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火星任務－創新科技探索新世界

在火星上，我們沒有看到外星小綠人，但乾涸的湖泊和河床是最重大的發現－－
NASA 任務為世人揭開紅色行星的一層層神秘面紗。在任務中隨時待命的是： 
可靠的 DC 直流馬達，由瑞士驅動專家 maxon motor 提供。

很可能在不久的未來，人類便能夠移民到
火星上生活。他們會從地底取得冰塊融
化製成飲用水，並且在溫室內種植蔬菜。

在夜晚，他們會遙望地球，那個他們的任務發源
地。這是個不真實的景像嗎？一點也不。

探索火星的工作在過去 20 年來已有極大的進
步發展。maxon motor 藉著提供精密驅動系統，
對於探索任務有重大的貢獻。在美國太空總署
NASA 所進行的四項任務中，該瑞士公司的產品
也一起降落在火星表面。在這些行動中所蒐集
到的資料，將能夠協助我們實現載人火星任務前
往鄰近星球的夢想。每一次的航行都讓 maxon 
motor 獲得重要的認知：執行長 Eugen Elmiger
表示：「在太空中，我們的有刷和無刷 DC 馬達所
面臨的是最嚴苛的環境條件，極度低溫和高溫、
撞擊、震動等等。但藉由這些經驗，我們能夠針
對這些條件在地球上改良我們的產品。」

歷史性的突破
我們將讓更多機器人踏上前往火星的漫長旅途。
這些機器人在貧瘠的土地上四處探索，研究岩石
樣本，並且拍攝令人驚嘆的影像。第一架機器人
探測車是「逗留者號」(Sojourner)，於 1997 年 7
月 4 日登陸火星。對於之前多次嘗試將探測車送
上火星的失敗經驗而言，這無疑是歷史性的一刻。
逗留者號體積小，重輛僅 10.5 公斤重。在將近三
個月的時間裡，它穿越了佈滿沙土的地形，並且
將資料和圖片傳送回地球－－這比之前預期的時
間延長許多。它的動力來自 maxon 電動 DC 馬達。
這套高品質的驅動裝置採用無鐵心繞組，安裝在
逗留者號的車輪上，為轉向和科學儀器的操作提
供動力。maxon 的工程師與 NASA 人員共同努力
長達四年，為的就是實現這項計劃。他們的成功
振奮了全世界。從那時開始，「maxon」的名字便
和「火星」緊密相連。然而，這只是個開始。

圖片來源 ： NASA/JPL 加州理工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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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行星上的雙胞胎
受到逗留者任務的激勵，NASA 很快地便開始籌
劃下一次的火星之旅。這一次他們將兩輛探測車
同時送上火星：結構相同的「勇氣號」和「機會
號」。它們的體型均較前一代車型明顯增大（重
量約 185 公斤），並且擁有更成熟的技術。這兩
輛探測車能夠拍攝相片、清刷地面和在石頭上鑽
孔。它們的任務：尋找火星上是否曾有水源跡象，
甚至進而證明有生命的存在。

這兩輛探測車的表現超出所有預期。它們的預
期壽命是三個月。但直到六年之後，「勇氣號」才
發送出最後一個信號到地球。而它的兄弟「機會
號」甚至到今天，也就是登陸後的十年，都還在
火星上活動，迄今為止，它的行駛里程已超過 40
公里。在這段期間，maxon 的 DC 馬達依然持續
提供可靠的性能，即使出現沙塵暴和極端的溫差
(−120 至 +25)。每一輛探測車應用了 39 顆精密
馬達驅動，為六個車輪、控制機構、鑿岩機、機
械手臂和攝影機提供動力。

機會號最棒的生日禮物
機會號年歲日益增長，雖然它為地球上的科學家
們帶來不少的麻煩，但它也帶來非常多的樂趣。
2014 年正是它登陸十週年，而就在 1 月，它在奮
鬥撞擊坑�（Endeavour）� 的石層中找到有水的跡
象。此外，依資料顯示，在數十億年前，火星上
很可能有湖泊的存在，即代表擁有生物存活的條
件。

尋找隱匿的冰層
在火星上一直有冰的存在，主要位於兩處極地冰
冠。研究人員同時也假設在其他地區也有冰的踪
跡－－如地表底下。為了證明這個觀點，他們派
出了「鳳凰號」。這架火星探測器於 2008 年降落
於火星，且與它的前輩不同的是，它是停駐在定
點。在短時間之內，它就為科學家提供了所預期
的證明－－它對一個火星樣本進行加熱，並且偵
測到了水蒸氣。這項發現也讓位於瑞士薩克森的
maxon motor 雀躍無比。因為瑞士馬達專家也參
與了這次的 NASA 任務，提供的是全新 RE 系列
精密驅動器。這款有刷馬達採用特殊滾珠軸承設
計，被應用在鳯凰號的太陽能晶片轉向裝置上。

「登陸十年後， 
機會號至今仍在 
火星上活動。」 火星，離我們最近的行星，體積大小僅為地球的七分之一。表面極為荒涼，

佈滿石塊和紅色沙塵，景觀極不真實，且環境極度惡劣，無法供生物生存。
由於火星上的大氣極為稀薄，而且主要為二氧化碳，因此生物在此絕對無
法呼吸。表面平均氣溫約為零下 50 度。火星上有許多大型的峽谷和火山。
最高的山峰為奧林帕斯山，高達 22 公里，也是太陽系中最高的隆起地形。 

（圖片�maxon mo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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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上的新巨星
然而，科學家們並不會因為眼前的成功就此感到
滿足。他們再次投入另一項大膽的計劃，要再將
另一輛探測車送上火星，而這一次將打破所有尺
寸限制。「好奇號」－－探測車車隊的新巨星，重
量為 900 公斤，體積與一輛小型轎車相等。它於
2012 年 8 月降落在紅色星球表面，配備有一支
機械手臂和一架色譜儀和光譜儀，用於分析岩石
和地表樣本，目的是持續搜尋證明以前有生命存
在的線索。放射性同位素熱發電機能夠可靠地
提供能源，而 maxon 的 MR 編碼器則用於控制
電動機械式關節內之馬達。

至目前為止，好奇號不僅在紅色沙地上留下了
它的足跡，它也蒐集到許多珍貴的資料，為科學
家們提供更多有關火星的新知識。例如，它在火
星地表下發現了所謂的生命的基本構造，也就是
氫、氧和碳等元素，暗示我們的鄰居行星以前曾
擁有可讓生物存活的條件。此外，好奇號也為火
星景觀拍攝了解析度極佳的相片，讓觀看者有如
身歷其境，並且產生一種感覺，在不久的未來，
我們真的可以登上火星。雖然目前尚有許多障礙
需要克服，以實現首次的載人火星任務，但即使
如此，NASA 至今為止所發送的探測車已為我們
探路，作好了許多準備。

歐洲太空總署 (ESA) 計劃與俄羅斯聯邦太
空局共同合作進行專有的火星任務。目標
是在 2016 年以 ExoMars 為名的計劃將一
個探測儀發射到火星上，並在兩年之後再
將一架火星探測車發送至火星。這架探測
車的體積預計比好奇號小，但會配備一個
鑽鑿設備，能夠從地表下兩公尺深處採集
岩石樣本，所採集到的樣本將會立刻由探
測車進行分析。maxon motor 也將參與這項
任務，為 ExoMars Rover 探測車提供 DCX
系列的精密驅動裝置。�

火星探險不斷繼續！

作者 ： Stefan Roschi

更多資訊：

maxon motor ag
Brünigstrasse 220
Postfach 263
CH-6072 Sachseln

電話： +41 41 666 15 00
傳真： +41 41 666 16 50
www.maxonmotor.ch
Twitter：@maxonmotor

maxon 馬達的應用領域──歡迎閱讀我們的平板電子雜誌 driven 了解更多有趣的應用。
立即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Store 免費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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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居者號
第一輛探測車於 1997 年 7 月 4 日登陸火星。服
役時間：三個月。maxon 提供 11 顆直徑 16 mm
的 DC 馬達，作為驅動器，並為轉向和多個科學
儀器供應動力。

勇氣號／機會號
這對雙胞胎探測車在 2004 年 1 月登陸火星。
勇氣號收集各種資料長達六年，機會號目前仍
服役中。兩輛探測車均配備 39 顆 maxon 的馬
達。這些 DC 馬達已針對火星任務經過特殊修
改，因此能夠毫無問題地承受 −120 到 +25 度
的巨大溫差。

鳯凰號
停駐於定點的火星探測器，在 2008 年 5 月 25
日登陸火星。憑藉其機械手臂，採集了地形岩
石樣本，並且進行分析。服役時間：五個月。
maxon 提供全新的 RE25 型有刷 DC 馬達，採
用特殊滾珠承軸設計，被應用於太陽能晶片轉
向裝置上。

好奇號
探 測 車 車 隊 的 巨 星 在 2012 年 8 月降 落 於 火
星，不只在 技 術 方 面 超 越了它 的 前 輩。好 奇
號 的尺寸有 如一輛小型轎車，重 達 900 公斤，
動力來源 來自一 個放 射性同位素熱發電機。
maxonmotor 為其提供精準的編碼器，安裝在
驅動軸上。

maxon 馬達參與火星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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