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首席记者 许琦敏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
韩正在北京观看发射实况

据新华社北京 6 ? 17 ?电 6

月 17 日 9 时 22 分， 神舟十二号载

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

空 ， 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 顺利将 3

名航天员送上太空。 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在北京

航天飞行控制中心观看飞船发射实

况， 并向参研参试人员表示亲切慰

问和祝贺。

许其亮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

央军委，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酒泉

卫星发射中心亲切看望执行神舟十

二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聂海胜、

刘伯明、汤洪波，并为他们出征壮行。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观看

飞船发射的还有 ： 刘鹤 、 张又侠 、

魏凤和， 中央军委委员李作成、 苗

华、 张升民。

安全性0.99996！长二F火箭更安全可靠灵活

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中

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长二 F 火

箭总指挥荆木春昨天告诉记者， 成

功将神舟十二号飞船送往空间站的

长二 F 遥 12 运载火箭， 其安全性

达 0.99996 这一国际先进水平。

长二 F 运载火箭是目前我国

唯一一型载人运载火箭， 自首飞以

来共成功实施 7 次载人发射任务，

均取得 “满分” 的骄人成绩。 虽然

发发成功， 但为了圆满完成空间站

在轨建造阶段的高密度发射任务，

中国航天史上这枚技术最复杂、 可

靠性和安全性最高的航天员 “专

列”， 又进行了多项技术改进， 其

可靠性和安全性再上新台阶。

荆木春介绍， 这次发射的长二

F 遥 12 火箭共进行 109 项技术状

态更改， 其中有 70 余项与可靠性

提升相关。 这些改进不涉及重大技

术状态变化， 主要是为了消除薄弱

环节。 在这次任务中， 为了适应空间

站在轨建造及长期运营需求， 地面支

持系统人员对火箭活动发射平台进行

了全面大修， 同时基于可靠性、 操作

性、 维修性、 应用成熟型号的成熟技

术等多方面考虑， 对平台进行了升级

改进。

活动发射平台总体设计师任晓伟

举了个例子 ， 平台上有两台 “方向

机”， 一主一备。 原来， 如果主机发

生故障 ， 需要手动拆除主机上的配

件， 再给备用机装上一个新的配件，

全程约 2 小时。 “现在加一个离合手

柄， 1 分钟就能完成主备机的切换 ，

效率有了质的飞跃。” 任晓伟说。

本次发射中 ， 长二 F 载人状态

火箭还首次采用了起飞滚转技术， 更

加灵活。 型号队伍根据任务特点， 从

火箭自身出发， 在载人状态的长二 F

火箭上首次应用起飞滚转技术， 使火

箭起飞后在 “空中转体”， 转到合适

的角度后， 再飞向任务要求的方向。

采用该技术以后 ， 长二 F 火箭更加

灵活， 任务适应能力也进一步提高。

朝发问天阁，夕抵天和舱。北京时

间昨天 9 时 22 分，三名航天员搭乘神

舟十二号载人飞船顺利奔向太空。 通

过自主快速交会对接， 飞船于 15 时

54 分成功对接于天和核心舱前向端

口， 与此前已对接的天舟二号货运飞

船一起，构成三舱（船）组合体。 18 时

48 分，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

先后进驻天和核心舱， 标志着中国人

首次进入自己的空间站。

时隔五年，我国航天员再入太空。

从火箭发射、飞船入轨，到自主完成交

会对接 ， 整个过程仅 历 时 6.5 小

时———相当于从北京乘坐高铁到达长

沙，可谓“朝发夕至”。

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

专家庞之浩介绍， 神舟十二号是迄今

为止我国研制的标准最高， 各方面指

标要求最严格的载人航天器， 将实现

“五个首次”： 首次实施载人飞船自主

快速交会对接（已完成）、首次实施绕

飞和径向交会、 首次实现长期在轨停

靠、 首次具备从不同高度轨道返回东

风着陆场的能力、 首次具备天地结合

多重保证的应急救援能力。

同时， 作为空间站建造阶段首次

载人飞行任务，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行

任务也将实现“神舟”系列飞船立项之

初的终极目标———作为可靠的空间往

返运输工具，支持载人空间站运行。

空间交会与返回技
术升级，“太空专列”6.5
小时送达

“早饭问天阁，午饭在飞船，晚饭

空间站！”网友这句大白话道出了神舟

十二号载人飞船“朝发夕至”的迅捷。

据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神舟十二号

载人飞船项目产品保证经理郑伟介

绍， 与之前的载人飞船类似， 神舟十

二号仍采用推进舱、 返回舱、 轨道舱

的三舱结构， 但在空间交会和返回技

术上有了明显升级。

比如， 本次任务首次采用快速交

会技术， 且具有更复杂的交会对接飞

行模式，能与空间站进行前向、后向、

径向对接口对接和分离。 早在 “神十

二”发射前，天和核心舱就调整轨道与

姿势，以配合与其交会对接。由飞船控

制计算机自主计算并执行轨道控制，

发射后约 6.5 小时完成与核心舱的对

接， 航天员即可进入空间站开始太空

工作和生活。“这大约与从北京乘坐高

铁到长沙的时间相当。 ”郑伟说。

身为三名航天员的 “太空专列”，

“神十二”肩负三个月后将航天员接回

地球的重任， 将首次实现长期在轨停

靠。庞之浩介绍，为适应空间站复杂构

型和姿态带来的复杂外热流条件，飞

船研发团队对返回舱、 推进发动机和

贮箱等热控方案， 以及船站并网供电

方案进行了专项设计， 使飞船具备了

供电、热环境保障的适应性配套条件。

在轨期间， 飞船将维持三舱飞行

的状态。郑伟透露，当航天员返回飞船

后，飞船将撤离空间站，执行返回和着

陆飞行，将航天员安全带回地面。在返

回前，神舟十二号的轨道舱、推进舱将

依次分离，由返回舱单舱返回地面。

“在神舟十二号之前，载人飞船都

从固定的轨道返回地球。”庞之浩解释

说，为了节省推进剂消耗，空间站轨道

位置会随不同时间节点而调整， 以满

足长期停靠的要求。为此，“神舟”团队

对返回轨道重新进行了适应性设计并

改进算法， 使载人飞船返回高度可在

一定范围内调整， 提高载人飞船返回

适应性和可靠性。

此次神舟十二号返回舱的着陆场

也从内蒙古四子王旗调整到东风着陆

场， 并将首次开启着陆场系统常态化

应急待命搜救模式。

“神十三”发射基地
待命，首次具备天地救
援能力

当长征二号 F 遥 12 火箭带着

“神十二” 奔向太空时， 它的 “姐妹”

船———神舟十三号， 也在发射基地厂

房就位———作为本次任务地面待命救

援飞船 ， 它已完成推进剂加注前准

备， 随时可启动后续发射工作程序。

为了保护航天员生命安全， 具备

在紧急条件下接回航天员的能力 ，

“神舟” 团队开创了天地结合的应急

救援任务模式。 庞之浩介绍， 本次任

务中， 有两艘飞船同时进入发射场，

由一艘飞船作为发射船的备份， “在

遇到突发情况时， 它就是航天员的生

命救援之舟”。

据悉， 未来载人航天任务将会采

用 “滚动待命” 策略， 即在前一发载

人飞船发射时， 后一发载人飞船就会

在发射场待命， 并具备 8.5 天应急发

射能力， 以实现太空救援。

“过去一次任务研制一艘飞船，

显然已跟不上我国航天发展的需求。”

郑伟透露， 本次研制任务中， 神舟飞

船为多船批次投产， 两船同时出厂，

同时在发射场完成神舟十二号和神舟

十三号两艘飞船总装、 测试等工作。

这给研制单位带来很大挑战， 几乎要

在原来完成一艘船的时间内完成两艘

飞船的工作。

作为我国航天员的 “专列”， 长

征二号 F 运载火箭载人飞船状态增

加了故障检测和逃逸救生系统， 在火

箭顶部带有逃逸飞行器， 全箭可靠性

指标达 0.97， 是我国可靠性指标最高

的运载火箭。

在此基础上， 此次护送 “神舟”

上天的 “神箭” ———长二 F 遥 12 火

箭共进行了 109 项技术状态更改， 其

中有 70 余项与可靠性提升相关， 最

终将航天员安全性指标从发射 “神十

一 ” 时 的 0.997 提 升 到 目 前 的

0.99996 这一国际先进水平。

航天员首次在轨长
期驻留，检验“太空房”
性能

在距地面约 390 千米的近圆轨道

上 ， 天和核心舱迎来首批三名 “住

户”。 根据任务安排， 此次三名航天

员将在轨工作生活 3 个月， 考核验证

再生生保、 空间站物资补给、 航天员

健康管理等航天员长期太空飞行的各

项保障技术。

此外， 任务还将在轨验证航天员

与机械臂共同完成出舱活动及舱外操

作的能力。航天员将在机械臂的支持下，

首次开展较长时间的出舱活动， 进行舱

外的设备安装、维修维护等操作作业。

按照空间站建造任务规划， 今明两

年我国将实施 11 次飞行任务，包括 3 次

空间站舱段发射 ，4 次货运飞船以及 4

次载人飞船发射，于 2022 年完成空间站

在轨建造，建成国家太空实验室。 之后，

空间站将进入到应用与发展阶段。

中国空间站建设为人类打开了太空

探索的更多想象空间。 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办公室主任助理季启明表示， 进入到

空间站建造阶段， 我国计划在空间站功

能拓展、空间科学与应用、中外航天员联

合飞行、 技术成果转化等领域开展更加

广泛深入的国际合作， 使中国空间站成

为一个造福全人类的太空实验室。

上海航天助力“神舟”奔赴太空
承担电源分系统、测控通信子系统、对接机构分系统等研制任务

在此次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研制

中，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 （上海航

天） 承担了飞船的电源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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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研制任务。

“好邻居”为飞船慷慨送电

按照中国载人航天办公室的安

排， 今年将相继实施两次神舟飞船发

射。 此次航天员在轨驻留时间长达 3

个月， 如何在稳定提供能源供给的情

况下，保障航天员安全返回？这离不开

上海航天打造的电源系统。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 811 所电

源分系统主任设计师钟丹华介绍，从

神舟十二号飞船开始， 电源分系统

完全建立并引入产保的概念。

据了解， 在神舟飞船与空间站

天和核心舱成功对接后，三舱（船）

组合体或五舱组合体飞行模式下，神

舟飞船会经历最长 19 天的大面积

遮挡周期，其间，其太阳电池翼被遮

挡、自身不能发电，这时空间站的其

他邻居将“慷慨解囊”，热情“送电”。

通信设备“瘦”身又增能

根据空间站工程任务需求， 本

次飞船所使用的应答机及空空通信

机增加了数据下行链路带宽， 但需

具有更轻重量、 更小体积和更高可

靠性。 电子所应答机研制团队从元

器件选型、 切断干扰路径 2 个方向

下手， 选择多款不同规格的分频器

经过仿真分析最终定型， 同时严控

传输信号的印制线和导线安全间

距， 避免不同的信号互相 “串门”，

既解决了电磁兼容问题， 又使应答

机 “瘦身” 成功。

空空通信机的“瘦身”优化设计

方案， 采用了硬件功能软件化的思

路。针对不同的工作模式，中频信号

处理模块采用硬件通用化设计和软

件无线电技术实现对中频信号的信

息提取和基带处理功能， 最终空空

通信机重量减少三分之一， 体积减

小一半，同时产品研发时间更短、产

品调试效率更高。

“太空之吻”降本增效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载人航

天工程载人飞船、 货运飞船系统副

总设计师张崇峰表示， 在一次次成就

“太空之吻” 的背后， 八院研制的对

接机构已凭借其可靠稳定的优越性

能， 提前一步迈入产品化进程， 这让

团队在面临飞船的组批投产工作时更

加成竹在胸。

八院研制团队在天舟货运飞船在

轨飞行验证成果的基础上， 提出了载

人飞船与货运飞船对接机构产品通用

的方案， 将部组件产品化、 通用化。

通过一批投产、 多船使用的方式， 不

仅大大节省研制成本， 还完善了部组

件组批投产机制， 有效提高双线作战

的效率。

随着组批投产的顺利开展， 生产

设计流程的优化、 原材料采购周期的

减少、人力资源配置的精简，805 所飞

船型号的设计师们在批产工作逐步深

入中感受到了降本增效带来的红利。

“神舟”进入批量化生产

2021 年是中国载人航天的 “超
级年”。 飞船研制、 发射、 飞控任务
接续实施， 交叉并行， 实施密度之高
前所未有。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载
人航天工程载人飞船、 货运飞船系统
副总指挥顾侧峰告诉记者， 这对八院
飞船型号的研制工作提出了前所未有
的高要求。

自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起步， 飞船
型号的研制工作坚持稳中求进。 从神
舟一号到神舟十一号， 先后突破了从

无人到有人， 从出舱活动到交会对接，

从短期在轨试验到中期驻留停靠的关
键技术攻关 ， 一艘具有中国特色的飞
船早已成为中国载人航天领域的闪亮
名片 。 从神舟五号首次载人飞行到神
舟十一号完成中期在轨驻留， 13 年间，

神舟飞船平均两年就会搭载一批航天员
圆梦太空。

“载人航天， 人命关天”， 小到一
个器件， 大到整船试验， 八院研制团队
进行了周密细致的规划， 以极其严肃、

极端认真、 极度负责的态度对待每一个
部件 、 每一个产品 、 每一个流程的更

改 。 以飞船型号
八院产品来说 ， 抓
总研制的产品涉及到 72

台套 ， 如何保证各阶段的
产品质量 ， 是进行大批量投
产工作的关键。

为此， 八院飞船项目办在 2016

年开始制定产保大纲和产保流程 ， 提
前识别出飞船各研制阶段的上百个风险
点并严格把控； 产品验收时， 除了对产
品实物进行细致检查外， 还对生产过程
中产生的所有文件资料进行一一核查，

打造 “标准化飞船”。

■本报记者 史博臻

■本报记者 郑 蔚
通讯员 付应丽

■本报记者 史博臻

茛 6月17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拍摄的神舟十二

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进驻天和核心舱的画面。新华社发

荨 神舟十二号载

人飞船与天和核心舱交

会对接成功 （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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