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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资深记者 郭颖

本报讯 神舟飞船是我国自
行研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的载人飞船。相比此前的神舟十
号，神舟十一号将“飞得更高、实
验更多、时间更长”。而托举“神
舟十一号”飞天壮举的，依然是来
自“中国制造”的中国力量，其中
亦凝聚着上海航天人的心血。

睡不睡全看飞控工作需要
2011年天宫一号/神舟八号

发射时，帅气的航天飞控（飞行控
制工作，以下简称飞控）小伙爆红
网络，被网友亲切称为“天宫神八
哥”。青年报记者获悉，这些“天
神哥”、“天神姐”有一部分来自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上海航天技术研
究院805所。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飞行
试验中出现任何一个现象，我们
都可以在少则十几秒最多一分
钟内判断出问题并且找到解决
方案，几乎不用思考，已经变成
了一种自然的条件反射。”中国
载人航天工程载人飞船系统、空
间实验室系统副总师张崇峰自
信地说。

“早在半年前，我们就对飞
控 故 障 预 案 进 行 了 梳 理 和 完
善。”对接机构主任设计师苑会
领指着桌上一份厚厚的、足有几
百页的报告说。“发射前一个多
月我们就在北京集同办公，都是
各系统的‘大牛’们，对飞行控制
预案进行充分的讨论和演练，已
经烂熟于心。”

“天宫一号与神舟八号、九
号、十号的对接都非常完美，我们
的飞控预案都没有用上。尽管做
了很多工作，我们希望自己的故
障预案永远用不上。”主任设计师

邱华勇说。
天宫二号与神舟十一号的飞

控工作持续将近四个月，从天宫
二号发射试验开始便需要24小时
值班了。天宫二号比神舟十一号
早发射一个多月，神舟十一号载
着两名航天员与天宫二号进行交
会对接任务，在轨驻留30天，直到
顺利返回，因此，飞控24小时值班
需要持续两个多月。

“飞行控制工作就是跟自己
对着干，比如做预案是跟自己的
设计对着干，而飞控值班，是跟自
己的生物钟对着干。”杨晟曦副主
任师如是说。

如此长时间的值班过去并没
有过，805所的“天神哥”们采取了
二班倒的值班方案，要把自己的
生物钟拧过来。

“刚开始生物钟没有调整过
来，凌晨2点到3点如果感觉到一
丝困意，就自己掐自己。”邱华勇
说，“值班的时候总体来说我们都
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困倦并不明
显，白天回宿舍睡不着才是最大
的痛苦，翻来覆去数绵羊，不睡不
行，要保证值班的时候能够处于
精神高度集中、反应非常迅速的
状态……”

新一代电源提供强大电力保障
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将在太

空驻留30天，对电源分系统是个
极大考验。成功发射的神舟十一
号载人飞船的电源分系统，由位
于上海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八
研究院负责研制。

据航天八院的神舟十一号电
源分系统技术负责人沈冰冰介
绍，神舟十一号飞船采用的太阳
翼，是我国载人航天领域第一个
全国产化材料制成的太阳翼，性
能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打

破了以往太阳翼基板结构的高性
能碳纤维材料依赖进口、受制于
人的局面。

航天八院的研究人员从确定
方案、把关方案的正确性和可行
性，到通过反复的地面疲劳试验、
强度试验，以及仿真飞行试验验
证、工艺试验，将太阳电池翼的稳
定性做到最大化。最终，神舟十
一号的“翅膀”在元器件上达到
了 90%以上国产化，成为目前国
内国产化最高的型号。

当神舟十一号和天宫二号对
接停靠后，部分设备停止工作，届
时整个飞船的负载将减小至40%，
蓄电池在长期小负载情况下不断
充放电，产生记忆效应，一旦负
载又增加回到额定负载，就会出
现蓄电池供电能力不足的问题，
而这些都是电池本身的特性决
定。为解决这一棘手问题，使蓄
电池“失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 811 所储
能电源事业部采用调整充电曲
线的方法，通过大量地面长期试
验，最终摸索出了一条和神舟十
一号工作状态相匹配的充电曲
线。为给蓄电池加固双保险，沈
冰冰、钟丹华、邢路、舒斌等设计
师反复比较神舟八号、九号、十号
三艘飞船8年的数据，总结经验，
确保万无一失。

“我们电源不比其他分系
统，需要时时刻刻对飞船进行监
控。飞船在天上飞，航天员也在
上面，必须每时每刻都要盯着电
源的数据，掌握飞船的工作状态，
一旦出现问题立刻处理。现在做
神舟十一号电源系统参与飞船监
控的设计师 6 人，30 天、每天 12
小时两人不停翻班，这对队伍相
对苛刻，但也是一种挑战。”沈冰
冰坦言。

“这不仅是我的骄傲，也是

全国人民的骄傲。”听到各项指

标运行正常的消息，神舟十一

号航天员陈冬父亲陈树林在电

视机前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17日

7时30分发射升空，飞船在轨运

行期间，景海鹏、陈冬两位航天

员将首次以“新华社太空特约

记者”身份持续发回报道，新华

社各新媒体、网络终端将广泛

征集海内外受众的提问，发给

“新华社太空特约记者”。

新华社记者16日、17日两次

来到陈冬家替这位“同事”看望一

下家人，听听他们有什么提问。

17 日一大早，在陈冬的家

乡河南省洛阳市，家人朋友早

早地围聚在电视机旁观看直

播，十几平方米的客厅迎来了

五六十位客人，多次爆发出热

烈的掌声，热闹非凡。

倒计时的时候，陈树林和

同事紧紧握着手，发射时刻，他

表情凝重，目不转睛地盯着电

视机，听到宣布发射成功后，他

开心地笑了。

“国家航天技术的发展，一

次比一次精密，我不担心儿子，

人都交给国家了，相信他们。”

陈冬的父亲陈树林笃定地告诉

记者。

记者问起他们如何提问

“新华社太空特约记者”时，陈

树林表现出满满的关心，“时间

太长，到太空肯定跟地面不一

样，想问他到太空适应不适

应？我看之前的载人航天，到

太空都是飞起来的，不像在地

面站着就走了，这真正飞起来

他是头一次嘛，能不能承受？”

陈冬中学的班主任姚志强

也饶有兴趣地提出自己的问

题，“中学时候我们上课会讨论

‘失重’，现在他真正地去体验，

想让我的学生做一回我的老

师，讲讲真正的‘失重’是什么

样的体验。” 据新华社电

神舟十一号本次飞行有哪些
特点？“神舟”到底“神”在何处？
对此，相关专家向记者讲述了与
神舟十一号相关的一些细节。

393公里高度的对接与运行
神舟十一号充分继承了神舟十

号的技术状态，同时为了适应本次
任务要求而进行了多项技术改进。

“为满足本次任务要求，调整
了轨道控制策略和飞行程序，使
神舟十一号飞船能够适应本次任
务交会对接轨道和返回轨道高度
由343公里提高到393公里的要
求。”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
主任武平说。

神舟十号与天宫一号对接时，
轨道高度是343公里。神舟十一
号和天宫二号对接时的轨道高度
是393公里，比过去高了50公里，
为何要高出50公里？航天科技集
团五院GNC分系统指挥罗谷清说，
主要是为了我国载人航天“三步
走”发展战略的第三步——建造空
间站做准备，因为这与未来空间站
的轨道高度基本相同，飞行也更加
接近未来空间站要求。

33天的太空旅程
神舟十一号入轨后经过两天

独立飞行，完成与天宫二号自动
对接形成组合体，完成组合体30
天中期驻留任务后，与天宫二号
分离，在一天内返回内蒙古主着
陆场，神舟十一号任务结束。在
太空时间长，如何保障航天员太
空工作生活和执行任务的能力，
怎样提高飞船的可靠性？

神舟十一号的技术改进，很
重要的一个创新亮点，是新配备
了宽波束中继通信终端设备。

“为进一步提高安全性可靠
性，新配备了宽波束中继通信终
端设备，显著扩大了测控覆盖范
围，提升了飞船姿态快速变化时
的天地通信保障能力，从而提高
了航天员的安全性和飞船的可靠
性。”武平说。

首次考核航天员中期驻留能力
“此次任务目的是进一步对

改进型载人飞船功能进行全面验
证，为后续载人任务提供重要的
技术支撑。此外，通过多项在轨
试验，将进一步验证飞船设计功
能，获取和积累载人环境相关的
飞行试验数据。”神舟十一号飞船
总设计师张柏楠说。

在此次空间实验室任务中，
对接轨道和返回轨道高度比以前

习近平在贺电中表示，欣闻
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
我谨向全体参研参试人员和航
天员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诚挚
的问候。

习近平指出，天宫二号和神
舟十一号载人飞行任务，将首次
实现我国航天员中期在轨驻留，
开展一批体现国际科学前沿和高
新技术发展方向的空间科学与应
用任务，标志着我国载人航天工
程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

习近平强调，太空探索永无

止境，航天攻关任重道远。希
望同志们大力弘扬载人航天精
神，精心做好后续各项工作，确
保实现既定任务目标，不断开创
载人航天事业发展新局面，使中
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迈得更大
更远，为建设航天强国作出新的
贡献。

范长龙宣读了习近平总书记
发来的贺电。

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指挥中
心观看飞船发射实况的还有马
凯、许其亮、杨晶、常万全等。

神舟十一号飞船发射成功 习近平致电祝贺 “中国航天员最长太空驻留”开启

飞船成功实施首次轨道 控制 景海鹏陈冬状态良好
北京时间10月17日7时49分，执行与天宫二号

交会对接任务的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
射中心发射升空后准确进入预定轨道，顺利将2名航
天员送上太空。正在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八
次会晤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第一时间发来贺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
书记刘云山在北京观看飞船发射实况。

记者从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
心获悉，17日中午12点56分，在
中心科技人员精确控制下，神舟
十一号飞船成功实施第一次远距
离导引控制，抬高了近地点高
度。目前，神舟十一号飞船工况
正常，航天员状态良好。

神舟十一号飞船于10月17
日7时30分发射升空。成功入轨
后，控制权就交到了北京航天飞
行控制中心。飞船在轨飞行期
间，中心科技人员要对飞船进行
精确控制和严密监视。

据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副
总工程师孙军介绍，为牵引飞船
追赶万里之外的天宫二号，中心
需要对飞船进行5次远距离导引

控制。首先，中心要抬高飞船的
近地点高度，之后对轨道面进行
修正，然后再抬高远地点高度，
最后还要进行轨道圆化和组合
体修正。经过5次远距离导引控
制之后，飞船将到达天宫二号后
下方52公里左右的位置，两个航
天器建立空空通信，转入到自主
控制段。

与前几次交会对接任务不
同，此次交会对接轨道和返回轨
道高度比之前增加了50公里，将
首次考核验证空间站阶段的交会
对接和载人飞船返回技术，还将
首次考核航天员中期驻留能力。
为此，中心科技人员调整了对飞
船的控制策略。 据新华社电

17 日 7 时 30 分，火箭起飞。
575秒后，船箭分离。约600秒后，
飞船准确进入预定轨道。约575
秒后，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与火
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顺利
将景海鹏和陈冬2名航天员送入
太空，飞行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
得圆满成功。神舟十一号载人飞
船将与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牵
手”太空，景海鹏和陈冬开启中国
航天员迄今最长太空驻留。

这是我国组织实施的第6次
载人航天飞行，也是改进型神舟
载人飞船和改进型长征二号F运
载火箭组成的载人天地往返运输
系统的第2次应用性飞行。

飞船入轨后，按照预定程序，

先进行约2天的独立飞行，然后与
天宫二号进行自动交会对接。组
合体飞行期间，航天员进驻天宫
二号，完成为期30天的驻留，并开
展空间科学实验与应用技术试
验，以及科普活动。

完成组合体飞行后，神舟十
一号飞船撤离天宫二号空间实验
室，独立飞行1天后返回至着陆
场，天宫二号转至独立运行轨道，
继续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和应用技
术试验，并等待天舟一号货运飞
船的到来。目前，天宫二号正运
行在距地面393公里的近圆对接
轨道，设备工作正常，运行状态良
好，满足交会对接任务要求和航
天员进驻条件。

飞船成功实施首次轨道控制

“中国航天员最长太空驻留”开启

“我国载人航天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神舟”到底“神”在哪？ 专家讲述细节
增加了50公里，神舟十一号任务
将首次考核验证空间站阶段的交
会对接和载人飞船返回技术，还
将首次考核航天员中期驻留能
力，通过验证航天员驻留能力，为
航天员空间站阶段长期在轨考核
奠定基础。

生命之塔——逃逸发动机
看过神舟飞船发射的人们

会注意到，火箭顶端有个类似避
雷针的尖塔状装置，这就是由航
天科技集团四院自主研制，被称
为航天员“生命之塔”的逃逸救
生系统。

航天科技集团四院逃逸发动
机总指挥余海林说，逃逸系统承
担着航天员安全救生使命，是我
国载人航天工程必须突破的三大
技术难关之一。四院人克服困难
成功研制的逃逸救生系统，为航
天员放心巡天提供了安全保障。

据余海林介绍，逃逸塔性能
特殊，技术复杂，国际上只有美国
和俄罗斯掌握了这项技术。

飞船安全返航的法宝
回收着陆是载人航天活动的

最后步骤，也是决定航天员能否
安全回家的最后一棒。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神舟飞船
副总设计师荣伟说，五院508所
肩负神舟飞船回收着陆系统研
制，先后攻克了特大型降落伞、着
陆缓冲、静压开伞高度控制、多模
式回收程序控制、非电传爆弹盖
开伞等关键技术，研制了目前国
内回收质量最大、着陆速度最低、
可靠性安全性最高、系统最复杂
的一套航天器回收着陆系统。

他说，神舟十一号回收着陆
的亮点明显，一是全国首创特大
型降落伞。降落伞系统是飞船返
回阶段的重要气动力减速装置，
它可以将进入大气层的飞船返回
舱从高铁速度降到普通人慢跑的
速度。系统由 7000 多个零部件
组成，是目前我国航天器回收降
落伞中结构最庞大和最复杂的系
统。其中主伞1200平方米，能铺
满一个足球场。二是着陆缓冲技
术提升乘坐舒适度。经过与空气
的“软”摩擦之后，飞船返回舱进
入着陆缓冲环节，这最后一步是
硬碰硬的撞击。为了让飞船在

“落脚”的一瞬依然保持航天员良
好的乘坐体验，研究人员将着陆
缓冲技术应用于神舟飞船返回舱
的着陆缓冲系统，从而实现返回
舱“软着陆”。 据新华社电

“天神哥”十几秒找到“飞控”解决方案

■飞天·上海贡献

■飞天·揭秘

“相信祖国航天科技 儿子在太空我不担心”

■飞天·花絮

景海鹏（右）和陈冬在火箭发射瞬间敬军礼。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