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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建松
　　
　　交会对接的“太空
之吻”再一次成功！
　　 10 月 16 日，神
舟十三号载人飞船，采
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
模式，成功对接于天和
核心舱径向端口。与此
前已对接的天舟二号、
天舟三号货运飞船一
起，构成了四舱（船）组
合体。随后，3 名航天
员从神舟十三号载人
飞船顺利进入天和核
心舱。
　　在我国空间站任
务中，所有对接机构都
是由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八院研制。从 2011
年首次亮相的“太空初
吻”至今，对接机构共
成功实施了 15 次精
准可靠对接，经历了从
无人到有人、从自动到
手控、从几天到 6.5 小
时、从轴向对接到径向
对接的创新突破。
　　一次次精彩的“太
空之吻”背后，凝聚了
航天科技人员对祖国
航天事业的热爱、对建
设太空强国的深情。

  天和核心舱
上 的“对 接 五 兄
弟”

　　据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八院载人飞船系
统副总设计师张崇峰
介绍，对接机构分为主
动对接机构和被动对
接机构。神舟载人飞
船、天舟货运飞船以及后续将发
射的两个实验舱，均配置了对接
机构主动端，天和核心舱共配置
了 5 个被动对接口，设计师们形
象地称它们为“对接五兄弟”。
　　“对接五兄弟”分工明确、各
司其职。“大哥”在核心舱的后端，
是核心舱专门的“太空快递通
道”，被称为“后向对接口”，主要
用于对接“太空快递小哥”天舟货
运飞船，保证整个空间站的货物
输送及在轨能量补充，同时也是
载人飞船的备份对接通道。
　　“二哥”在节点舱的最前端，
被称为“前向对接口”，接待来访
的“客人”最多，除了神舟载人飞
船、天舟货运飞船外，将来还会迎
接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堪称

“空间站守门人”。“大哥”和“二
哥”都有特殊的补加接口，都可以
为空间站补充推进剂。
　　“三哥”是“径向对接口”，神
舟十三号载人飞船就是对接在此
处，是专门的“航天员通道”。
　　“四哥”和“五弟”在节点舱的
两侧呈对称分布，被称为“侧向停
泊口”，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
将来会永久停靠在这里。届时，航
天员的居住条件将会由“一居室”
变成“三居室”，大大增加航天员
的活动空间和范围。
　　身处太空，“对接五兄弟”长
时间暴露在空间辐射环境，需承
受 88000 次、超过 200 摄氏度
上下的高低温循环、低轨空间原
子氧的剥蚀，经过多频次的对接
与分离后，仍需确保安全可靠，这
对它们的身体素质要求极其高。
　　多年来，八院 805 所对接机
构团队将自己心中的那份爱毫无
保留地奉献给“对接五兄弟”，用
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它们赋能，共
考虑到 79 项可能会发生的各类
故障，为此制定了详细处置预案，
以确保“对接五兄弟”在轨期间身
体健康、圆满完成工作任务。

首次实现径向交会对接

　　在太空中交会对接，根据任
务需要对接方式也很讲究。神舟
八号以来的 5 艘飞船，与目标都
是轴向对接。此次神舟十三号载
人飞船与 49 吨级的空间站组合
体，首次自主快速实现了径向交
会对接。
　　径向与轴向的夹角呈 90
度，对接方式的改变，是为了使航
天器易于运动控制，保证其主结
构和质量分布尽量对称、紧凑，确
保航天器的质心居中，从而减少
因姿态控制所消耗的能量。
　　与轴向对接相比，径向交会
对接难度更大。首先在于持续控
制姿态和轨道“难”。轴向交会对
接，可以有 200 米的“稳定保持
点”，即使发动机不工作，飞船也

能较长时间保持稳定
的姿态和轨道。而径向
交会没有稳定的中途
停泊点，需要持续对飞
船的姿态和轨道进行
控制，推进剂消耗大，
故障处置难。
　　其次，姿态和相对
位置确定“难”。神舟载
人飞船配有敏感器，如
同飞船的眼睛，可以通
过观察星星和预设的
标志点，来确定自己的
飞行姿态、与空间站的
相对姿态相对位置等。
但由于在径向交会过
程中，飞船需由平飞转
竖飞，大范围的姿态机
动，对“眼睛”提出了更
高要求。
　　第三，是航天员手
控交会模式“难”。径向
交会对接过程中，基本
失去了地球这个最熟
悉的参照基准，测控条
件变差，且相对动力学
运动特性与轴向交会
不同，这给手控交会模
式下航天员的操作增
加了难度。因此，此次
径向交会对接整个过
程，是在制导导航与控
制（GNC）系统指挥
下，飞船智能自主完
成的。
　　为确保平稳顺利
实现径向交会对接，八
院 805 所对接机构分
系统通过全面分析对
接工况，在增加可控阻
尼器的基础上，还配合
总体完成任务规划，开
展了 31 个工况的捕
获缓冲试验，仅单项极

偏差工况就达到 24 次，可有效
消除对接机构与多构型、变吨位、
大偏心对接目标的捕获、缓冲、连
接适应性风险。
　　首次成功实现径向交会对
接，使径向和轴向交会都成为中
国空间站载人飞船正常的交会方
式，未来，将会在空间站载人交会
对接任务中交替使用。

  确保每一次“太空之

吻”完美亮相

　　太空交会对接，是世界航天
领域内公认的最复杂、最难攻关
的技术。八院 805 所自 1995 年
开始启动对接机构的研制。在没
有任何参考的情况下，数千次的
试验、数以万计的数据积累……
一群满怀梦想与深情的航天人，
枕戈待旦、埋头苦干了 16 年。
　　 2011 年，我国自主研制对
接机构完美实现了“太空初吻”。
神舟八号飞船与天宫一号目标飞
行器实现轴向对接，我国首次实
现无人空间交会对接，成为世界
上第三个独立掌握空间交会对接
技术的国家。
　　我国空间站实施建造以来，
八院 805 所研制的对接机构已
成功助力 4 艘飞船实施与天和
核心舱的 5 次精准对接，每一次

“太空之吻”的细节各有不同、亮
点纷呈。
　　第一次：2021 年 5 月 29
日，天舟二号货运飞船成功发射，
6.5 小时后成功对接于后向对接
口，完成了我国空间站的首次对
接任务。
　　第二次：2021 年 6 月 17
日，神舟十二号作为我国空间站
的首艘载人飞船，与核心舱前向
对接口成功对接，三名航天员穿
过对接机构进驻到空间站。
　　第三次：2021 年 9 月 18
日，天舟二号“快递小哥”通过
180 度绕飞，顺利从后向对接口
转移至前向对接口，并再一次实
现精准对接，进一步验证了对接
机构具备在轨多次可靠对接的
能力。
　　第四次：2021 年 9 月 20
日，天舟三号货运飞船成功对接
于核心舱后向对接口。
　　第五次：2021 年 10 月 16
日，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成功对
接于核心舱径向对接口，首次实
现径向交会对接。
　　据悉，按照后续空间站建造
及运营规划，八院对接机构团队
每年至少要生产交付 5 套对接
机构。目前，八院通过部组件产
品化、测试项目通用化以及发射
场流程优化等方式，有效提高了
生产、总装、测试、试验效率，确
保每一次“太空之吻”的完 美
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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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笔记：“探索一号”上的科考浪花

本报记者陈凯姿

（一）临时党支部

　　出海第二天，我刚从东摇西摆的晕
船状态中苏醒过来，就被通知召开航次
全体党员会议，要成立临时党支部。
　　会议室在“探索一号”三楼，很小，没
几分钟就挤满了人。有年轻的研究员、有
高校的研究生，还有常年漂在海上的船
员。大家挺直腰板严整地坐着，就像接下
来要准备一场战役。
　　没有冗长的开场白，没有烦琐的流
程，但一句句高声表态，划破了艇甲板的
寂静———
　　“没人敢上，党员先上！”
　　“没有办法，共产党员就是办法！”
　　“绝不因个人困难中途返航！”
　　“向深海深渊进军，对科考成果负
责！”
　　……
　　在一艘破浪前行的船上，这样的会
议使命感满满。
　　在往后的日子里，每次装备海试或
潜水器作业时，党员们总是带头冲上甲
板，顶着烈日、冒着酷暑、经受风雨、迎着
星光，抬机器、拉绳缆、盯数据；设备出现
故障时，他们又能集思广益，想出破解之
法；出现工作不到位的情况时，他们首先
做自我检讨和反思；被割伤、撞伤、跌伤
时，他们决不轻易下火线。
　　当看到这些场景，我相信临时党支
部在这条船上的意义，不仅仅只是仪式，
更多的，是这支深海科考队伍的灵魂。

（二）“不倒翁”

　　海况不好的时候，船跟着浪摇晃起
来，没有出海经验的人，像个不倒翁一
样，需要临时练习平衡能力。
　　刚上船的几天里，有人因为晕船，脸
涨得通红，只能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在
楼道中挪动。如果上下楼没抓稳扶手，一
个趔趄就能把腿磕破皮。船员告诉我，在
一次去往马里亚纳海沟海域的途中，遭
遇强台风，连掌舵手都要在驾驶台放个
塑料袋，一边开船一边呕吐。
　　“探索一号”赶赴的西太平洋区域，
是许多台风的“源地”。船员们开玩笑说：

“我们是一群追台风的人。”但船长李晓
川的表情并不轻松，他紧盯着远方的云
团，眉头总是紧锁。
　　幸运的是，好几个低压气旋形成后，
眼看着就要迎面涌来，方向又逐渐偏离
了。“探索一号”结束西菲律宾海盆区作
业后，启程前往距离约 250 海里的马里
亚纳海沟海域，抵达后风平浪静，众人欢
庆。这时，气象预测系统消息显示，台风
到达了之前作业的点位，中心浪高超过
10 米。
　　我们差一点被困在了台风眼。
　　即便经验丰富的船员，也可能在糟糕
的海况中出意外。电气师钟金波在一次检
修电缆时，手臂被铁片划出一道长长的口
子，但还是缠着纱布继续他的工作。他觉
得，打上这条船起，每个人就已经做好挑
战任何困难的准备。
　　做隐姓埋名的人，干惊天动地的事。
这些“不倒翁”们，是不是都自带了“平衡
仪”？

（三）海上工厂

　　“没有单位，只有岗位”，这是“探索
一号”科考船上所有人恪守的法则。汪洋
大海中，科考船如同一座孤岛，更像一座
海上工厂，紧张而高效地运行。
　　“奋斗者”号下海是一项难度不小的
作业技术。下潜前，8 名潜航员需要花上
数小时甚至数十小时，合力进行“体检”，

以排除和维修故障。对于棘手的问题，有
时还会熬个通宵，结束后倒头便睡，根本
叫不醒。
　　在深海之上“分金定穴”，考验的是
测量设备和科研人员的专业素养。潜水
器或深海仪器设备每一个布放点，科学
家都要事先经过考量涌浪、风向、经纬度
和海底地形地貌后，做出精准计算和科
学预判。毫厘之差，谬以千里，不能有半
点疏忽。
　　负责布放、回收操作的是实验部主
任盖文庆。他被公认是一个极为细心的
人，每天都要对甲板的装置做几次检查。
但每次布放和回收作业时，仍显得提心
吊胆。“总担心出差错。”他说这句话时，
眼睛还在不停扫视甲板，甚至连一颗螺
丝都不放过。
　　一切就绪后，潜水器从潜器间的齿
轮轨道上缓缓推出，到艉部后布放下水，
涌浪之上，小艇上的“蛙人”一个纵跃，跨
上潜水器的顶部，解开拖拽缆。稍不注
意，人就会被甩进水中。待“1 号”下达下
潜指令后，“奋斗者”号就开始了深渊
之旅。
　　潜水器完成作业上浮后，水手们早
已驾着小艇，在海面搜寻和迎接。有时风
高浪急，小艇在水面翻腾，来回巡视，这
样的场景，像是在戈壁滩上搜寻航天器
返回舱一样。
　　这条小艇，船员们亲切地称呼它为

“海燕”。

（四）水手与十字绣

　　“水头”周陆涛高兴地拿出了他的十
字绣成品照片，是一幅《清明上河图》。很
难想象，这是一双长着老茧的、粗糙的手
一针一线绣出来的。
　　他自称有“十八般武艺”傍身：电机
焊、维修、装修、水电、理发……他做过煤
矿工人，在港口开过装载机，还当过餐厅
经理。船员生涯则是 2012 年开始的，属
于半路出家。可直到当上水手长，他还是
不会游泳。
　　在“探索一号”上，水手的主要职责
除了操舵、布放小艇，还有甲板刷漆、洗
舱和绑扎工作。尤其是布放小艇时，要

“快准狠”，如果被浪掀到一些尖锐的设
备上，就有刮破的危险。
　　深海科考中，风吹日晒雨淋是家常便
饭，时间长了，风湿就成了职业病。累得腰
板直不起来的时候，他就听听怀旧歌曲

《水手》，“听着听着，疲劳就散了”。
　　我在洗衣房见过他们堆在一起的工
作服，每件都结着好几层盐垢，那是不断
出汗、蒸发后留下来的痕迹。有一天，一
名船员在奋力拉拽绳缆时，鞋底崩开了
一道口子——— 这是一双特制的、含有铁
片且非常牢固的鞋。

　　周陆涛有两个愿望，一个是将来
能乘坐这条科考船，去各大洋兜一圈，
领略全世界海洋的美。还有一个，希望
自己的孩子将来别再干这行。
　　后来我打听到，他的儿子正在学
的专业，仍跟船舶有关。

（五）特殊的泼水仪式

　　小板凳摆好，端坐，众人提起水桶
从头泼下。这是首次乘坐“奋斗者”号
下潜或突破下潜纪录的人，在“探索一
号”上的荣耀时刻。
　　这在稍显乏味的深海科考过程
中，简直可以说是一场盛大的节日。
　　浙江大学在读研究生阮东瑞说自
己很幸运，首次下潜就突破了 7700
米。在进入潜器之前，他无数次想过到
深渊后，能否有一些重大发现，比如神
奇的生物、古代的沉船、断裂的岩
层……“起初头脑一片空白，入水后却
越来越兴奋。”
　　他的“首潜”并没有惊喜。由于下
潜点海底“扬尘”多，能见度低，透过舷
窗用肉眼搜寻，几乎一无所获。直到从
潜器出来接受泼水时，他紧闭眼睛，如
释重负：“这正是真实写照，深海科考
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此前已有过出海经历的何巍巍显
得老练一些。这次，当“奋斗者”号顺利
坐底后，来自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
第七 〇 二研究所、参与了这个“超大”
潜水器电池研制工作的他，轻松舒了
一口气：“万米深渊第一个考验经受住
了。”
　　“我是来负责电池和配电技术保
障的。”何巍巍说。从“蛟龙”到“深海勇
士”；从银锌电池到锂电池；从入水后
时有故障，到可靠性越来越强，他见证
了我国载人潜水器电池设计和研制的
快速发展。
　　他感慨：“‘奋斗者’号的电稳了，
我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焦虑了。”

（六）来自海底的“谜底”

　　“报告水面，采到海底生物样本，有
海参、钩虾，还有几条狮子鱼。”
　　“报告水面，采到海底沉积物和岩
石样本。”
　　深渊样本，通过潜水器机械臂抓
取、封装并运送至水面。抛载上浮前，
潜航员通常要将“奋斗者”号深渊作业
的收获，通过文字信息发送至驾驶台
值班室。
　　在一台海底的人工鲸落着陆器
旁，航次项目助理蔡珊雅发现，近
8000 米的深度，出现了“鱼虾开会”
的场景。灯光照去，钩虾、狮子鱼像萤

火虫一样，翩翩起舞。深海狮子鱼像一
只小型的粉白色娃娃鱼，长尾巴，没有
皮肤，半透明状，点缀着两颗乌黑的、
已经功能退化的眼珠；钩虾其实不是
虾，在不同的海深几乎都能见到它们
的踪影。
　　“海底真是个神奇的世界！”她掰
着手指，一个个数着这个航次见到的
深渊物种——— 海参、多毛、海鞘、蛇尾、
柱头虫、海百合……
　　“探索一号”的生物实验室里，上
海交通大学教授张宇一直在摆弄潜水
器带回来的沉积物样本，她希望通过
这些泥沙和海水，发现深海微生物的
某些秘密；地质科研人员柳双权，则耐
心端详着手里的岩石，脑海中浮现的
是百万年前的地壳运动、火山喷发场
景……
　　如果搭乘“奋斗者”号下潜，在深
海之底，你会发现有“平原”、有“山
脊”、有“断崖”、有“峭壁”。当然，一定
还藏着许许多多人类至今没有研究过
的生物、岩石和奇特的现象。
　　深海，还有许多谜底等待人类
揭晓。

（七）“透明海洋”

　　在深海面前，我们人类都还只是
名小学生。
　　“一心在万米深海找石头”的柳双
权很赞成这句话。为了参加这个航次，
老家甘肃的他将已经推迟了两次的婚
礼，再次推迟，为的就是一睹马里亚纳
海沟“挑战者深渊”的岩石。
　　“刚开始也谈不上热爱，但是干着
干着就觉得有意思了。”在朋友圈里，
哪怕发一张随手拍的海上夕阳，都能
引来无数的羡慕，这让他感到满满的
自豪感。柳双权说，每次深海科考都能
发现新的事物，所以才不会感到疲倦。
他现在所做的，是为未来更多科学家
研究深海打基础的工作，“但坚信量变
一定会引发质变”。
　　同样年轻的工程师张健，是中国科
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里参加过

“探索一号”首个航次的“元老级”科研
人员。他常将一些科考过程中遇到的奇
怪生物或现象，拍起来保存在手机里，
返航之后一到家就给自己的孩子看。

“小孩对这些很好奇，其实我也像个孩
子一样好奇。”
　　于他而言，中国已经将万米深海科
考的大门打开了，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
深海装备出现在海洋之中。“再过几十
年，我们也许可以见到‘透明海洋’。”
张健说，他希望有一天，从浅海到深渊
的科学认知，可以构成一幅画，完整地
展现在人类面前。

　　编者按：人类从未停止对

未知世界的好奇，对深海同样

如此。8 月 11 日至 10 月 8 日，

“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

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等深

海关键装备，从三亚启程，辗转

巴林塘海峡、西菲律宾海盆及

马里亚纳海沟海域，完成相关

应用和海试作业后，顺利返航。

这是我国“十四五”首个大型综

合深海科考航段。简短的消息

背后，藏着深海科考的艰辛与

“深海人”的梦想。本报记者全

程参与，见证并记录了其中几

乎不为人知的故事……

 
 左图：工作
人员在仪器布
放 前 做 检 查
工作。

 右图：潜航
员在对“奋斗
者”号进行检
修测试。

均为本报记者
  陈凯姿摄

  “奋斗者”号潜水器布放下水后，“蛙人”为其解开拖拽缆。“奋斗者”号由“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今年 8 月 11 日
从海南三亚出发，参与执行 TS21 航次深海科考任务，途中在马里亚纳海沟正式投入常规科考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