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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出差”不停歇！17日中午，在“天宫二号”空间站在轨
90天的三位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搭乘”神舟十二号，
顺利回到“地球表面”。半个月后，他们的“接力选手”即将搭乘神
舟十三号，再度进入中国空间站，开启为期半年的新一轮“出差”
之旅。载人飞船的发射为何如此频繁？航天员们在空间站里，还
将体验怎样的奇妙经历？记者特邀航天专家进行了解析。

出舱、做医学实验、与地面连线甚至
是看奥运会，在“天宫二号”生活的90天，

“太空出差三人组”的生活十分丰富多
彩。在高科技的陪伴下，航天员的一举
一动都呈现在所有人眼前：

6月18日—23日是航天员们“太空出
差”的第一周，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给“天
宫二号”进行“装修”。三名航天员将此
前通过“快递小哥”天舟二号送上空间站
的日常补给、专业工具包等各种包裹运
到核心舱，享受了一把“疯狂拆快递”的
快乐，将各种用品和工具在空间站里进
行调试和使用。

7 月 4 日，航天员刘伯明和汤洪波完
成了第一次出舱“太空漫步”，还通过全
景相机拍摄下太空之美。

8 月 5 日，航天员们通过互相检
测的方式，完成了“太空体检”。其
间，航天员们还不忘“远程”观看了
奥运会，为中国健儿加油助威。

8 月 17 日，“出差”满两个
月的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了货
运飞船物资转移、天和核心舱

组合体管理、大机械臂操
作等工作；并开展了多领
域的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

试验。
8 月 20 日 ，航

天员聂海胜、刘伯

明出舱，还拍下了与地球的合影，“宇宙
最酷照片”诞生。

9月16日，“太空出差三人组”在地面
科技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
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留轨物资清理
转运等工作，为神舟十三号的到来做准备。

“接力选手”安排上了，载人飞船发射为何如此频繁？
神舟十二号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但闻新教授告诉记者，这只是

中国航天事业的一个“逗号”，在海南文昌，“天舟三号”已经整装待发，
为国庆期间即将发射的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先去太空“送快递”，将新
一组航天员进入太空所需的物资提前先送进空间站。这无疑是“兵马
未动粮草先行”的现代版诠释。

据悉，跟随神舟十三号上天的航天员乘组将依然由三人组成。神
舟十二号还刚回来不久，为啥神舟十三号就这样“急吼吼”发射？康国
华教授认为，一方面是因为我国有能力确保、支撑这样密集频繁的发射
工作。另一方面，考虑到空间站寿命有限——大约10年左右，需要尽
快完成空间站前期的组装和装修工作。“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希
望能在短时间内将空间站调整到可供开展科学实验工作的、全功率、满
负荷的工作状态。”

空间站“床位不够”，航天员才需要“接力”？
不少网友好奇，“天宫”空间站里是不是只有“三个床位”，所以需要

前三人先“回地球”，后续的三名航天员才能继续上去？其实并非如
此。据报道，除了核心舱的三个床位，空间站在实验舱还有三个床位，
而且空间更大，更舒服。“这有点类似凌晨头一班高铁需要空车运行测
试线路状态，空间站在前期也需要这样必要的‘空车’。”康国华解释道，

“空间站目前还处在试运行阶段，这个阶段，各方面的设备功能还没有
完全运转起来。等到后期进入常态化工作，才有可能进入满员状态。”

在康国华看来，中国航天的特点就是“稳扎稳打”。“航天工程很难
实现弯道赶超，我们一定是先到月球，充分验证测控着陆技术，做好技
术保障之后，才能去火星。我们不盲目追求高大上的目标，就按自己的
步子走，所以才能看到神十三接着神十二这样的密集的排兵布阵。”

新任“太空人”中是否会有年轻面孔？
“天宫二号”的第一批访客，年纪其实都不算小。根据已经公开的

信息，航天员聂海胜出生于1964年，刘伯明出生于1966年，最年轻的
汤洪波出生于1975年。“太空访客”里，未来是否会出现更为年轻的面
孔？

闻新教授表示，航天员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比如，要具备一
定的飞行技术和飞行时长，还要经历重重考验。这需要很长时间，因此
航天员的年龄‘年轻不了’。最年轻也得四十多了。”据悉，在今后一段
时间内，中国航天员到访空间站的“组合”构成依然会以“老带新”的组
合为主，“全是新人上天，会缺少经验。这一次跟随神舟十二号到访空
间站的聂海胜，就已经是第三次去太空了，经验足够丰富，能够担当指
令长的重任。”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启动，规划了“三步走”的
战略。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科技委主任包为民介绍，按
照空间站建成规划，一共要进行11次发射，“到明年10月份左右，我们
的建造工作就做完了，做完以后可能神舟十五号上来，神舟十五号的乘
组和神舟十四号乘组，他们要在天上交替10天。届时我们航天员在上
面最多有6个人，那是人数最多的一段时间。”

更多展望
空间站里能“种菜”，未来是不是还能养小宠物？

从神舟五号到神舟十二号，中国载人航天实现了大踏步的跨越，
跟随航天员上天的物件也从乒乓球等小物件，逐渐发展为种子等植物
个体。“其实从神舟一号开始，航天器就在陆陆续续带着各类种子上
天，进行太空实验。”闻新透露，未来，航天员在太空中的食物，有望“自
产”。“目前，带上太空的植物种子，多半是用来进行太空实验的。这些
实验最终目的，是为了能让作物在太空中良好生长。航天员长期在空
间站里生活，需要新鲜蔬菜补给。将来他们吃的菜，都可以自己种。”

“种菜”未来有望实现，那小动物是否也能上天？有网友设想，空
间站里要是有一只穿着动物版宇航服的“太空猫”慵懒地闲庭信步，估
计会让航天员的太空生活增添不少乐趣。“理想很丰满，但现实是，小
动物到了太空里，连方向都找不到。”闻新告诉记者，带着动物上太空
的生命科学实验，科研人员一直都在进行着努力。“比如，蜜蜂、果蝇等
会飞的动物，还有哺乳动物，甚至还有蜘蛛。但结果是，会飞的小虫们
会在太空中乱飞，小动物不会吃奶，至于蜘蛛，结网的能力在太空中几
乎丧失。”闻新表示，生命科学实验也在中国航天科研工作者的计划
内，未来，会在太空中陆续开展。

“出差三人组”返程的消息一经
传出，网友们顿时开启了健康检查模
式：这三人回来要查“健康码”吗？不

知道太空里有没有绿码……
这虽然是戏言，但“太空人”回到地

球的确需要隔离。三名航天员并不能立
即回家与家人团圆共度中秋，而是进入
医学隔离期，进行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
康评估。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天学院康国华
教授告诉记者，“太空出差三人组”已在
失重环境下生活了90天，刷新了中国航
天员单次飞行任务太空驻留时间的纪
录。“长时间的太空生活会造成骨质流
失，即常说的骨质疏松。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迎接航天员，都是从舱里抬出来
的。”

“有个通俗的说法，五脏六腑的‘归
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天学院闻新
教授解释，较长时间在无重力的太空中
生活，航天员渐渐适应了失重环境。失
重会让航天员产生一些生理上的变化。
以俄罗斯联盟号飞船为例，当联盟号飞
船像流星一样从太空返回地球时，航天
员们觉得身体特别沉重，很难自行移动
他们的胳膊和腿，严重时还会因为血液
的重新分配而导致头晕眼花，甚至导致
他们无法自己从舱里走出来。救援人员
在地面上帮助他们打开太空舱，将航天
员从安全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用毯子
把他们包裹起来，就好像是刚出生的婴
儿那般，把他们带回外面的世界。“这一
次我国的三位航天员在太空中呆的时间
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长，所以他们回来
后的适应过程相应也会更长一些。”

据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航天医
学工程总体室助理研究员许文龙介绍，
返回地面后，三名航天员将进行全面的

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专业的医监医保
人员会帮助航天员通过运动、饮食和按
摩、理疗保健、药浴、中医药调理等多种
手段，重新适应地球重力环境和有菌环
境，尽快恢复身体机能，提高自身免疫
力。医疗隔离和疗养时间长达数周，所
以三名航天员无法回家与家人共度即将
到来的中秋节，“三位航天员虽然无法跟
家人欢度中秋，但他们的平安归来就是
带给全国人民最好的中秋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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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谁要去太空出差？

分离前，航天员乘组在地面科技人员的配合
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
理下传、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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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网友在新闻报道中注意到，与
空间站撤离后的神舟十二号，并没有立
马开始“返航”，而是绕着空间站“转悠”
了几圈。这可不是“依依惜别”，南京航
空航天大学航天学院康国华教授介绍，

“转悠”主要和着陆点有关，在围绕空间
站“转悠”的过程中，神舟十二号同步在
调整自己的位置和姿态，以确保正式返
航前达到最佳的状态。

据悉，返回舱在返航地球的过程中，会打
开降落伞，降落伞的颜色使用了红白相间的
颜色，能够很明显地和蓝天白云、绿水青山区
分开，这也是国际约定的规则。

1200㎡的降落伞在降落时不能一下子全
部打开，否则伞会被空气崩破。设计师们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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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拉出主
伞。这一系列动作将飞船返回舱从高铁的速
度降到普通人跑步的速度，保证整个开伞过程
的过载处于航天员体感可承受的范围。

1200㎡的主降落伞全部展开可覆盖3个
篮球场，主伞拉直长度超过70米，可横跨足球
场。不过，主伞的重量不到100千克，收拢后
装进伞包内的体积还不到200升，可以塞进
一般的家用冰箱。整个包伞流程有几十道工
序，要把96根将近50米长的伞绳理顺，操作
人员会用“梳绳夹”将伞绳按照顺序排列，从
头理到尾，就像在做超级长的“拉面”。装填
伞包时，还需使用可提供15吨压力的包伞机，
而15吨大约是两头大象的体重。

天外归来要不要查“健康码”
航天员可以与家人一起过中秋节吗

逐级开伞！
从高铁速度降到跑步速度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杨甜子 实习生 柯龙婕旻
新华社 央视 人民日报 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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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分离后，神舟十二号完成了撤离后与

空间站组合体的绕飞及径向交会试验，成功验
证了径向交会技术。所谓“径向交会”，就是指
航天器从空间站组合体的下方垂直向上对接。
此前,我国在太空进行的航天器交会对接,都是
水平方向的。据介绍，这次的技术验证是在为
神舟十三号“铺路”，神舟十三号将以这种方式
与天和核心舱对接。

9月16日13时38分

再加一个班！
回家前验证“垂直向上对接”

9月16日8时56分

离“站”上“船”！
与天和核心舱成功实施分离

3 是“依依惜别”么？
撤离后为什么还在绕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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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航航天学院闻新教授告诉记者，神舟
十二号在返回时，是以自由落体的方式进入
大气层的。经过大气层时，还有一段比较危
险的“黑障”路程，这段路程不在地面测控中
心“视线中”，无法和地面进行通讯，大约持
续六分钟。其实“黑障”的原理很简单——
返回时，航天器跟大气会产生剧烈的摩擦，
摩擦时的燃烧过程会将舱体表面的物质变
为一种等离子态。由于电磁波信号无法穿
透这种等离子态物质，也就导致了失联，就
像“黑色的屏障”一样。

据了解，科研人员正在研究“黑障”问题
的解决方法。克服了“危险6分钟”，返回舱
的回归便再无忧虑。

9月17日12时43分

危险6分钟！
进入大气层，经历“黑障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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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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船返回舱就会抛掉这身“铠甲”，
伽玛高度控制装置开始工作，通过发射γ射线，实时测量距地高度。当飞船返回舱降至距离地面1米高度
时，返回舱底部的γ表发出信号，“指挥”飞船返回舱上的4台反推发动机点火，给返回舱一个向上抬的力，
使返回舱的落地速度进一步减小，确保航天员着陆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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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舟十二号三名航天员此次返航的地点不再是过去常用的四子王旗着陆场，而是启用了东风着陆
场。在过去，东风着陆场一直是四子王旗着陆场的备份，这一次是首次检验东风着陆场的搜索救援能力。

9月17日13时34分

“减速刹车”！反推发动机点火，返航首次用上备份着陆场6

在轨90天刷新纪录“三人组”都干了些啥

接 来下

专题撰稿

轨道舱与轨道舱与
返回舱分离返回舱分离

推进舱分推进舱分
离后在大气层离后在大气层
中烧毁中烧毁，，返回返回
舱继续下降舱继续下降

返回舱表面和大返回舱表面和大
气层摩擦形成气层摩擦形成““黑障黑障””

返回舱成功着陆，航天员聂海胜（中）、刘伯明（右）、汤洪波安全顺利出舱 新华社发

出发日期：2021年6月17日
落地日期：2021年9月17日
交通工具：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
运载火箭：长征二号F遥十二运载火箭

您在3个月内到达或途经：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广场
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东风着陆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