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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聚焦4

3名航天员成功飞天入驻“天和”

中国人首次进入自己的空间站

“天地结合”
保障飞船安全

在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飞行任务的任何阶段， 都有保护
航天员安全的预案和举措。

发射阶段，如果出现相关意外，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在其
上部逃逸塔的帮助下，可以迅速地将航天员带离危险区，并依
托降落伞实现安全着陆。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在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自动对接过
程中，如果发生相对位置、相对姿态的测量控制设备故障，导
致不能进行自动对接时，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可转由航天员
手动控制飞船，通过摄像机图像，观察空间站对接十字靶标，
进行人工对接。

停靠空间站期间，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也具备随时紧急
撤离空间站，安全返回地球的能力。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配置了两套降落伞， 飞船返回舱冲
向地球表面时，当一套出现问题时，另一套降落伞可以随时顶
上，起到减速缓冲的作用。

此外，神舟团队携带两艘飞船进场，由一艘飞船作为发射
船的备份，是遇到突发情况时航天员的生命救援之舟。 在前一
发载人飞船发射时，后一发载人飞船在发射场待命，具备 8.5
天应急发射能力及太空救援的能力。

新华社记者 张泉 胡喆 张汨汨

（新华社甘肃酒泉 6 月 17 日电）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
四个“首次”令人瞩目

6月 17日， 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五院抓总研制的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 并与空间站完成自主快速交会
对接。 时隔五年，神舟载人飞船再次将航天员送入太空。 神舟十
二号载人飞船将创下多个国内首次的纪录。

———首次实施载人飞船自主快速交会对接

在空间站不断调整姿态的配合下，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实现
了发射后快速与空间站对接。 高旭形容，神舟十二号就像是有着全
自动驾驶功能的“超跑”，自主计算、判断到达目的地。

———首次实施绕飞空间站并与空间站径向交会

在此次任务中，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的交会能力得到加强，具
有更复杂的交会对接飞行模式，具备与空间站进行前向、后向、径
向对接口对接和分离的功能， 并计划在本次任务中首次开展绕飞
空间站和径向交会试验。

———首次实现长期在轨停靠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将实现在轨停靠 3 个月， 为适应空间站
复杂构型和姿态带来的复杂外热流条件，神舟团队对返回舱、推进
发动机和贮箱等热控方案，船站并网供电方案进行了专项设计，使
飞船具备了供电、热环境保障的适应性配套条件。

———首次具备从不同高度轨道返回着陆场的能力

神舟团队对返回轨道进行了适应性设计， 使载人飞船返回高
度从固定值调整为相对范围，并改进返回算法，提高载人飞船返回
适应性和可靠性。

“天”“神”合一，革故鼎新向天歌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后，与

天和核心舱完成了自主快速交会对接。天
和核心舱、神舟飞船，“天”“神”合一。 加
上天舟货运飞船，在轨飞行的组合体总重
超过 40 吨。

通往太空之路无平坦大道，唯有革故
鼎新、勇往直前。 实际上在神舟十二号飞
行任务中已经实现了很多创新。

为满足航天员在轨驻留期间的应急
救援需要，火箭系统进行了 108 项技术状
态的更改，运载火箭系统副总设计师刘烽
介绍说：“通过技术改进，火箭系统已经具
备了 8.5 天和 16天的应急发射能力。 ”

发射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 运载火
箭全长 58.3 米。 相对其他运载火箭，该型
火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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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急救援需求也对飞船系统提出了
更高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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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泉卫星发
射中心自 2018 年起对垂直总装套房等进
行了 36 项改造，具备了两枚火箭同时进
行测试、 待命飞船存储以及火箭应急加
注能力。

长期驻留空间站对航天员选拔训练
的要求也显著提高。应急救生、积极撤离、
积极救援、待援、故障处置……对航天员
的身心素质、知识技能等综合能力提出了
很高的要求。

为满足任务需要， 从 2017 年 3 月开
始， 航天员的训练就全面转入为空间站
任务做准备。 本着“从难从严、从实战出
发 、试训一体 ”的原则 ，航天员系统策划
设计并实施了 8 大类 100 余项科目的训
练 ，包括基础理论 、体能 、心理和航天专
业技术等。

新华社记者 黄明 黎云 张汨汨

高玉娇 （新华社甘肃酒泉6月17日电）

外交部：

期待中外航天员
能够一起遨游“天宫”

新华社北京 6 月 17 日电（记者
温馨 许可）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17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探索浩瀚
宇宙是全人类的共同梦想。 中方期
待在不久的将来， 中外航天员能够
一起遨游“天宫”。

“今天上午，神舟十二号向阳启
航，直冲霄汉！ 我和大家一样，在电
视机前见证了这一让人热血沸腾、
心潮澎湃的历史时刻。 ”赵立坚在回
答相关提问时说。

“时隔五年，神舟再出征。 这是
中国航天员第七次叩响浩瀚宇宙的
大门， 也是中国载人航天进入空间
站阶段后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 ”赵
立坚说，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三
位航天员， 作为即将入驻中国空间
站天和核心舱的首批太空访客，将
在轨驻留 3 个月，开展出舱活动、在
轨维修、 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

等一系列操作。
他说， 自 2003年首次实施神舟

五号载人飞行任务以来，18 年间，中
国载人航天工程实现了从一人一天
到多人多天、 从舱内工作到太空行
走、从短期停留到中期驻留的不断跨
越。 每一步跨越，都凝聚着航天员们
飞天逐梦的勇敢与执着，为人类和平
利用太空贡献了中国智慧和力量。

赵立坚说， 探索浩瀚宇宙是全
人类的共同梦想， 中国政府一贯致
力于和平利用外空，始终按照“和平
利用、平等互利、共同发展”原则与有
关国家广泛开展载人航天合作与交
流。“进入到空间站阶段，中国将继续
加大国际合作与交流的深度与广
度， 使中国空间站成为造福全人类
的太空实验室。 期待在不久的将来，
中外航天员能够一起遨游‘天宫’。 ”

新华社甘肃酒泉 6 月 17 日电 （记
者 黄明 黎云 张汨汨） 九霄逐梦再问
天，阔步强国新征程。 6月 17日，航天员
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乘神舟十二号载
人飞船成功飞天， 成为中国空间站天和
核心舱的首批入驻人员， 开启了中国载
人航天工程空间站阶段的首次载人飞
行任务。

9 时 22 分，长征二号 F 遥十二运载
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准时点火发
射。 这是长征二号 F 火箭的第 7次载人
发射任务。

约 573 秒后，船箭成功分离。神舟十
二号载人飞船进入预定轨道， 飞行乘组
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那一刻， 天和核心舱与天舟二号的
组合体正运行在约 390 千米的近圆对接
轨道，状态良好，静待神舟。

15 时 5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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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约
6.5 小时。

这是天和核心舱自 4月 29日发射入
轨后，首次与载人飞船进行的交会对接。

18 时 48 分， 航天员聂海胜、 刘伯
明、汤洪波先后顺利进驻天和核心舱，标
志着中国人首次进入自己的空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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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了
中国人迄今为止时间最长的太空飞行。

航天员乘组将完成为期 3 个月的在
轨驻留，开展机械臂操作、出舱活动等工
作，验证航天员长期在轨驻留、再生生保
等一系列关键技术。

神舟十二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是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
19 次飞行任务。

党中央 1992 年作出实施载人航天
工程“三步走”发展战略以来，经过近 30
年独立自主发展和接续奋斗， 中国载人
航天已圆满完成第一步、 第二步全部既
定任务，当前，正向着建造空间站、建成
国家太空实验室全力进发。

中华民族的飞天征程， 站在了新的
起点上。

载人航天工程也将迎来前所未有的
高密度发射———按照空间站建造任务规
划，今明两年共实施 11次飞行任务，2022
年完成空间站在轨建造，建成国家太空实
验室，之后，空间站将进入运营阶段。

那又是一段豪迈壮阔的征程。

6 月 17 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拍摄的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进驻天和核心舱的画面。 据中国载人航天
工程办公室消息，在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天和核心舱成功实现自主快速交会对接后，航天员乘组从返回舱进入轨道舱。
按程序完成各项准备后，先后开启节点舱舱门、核心舱舱门，北京时间 2021 年 6 月 17 日 18 时 48 分，航天员聂海胜、刘伯
明、汤洪波先后进入天和核心舱，标志着中国人首次进入自己的空间站。 后续，航天员乘组将按计划开展相关工作。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 摄

荨 6 月 17 日， 神舟十二号航天员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
中心举行。 这是航天员聂海胜（右）、刘伯明（中）和汤洪波在出
征仪式上挥手。 新华社记者 李刚 摄

资料来源 ／新华社 制图 ／李晨

这是 6 月 17 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拍摄
的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天和核心舱自主快速交

会对接成功的画面。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