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火星行动——创新科技 
探索新世界
在火星上我们没有看到绿色小人， 但是发现了干涸的湖泊和河床。 美国航空航
天局 NASA 的一系列行动逐步揭开了这一红色星球的奥秘。 始终随时待命的是：
由瑞士驱动专家 maxon motor 提供的可靠的 DC 电机。

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人类就可以移居火星。
人们会从地下取出冰冻的水作为饮用水，
并在温室内养植蔬菜。 夜晚他们会眺望

地球的方向， 那里是他们的起源。 这是无法实
现的景象吗？ 绝对不是。

探索火星的工作在过去20年来已有极大进展。  
maxon motor 凭借其精密的驱动系统， 为此作
出重大贡献。 在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 所执行
的四项行动中， 此瑞士公司的产品也一同来到火
星表面。 在这些项目中所收集的数据使我们离实
现到邻近星球的载人飞行目标更进一步。 每一次
航行也都使 maxon motor 获得新的重要认知 ：
首席执行官 Eugen Elmiger 说 ： “我们的有刷
和无刷直流电机在太空中要面临最严苛的环境条
件 ： 极度低温、 高温、 撞击、 震动等。 这
些经验使我们能够进一步改进我们用于地球的产
品。”

历史性的突破
目前我们仍在将机器人送上前往火星的漫长旅
途。 它们在荒芜的土地上四处探索、 测试岩石

样本， 并拍摄令人屏息的照片。 第一台机器
人探测车是配有六个车轮的旅居者号 （Sojourn-
er）， 它于 1997 年 7 月 4 日登陆火星。 对于
之前所有试图将探测车送往火星的失败尝试而
言， 这一成功无疑是历史性的一刻。 旅居者号
（Sojourner） 体积很小，只有 10.5 公斤重 （数
据均为在地球上测量时所得）。 在将近三个月的
时间里， 它穿过了布满沙土的地形， 并将数据
和图片发送回来——这比事先预期的时间要长许
多。 其行驶动力来自于 maxon 的 DC 电机。 这
一高品质的驱动装置采用无铁芯绕组， 安装在车
轮上， 用于转向以及操作科学仪器。 maxon 工
程师与 NASA 工作人员长达四年的共同合作实现
了这一项目。 此次成功让全世界振奋。 从那时
开始， “maxon” 的名号就和 “火星” 紧密
相连。 但这仅仅是开始。

红色星球上的孪生兄弟
旅居者号 （Sojourner） 行动的成功激励 NASA
很快开始计划下一次火星之旅。 此次同时发送两
台探测车 : 同款型的车辆勇气号 （Spirit） 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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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号 （Opportunity）。 它们的体型均明显大于
其前任 （重约 185 公斤），并且技术更加成熟。
这两辆探测车可以拍摄照片、 清刷地面以及在
石头上钻孔。 它们的任务是 ： 寻找火星上曾经
有水的证据， 从而也许可以证明曾有过生命的存
在。

这两辆探测车的表现均超出预期。 它们的预期
服役时间仅为三个月。 但直到六年之后勇气号
（Spirit） 仍在向地球发送它最后的信号。 而它
的兄弟机遇号 （Opportunity） 甚至直到今天，
也就是登陆后的十年， 仍然在执行任务。 迄今
为止它已经走过了 40 多公里的行程。 即使在沙
尘暴以及从 −120 到 +25 度的极端温度变化下，
maxon 的 DC 电机也一直在可靠地工作。 每辆
探测车均配备 35 台精密驱动装置， 用于驱动六
个车轮、 控制机构、 凿岩钻孔机、 机器人臂
以及摄像机。 此外在登陆部件中还使用了八台
maxon 电机。

机遇号的生日礼物
机遇号虽然随着年岁渐长会稍有不便， 但仍然为
地球上的科学家们带来了非常多的乐趣。 2014
年 1 月， 就在它登陆整十周年的日子， 它在奋
进号撞击坑的岩石层中发现有水的迹象。 而且数
据显示， 在数十亿年前此地为一湖泊， 很有可
能是有生物存在的良好条件。

寻找隐藏的冰层
在火星上一直有冰， 比如两极冠。 研究人员认
为在其他地区中也可能有冰层——地表下方。
为证实这一点， 他们派出了凤凰号 （Phoe-
nix）。 这台探测器在 2008 年登陆火星，与其前
辈不同的是， 这是一台定点着陆探测器。 其着
陆短时间之后就提供了大家所期望的证据 ： 在加
热火星土壤样本的过程中鉴别出有水蒸气存在。
这项发现也让萨克瑟恩的 maxon motor 十分雀
跃。 因为此瑞士电机专家又再一次参与了 NASA
行动，为其提供了全新的RE系列精密驱动装置。
这款有刷电机配有特殊滚珠轴承， 用于凤凰号的
太阳能板转向装置。

火星上的新星
研究者们并不满足于已经获得的成功。 他们再次
投入到一项大胆的计划中， 要向火星上再发送一
辆探测车。 这辆探测车的尺寸将超越它的所有前
辈们。 好奇号（Curiosity），探测车中的新星，
重量为 900 公斤， 其体积相当于一辆小型轿车。
它于 2012 年 8 月登陆这个红色星球。 此探测车
配有一只机器人臂以及色谱仪和光谱仪， 用于分
析岩石和地表样本， 这使其能不断地搜寻原始生
命存在的迹象。 放射性核素电池为其提供了可靠
的能源供给， 而 maxon 的 MR 编码器则安装在
电动关节处， 用来控制电机。

其间好奇号不仅在此红色沙地上留下了足迹，
而且也收集到许多珍贵数据， 为科学家们提供
了更多有关火星的新知识。 例如它在火星地表下
发现了生命基本构造所需的氢、 氧和碳等元素。
这有力地说明我们这一相邻星球上曾经拥有生命
存活的条件。 好奇号还拍摄了分辨率极高的地形
图片， 使观看者感觉身临其境。 这种感受在不
久的将来也许真的可以实现。 虽然进行首次载人
飞行尚有种种障碍， 但迄今为止 NASA 探测车
已经为探索这条路作出了许多贡献。

« 在登陆十年之后的 
今天， 机遇号仍然 
在火星上工作 »

火星是我们的相邻星球， 体积大小仅为地球的七分之一。 其表面极为
荒凉， 布满石头和红色沙土。 环境极度恶劣， 无法生存。 由于此
星球上的大气极为稀薄， 而且主要为二氧化碳， 因此无法呼吸。 其
表面平均气温约为 −55 度。 火星上有许多大型的峡谷和火山。 最高
山 峰 为 奥 林 帕 斯 山， 高 达 22 千 米， 在 我 们 太 阳 系 中 也 是 最 高 的。 
（maxon motor 图片）

欧洲宇航局 ESA 计划与俄罗斯联邦航天局
共同进行一项专有的火星行动。 该行动命
名为 ExoMars， 将在 2016 年向此邻近星
球发送一台探测器， 并在两年之后发送一
辆火星探测车。 该探测车稍小于好奇号，
但配有一个钻孔装置， 能够从地下两米深
处采集岩石样本。 该样本将会立即在探测
车中进行分析。 maxon motor 作为合作伙
伴也将参与此次行动， 为 ExoMars 探测车
提供 DCX 系列的精密驱动装置。  

火星探险持续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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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Stefan Roschi

更多信息 ：
maxon motor ag
Brünigstrasse 220
Postfach 263
6072 Sachseln

电话 ： +41 41 666 15 00
传真 ： +41 41 666 16 50
www.maxonmotor.ch
Twitter: @maxonmotor

maxon 电机的应用——在我们的平板电子杂志 driven 中您可了解到有趣的
应用。 请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Store 免费下载。

旅居者号
第一辆探测车于 1997 年 7 月 4 日登陆火星。
服役时间 ： 三个月。 maxon 提供了 11 台
直径为 16 毫米的 DC 电机，用于驱动装置、
转向及操作科学仪器。

勇气号 / 机遇号
这对孪生探测车在 2004 年 1 月登陆火星。
勇气号在长达六年的时间内收集了各种数
据， 机遇号直到今天仍然在服役。 这两辆
探测车均配备 35 台 maxon 电机。 这些 DC
电机经过稍许调整后可毫无问题地承受 -120
度至 +25 度的巨大温差。

凤凰号
这台停驻在固定位置的火星探测器， 于
2008 年 5 月 25 日在火星上着陆， 在该处
用机器人臂采集地形岩石样本并进行分析。
服役时间 ： 五个月。 maxon 提供了九台
RE 25 型的有刷 DC 电机， 这些电机配有特
殊的滚珠轴承， 用于太阳能板的转向装置。

好奇号
这台探测车队中的明星于 2012 年 8 月登陆火
星， 它不仅在技术方面超越其前辈 ： 好奇
号的体积相当于一辆小型轿车， 重达 900 公
斤， 由放射性核素电池提供动力。 maxon 
motor 为其提供了精准的编码器， 安装在驱
动轴上。

maxon 驱动装置参与火星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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