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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航天事业正在成为民营企业
掘金的热土。在众多民营航天企业中，
翎客空间商业航天火箭发射公司是很
特别的一家。“我们比其他同行多的，可
能就是坎儿了。”哈哈一笑中透出的豁
达开朗，是公司创始人胡振宇留给记者
的第一印象。

1993 年出生的胡振宇脸上尚有几
分稚气，可经过4年多创业生涯的磨炼，
他的言谈举止已经颇为老道。作为国
内民营航天领域第一位拓荒者，这个总
爱自嘲“填坑专业户”的毛头小伙子，愣
是带着团队里比他年长许多的技术专
家，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大步奔向连接
星辰大海的绚丽征程。

从第一家拥有自主研制液体火箭
发动机产品的公司，到国内唯一掌握软
着陆回收技术的团队，再到设计规模更
大的亚轨道可重复发射火箭……翎客
航天正用一点一滴的技术进步，向着连
接空间的梦想靠近。

“发烧友”组团创业

2014 年 1 月 2 日是个有特殊意义
的日子。这一天，大三男生胡振宇揣着
兜里仅有的 1000 多元钱，一个人坐公
交到深圳工商局注册了一家名为翎客
航天的民营企业。

“火箭是连接空间的使者，所以先确
定的是公司英文名称Link Space。”为
给公司起个好名字，胡振宇没少翻字
典。“‘客’是人的代名词，翎是羽毛，我
们做的就是让自己飞起来的事。”

一个学工商管理的年轻人，开办一
家高大上的航天企业，生产发动机和火
箭，这听起来怎么都有些异想天开的味
道，可胡振宇却说自己“绝非一时心血
来潮”。

大学时代的胡振宇是个彻头彻尾
的火箭“发烧友”。2013年夏天，他和几
个同伴鼓捣出来的火箭，在内蒙古呼啸
着升空了。这次“一鸣惊人”给他带来
一个梦寐以求的机会——去中科院空
间所实习。

如果说，以前做火箭只是“玩票”，
这次实习则给予了他把爱好发展成事
业的可能。“我是个学到东西就想去应
用、去验证的人。如果环境不允许，就
自己创造环境去尝试。”创业之初，胡振
宇就把用于气象探测、微重力实验等领
域的亚轨道探空火箭视为突破口。

想成功，先得有靠谱的“班底”。当
时，国内业余火箭发烧友大约有百十号
人，动手能力极强的吴晓飞是圈子里公
认的“大神”。他用5年时间完全靠自学
就“啃”下了液体火箭发动机这块“硬骨
头”。一直在发烧友论坛上“围观”的胡
振宇径直找到他，向这位神交已久的朋
友发出邀请：“一起干吧！”

翎客的第一笔订单来自于上海某
航天研究院所，金额虽然不大，但确实
是个证明自己的机会。2014年年底，这
笔订单成功交付时，翎客也成功获得了

第一轮融资。
当翎客团队跃跃欲试干一番事业

时，国外的民营航天企业已经取得了骄
人的成绩。在美国，瞄准微小卫星发射
需求，提供灵活、高效、低成本发射服务
的民营航天企业已经成为一股不容忽
视的力量。先是美国民营航天企业蓝
色起源（Blue Origin）完成了首个进入
太空的垂直起降飞行器，第二年又使用
同一枚火箭先后完成5次百公里级亚轨
道飞行试验；再是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
司（SpaceX）成功完成人类首次可重复
运载火箭软着陆，并在完成卫星发射任
务的前提下实现运载火箭一子级回收，
这意味着人类将可以更低的成本进入
太空……

“人家靠20人的团队能把这件事干
出来，是件很酷的事。我们也想试一
下。”翎客自此确定了垂直起降可重复
路线，并于 2015 年下半年启动垂直起
降火箭方案设计，并沿着这条路一直走
到了今天。

如今，当年只有三五个人的团队已
经脱胎换骨。2017年初，翎客把公司总
部迁到北京，选址北京经济开发区亦创
机器人产业园，还在山东烟台有了成熟
的总装厂房以及占地5000平方米的火
箭（发动机）综合测试场。公司的火箭
及发动机核心技术团队近30人，七成以
上来自航天院所、火箭军、中科院等航
天相关单位。

随着技术积累和团队成长，翎客航
天立志成为人类大航天时代空间运输
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者和一流服务提
供商。其首款可重复使用的小型运载
火箭新干线一号（New Line-1）计划
于2020年左右首飞。

“填坑专业户”愈挫愈勇

创业不易，在高大上的航天领域创
业更难。梦想与现实之间，翎客遇到不
少磕磕绊绊。本着“逢山开路、遇水架
桥”的精神，他们用极客工程师特有的
方式闯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创业初期有多难？胡振宇从手机
中翻出一张照片给记者看，“这个是博
士，这个是硕士”。照片中，几个汗流浃
背的年轻人正合力把一辆满载发动机
试验设备的货车从烂泥中推出来。

刚创业时，没有办公室，他们就挤
在吴晓飞家的自行车库里做设计和设备
调试。后来，他们终于找到一个高速公
路旁弃置的堆场作为实验场地，夏天洪
水淹没堆场时，大家只能站在水里工作。

就在翎客们“猫”在田间野外搞科
研时，国内的民营航天企业数量也逐渐
多了起来。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科班
出身”的工程师加入，专业对口博士、硕
士、工程师、研究员也成为翎客的核心
技术力量。

2016 年，翎客开始了第一次“迁
徙”——创业者们拖家带口地来到山东
烟台的龙口。当年6月份，在新建的试

验场上，垂直起降平台完成了首飞。
就在研发搞得不亦乐乎时，翎客遭

遇了创业以来最大的危机——资金链
濒临断裂。“2016年底，研发团队还在山
东‘浴血奋战’，合伙人给我下达的任务
是‘去找钱，没钱你就别回来了’。”胡振
宇说，“泡”在北京的日子，每天最重要
的事就是见投资人，然后就是等待，“焦
虑得快疯了”。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
有一位投资人伸出橄榄枝，之后是第二
位、第三位……

“死亡线”上走一遭，胡振宇自省，
最终帮助他们挺过2016年冬天的是看
得见摸得着的技术成果。当时，这个不
到10人的团队已经拥有了一个拿得出
手的发动机，做了几百次实验，上万秒
试车以及接近200次飞行实验，有自己
的试验场、测试台，还有已经完成的技
术订单。

同样让他感触颇深的是“酒香也怕
巷子深”，要更便捷地获得各种资源，就
要在北京这样的人才集聚地扎下根。
2017年初，翎客瞄准北京经济技术开发
区重点扶持打造民营航空航天产业集
群的时机，将总部搬到北京。运载火箭
团队随即宣告成立，全力推进小型商业
运载火箭新干线一号（New Line-1）
项目。

“航天是个尤其依赖人才发展的行
业，技术和资金都追着人走。很多工程
师都住在亦庄，民营航天企业会在这里
扎堆是必然的。”胡振宇不无遗憾地感
叹，“还是来晚了。之前觉得在北京创
业成本太高，犹豫的结果就是好多优秀
工程师都被人挖走了。”

如今，“非科班出身”的胡振宇把精
力更多放在了企业运营上。他相信做
事情只要坚持就能成功，因此即便最艰
苦时也没想过要放弃。“我们属于‘填坑
专业户’，从自行车库里起步，到在山东
有试验场、在北京有办公室，坑越填越
平。”胡振宇说。

一点点往前“拱”

与实力雄厚者“高举高打”的技术
路径不同，翎客细心地把一个大目标切
分成一个个小目标，步步为营地做好技
术迭代。这样一点点往前“拱”的好处
显而易见——通过大量实验尝试不同
的可能性，有效控制成本和风险，提高
验证频次和机会。

可以说，翎客的大事记是由一份份
清晰的技术“清单”构成的。

首先是发动机。2014年8月份，实
现3kN额度推力发动机整机试车，当年
底先后完成10余次不同推力状态的点
火试验。

其次是垂直起降。2015年下半年，
启动垂直起降原理飞行器研制；2016年
7月13日，在历经70余次不同状态的点
火试验后，首次实现悬停飞行。这是火
箭回收重复使用及未来行星表面着陆
的关键技术。翎客由此成为国内唯一

掌握该技术的团队。
此后，翎客向运载火箭这个“终极

目标”发起了冲击。他们先后设计出 3
个不同版本的可重复试验平台，有的可
满足更长更高的弹道飞行需求，有的则
着力于满足频繁起降飞行试验。

在经历了近300次、数十种状态参
数及控制模型下的悬停飞行试验后，
2018年1月4日，翎客RLV-T3垂直起
降飞行器在完成定点悬停、平移飞行等
一系列动作后，圆满达成从A点到B点
的试验目标。随后几天，多次类似的弹
道飞行充分验证了火箭全系统的可靠
性和回收控制技术的成熟。

短时间内开展如此频繁的试验是
大多数企业难以做到的。“运载火箭是
个异常复杂的系统工程，火箭本身就是
个不稳定的系统，里面装满了液体，每
一次技术进步都非常难。”胡振宇说，
翎客的技术策略就是通过快速的技术
迭代尝试各种可能性，由小到大，循序
渐进。

目前，翎客最引以为傲的是针对火
箭一子级推进器的回收技术。一次性
火箭的使用成本高，只能用来发射高价
值的东西，但空间站里的宇航员们同样
需要日用品等低价值的东西，寻找低成
本的技术手段是大势所趋。

2017 年 10 月份，翎客航天首款可
重复运载火箭“新干线一号”（New-
Line-1）正式发布，计划2020年完成首
次载荷入轨飞行试验。这个高约24米
的“小巨人”是两级液体运载火箭，能把
200kg 左右的微小卫星送入 500km 太
阳同步轨道，它承载的中期任务正是运
载火箭一子级回收。

“运载火箭一子级主发动机整机点
火试车以及亚轨道可重复发射火箭试
飞，是今年计划完成的项目。”胡振宇告
诉记者，他们将在今年9月份至10月份
再次启动低空悬停实验，待 2019 年试
验成功后就具备承接亚轨道商业发射
的条件了。

日前，智慧物联网公司G7与现代物流设施与工业基
础设施提供商普洛斯、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机构蔚来资本
联合宣布，共同出资组建由G7控股的新技术公司，研发
基于自动驾驶、新能源技术和物流大数据的全新一代智
能重型卡车。

“就目前公路货运现状来看，卡车的非智能化导致了
很多不必要的人力成本输出。我们希望打造基于无人驾
驶技术的智能卡车，从根本上提高物流效率。”G7智慧物
联网公司创始人兼CEO翟学魂表示，新成立的技术公司
将致力于构建崭新的智能卡车物流生态，包括相关基础
设施建设、与无人驾驶配套的停车场及能源补给站等。

自 2010 年成立以来，G7 不断通过“物联网+AI”技
术帮助物流企业构建智能化车队运输管理体系，推动物
流业从传统运营模式向自动化、智能化方向升级。同时，
G7还积极打通整车制造厂商、汽车核心部件生产厂商、
金融服务机构等物流全链条，打造服务整个产业生态的
智慧物联网平台。

“近年来，从油价到土地成本再到人力成本，物流
行业的整体成本不断上升。G7的客户一直都是物流公
司，过去我们只提供车辆数据，未来可能连卡车也一起
提供，我们希望把智能设备、资产数据综合起来提供给客
户，这比客户自己买车、自己加油、自己请司机可便宜多
了。”翟学魂说。

在G7为客户提供的物流优化方案中，公司可通过安
装在货车上的300多个传感器实时收集车辆位置、速度、
线路、温度、进出区域、货物装卸、停留时间、油耗、司机驾
驶行为等信息，几乎覆盖了公路货运的全过程。这些数
据经过识别、处理后，能够在提升运输效率、保障运输安
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G7总裁马喆人表示，G7平台获取的海量数据经分
析后，能为车辆结构设计等提供优化依据，从而帮助下一
代商用车辆进一步改进设计结构。同时，在规模化运营
体系下，这些数据能够辅助企业在全运输线路网络内施
展车辆调配能力。

基于这种思路和理念，G7于去年开发并推出了3个
颇为成熟的产品，安全机器人、调度机器人和财务机器人。

其中，安全机器人可以实时监控每一辆车，通过AI
算法实时检测判断路况是否异常，车辆是否超速，司机是
否打瞌睡或玩手机等。一旦发现异常，司机端会提示司
机，后台管理员也可通过语音指令提醒司机注意。根据
G7后台统计，安全机器人上岗后，平台服务的客户相关
事故发生率下降了75%以上。

调度机器人则可以帮助物流业进一步提升效率，降
低成本。尤其是在生鲜及医药等产品的运输中，有效调
度至关重要。所以，能够通过AI算法调度运力的机器人
显然比传统人力运算更加高效。

物流业属于重资产运营产业，成本结构非常复杂。
财务机器人能自动统计所有成本支出，将每台车的每次
点火、熄火、过路、加油等关键节点全部数据化，使每一单
任务从起点到终点的盈利或亏本“一键可知”。

本报讯 记者牛瑾报道：日前，中国民生银行与科大
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
同研发数字化、智能化科技金融银行产品，携手打造

“AI+金融”服务新模式。双方将本着平等开放、协作共
赢、互惠互利的原则，发挥各自优势，共同研发“AI+金
融”场景，探索未来人工智能发展趋势。

中国民生银行董事长洪崎在签约仪式上表示，人工
智能正在赋能商业，改变世界。当前，民生银行的改革转
型进入全面实施阶段，科技金融是民生银行的核心竞争
力。“5月15日，民生科技有限公司宣布成立。该公司承
担着金融创新重任，将是民生科技金融银行建设的先锋
队和主力军。”据洪崎介绍，借由与科大讯飞的合作，民生
科技有限公司将增强智能金融产品领域的研发能力。

“在人工智能时代，金融行业正面临深刻变革，通过
新技术推动金融业智能化转型是大势所趋。”科大讯飞董
事长刘庆峰在签约仪式上说，科大讯飞希望通过在智能
语音、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技术与研发优势，与民生银行共
建数字化智能银行，与金融业战略合作伙伴共同打造数
字化智能科技银行新生态，为广大客户提供一站式智能
化贴身服务。

本报讯 记者杨阳腾报道：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日
前与巴西知名废弃物品管理公司Corpus签下200台纯
电动卡车订单，这是目前拉美市场最大的纯电动卡车订
单，也是比亚迪在海外市场获得的最大卡车订单。

据了解，Corpus公司成立于1987年，是巴西知名的
废弃物品管理专业平台，经营包括家用垃圾、危险品收
集、运输和处理等综合业务。该批纯电动卡车将作为
城市环卫车，服务于巴西圣保罗州因达亚图巴市。这
批卡车属于大型重卡，由比亚迪长沙工厂负责生产，满
载质量21吨，单次充电3小时，可满足超过100 公里的
运营，电机最大功率180千瓦，最大扭矩1500牛米。目
前，首批20台已经交付使用，剩余车辆将于2023年前陆
续交付。

据悉，比亚迪于2010年进军巴西市场，2014年7月
份宣布在圣保罗州坎皮纳斯市投资建设纯电动大巴及
电池工厂，这是该公司在拉美地区开设的首家工厂。
2015 年 5 月份，比亚迪与巴西大巴车身厂商马可波罗
合作，生产校园巴士，同时宣布在坎皮纳斯市建立太阳
能工厂。2015 年 7 月份，首批 10 台纯电动大巴在坎皮
纳斯市上路运营。

G7研发新一代智能重卡——

公路货运驶向智慧未来
本报记者 袁 勇

民生银行携手科大讯飞探索“AI+金融”

比亚迪签拉美市场最大纯电动卡车订单

本版编辑 韩 叙 美 编 高 妍

本版邮箱 jjrbqyb@163.com

航空航天产业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近年来，随着军民融合深入推进，民营资本掀起了商业航天发展热潮，北京经

济技术开发区也抓住机遇提前布局，初步形成了火箭研发设计制造产业集群。根据相关计划，未来开发区将重点支持民营

航空航天领军企业，推动上下游企业加快形成产业链，全力打造航空航天产业集群。

无论是民营航天拓荒者的翎客航天，还是第一家承接国际商业火箭发射服务订单的蓝箭航天，抑或是1月19日成功发

射全球首颗共享卫星的全图通……这些熠熠生辉的航天新秀正让商业航天的星空变得更加精彩。从今天起，本报推出“中

经创业榜·亦庄商业航天系列”专栏，关注这些企业的创业故事。敬请读者垂注。

航天新秀竞相追梦蓝天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学聪

创业难创业难，，在商业航天领域创在商业航天领域创

业更难业更难。。技术突破可能需要技术突破可能需要 33

年年、、55年年，，甚至甚至1010年时间年时间，，这对创这对创

业者的心智是极大的考验业者的心智是极大的考验。。所所

以以，，进军商业航天领域首先要做进军商业航天领域首先要做

好时间上的准备好时间上的准备。。

其次其次，，一家公司的发展与创一家公司的发展与创

始人密切相关始人密切相关。。作为创始人作为创始人，，核核

心任务是找人心任务是找人、、找钱找钱、、找资源找资源。。

第三第三，，企业的日常管理要求企业的日常管理要求

创始人是创始人是““全才全才””。。各个岗位上的各个岗位上的

伙伴因专业不同伙伴因专业不同，，难免对公司发难免对公司发

展存在认知差异展存在认知差异，，创始人要用更创始人要用更

全面的知识体系全面的知识体系、、更开阔的视野更开阔的视野

弥合分歧弥合分歧。。

创 业 者 言创 业 者 言

目前全球只有6家民营
商业航天企业拥有垂直起降
技术。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