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测高度

开启回家“大幕”

神舟十二号飞船在轨飞行过程中，回
收着陆系统只是在返回舱内静静守候，直
到飞船返回舱穿过大气层后自由下落至距
地10公里高度时，由静压高度控制器判断
高度，并发出回收系统启动信号，回收着陆
系统才开始工作。

静压高度控制器只是程序控制子系统
的设备之一，整个程序控制的“幕后成员”
还包括回收配电器、火工控制器、程序控制
器、行程开关等，它们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就像人类大脑的不同区域，通过发出程序
控制指令信号，控制着“台前”各执行机构
完成规定的弹伞舱盖拉引导伞、拉减速伞、
减速伞分离拉主伞、主伞解除收口、抛防热
大底、转垂挂等一系列不可逆的动作。

逐级开伞

完成“急刹车”

1200平方米的降落伞在飞船返回舱降
落时不能一下子全部打开，否则伞会被空
气崩破。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的设计师们为
飞船量身定制了一套三级开伞程序，先打
开两个串联的引导伞，再由引导伞拉出一

顶减速伞。减速伞工作一段时间后与返回
舱分离，同时拉出1200平方米的主伞。

为防止减速伞和主伞张开瞬间承受的
力太大，减速伞和主伞均采用了收口技术，
也就是说，放慢伞绳从收拢到散开的过程，
让1200平方米的大伞分阶段张开，保证整
个开伞过程的过载处于航天员体感可承受
的范围。

火箭反推

实现返回舱软着陆

防热大底是飞船进入大气层后的“铠
甲”，等主伞完全打开后一会儿，飞船返回
舱就会抛掉这身“铠甲”。在神舟十二号回
家的最后阶段，航天科工集团三院35所研

制的“刹车指令员”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位
于神舟十二号返回舱底部，伽马射线的探
测体制赋予它穿透地表植被的能力，可精
确测量返回舱底部距离地表的高度。当返
回舱距离地面一定高度时，它给出预指令
信号，舱内指示灯亮起，航天员将做好着陆
准备；之后，根据实时速度在合适高度发出
点火指令，控制反推发动机点火“刹车”，最
大限度发挥反推发动机的缓冲性能，让航
天员安全舒适着陆。

故障预案

充分把握救生机会

由于飞船返回舱在返回过程中处于高
速运动的状态，一旦中途出现故障，外界无

法采取营救措施，也不可能将程序暂停或
恢复到原位重新开始。因此，回收着陆系
统的工作过程只能是由一系列不可逆按时
序执行的动作组成。

为保证航天员的生命安全，提高回收
着陆系统工作的可靠性和安全性，航天科
技集团五院的设计师们想到了一切可能发
生的紧急情况，为回收着陆系统设置了9种
故障模式。

落点标位

助力搜救快速定位

神舟飞船返回舱安全着陆后，为保证
地面搜救系统及时搜索到返回地面的返回
舱，除布设一定数量的雷达，跟踪测量返回
舱轨道并预报落点位置外，设计人员还为
返回舱上安装了自主标位设备，告诉搜救
人员“我在这里”。

标位设备以发送目标救援组织规定频
率和格式的无线电设备为主，犹如大海中
明亮的灯塔指引着方向。返回舱落地后，
国际救援示位标会发射无线电信标信号，
这种信标信号符合国际通用标准，能够被
岸站遍布世界各地的全球海事卫星搜救系
统所识别，从而确保搜救人员能够快速找
到返回舱。

据新华社电

□青年报记者 陈嘉音
如果说，神舟十二号发射时的轰然巨

响是震撼人心、激荡热血的音符，那么荒凉

戈壁上绽放的红色降落伞，则是令人热泪

盈眶的大团圆画面。

如果能给这个画面配乐的话，适合这

一幕的应该是悠扬而连绵不断的弦乐。

2021年9月17日13时34分，神舟十二

号载人飞船返回器成功着陆，3名航天员安

全返航。由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组成的

“出差三人组”，已经在中国空间站上生活

长达三个月之久，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次

飞行任务驻留时间的纪录。

皮一皮，问你个问题，从太空“下班”要

几个步骤？

答案是六步：①离“站”上“船”，撤离空

间站组合体；②绕飞之后执行首次“径向交

会”试验；③等待返航，与地球同步作息；④
进入大气层前完成“两舱”分离；⑤进入大

气层，经历高温震动恶劣环境考验；⑥打开

降落伞，稳稳落地。

嘭，一朵1200平米的“红色水母”，在苍

穹缓缓摇曳，亦望似永恒。戈壁上越野车

开过的纵横轨迹仿若闪烁的涟漪，我们看

到了五星红旗在风中飘扬，看到了饱经风

霜的返回舱，和三个白色的身影。

这一幕承载着华夏儿女们的无尽感

怀，将这三个月凝聚为永恒的民族记忆。

“他们是回地球来过中秋的”“月饼都

给你们准备着了”“英雄们，欢迎回家”……

网友的“暖心”留言一条条刷过，也将掌声

送给了归来的航天英雄们。

宏大的叙事和温情的细节总能组合成

触达内心的浪漫。今天是刘伯明的生日，直

播弹幕里成片刷过“生日快乐”。面对记者

的提问，他显得克制又丰沛：“这个生日，我

终身难忘。以后，我们会飞得更远，更久，会

将外太空更美的风景带给亿万华夏儿女。”

从神舟一号到神舟十二号，中国航天

事业踏出的每一步都展现着我国不断进

步、厚积薄发的科技研发实力。除了三位

航天员，掌声也要送给那些无私奉献的幕

后英雄。

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曾写下“举

头望明月”的李白有一篇《秋浦歌·炉火照

天地》，描写冶炼工匠的形象和边操作、边

歌唱的乐观情绪。这首诗同样适用于台前

的航天员英雄，和幕后数以万计默默奉献

的中国航天人，他们都将全部心血倾注在

航天事业，共同追逐飞天梦想。

还记得《我和我的祖国》里有一个讲述

我国航天事迹的单元故事。为什么哥俩看

见回程落地的太空舱会哭，那不仅仅是一

种震撼，也是一种乡情。在两个少年心里，

他们的家乡终于不再是贫困乡，他们的家

乡是宇航员落地的地方，这个赋予了他们

的家乡不同的意义。

白昼流星，东风着陆，英雄万里赴团

圆。我们知道，下一次征程马上起航。因

为群星中永恒的召唤永远不会停止，中国

人逐月追星的步履也永不停歇。

2021年9月17日上午，在全国科普周
来临之际，上海市金陵中学和上海市绿化
管理指导站合作开展基于智能技术的项目
化学习，由市绿化管理指导站技术指导科
王本耀副科长执教树木风险评估课程。

活动伊始，金陵中学叶佳丽老师介绍
了近年来学校在地理和生命科学领域开展
跨学科项目化学习的实践历程。2020年上
半年学校开设地理生命科学跨学科课程，
下半年开设“古城公园1+X项目化研学课
程”，在跨学科、项目化学习、学生活动设
计等方面努力实践，取得一定的经验。

在简短的开场白之后，“绿博士”王老
师为金陵中学初三（2）班的学生讲解了城
市树木的基础知识，介绍了当树木遇到风
险时，在不伤害树木的情况下，该如何应用
树干探测技术给树木做检查，并介绍了“神
器picus3”和如何通过“体检报告”判断树
干的健康状况。

在理论学习之后，同学们来到十一楼
屋顶平台，城市树木工程技术中心的技术
人员选取一截树桩开始树干探测仪器实

验，运用PiCUS-3 Sonic Tomograph弹性波
树木断层画像诊断装置，通过检测小锤产
生的声波传播时间，并运用高准确度的树
木几何信息学软件计算声速和绘制树木声
波传递速率或树木密度图像，进而准确地
描述树木内部结构是否腐烂、坏死等。同
学们兴趣盎然地看着并不断提问，体验到
了智能技术带来的神奇。

本此活动得到上海市黄浦区绿办和上
海市城市树木工程技术中心的大力支持。
上海市绿化管理指导站陈嫣嫣科长在现场
进行指导。

本次项目化学习带领学生以学过的《地
理生命科学跨学科校本课程》《古城公园1+X
项目化研学课程》为原点，开展深度学习，了
解城市树木风险评估手段，体验树干探测仪
器使用方法，感受智能技术的魔力。金陵中
学也将不断探索，增强项目化学习的意识，引
入新型智能技术，在不断迭代中推进跨学科
项目化学习，赋能学科教学，让学习真实发
生，让课程真正成长，更好地为提升学生学习
素养、发展学生学科核心素养服务。

上海市金陵中学开展基于智能技术的项目化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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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直击]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
京时间2021年9月17日13时34分，神舟
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
着陆，执行飞行任务的航天员聂海胜、刘伯
明、汤洪波安全顺利出舱，身体状态良好，
空间站阶段首次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
功。这也是东风着陆场首次执行载人飞船
搜索回收任务。

此前，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已于北京
时间16日8时56分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
成功实施分离，随后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

绕飞及径向交会试验，成功验证了径向交
会技术。

17日12时43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
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
十二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
离。此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
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后，担
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第一时间抵达
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医监医保人
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于6月17日从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随后与天和
核心舱对接形成组合体，3名航天员进驻
核心舱，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驻留，在轨飞
行期间进行了2次航天员出舱活动，开展
了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在轨
验证了航天员长期驻留、再生生保、空间物
资补给、出舱活动、舱外操作、在轨维修等
空间站建造和运营关键技术。神舟十二号
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为后续空间站
建造运营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据新华社电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 3名航天员安全顺利出舱

你们的平安归来就是全国人民最好的中秋礼物

17日，神舟十二号返回舱安全着陆在
东风着陆场。

13时20分左右，返回舱在空中打开降
落伞，徐徐下降。红白相间的降落伞吊挂着
黑褐色的返回舱，在空中划出一道斜线，伴
随着溅起的一股尘土，平安降落在戈壁上。

返回舱舱门打开，医监医保人员上前
与航天员交流。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
洪波出舱后表情轻松，挥手向大家致意。

随后，工作人员将三位航天员送到直
升机上，工作人员在直升机侧面站成一排，
手拉横幅，每一位航天员经过时人群就会
高喊“欢迎航天英雄回家过中秋”。

返回舱着陆不久，额济纳旗边境派出
所民警和搜救队员迅速在周围拉起警戒
线。警戒线外围的人纷纷拍照留念，记录
这一珍贵的历史瞬间。

从距离飞船预计落地时间前一两个小
时开始，早已部署在着陆场的地面工作人
员就时不时望望天空，根据红旗判断风向，
推测返回舱降落轨迹。

接收到返回舱着陆消息后，着陆场地面
工作人员开车从四面八方赶往着陆地点，戈
壁滩上扬起一道道尘土。记者耳畔传来“隆
隆”声，只见数架直升机在天空盘旋。

神舟十二号返回舱降落在戈壁之上。
额济纳旗边境管理大队赛汉陶来边境派出

所所长包建超说：“这里地势平坦开阔，人烟
稀少，植被低矮稀疏，有利于返回舱着陆。”

神舟飞船在戈壁中着陆，面临一些挑
战。“几个月前我的车陷到沙坑里，当时没
带铁锹，也没有信号，只能用手刨。”包建超
说，戈壁之中很难辨别方向，为适应戈壁情
况，他们已进行多次实战演练。

额济纳旗边境派出所民警主要负责东
风着陆场外围安保封控和人员疏散工作，
并协助搜索神舟十二号返回舱附件。民警
提前在着陆区内群众相对集中地段、矿点、

施工点、临时居住点等地安排警力，配合开
展群众转移疏散。

牧民嘎拉朝鲁回忆起神舟十二号发射
时说：“看到天空上有一股白烟，心情很激
动，因为全世界都在关注的一件事竟然发
生在我的身边。”

2021年6月17日，神舟十二号载人飞
船在东风航天城发射升空，与天和核心舱
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三名航天员进驻
天和核心舱，完成了为期3个月的在轨驻
留。 据新华社电

历史瞬间竟然就在我的身边

层层接力护归途
揭秘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回家路

白昼流星，东风着陆 英雄万里赴团圆

昨天，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平安降落在东风着陆场预定区
域。这是神舟载人飞船首次在东风着陆场着陆，回收着陆是载人飞船
飞行任务的最后阶段，也决定着飞行任务的最终成败。为了护佑航天
员安全回家，科研团队为神舟十二号飞船研制了高可靠性和安全性的
回收着陆系统，确保飞船返回舱走稳回家的路。

[幕后]

工作人员在对返回舱进行处置。 新华社 图

航天员聂海胜（中）、刘伯明（右）、汤洪波安全顺利出舱。 新华社 图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
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 新华社 图

[青年时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