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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曲线一号运载火箭是北京星际荣耀空间科技有
限公司独立设计完成的小型固体运载火箭，公司对
智能箭载综合控制机（星控一号）、一、二、三、四级
固体火箭发动机和液体姿轨控发动机等产品具有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打造高品质/低成本/快响应的商业运载火箭

服务全球中小卫星发射市场



双曲线一号
(Hyperbola-1)
用户手册

2



目   录 关于我们 4

载荷服务流程 6

发射方案 8

火箭概述/技术参数/系统组成 8

运载能力及入轨精度 9

整流罩 10

卫星与火箭接口 11

卫星设计力学环境条件 12

3

发射场操作 14

航区安全控制 14



关于我们
星际荣耀是在新太空时代来临之际成立的一家航天高科技创业公司，致力于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商业航天引领者！立

志成为中国航天在国际商业航天领域的杰出代表！

国家将航天强国作为重要发展战略，又恰逢世界商业航天崛起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星际荣耀做为商业航天的中坚力量

以及中国航天的重要参与者和有益补充者，为航天强国梦贡献力量！

团队成员均毕业于国内外著名高校，毕业院校为985、211高校的人员比例超过95%，硕士以上学历的人员比例超过90%。

提供专业化团队、专业化流程、专业化知识、专业化设计、专业化服务。

企业使命：

拓展人类生存空间

企业愿景： 

全球商业航天引领者

管理理念：  

立即行动，全力以赴

双曲线一号运载火箭是北京星际荣耀空间科技有限公司独立设计完成的

小型固体运载火箭，智能箭载综合控制机（星控一号）、一、二、三、四级固体火箭

发动机和液体姿轨控发动机等产品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双曲线一号运载火箭简易依托、快速发射。发射场技术准备周期小于5天，

适应高密度、高频次、快响应发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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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荷服务流程

建立沟通

需求对接

技术协调

大系统协调

合同履约

商务协调

电话：倪经理 010-87169903-8049、18614052503
传真：010-87169903-8000
网站：www.i-space.com.cn
微信公众号：北京星际荣耀空间科技有限公司

服务种类（主载荷/搭载）、轨道、
重量、几何包络、发射时间等

确定机械、电气接口、环境条件、时序、
轨道和姿态精度、测控需求并签署ICD文件

发射场（首区、航区、落区）、测控、
保险（双方）、频率协调（卫星方）、发射许可（火箭方）

双方按照合同约定，火箭方按计划完成任务节点，
卫星方按节点支付服务费用

确认用户发射需求，
完成商务合同洽谈、签署商务合同

6

T0

T0+3d

T0+1m

T0+1.5m

出厂前星箭对接 测试（星箭匹配与电磁兼容）、试验（卫星力学环
境试验、星箭解锁与分离试验）

T0+4m

产品与服务 发射场卫星测试、上箭、整流罩合罩、
星箭转场、发射服务

T0+6m

T0+3m

T0+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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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射方案

双曲线一号运载火箭为四级小型固体运载火箭，四级均为固体发动机，辅

以液体姿控发动机，主要用于近地轨道和太阳同步轨道卫星的发射任务。

双曲线一号运载火箭可根据用户需要设计多种接口，方便用户选择使

用 。

双曲线一号运载火箭由结构、动力、电气（含控制、遥测、外测、安控）三

个分系统组成。

双曲线一号运载火箭结构系统由整流罩、四子级、三级前段、三级固体

发动机、二/三级间段、二级固体发动机、一/二级间段、一级固体发动机、一

级尾段及栅格舵组成。

双曲线一号运 载 火 箭 长 度 约 为 2 4 m ，总 质 量 约 4 2 t ，起 飞 推 力 为 

7 7 0 K N 。主 要 总 体 参 数 见 表 1 所 示 。

1. 火箭概述 3. 系统组成

2. 技术参数 

表 1 火箭主要总体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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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双曲线一号运载火箭结构系统组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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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曲线一号运载火箭的运载能力是基于以下5个前提给出的：

(1) 考虑航落区安全要求和地面测控站测控要求；

(2) 运载能力包含卫星质量和卫星支架质量；

(3) 地球赤道平均半径取6378.14公里；

4. 运载能力及入轨精度
(4) 发射中心位于甘肃省；

(5) 双曲线一号运载火箭针对500km SSO轨道的运载能力为300kg，不同

LEO及SSO的运载能力如图2所示，入轨精度如表2所示，分离精度如表3所

示。

注：上表为近地点高度200km，远地点高度400km的椭圆轨道
及圆轨道h=500km为例给出的入轨精度。

图2  双曲线一号运载火箭运载能力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表2  轨道入轨精度 表3  分离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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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整流罩的功能，主要是火箭在大气层中飞

行时，向卫星提供良好的环境，承受由大气产生的各

种影响因素，这些因素包括气动力、气动热和噪声

等。

高速气流产生的热量，由卫星整流罩吸收或隔

绝，使整流罩内的环境温度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气流

和火箭发动机工作产生的噪声，通过卫星整流罩可

以降低到卫星可承受的范围。

火箭飞出大气层后，卫星整流罩即可抛掉。双

曲线一号运载火箭卫星整流罩外形及包络如图3所

示 。

5. 整流罩

图3   双曲线一号运载火箭整流罩外形及净包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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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射场，卫星经吊装与运载火箭机械和电

气对接后，通常是通过星箭分离连接器与火箭方

进行电气连接。

星箭分离连接器型号通常由卫星方商火箭

方确定，分离连接器的一半（指火箭电缆网上与

卫星连接的插头/座）由卫星方提供火箭方，同时

提供必要的加工、安装等操作工具和测试检查使

用说明书。具体安装位置及芯点定义由双方协商

并在星箭接口控制文件中规定。

6. 卫星与火箭接口

6.2 电气接口
采用GJB4228-2001《卫星与运载火箭对接尺寸型谱》标准向用户提供卫星通用接口，如图4所示。
采用搭载方案时，在主星周边环向布置小卫星安装板，如图5所示。
可采用笼屉式分层安装双星，如图6所示。
在设备舱上部井字梁处可并联安装多颗卫星，安装方式如图7所示。
发射多星时，可采用中心承力筒+安装导轨的方式，如图8所示。
纳星分配器采用多层、环形布局的方式，分配器每一层安装8个卫星接口装置，5层可安装40颗纳星，如图

9所示。

图4  主星单星安装

图7  多星并联安装

图5  主星周边搭载小卫星安装

图8  多星安装

图6  笼屉式双星安装

图9  多颗纳星安装

6.1 机械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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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给出了卫星与火箭连接界面处的条件。如无特殊说明时，轴向为飞行器

轴向，横向为垂直于轴向的任一方向。

卫星固支状态下整体一阶固有频率不小于20Hz。

力学环境试验偏差按照GJB1027A《运载器、上面级和航天器试验要求》执行。

7.3.1正弦振动试验

卫星的低频正弦振动试验条件如下：

7.3.2 随机振动试验

卫星的高频随机振动试验条件如下：

卫星需按照表5中的静力设计条件开展试验或分析，确保结构具备足够强

度，在主动段飞行过程中不会发生影响火箭飞行的强度破坏。

7. 卫星设计力学环境条件

7.1 基频要求

7.3 载荷鉴定和验收试验

7.2 静力条件

注：
卫星设计载荷=使用载荷*安全系数，安全系数不小于1.25；
横向载荷表示其作用于垂直于纵向的任意方向；
横向载荷与纵向载荷同时存在；
其中轴向过载为正表示受压，轴向过载为负表示受拉；
对于特殊载荷，需要考虑小过载或零过载的影响。

表5 卫星静力设计条件

表6 卫星低频正弦振动试验条件

表7 卫星高频随机振动试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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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卫星噪声试验条件

表8 卫星冲击试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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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冲击试验

火箭引起的冲击主要由整流罩分离和星箭分离火工品解锁引起（星箭分离由卫

星负责时，星箭分离冲击环境由卫星自行考虑），冲击试验条件量级见表8。鉴定试

验需做两次，验收试验做一次。

7.3.4 噪声试验

验收级噪声试验条件表9，如卫星上没有对声敏感的结构或设备，可仅开展随机

振动试验，免做噪声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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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射场，卫星方主要有技术区测试及安装前准备，参与星箭对接、整流罩合罩及与箭体对接，发射区测试及发射前准备等工作。

8.1 卫星技术区测试及安装前准备

由卫星方负责在卫星准备间和卫星燃料加注间完成卫星的测试、加注及安装前准备工作。

8.2 星箭对接

由火箭方负责将四子级舱体放置于地面支架上，然后安装卫星支架。卫星方将卫星起吊至四级卫星支架上，由火箭方负责安装星箭分离机构及与卫星的机械

电气接口对接后，双方确认。

8.3 整流罩合罩

由火箭方负责，安装爆炸螺栓等整流罩分离解锁机构。

8.4 整流罩与箭体对接

由火箭方负责将整流罩与四级前段进行对接。

8.5 卫星发射区测试及发射前准备

卫星可以通过星箭电气接口，经火箭脐带电缆连通地面测试设备，在发射前进行卫星的相关准备及测试，但卫星的操作需要考虑到火箭的可接近性和无线电

静默时间的限制。

双曲线一号运载火箭安装了自主炸毁和指令炸毁相关的安控系统设备，当火箭飞行出现异常情况时，可实施自毁。火箭的飞行安全由卫星发射中心指定的安全官

负责。安全官的具体责任包括：

(1) 根据火箭设计单位的飞行安全系统设计方案，与设计人员共同制定《运载火箭安全控制准则》，安控准则包括飞行弹道许可的安全界线（告警线和炸毁线）。

(2) 掌握航区的人口及重要设施分布情况。

(3) 保证测量设备提供地面安全控制所需飞行信息，以便有效地显示出飞行中的故障或者确信火箭在预定范围内飞行。

(4) 若火箭发生难以挽回的故障，不能完成飞行任务，并有可能对地面造成危害，按《运载火箭安全控制准则》的要求指挥中止火箭飞行。

8. 发射场操作

9. 航区安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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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际荣耀拥有一流的管理和研发团队
具备行业尖端技术实力

愿与合作方携手共享产业发展成果

共创商业航天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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