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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神舟十三号一样，八院主
要承担了神舟十四号飞船电源
分系统、对接机构分系统、推进
舱结构与总装、测控通信分系统
部分单机、总体电路三舱配电器
和推进舱电缆网研制等任务，配
套产品共计近百台/套，对完成任
务至关重要。

从第一次执行神舟四号任
务至今已整20年，70后、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八院试验队技术综
合杨华星把最美的青春全部奉
献给了心爱的航天事业。工作
中他严谨细致，对各项数据的变
化极为敏感，对存在的疑点绝不
放过。正是有像他一样无数航
天人严慎细实的工作，从而实现
了载人航天百分之百的成功，铸

就了连战连捷的辉煌。
今年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空间站建造青年
团队回信，向航天战线全体青年
致以节日的祝贺，并提出殷切期
望。八院神舟十四号试验队刚
刚结束阶段的试验任务，第一时
间组织学习。“总书记在回信中，
肯定了新时代航天青年在航天
事业发展中的重要贡献，提出了
接续奋斗的殷切期望与要求，对
我们既是鼓舞也是鞭策。”805所
产保经理助理、试验队质量田金
光说到。80后的他在工作中沉

稳内敛、话不多言，但在现场确
认时，总是及时提醒，严格把关，
确保各项工作严格按照发射场
产保计划执行，真正做到实事求
是、眼见为实。

5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庆祝中国共青团成立100 周年
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此时，试
验队中迅速成长的新一代航天
生力军们，正一丝不苟进行产品
吊装和设备安装、连续通宵开展
蓄电池活化工作、精准进行数据
判读。

自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加
入总装团队以来，90后的许帆已

经成长为八院149厂载人飞船
推进舱总装副主任工艺师。今
年三月份刚刚结婚的他，以国为
重，毅然奔赴试验基地。从推进
舱管路检漏测点间隔时长、设备
安装螺钉力矩大小，到插拔电缆
以及多层缝合的数量多少，他全
部清楚规范地体现在工艺规程
中，既明确了状态要求，又实现
极强的可操作性。

据介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八院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试验
队中，35 岁以下青年占比 50%。
在忙碌的试验任务间隙，团队开
设了“理论学习微课堂”，及时学
习重要讲话，组建“圆梦”青年突
击队，发挥航天青年的生力军作
用，让红色基因代代传承。

航天员
如何进入空间站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承

担神舟十四号飞船的电源分系

统、对接机构分系统、推进舱结

构与总装、测控通信子系统、总

体电路分系统推进舱电缆网及

三舱配电器。而作为我国空间

站建造的“关节部位”，航天八院

研制的对接机构为航天员入住

空间站搭建了一条安全可靠的

“生命通道”。

停靠“太空母港”
发射入轨后，神舟十四号载

人飞船将踏上追逐空间站的征

途，并与核心舱实施自主快速径

向交会对接，停靠在“太空母港”

天和核心舱预留的“航天员专用

通道”。追逐、靠近、牵手、拥抱、

共舞……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

接的过程堪比一场“太空华尔

兹”，舞姿轻盈曼妙。而作为实

现交会对接的关键产品，对接机

构将在这一过程中完成捕获、缓

冲校正、拉近、刚性连接等一系

列动作。

随着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

的逐渐靠近，飞船上的主动对接

机构会推出对接环，在精准的控

制下与空间站组合体上的被动

对接机构实现瞬间捕获。“牵手”

成功后，飞船与空间站还存在着

一定的姿态偏差和晃动，而此时

就需要通过对接机构内部的各

类弹簧元件、可控阻尼机构等来

实现能量的缓冲、消耗及姿态偏

差的校正，同时也确保对接过程

中的巨大冲击能量不会对飞船

内的航天员产生身体上的过载。

待飞船姿态稳定后，主动对

接机构会通过收回对接环实现

相互拉近，最终“拥抱”在一起。

最后，对接机构会通过锁紧12把

对接锁实现飞船与空间站的密

封与刚性连接，建立起一个安全

可靠的对接通道。这时候，航天

员就可以依次“下船”，前往空间

站。

80公分的“太空门廊”
航天员是如何进入空间站

的？从飞船进入空间站，并非像

我们走进家门一样简单容易。

稳稳停靠空间站后，航天员首先

要打开神舟十四号飞船返回舱

的舱门，来到飞船轨道舱舱门

前。此时，轨道舱的前端主动对

接机构和核心舱的被动对接机

构之间，已经形成了一条直径80

公分、长约1米的通道，这就是航

天员进入空间站的“门廊”，在这

里，航天员可以有足够的空间取

出“钥匙”打开通往核心舱的双

重保险门。

在对接机构研制之初，设计

师对标国际先进采用了异体同

构周边式对接机构。为了给航

天员进出自如的空间，设计师对

安装在对接机构上的产品进行

了集成设计，并参照人机工效学

等方面，最终给航天员搭建了一

个直径达80公分的圆形通道，相

当于正常房间门的宽度。不仅

如此，设计师还在地面进行了各

类模拟实验，其中一项就是按照

航天员体形最大包络，请一位身

高 1.8 米、体重 80 多公斤的设计

师进行了现场穿越人机工效评

价，确保航天员“通行感觉良

好”。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中国航天八院神舟十四号试验队在疫情下负重出征

看！神舟背后有上海力量

昨日，长征二号 F
火箭将搭载着三名航天
员的神舟十四号载人飞
船送入太空，我国空间
站建造阶段的首次载人
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
成功。这背后有一支来
自上海的团队力量，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神
舟十四号试验队在上海
疫情严峻的时候受命出
征，不负众望，确保了我
国载人航天的100%成
功。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春节一过，八院载人飞船及
货运飞船副总指挥兼试验队队长
顾侧峰便连续在上海、文昌和酒
泉三地辗转奔波，为试验任务严
格把关；载人飞船副总师孔旭东
刚做完一个小手术，伤口处仍隐
隐作痛，坚持轻伤不下火线。

疫情反复，给试验队各项工
作带来极大挑战。面对严峻考
验，试验队克服人员集合、出行转
运和产品准备、专列发车等困难，
顺利抵达目的地。随后严格执行

“7+7”集中隔离规定。在第二个
7天观察期内，采取“两点一线”模
式开展工作，这对试验队疫情防
控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八院试验队调度黄晓梅兼
任队伍的疫情防控岗，她除了将
日常繁琐的工作协调和保障任务
处理得井井有条，还事无巨细，将
队伍的各项防疫工作安排得妥妥
当当。“艰巨的试验任务遇上严格
的疫情防控，必须要坚强面对一
切困难。”接打电话的间隙，黄晓
梅说，“每当我看到一个个问题被
解决，看到试验队员们安心工作，
看到各项任务顺利开展，就觉得
自己的一切付出都值得。”

在专列卸车、产品转运、设

备操作等各环节，各试验队员均
穿着防护服进行，虽然带来了诸
多不便，但大家都全力配合。“就
像我们的产品不能带任何质量
隐患上天一样，防疫工作也不能
带任何风险隐患入场。”八院试
验队质量二岗徐佳俊说道。

严格的封控措施使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八院神舟十四号试
验队最终到岗人员只有原计划
的70%，且人员变动大，既有初次
参加试验队的新人，又有多次来
队却走上新岗位、承担新任务的

队员，这给试验任务的整体推进
和顺利开展都带来不小的挑战。

面对人员到岗率最低、人员
变动最大的严峻现实，作为八院试
验队分队长的电源分系统主任设
计师钟丹华，带领队员紧急制定完
全立足现有可控人员的进场方案，
确保各岗位全包络。时间再晚，也
坚持每日召开酒泉上海两地视频
会议，未能进场的老队员及时将
操作经验传递给首次进场队员，
前后方联动共同确保发射场工作
稳步推进。拧成一股绳、劲往一
处使，这是钟丹华说得最多的一
句话，也是三分队能克服疫情影
响，顺利完成任务的最大法宝。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神舟十四号试验队成员合影。 庄嘉靖 摄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149
厂有一群制“舟”人。伴随着我
国神舟飞船的研制工作，他们从
跟跑到领跑，从逐梦到圆梦，守
护着一次次试验任务的圆满完
成。

作为神舟飞船总装单位，航
天八院 149 厂的运载火箭、飞
船、防务装备领域总装团队里走
出的“女将”不多，能够挂帅的更
是凤毛麟角。此次，神舟十四号
载人飞船任务中，149厂事业三
部（九分厂）党总支书记金伟英
便是其中一位。自 1994 年以
来，她先后参与了神舟一号至神

舟十四号的所有总装任务、10次
试验任务，可谓是神舟飞船总装
团队的“第一代女将”。近三年
的高密度飞船型号的研制历练，
149厂成功打造出了一支能满足

“多地、多任务”的总装“金牌”之
师。

在试验一线，党旗也高高飘
扬。八院神舟十四号试验队中
党员占比近六成，试验队同步组
建党员责任团队，充分发挥临时
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
载人航天工程突出贡献奖

获得者、八院805所载人飞船及
货运飞船太阳电池翼副主任设
计师陈诚，先后承担了神舟、天
宫、天舟等多型航天器的太阳电
池翼研制工作，攻克了刚性和半
刚性太阳电池翼多项关键技术。

从过去平均几年一艘飞船
到现在的一年几艘飞船，经过30
年快速发展的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任务量大幅提升，但每一次

发射任务都不是简单机械的重
复，而是在不断传承中创新，在
不断创新中突破。作为飞船对
接机构分系统主任设计师，二分
队队长姚建从神舟九号首次载
人交会对接任务开始，已是六次
进场。作为空间站全面建造阶
段的首发载人飞船，对接目标的
复杂性以及对接方式的多样性，
挑战前所未有。他带领研制团
队开展技术攻关，经过上千次计
算分析，最终确定技术状态，并
通过地面试验考核，全面验证了
对接机构设计能力，为试验任务
吃下“定心丸”。

三代人代代传承

疫情下攻坚克难

党旗飘扬在一线

揭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