陆缓冲专业迎来了发
展的机遇期ꎮ 围绕着陆缓冲理论与技术发展ꎬ需在
航天器着陆缓冲机理研究基础上ꎬ推动高效能无损
着陆缓冲技术和新概念着陆缓冲理论与方法研究ꎬ
创新航天器着陆缓冲综合验证技术ꎮ
随着载人深空等任务的蓬勃发展ꎬ以及以运载
火箭回收为代表的超大飞行器回收任务对于缓冲
载荷的质量不断加大ꎬ这就需要相应缓冲技术具备
大载重缓冲的能力ꎬ对相关技术能力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ꎮ 面向未来多任务、多目标的地外天体着陆缓
冲任务ꎬ需要基于新材料、新理论和新技术ꎬ推动航
天器智能 化 无 损 着 陆 缓 冲 发 展ꎬ 助 推 航 天 强 国 建
设 [６１] ꎮ 具体发展展望如下ꎮ
５ １ 开展航天器着陆缓冲机理研究
航天器着陆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瞬态冲击过程ꎬ
其间伴随着复杂的力学问题ꎬ目前对于型号任务中
的能量的传递机理尚未完全厘清ꎮ 近年来ꎬ每年都
有多个航天型号由于着陆时的冲击发生质量问题ꎬ
包括着陆冲击导致的控制产品元器件失效、冲击致
结构破坏、冲击过大不满足使用指标等ꎮ 在处理这
些问题时ꎬ由于缺乏对着陆器着陆冲击载荷下的耦
合碰撞机理认识ꎬ对冲击响应特性研究目前还处在
试验ꎬ改进ꎬ再试验的阶段上ꎮ 这种解决方法带来
的问题是对于问题产生的原因以及问题的解决措
施没有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ꎬ多停留在问题表象ꎬ
这给后续型号产品研制埋下了隐患ꎮ
后续基于航空宇航技术与工程力学学科的研
究成果和技术优势ꎬ结合理论、数值模拟和试验手
段ꎬ分析不同着陆姿态、着陆速度、不同星表物理和
力学特性对瞬态冲击特性的影响ꎬ揭示航天器着陆
过程能量传递与耗散机理ꎮ 采用自适应动力学控
制原理ꎬ对着陆过程及耦合碰撞特性进行动力学设
计ꎬ建立着陆冲击性能的评价体系和改进方法ꎬ为
实现理论研究成果向科学目标和工程目标的转化
提供技术支撑ꎮ 开展基于充气结构缓冲装置的耗
能机理研究ꎬ揭示柔性充气系统缓冲过程机理与着
陆缓冲特性研究ꎮ
５ ２ 推动高效能无损着陆缓冲技术发展
以 ＳｐａｃｅＸ 可重复使用火箭为代表的无损着陆
缓冲技术为代表的航天任务掀起了无损回收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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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ꎬ如何实现高效能回收是目前中外研究的热点ꎮ
面向航天器大承载、高可靠、安全着陆需求ꎬ需开展
新型接触式高效着陆缓冲吸能材料研究ꎬ突破微观
机理到宏观特性的理论建模和物理预测等关键技
术ꎮ 开展接触式高效着陆附着机构技术ꎬ为实现星
表非固定位置的多点多维度探测提供装备支撑ꎻ面
向未来空天往返中水平降落与垂直降落的任务需
求ꎬ开展高速水平着陆起落架技术与垂直回收技术
研究ꎬ探索大载荷条件下运载器着陆缓冲支架吸能
和姿态自适应调节新方案ꎻ围绕新缓冲机理ꎬ开展
以超材料缓冲技术为代表的材料功能集成一体的
缓冲吸能技术ꎬ提升缓冲效率ꎻ此外在缓冲形式上ꎬ
后续需要开展半主动和主动控制的吸能手段ꎬ提升
智能化的能量吸收系统ꎮ
５ ３ 开创新概念着陆缓冲理论与方法
为了确保中国在未来空天往返、载人探月、深
空探测等国防战略需求ꎬ需要发展如仿生结构技术
为代表的一系列前沿技术ꎮ 面向未来的航天任务ꎬ
在非确定性环境下的着陆缓冲过程中ꎬ通过对周围
环境进行充分感知ꎬ基于环境数学建模和识别开展
智能着陆控制算法研究ꎬ结合多信息融合的并联协
同智能控制技术研究ꎬ实现基于环境感知的智能自
主控制ꎬ为精细化着陆提供保障ꎮ 为了实现航天器
的无损安全着陆ꎬ除了缓冲气囊、软着陆支架等接
触式缓冲技术ꎬ也可类似于联盟号飞船、神舟飞船ꎬ
采用发动 机 反 推 制 动 等 非 接 触 式 着 陆 缓 冲 技 术ꎮ
针对未来在地外天体表面的多点探测、物资转运、
基地建造等任务对可移动着陆机构的需求ꎬ开展可
移动、可重复使用以及可全地形适应的着陆机构的
构型设计及其控制方法的研究ꎬ为未来的多任务、
多目标及高环境适应性的地外天体探测任务提供
装备保障ꎮ
５ ４ 加强航天器着陆缓冲综合验证技术
随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ꎬ深空探测、载人航
天、空间基础设施建设等将进一步拓展ꎬ具备星表
探测与天地往返能力的航天器成为重要的发展方
向ꎮ 无论是返回地球的着陆ꎬ还是降落地外天体的
着陆ꎬ均为航天器飞行任务的关键环节ꎬ必须对其
着陆安全进行充分的地面验证ꎮ
航天器着陆综合验证技术是验证航天器关键
性能的重要手段ꎮ 围绕验证的真实性和有效性ꎬ需
要开展大载重航天器高精度着陆投放试验技术研
究、大尺度高速随动低重力模拟试验技术研究、基
于相似性理论的低重力场软着陆冲击试验研究、自
动控制与乘员干预飞行模式试验技术研究、地外天
体表面特性模拟技术研究ꎬ以及复杂试验设施预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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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技术研究ꎮ 通过以上研究实现地外天体着陆
试验技术体系的完善ꎬ为中国深空探测、载人登月
等任务提供保障ꎮ 相关验证技术手段可以扩展至
航空等领域ꎬ如飞机的坠撞试验等ꎬ有效提升试验
的精度ꎮ

６

结论

(１) 对航天器着陆冲击过程能量吸收路径进行
了分析ꎬ提出需要考虑着陆缓冲装置和冲击介质能
量吸收两个环节ꎮ
(２) 按终端减速所需制动力的来源ꎬ将航天器
着陆缓冲分为:被动式缓冲、半主动式缓冲和主动
式缓冲ꎮ
(３) 给出三类典型着陆缓冲系统设计准则和应
用领域ꎮ
(４) 提出着陆缓冲系统基于气、液、固三类介质
缓冲吸能体系ꎬ对应分析了缓冲机理ꎬ对其关键技
术进行了分析ꎮ
(５) 对航天器着陆缓冲技术后续发展提出了展
望ꎬ为该技术未来发展指出了方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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