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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十一号飞船返回舱 18 日顺利降

落，景海鹏、陈冬 2 名航天员安然回家。天
宫二号与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行任务圆满
完成。此次任务取得了哪些成果和经验？
未来中国的航天事业又将走向何方？18日
下午，国务院新闻办举办天宫二号与神舟
十一号载人飞行任务有关情况发布会。

取得四大收获

“此次任务的圆满完成，为空间实验
室阶段的载人飞行任务画上了一个圆满
的句号，将有力助推中国迈入空间站时
代。”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王兆
耀在发布会上盛赞这次任务“准备充分，
实施顺利，收获丰盛”。

天宫二号和神舟十一号任务飞行轨
道高、试验项目多、飞行时间长，任务的顺
利实施，对工程后续发展，特别是空间站
的建造和运营，具有四大重要作用。

一是规律的认识把握。这次飞行任
务使我们对载人航天中长期太空飞行的
相关生命保障、组合体的运行管理、较大
规模空间应用实验的组织实施，以及在轨
操作、维修建造等重要问题，有了更加深
刻的认识和理解。这对于后续我国空间
站的研制建设和运营管理非常重要。

二是技术的突破掌握。这次飞行任
务不仅进一步考核了火箭、飞船、发射
场、测控通信等相关系统的功能性能和
系统间的协调性、匹配性，而且验证了
有关技术改进措施的有效性，特别是验
证了空间站运行轨道的交会对接、组合
体运行、载人飞船返回等关键技术，这
些都进一步打牢了空间站建造运营的物
质和技术基础。

三是队伍的培养锻炼。这次飞行任
务不仅锻炼了航天员执行任务的能力，增
强了航天员队伍的自信心，同时也锻炼了
工程全线连续高密度执行任务的能力，以
及组织实施中长期飞行任务的能力，积累
了宝贵经验。

四是应用效益的实现。通过开展较
大规模的空间科学实验和应用技术试验，
取得了比较丰富的试验数据，获得了符合
预期的应用成果，载人航天的综合应用效
益更加显著。

王兆耀透露，2017 年，我国将发射首
艘货运飞船天舟一号，与天宫二号实施推
进剂补加试验，全面完成空间实验室阶段
任务。尔后，我国将转入空间站建造运营。

航天员表现出色

本次任务是我国航天员首次突破 30
天在轨驻留，对整个航天系统挑战巨大。
为此，我们采取了很多驻留保障措施，这
些措施在实践中表现如何呢？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副总设计
师黄伟芬高兴地说：“从实际情况看，成效
非常显著。这表明我国已基本具备长期
载人航天飞行驻留保障的技术。”

黄伟芬说，在长达 33 天的整个飞行
任务期间，航天员在轨状态非常好。“他们
吃得好，睡得也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也
很愉快，根据统计的结果，他们进食率已
经达到了 95%以上。”

太空中还能胃口大开？
原来，这次不仅给航天员提供了百余

种航天食品，对食品的感官接受性作了较
大改进和提高，还充分考虑了航天员个人
需求，选择他们喜爱的航天食品——比如
景海鹏是山西人，给他配了山西陈醋;陈
冬是河南人，给他配了他喜欢的面条。

此次任务验证了长期驻留保障的一

些关键技术和新技术。
比如“太空跑步机”。跑台束缚系统

是未来空间站长期飞行的关键锻炼设
备。这次任务中，航天员首次在轨实现了
跑步锻炼，验证了束缚系统的性能，以及
未来空间站航天员在轨跑步方案。

再如天地远程医疗系统、超声医学影
像技术在空间站长期飞行的应用，这些解
决未来长期飞行中航天员看病问题的关
键技术，也都获得验证。

本次任务，航天员的出色表现获得
了大家一致称赞。“景海鹏和陈冬表现非
常出色，顺利完成了各项试验验证任
务。航天员的出色表现也进一步验证了
航天员选拔训练技术的科学有效，进一
步增强了我国航天员队伍的整体实力。”
黄伟芬说。

黄伟芬还透露，目前第三批航天员选
拔 工 作 已 基 本 完 成 总 体 方 案 ，计 划 在
2017 年启动。为满足空间站任务需要，
选拔范围会扩大，不仅要从空军飞行员中
选拔出航天驾驶员，也要从航空航天相关
技术的专业领域中选出工程技术人员，来
担当航天飞行工程师的职责。

太空实验取得初步成果

9 月 15 日发射的天宫二号是中国首
个真正意义上的太空实验室，此次天宫二
号和神舟十一号任务中安排的空间科学
实验等应用任务，是历次载人航天任务里
最多的。这些应用任务进展如何？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
心主任高铭透露：“目前各个有效载荷和
在轨支持设备工作正常，性能稳定，状态
良好，获取了较为丰富的科学实验数据和
应用数据，取得了初步的应用成果。”

天宫二号上有世界上第一台在空间
运行的冷原子钟。任务目标是开展冷原
子物理的基础研究，并实现频率日稳定
度达到 10 的-16 次方量级国际领先水
平，具有重要应用前景。目前我们已经
得到了 1.7 乘以 10 的-15 次方频率稳定
度，后续将通过参数调整实现预定目标。

天宫二号上还开展了一个中欧合作
的伽玛暴偏振探测项目，这台探测设备的
探测效率比国际同类仪器高几十倍，有望
在揭示伽玛暴的本质、宇宙的起源、演化
研究中获得重大成果。目前它已经观测
到了伽玛暴、太阳 X 射线暴和蟹状星云脉
冲星的脉冲信号。

在地球科学观测和应用方面，天宫二
号上安排了多角度、宽波段成像光谱议，
三维成像微波高度计，紫外临边成像光谱
仪等成像设备，可对陆地、海洋和大气观
测及遥感应用，这些设备关键器件和部件
都是自主研发的，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它们具有很高应用价值，可直接服务于国
民经济主战场，目前已获取大量的观测数
据和高质量图像。

⋯⋯
现在，航天员返回了，太空实验并没

有结束，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官方
网站上持续关注其进展哦！

明确未来发展方向

经过 20 多年的建设发展，中国已经
成为具备独立开展载人航天活动能力的
国家，我们掌握了一系列载人航天基本技
术，建成了完整配套的载人航天技术体
系，展示了中国力量，凝聚了中国精神，走
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载人航天发展道路。

随着中国空间站建设的稳步推进，到
2022 年前后，中国载人航天三步走发展
战略目标将全部实现。未来，我国载人航
天事业还将朝什么方向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中国人探
索太空的脚步会迈得更大、更远。我想，
这就是我们谋划中国载人航天后续发展
的根本遵循。”王兆耀表示，“更大，就是要
加快发展，缩短差距，早日建成航天强国，
实现航天梦；更远，就是要从近地轨道迈
向地月空间，走入深空，为人类探索宇宙
作出更大贡献”。

他表示，谋划论证中国载人航天的后
续发展，一是将遵循科学规律，考虑世界
载人航天发展的大趋势和中国发展的实
际情况；二是将把后续载人航天规划和提
升中国载人航天核心能力水平的长远目
标结合起来；三是要进一步完善有利于载
人航天创新发展的管理机制和管理模式。

王兆耀透露，对于大家关心的中国载
人登月规划，“我们正在多方案比较，要走
出一条中国特色的载人月球探测路线，将
来有了新的论证成果将及时公布”。

探索浩瀚星空探索浩瀚星空 展示中国智慧展示中国智慧
——细数神舟十一号飞船带回的丰盛收获细数神舟十一号飞船带回的丰盛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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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11 月 18 日在北京航

天飞行控制中心大屏幕拍摄的神

舟十一号飞船返回舱内的画面。

新华社记者 才 扬摄

▼ 11 月 18 日，在北京航天

飞行控制中心，科技人员在工作。

新华社记者 才 扬摄

11 月 18 日，内蒙古草原上盛开鲜艳

的伞花，神舟十一号航天员景海鹏、陈冬

从太空返回祖国大地，标志着天宫二号与

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这是一次打破纪录的任务。两名航天

员在轨飞行33天，是我国迄今时间最长的

一次载人航天飞行，体现了我国载人航天

发展的最新成就。这也是一次开创未来的

任务。此次任务圆满完成，验证了瞄准中

国未来空间站的393公里轨道交会对接和

返回等相关技术，意味着中国人朝着建立

空间站的梦想又迈出了坚实一步。

今年是航天事业创建 60 周年，也是

长征胜利 80 周年。上世纪 60 年代，受长

征精神的鼓舞，航天人用“长征”为中国

的运载火箭命名。60 年来，中国航天事

业从艰难起步到硕果累累，历经 240 次

“长征”火箭飞天，创造了以“两弹一星”、

载人航天、月球探测为代表的一次又一

次辉煌。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没有

过去 60 年的艰难奋进，就不会有今天我

们屹立航天强国之林的自豪。

飞天梦是强国梦 ，航天人是逐梦

人。自 1992 年我国启动载人航天工程

以 来 ，神 舟 飞 船 已 经 历 11 度 征 程 ；自

2003 年杨利伟代表中国人首度出征太

空以来，中国航天员已第 6 次从太空凯

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

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

强国，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在景

海鹏、陈冬这样的太空勇士身后，13 亿

人民是坚强后盾。正是强国梦，托起了

我们探索宇宙的航天梦！

航天之梦，薪火相传。强国之旅，永

无止境。让我们凝聚中国力量，向着星

辰大海，不懈探索，砥砺前行！

历经 33 天的太空之旅，航天员景海
鹏、陈冬顺利完成在轨太空组合体飞行任
务，穿越时空顺利回家。

牵引神舟飞船从距离地球 393 公里
的太空返回，对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来
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18日午后，各
项调度指令在北京指挥控制大厅陆续响
起，工作人员已经进入最后的准备阶段。

13时许，飞控中心的大屏幕显示，飞船
进入最后一圈飞行。神舟十一号准备返回。

“一次调姿开始！”随着一声洪亮的调
度口令，大屏幕右侧显示屏上的三维仿真
动画清晰显示，神舟十一号飞船缓缓扭动
银白色的身躯，携带返回舱的头部逐渐抬
起，第一次调姿到位。

几分钟后，“轨返分离”的指令下

达。大屏幕上，完成送别任务的飞船轨
道舱与返回舱推进舱依依惜别，渐渐松
开彼此紧握的“手”。

随后，飞船再次调整姿态。返回舱旋
转着锥柱形的身躯，从轨道舱的上方飞
离，像一个离家太久的孩子，急切地朝着
祖国母亲的怀抱飞奔。

制动发动机点火指令发出，大屏幕立
刻被飞船推进舱喷出的一团橘红色火焰渲
染得格外耀眼。随后，飞船逐渐脱离运行轨
道，开始进入返回轨道。与此同时，在与飞
控大厅一墙之隔的轨道机房内，轨道岗位
的科技人员们正屏息凝神地严密监控着各
项数据，并作轨道预报和返回落点预报。

透过飞控大厅的巨幅液晶屏幕可以看
到，搭载两名航天员的飞船离地球已经越

来越近。随后，飞船推进舱完成使命，与返
回舱果断分离。自此，返回舱要依靠自己的
动力调整姿态，并放慢速度进入大气层。

忽然，大屏幕上信号消失，由于飞船
高速飞行与大气剧烈摩擦而进入黑障区，
地面与返回舱的通信暂时中断。

历经不到 6 分钟的“漫长”等待后，在
北京飞控中心屏幕左侧暗灰色背景的衬托
下，一颗红色火球映入眼帘，飞船成功跨越
了黑障区，重新建立了与地面的联系。

飞控大厅再次收听到了景海鹏和陈
冬在舱内对话的声音，紧接着，返回舱主
降落伞打开，掌声响起。主伞打开将会产
生 160 分贝的噪音，对航天员的冲击力非
常大，但是这意味着他们离家又近了一
步，这种体验难以言表。

在一阵热烈掌声中，红白相间的巨伞
出现在大屏幕上，在它的牵引下，神舟十
一号飞船缓缓下降。几分钟后，搜救直升
机传回信号，返回舱已经成功降落在地势
平坦的阿木古郎大草原上。

本次搜救回收任务，在以往由固定翼
飞机、直升机组成空中分队的基础上，首
次使用无人机参与搜救，使得搜救目标涵
盖范围更广、搜索效率更高。

航天员自主打开舱门：“我已出舱，感
觉良好！”此刻，听到他们从祖国大地传回
的声音，人们倍感踏实和亲切。

“神舟十一号，辛苦了，祝贺你们凯
旋，我们北京再见！”来自北京飞控中心的
问候穿越时空，回荡在阿木古郎草原。景
海鹏用铿锵有力的声音回应：“再见！”

穿 越 时 空 的 回 家 之 路
——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返回舱着陆侧记

本报记者 姜天骄

向 着 星 辰 大 海 砥 砺 前 行
本报评论员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这句在武侠世界流行的至
理名言，如今在浩瀚太空中得到了印证。

11月 18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一个小小
机房里，轨道工程控制师陈莉丹手指拂过键盘，控制参
数随电波飞抵九天。随后，距地面 390 多公里的神舟
十一号飞船，成功地在一圈飞行之内连续两次变轨，确
保了飞船返回时能顺利踏上安全的预定轨道。

陈莉丹的这种功夫叫做“高精度快速轨道控制技
术”，简称“快速变轨”。能够遥控 390 多公里外的飞船
连续变轨，并且精准无误，如臂使指，一气呵成。

“快速变轨”要求在“快”，核心在“精”。“快”就是在
短时间内实现连续变轨，“精”就是要确保变轨控制的精
度满足指标要求。陈莉丹介绍说，一次测定轨，计算两套
控制参数，在间隔半圈的时间里连续实施两次变轨，这
在我国载人航天历史上还是首次。以往任务每一次轨道
控制后，都要间隔两到三圈，获取测定轨数据后，再次计
算轨道确定和控制参数，这样能够确保消除首次控制的
误差，确保第二次轨道控制的精度。

据了解，这次任务之所以要在一圈之内连续两次
实施轨道控制，主要是为了满足飞船返回制动点高度、
返回段速度倾角的约束要求。

与神舟十号任务相比，神舟十一号飞船返回前轨
道高出 50 多公里，返回的弹道却没有变化。如果不通
过连续变轨对速度倾角加以控制，那么返回时飞船的
过载就会太大，给飞船和航天员的安全带来风险。

专家介绍，掌握“快速变轨”技术，不仅在这次任务
中能确保飞船踏上安全返回轨道，将来也能够节约大
量时间成本，为其他重要的飞控工作赢得更多先机。

返航利器是如何炼成的
——北京飞控中心快速轨道控制技术揭秘

本报记者 姜天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