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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的日子，总是洒满了阳光，连
戈壁荒漠里的石头，也被寒霜染得绚
烂无比。
　　当第一缕阳光洒进东风着陆场，发
动机的轰鸣叩醒了这片沉寂的荒原。
　　北京时间 9 月 17 日 13 时 34
分，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
风着陆场预定区域成功着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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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载人航天空间站阶段首飞完美收官。
　　三个月前，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
从东风航天城腾空，将三名航天员送
上太空。
　　三个月后，金色戈壁再揽神舟
入怀。
　　秋色正好，胡杨渐黄，中国载人航
天事业在新的阶段走出了铿锵的步伐。

跨越是一种勇气

　　 6 月 17 日，也是这样一个阳光
灿烂的日子，长征二号 F 遥十二运载
火箭搭载神舟十二号飞船，在酒泉卫
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
　　那天，有摄影师用长曝光捕捉到
了那壮美的一刻——— 神箭托举神舟，
在碧蓝的天幕上划出一道极漂亮的弧
线，消逝在大气层外。
　　这是中国航天的新高度。中国载
人航天空间站阶段的首次载人飞行任
务就此展开。
　　建造空间站、建成国家太空实验
室，是实现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
战略的重要目标，是建设科技强国、航
天强国的重要引领性工程。回望飞天之
路，神舟系列飞船的每一次升空、每一
次飞行、每一次着陆，无一不是在艰辛
中铸就辉煌，在挑战中实现跨越———
　　 1992 年 9 月 21 日，中国的载人
航天工程正式启动，代号“921 工程”。
　　其时，世界航天大国已在这一领域
行进了 30 余年：苏联研发的第三代飞
船已经升空，建设了两个空间站；美国
则完成了从飞船向航天飞机的跨越。
　　面对重重压力，中国载人航天白
手起家。
　　 1999 年 11 月 20 日，酒泉卫星
发射中心，神舟一号无人飞船在长征
火箭的托举下拉开了中国载人航天的
大幕。中国航天人用短短 7 年时间，走
完了发达国家用三四十年走过的路。
　　有西方媒体评论：中国一夜之间，
跻身世界航天大国行列。
　　从无人飞行到载人飞行，从一人
一天到多人多天，从舱内实验到太空
行走，从单船飞行到组合体稳定运
行……中国载人航天事业一步一个脚
印地向着既定目标前进，在较短的时
间内，以较少的投入，高标准、高质量、
高效益地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
载人航天工程发展道路。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飞船转
200 米保持，状态正常，天和核心舱对
接前状态正常，继续实施交会对接。”
　　就在神舟十二号发射 6.5 小时
后，飞船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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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前，神舟八号到神舟十一号飞
船与天宫一号、天宫二号交会对接，通
常需要约两天的时间。从两天缩短到
6.5 小时，有媒体将之比作“从绿皮火
车升级到高铁动车”。
　　在神舟十二号飞行任务中，三度
飞天的聂海胜、再叩苍穹的刘伯明，与
首征太空的汤洪波一起，顺利进驻天
和核心舱，成为入驻中国空间站的第
一批主人。
　　短时间、高效率的交会对接，使航
天员飞行体验有了很大提升，全自主
的交会对接模式也大大减少了地面飞
行控制人员的工作量和工作时间。
　　这仅仅是神舟十二号创新突破的
一个小小侧面。为满足航天员在轨驻
留期间的应急救援需要，长二 Ｆ 火箭
系统进行了 108 项技术状态的更改，
增加了故障检测和逃逸系统，以确保
航天员在发射过程中的安全。
　　神舟十二号的飞船系统应急救援
标准也进一步提高，当船箭组合体在
发射塔准备发射时，另一艘地面待命
救援飞船也已经完成推进剂加注前准
备，随时可启动后续发射工作程序。
　　发射场系统、测控通信系统技术
的状态变化也多达 100 多项，以满足
具备应急发射救援能力的需求。
　　因为在轨驻留时间还会越来越
长，航天员选拔训练的要求显著提高。
应急救生、积极撤离、积极救援、待援、
故障处置……航天员需要接受训练的
科目和内容更多，难度更大，平均达到
了 6000 学时以上。
　　在征服宇宙的路上，挑战永远存
在，创新永无止境。中国航天人正在奋

笔书写世界航天史上的“中国式跨
越”新篇章。

梦想成就荣耀

　　北京时间 2021 年 9 月 16 日
8 时 56 分，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
空间站天和核心舱成功实施分离。
　　夏去秋来，神舟十二号航天员
乘组已在空间站组合体工作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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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中国航天又一个崭新的
刻度。
　　 3 个月来，神舟十二号完成了在
轨组装建造、维护维修、舱外作业、空
间应用、科学试验以及空间站监控和
管理等一系列任务，进一步验证载人
天地往返运输系统的功能性能，全面
验证航天员长期驻留保障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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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 90 天里，“太空出差三人
组”工作与生活的点点滴滴，更为地
面上的人们展示了一个充满浪漫与
奇幻的太空世界。
　　巡天太极、筷子夹茶水、太空动
感单车、空间站折叠厨房……一系
列新奇而有趣的“太空细节”将遥远
神秘的深空拉近至普通人的身边。
　　如果说当年的一飞冲天，是古老
中国千年飞天梦想的“圆梦”之行，那
么这一次的中国空间站首征，更是点
燃新一季太空向往的“造梦”之旅。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打开舱
门，极目宇宙，这是刘伯明出舱时发
出的第一句感叹。7 月 4 日，中国空
间站阶段的首次出舱活动成功实
施。一系列技术的挑战与突破之前，
首先扑面而至的，是太空带给人类
如梦如幻的美感。
　　科技之光，太空之美。刘伯明回
味，那种美用漂亮来形容是不够
的——— 远望天边，如同雨后的彩虹
五彩缤纷，左手是月亮，那是地球唯
一的天然卫星，阴柔幽美；右手是刚
刚升起的太阳，那是滋润万物的能
量之源，光芒万丈。
　　这是时隔 13 年，继神舟七号
航天员翟志刚首次出舱后，中国航
天员再一次出舱，历时约 7 小时，
又一次把足印印在寥廓深空。
　　 8 月 20 日，神舟十二号航天
员乘组圆满完成第二次出舱活动，
进一步检验了我国新一代舱外航天
服的功能性能，检验了航天员与机
械臂协同工作的能力及出舱活动相
关支持设备的可靠性与安全性。
　　比起神舟七号，神舟十二号的出
舱任务从时长、难度和工作量上都数
倍增加。中国航天员凭着过硬的本
领，将“太空漫步”走得扎扎实实。第
二次出舱活动，航天员完成舱外活动
的时间甚至比原计划提前了 1 小时。
　　梦想是种子，它需要用汗水浇
灌，需要日复一日的精耕细作来实
现。出征前，航天员聂海胜曾向记者
谈起训练的状态：“只在春节休了 3

天假，其他时间从早到晚都被训练
安排得满满当当。”“穿着水下训练
服，一练就是好几个小时，饿了渴了
只能喝口水，脸上流汗了、身上哪里
痒了痛了都只能忍着，训练结束后
累得一身汗，饭都吃不下。”
　　正是凭着这种“特别能吃苦”的
精神，中国航天人在登天的阶梯上
不断攀登，把一个又一个超越梦想
的跨越，标记在浩瀚太空。
　　 9 月 3 日，“时代精神耀香江”
之仰望星空话天宫活动在京港两地
拉 开 帷 幕 ，在 万 众 瞩 目 的“重 头
戏”——— 天地连线互动中，航天员将
这份心得，连同他们的太空体验一
起，带给东方之珠的孩子们。
　　“中国梦，航天梦，有你有我。”
刘伯明说。
　　当个人的梦想与民族的梦想相
连接时，必能生发出璀璨夺目的光
芒。现在已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
总设计师的杨利伟说：“在太空中，
当我向全世界展示中国国旗时，那
一刻我觉得我是最酷的。”
　　当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站里齐声
祝福“祝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生日快
乐”那一刻，“你”和“我”都是最酷的。

辉煌源于勤慎

　　回家的日子，也是航天员刘伯
明 55 岁生日。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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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操作手胡长青最先
捕获目标——— 受领任务后，他与队
员们在荒无人烟的沙漠腹地苦练三
个月，练就一双精准捕获的“鹰眼”。
　　穿过黑障，就意味着飞船返回
舱走完了回家之旅中最艰难的“路
程”，进入大气层，与地面的通信联
络也将恢复。
　　万众瞩目下，返回舱向东风着
陆场飞驰而来。
　　 13 时 34 分，返回舱在预定区
域着陆，落点近乎完美。
　　这是东风着陆场迎回的第一艘
载人飞船。从此以后，“东风”将以主
场身份，成为载人飞船出发与回归
的母港。
　　“以最可靠、最安全、最温暖的
方式迎接航天员凯旋！”为了这一目
标，着陆场系统进行了 20 多项技
术改造，构建了多专业搜救力量体
系，多批次开展战法推演和训练演
练。在号称“死亡之海”的荒漠戈壁
上硬是蹚出一条条新路。
　　“我们必须充分预想异常天气、
异常地域、异常信息等极端情况，预
案多想一层，航天员安全就多一
分。”东风着陆场副总设计师卞韩
城说。
　　搜救分队的队员们“开着车像
犁地一样”，对着陆区山地、沙漠、盐
碱地、梭梭林地、水域进行了全面勘
察，并将不同地貌与雨、雪、风、沙、
尘等天气现象和夜间、昼间不同时
段结合，确定了 6 大类 30 余项可
能影响搜救任务实施的关键异常
情况。
　　连年近半百的医生都练出一身
直升机索降的硬功夫，一旦地形地
貌不符合直升机降落条件，医生们
就会像特种兵一样，采取索降的方
式着地。
　　开舱手进行了成千上万次训
练，模拟舱门、手柄练废多个；全地
形车驾驶员翻沙山、下草甸，从 300
米高的沙坡直冲而下……
　　“万事俱备，万无一失”，“备而
不用，用则必胜”。着陆场系统如此，
火箭、飞船、航天员等系统又何尝不
是如此。
　　很少有一项事业，如中国载人
航天工程一样，涉及如此众多的专
业和领域。据不完全统计，直接参与
载人航天工程研制工作的研究所、
基地、研究院一级的单位就有 110
多个，配合参与这项工程的单位则
多达 3000 多个，涉及数十万科研
工作者。他们的名字不为人知，他们
的心血，凝结在数十万个零部件与
元器件上。
　　正如航天员系统总设计师黄伟
芬所说，载人航天真的是“以平凡成
就非凡，以无名造就有名”。
　　“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
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 一代代
载人航天工作者，不论前方后方，不
计名利得失，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形
成了强大合力，凝结成了光耀东方
的“载人航天精神”。
　　有光，有梦，有英雄，再看那灿
烂星空，最亮的那颗星，在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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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名航天员离开地球的时候，黑龙
江依安县的西瓜还是青绿的秧苗。红星
乡的农户刘伯真每天都要下地，伺候他
那 60 多亩西瓜秧。
　　一晃 3 个月，刘伯真的西瓜已经瓜
熟蒂落，弟弟刘伯明，也在这个丰收的季
节，回到了地球。
　　是的，外人眼中光芒四射的中国航天
员，多数就来自这样普通、朴实的家庭。
57 岁的聂海胜，也出生在湖北枣阳一个
农村家庭，幼年家境贫寒，甚至吃不饱饭。
　　在湖南湘潭的湖桥镇，航天员汤洪
波 73 岁的父亲汤海秋承包了一口鱼塘，
即便烈日当午，老人家还是要戴着草帽，
站在塘边撒鱼饲料。
　　当 3 名航天员远离地球、巡游寰宇时，
留在家乡的父老乡亲们，仍在一如既往、年
复一年地耕耘劳作。荣誉，属于国家和民族。
　　离开地球的 3 个月，3 名中国航天员
在太空中也一样辛勤“耕耘劳作”。两次成
功出舱累计超过 13 小时，圆满完成了舱外
活动相关设备组装、全景相机抬升等任务。
　　开学第一课，聂海胜在空间站里打
起了太极，汤洪波“用筷子喝茶”，刘伯明

用毛笔写下了“理想”两个大字，航天
员为全国中小学生进行一场生动的科
普教学和爱国主义教育，爱科学、爱太
空的思想种子，在一个个幼小的心灵
里生根发芽。
　　 3 名航天员与近 300 名香港青年
学生、科技工作者和教师等展开了一
场别开生面的“天地对话”，每一位香
港学生代表的提问，都得到了航天员
的耐心解答。这场名为“时代精神耀香
江”的主题活动，又一次在香港掀起了
航天热潮。
　　离开地球的日子里，中国航天员还用
一组震撼大图实现了刷屏的传播效应。
　　这组由航天员拍摄、中国载人航
天办公室官方发布的图片，让全世界
看到了人类共同的家园，索马里半岛
轮廓清晰可见，北非大地灯火通明，伊
犁河谷壮美绝伦。
　　还有汤洪波舱位上方粘贴的儿子
照片，那是一位英雄父亲对亲人的
思念。
　　最振奋人心的，还是那一声来自
太空的祝福：“祝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生

日快乐！”国旗、党旗、党徽，辉映着蓝
色的星球，红蓝融合，宣示着一个民族
的生生不息。
　　离开地球的日子里，牵挂和关注
3 名航天员的，又何止是父老乡亲。
　　为迎接 3 名航天员安全、顺利归
来，着陆场系统制定了周密、谨慎、温
暖的搜救方案，提出了“舱落人到”的
搜救目标。固定翼飞机、直升机、全地
形车，3 支搜救分队反复演练形成 7
套搜救战法和指挥决策流程，着陆区
周边 3 旗 3 县 1 市地方政府准备了近
20 支搜救预备队随时可以投入应援。
　　在距离东风着陆场数千公里外的
海南文昌，天舟三号货运飞船与长征
七号遥四运载火箭组合体已垂直转运
至发射区，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
合测试正在紧张进行。
　　天舟三号择日发射后，神舟十三
号载人飞船将会紧随其后，搭载另外
3 名中国航天员飞向太空，迎接时间
更长、难度更大、要求更高的太空挑
战。（记者黎云、张汨汨、米思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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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地球的日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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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航天员聂海胜（中）、刘伯明（右）、汤洪波安全顺利
出舱。                                   新华社记者琚振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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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你 回 家  毫 秒 不 差
盘点为航天员“太空凯旋”保驾护航的硬核技术

本报记者张建松

  9 月 17 日 13 点 34 分，随着神舟十
二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预定
区域安全着陆，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
三位航天员从太空凯旋，安全返回地球
家园。在三位航天员平安着陆的那一
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动力所研制
生产的着陆反推发动机担负起保驾护航
重任。

着陆反推发动机

  着陆反推发动机是神舟十二号飞船
上的重要设备，是决定航天员能否安全
回家的“最后一棒”。自 1994 年以来，
八院动力所一直致力于反推发动机的研
制，拥有坚实技术基础和丰富研制经验。
  针对神舟十二号飞船任务要求，动
力所研制团队为着陆反推发动机“量身
定制”了多项工艺改进措施，系统分析了
可能存在的薄弱环节和风险，模拟发动
机实际的贮存和使用环境，策划了全面
的力学和温度环境试验考核。相比之前
产品，发动机推力更大、工作时间控制更
准、质量一致性更好、产品可靠性更高。
  返回舱从太空回到地面时，进入大
气层的返回舱，首先需利用降落伞稳定
运动姿态，然后利用着陆反推装置，进一
步减小返回舱的下降速度。虽然此时已
进入着陆缓冲环节，但返回舱仍具有很
高的速度和较大的动能，该速度下产生
的“硬碰硬”撞击，极有可能会对航天员
的脊柱造成损伤。
  为了保证航天员的生命安全，并在着
陆的最后一瞬依然有良好乘坐感受，着陆
反推发动机通过精准配合，在降落伞减速
的基础上，进一步减小垂降速度。在返回
舱距离地面大约 1 米时，安装在返回舱底
部的四个着陆反推发动机将自动点火，并
以极强的缓冲力帮助飞船实施“软着陆”。
  为了保证航天员和返回舱内设备的
安全，四台反推发动机必须在 10 毫秒
内同时点火，这对发动机质量的一致性
要求极高。发动机性能精度要求高，在

生产和装配的全过程，每个零部件都
经过严格检测，工艺人员全程现场跟
踪指导，各工序专职检验员全程参与，
各零部件均有完整的原始记录，以确
保产品的可追溯性。
  此外，随着总体要求的不断提高，
对着陆反推发动机的设计和制造也提
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研制团队还开展
了大量新工艺技术研究与攻关，使发
动机的性能“如虎添翼”。
  最终，这四台着陆反推发动机没
有令人失望，它们在预定时间内精确、
同步点火，高速降落的返回舱仿佛被
踩下了一脚稳、狠、准的刹车，安稳又
轻盈地着陆在预定位置。

着陆搜寻信标机

  在神舟十二号飞船返回任务中，
八院电子所承担了 USB 应答机、着
陆搜寻信标机、话音处理设备、返回舱
商用摄像机、图像切换器、图像二次电
源、遥控解调器、遥测中控采编单元等
多项产品。其中，着陆搜寻信标机和
话音处理设备尤为重要。
  信标机隶属于载人航天返回舱搜
救示位系统，提供着陆搜寻、海上搜寻
和国际救援的示位信息功能，支持返
回舱搜救任务实施。主要用于出大气
层后的直升机搜寻和半双工通信，除
发送信标信号外，还可以与地面搜寻
人员进行通话。
  在返回着陆过程中，航天员通过信
标机与地面建立话音通信，保证航天员

“回家”过程中能和“家人”进行实时连
线，是着陆返回过程中的“保障线”。
  为了这条“保障线”，八院电子所
的设计师“绞尽脑汁”。由于对产品的
可靠性、低功耗和小型化要求极为严
苛，单机采用模拟电路实现方式。面
对模拟器件存在的批次性参数差异、
个体温度参数漂移等不利因素，团队
负责人董巍带领设计人员一起“摸着
石头过河”，解决了一个个难题。在发
射前，为了充分模拟载人飞船返回舱

在返回地球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
工况，团队成员“上天入海”转战天南
地北开展各类模拟实验，以确保信标
机万无一失。
  载人飞行任务要求尽快找到返回
舱、第一时间救援航天员、第一时间报
告现场情况，确保航天员生命安全。
着陆搜寻信标机产品虽小，工作时间
也不长，但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
作用。

智能电源分系统

  八院 811 所承担了神舟十二号
飞船电源分系统的研制。三位航天员
在太空度过的每一天，研制团队成员
都要在地面上 24 小时全天候地监控
电源性能数据。
  据 811 所神舟飞船电源分系统
副主任设计师唐筱介绍，为了保证在
神舟十二号飞船在返回过程中，轨道
舱与返回舱分离、推进舱与返回舱分
离等关键环节顺利执行，电源分系统
研制人员完成了 6 项关键项目、10
个关键重件、72 个关键强制检验点等
控制措施落实，确保关键环节、关键动
作实施期间的可靠供电。
  研制团队还准备了充分的故障预
案，针对太阳电池翼制定了不同发电
能力下的最低工作条件，建立了组合
体运营阶段，太阳电池翼适应大范围
太阳入射角变化、组合体姿态调整变
换的最佳控制模式。
  此外，由于神舟十二号飞船此次
返回地球，增加了快速返回工作模式。
根据任务需要，由原先的绕飞地球 18
圈返回压缩到 5 圈返回。为保障快
速返回，需要电源分系统制定详细的
供电保障方案。
  为此，电源分系统精确制定了工
作模式转换调整、开展了能量平衡分
析和预计，配合总体完成了正常返回、
快速返回、应急返回等不同返回模式
下，电源保障方案的制度，确保在任何
情况下，都能保障航天员平安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