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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十二号返回舱着陆，3 名航天员顺利出舱后平安抵京

权威发布

9 月 17 日，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这是航天员聂海胜（中）、刘伯明（右）、汤洪波。 新华社记者连振摄 9 月 17 日晚，航天员家属向航天员献花。 新华社发（郭中正摄）

　　新华社酒泉 9 月 17 日电（记者
黎云、张汨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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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9 月 17 日电（王逸
涛、郭中正）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
室消息，圆满完成神舟十二号载人飞
行任务的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
波，于 2021 年 9 月 17 日乘坐任务飞
机平安抵达北京。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总指挥、空间站阶段飞行任务总指
挥部总指挥长李尚福与工程有关领
导到机场迎接。
　　据介绍，3 名航天员抵京后将
进入医学隔离期，进行全面的医学
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

我是东风，奉命接你们回家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搜救回收目击记

　　地处戈壁深处的这里，本来没有
名字。如今，它叫东风着陆场。
　　神舟十二号，是第一艘返回东风
着陆场的载人飞船。
　　上午 9 时，为了迎接神舟十二号
返回舱的归来，地面分队人员已经在
戈壁滩上整装待发。
　　伴着螺旋桨旋转发出的轰鸣声，
5 架迷彩涂装的直升机梯次盘旋起
飞，在天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
　　各搜救分队已抵达至预定地域。
陆、空搜救分队协同配合，组成远近结
合、高低互补的无缝搜索回收体系，对
返回舱的返回姿态与位置进行实时
监控。
　　搜救指挥所内，操作岗位人员早
已进驻岗位；
　　戈壁各个点位，警卫人员部署就
位，清场任务早已完成；
　　地面基站，技术人员展开设备进
行最后的业务测试……
　　大家都在等待着那一刻，迎接在
太空驻留 3 个月的神舟十二号 3 名航
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凯旋。
　　为了确保不论飞船着陆于何处，
都能以最快速度、最短时间搜索发现
返回舱，着陆场区指挥部把着陆区域
拆分，在着陆核心区、着陆区、大范围
偏差区分别部署了专业力量、地方紧
急动员力量和应急力量三位一体的常
急兼备搜救力量体系。
　　 12 时 43 分，北京飞控中心通过
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十二
号载人飞船轨道舱和返回舱成功
分离。
　　随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
返回舱和推进舱分离，“太空三人组”

正式踏上回家之路。
　　“返回舱出黑障”，对讲机里再次
传来消息。返回舱向东风着陆场飞奔
而来。
　　最早捕获返回舱踪迹的，是被称
为黑障“鹰眼”的雷达操作手胡长青。
返回舱进入大气层时的飞行速度非常
快，要想及时准确捕获目标，必须稳、
准、快。胡长青和队员们提前三个月转
战到荒无人烟的沙漠腹地，在没有生
活保障的艰苦环境里，练就了精准捕

获的“鹰眼”。
　　“现在通报第三次预报落点。”有
了更明确的搜索区域，直升机适时调
整待命位置，地面分队一组迅速向预
报落点机动。
　　沙丘、陡坡，地面搜救队的猛士车
朝预定着陆区奔驰。
　　“弹伞舱盖，开伞”，空中，红白相
间的降落伞打开。
　　按照测控流程，东风飞控中心从
北京飞控中心接过指挥权。

　　“反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着
陆，降落伞如一个放了气的气球，缓
缓垂落。
　　“神舟十二号报告，神舟十二号
已安全着陆”。飞控中心响起了航天
员的报告声，3 名去太空出差的航
天员，终于回到了地球的怀抱。
　　 5 架直升机依次降落在距返回
舱约 100 米远的戈壁上。焦黑色的
返回舱散发出淡淡的焦糊味，一名
搜救队员将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插
在返回舱旁。
　　地面分队到达后，迅速建立后
送通道，并开展现场外围警戒。
　　“你们好，要开舱了，请注意一
下！”在返回舱门口，开舱手冯毅对
舱内的 3 名航天员喊话。
　　“好的。”从返回舱里传来聂海
胜平稳的声音。
　　随着舱门缓缓推开，众人翘首
以盼，3 名航天员逐一出舱。
　　“欢迎回家！”冯毅对凯旋的英
雄致以诚挚问候。
　　按照搜救流程，队员们将航天员
从舱门搬运到椅子上，随后进行生理
数据采集、健康体检、生活护理等。
　　与此同时，舱内状态确认、信标
状态检查和回收主伞工作也有序展
开。返回舱被平稳吊装至平板车上
送回北京。
　　伴随着直升机的再次轰鸣，装
载航天员的直升机再次起飞，将航
天员送回后方。
　　中国空间站阶段的第一次载人
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奉青玲、郑伟杰、米思源）
新华社酒泉 9 月 17 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17
日电（记者胡喆、张泉）9 月
17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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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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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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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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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开伞之后，由航天科工集团二
院 23 所研制的测量雷达便开始发挥
作用。依靠光学、红外探测设备，工作
人员能探测到航天器的方向。通过测
量雷达，可以不受天气影响，精细探
测，提高搜救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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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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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正常返回、中空
救生、低空救生 3 种基本返回工作
程序，采取了备份降落伞装置、时间
控制器、三组高度开关等多种备份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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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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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方便夜间寻找返回舱，
飞船返回舱的“肩部”位置还装有闪
光灯，直升机据此能在夜间发现返回
舱。一旦发生意外，返回舱落在茫茫
大海里，返回舱底部装的海水染色剂
会缓慢释放，将附近水面染成亮绿
色，持续时间可达 4 小时，为飞机和
救捞船提供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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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酒泉 9 月 17 日电（记者
黎云、张汨汨）9 月 17 日，神舟十二号
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
陆，执行此次飞行任务的航天员聂海
胜、刘伯明、汤洪波安全顺利出舱。中
国载人航天工程着陆场系统副总设计
师卞韩城介绍说，这次搜救任务克服
了四个比较大的困难。
　　一是任务直接准备时间短。空间
站阶段的载人飞行任务，飞船一直靠
泊在空间站上，要到决策返回前的几
天，才最终计算飞船返回轨道和返回
瞄准点，留给着陆场系统的准备时间
非常短。搜救人员必须在短短的几天
时间里，完成所有的搜救前准备。

　　二是需要应对的返回模式多。一
般情况下，飞船主要采取升力控制式
返回模式，但也可能根据飞船状态临
机决策，启用自旋弹道式返回模式，造
成落点出现较大范围偏差。此外，还存
在提前返回、推迟返回等多种返回模
式，针对各种可能的返回模式，着陆场
系统都要做好准备。
　　三是可能出现的异常情况多。飞
船有可能着陆于着陆区以外的异常地
域，如山地、沙漠、盐碱地、梭梭林地、
水域等。搜救过程中有可能遭遇异常
天气现象，如大风、沙尘等。返回舱着
陆后，有可能出现主伞拖拽返回舱高
速滑行、返回舱舱门打不开等工程异

常，需要把各种异常情况想周全，并拿
出应对措施，反复演练。
　　四是着陆现场救援要求高。经过 3
个月在轨飞行后，航天员返回地面要
重新适应地球重力环境。特别是在返
回着陆最初的几个小时，要帮助航天
员进行地面重力再适应，防止出现立
位耐力下降无法站立和晕厥等症状。
　　卞韩城介绍说，为圆满完成这次搜
救任务，着陆场系统组建 1 支直升机
搜救分队、1 支搭载伞降队员的固定翼
飞机搜救分队、1 支地面搜救分队，着
陆区以外周边 3 旗 3 县 1 市地方政府
准备了近 20 支搜救预备队；组建了专
业的航天员医监医保医疗救护团队，建

设了以直升机、车辆为载体的医监
医保医疗救护平台，设计了舱内、舱
旁、载体内医监医保流程，演练了舱
内防航天员跌落方案，训练了舱外
搬运航天员动作，准备了大风和沙
尘环境救援保护措施等。
　　为应对异常情况，参加搜救的
直升机上加装了大功率探照灯，具
备夜间搜索的能力；直升机上加装
电动绞车，在直升机无法降落地域
可将救援人员施放至地面；地面搜
救队装备了履带式全地形车等载
具，具备了全地域搜救能力。着陆场
系统还组建水域救援队，具备水面、
水下搜索和救援能力等。

返回舱搜救任务克服了四大困难

9 月 17 日，工作人员在对返回舱进行处置。 新华社记者连振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