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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王旗草原，作为神舟一号飞船返回舱回

收试验队队员的张柏楠，在看到神舟一号

飞船成功着陆那一刻，流下了眼泪。

2016年10月17日7时30分，当神舟十

一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

空时，已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载人飞

船系统总设计师的张柏楠则显从容淡定。

“我希望以后发射飞船就是一条普通的

新闻，更希望未来的中国老百姓能够像坐飞

机一样乘飞船去太空旅行。”张柏楠说。

从产品研制到应用创新

神五突破载人飞天、神六实现两人多

天，神七突破出舱活动、神八实现无人对

接、神九突破载人交会对接……每艘飞船

型号的更新，都意味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实

现巨大跨越。

“小步快跑，这就是神舟系列飞船发

展模式。”张柏楠说。

随着神舟十一号飞船的发射，神舟系

列飞船已进入到新的发展模式——应用

型阶段。

“神舟十一号最大的变化是没有变

化。”张柏楠表示，神舟十一号在外观、任

务、技术上均与神舟十号相似。为验证空

间站关键技术，神舟十一号只在技术状态

上略有调整。

张柏楠说，天宫二号的飞行轨道与空

间站相似，需要对神舟十一号的交会对接

测量系统进行适当升级，使其能在 393公

里的轨道高度与天宫二号进行交会对接，

确保其功能和技术指标满足未来空间站

航天员的往返运输要求。

放在整个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发展历

程中来看，神舟十一号尽管变化不大，但

依然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张柏楠表示，

神舟十一号的发射，表明我国已掌握天地

往返运输技术，神舟飞船的技术状态已基

本稳定，从产品研制进入新的应用阶段。

从围观地球到迈向宇宙

从围观地球到迈向宇宙，这是张柏楠

的航天梦。

从天宫一号与神舟十号组合体10天的

飞行时间到天宫二号与神舟十一号组合体30

天的飞行时间，张柏楠的梦想又近了一步。

“20 天，不仅仅是数字的增加。”张柏

楠说，驻留时间的延长，可以更多地掌握

航天员在微重力环境下生理指标有何变

化，为未来长期驻留提供一些数据。

张柏楠表示，数字的背后涉及载人航天

的核心问题——生存。想要在宇宙中长期

生存下去，对人类本身的健康保障和载人航

天器的生命保障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人类不可能一夜之间就能够在月球

上生活，这个过程很漫长。我们能做的，

就是 1天、10天、30天甚至半年、一年的逐

渐累积、适应。”张柏楠说。

他相信，载人航天是决定人类未来命

运的一件事。“将来人类能够在宇宙中自

由飞行，建设更美好的人类家园，这是载

人航天发展的方向”。

打造中国特色的航天品牌

30 多年前，国际空间站筹备期，美国

以防止航天技术扩散为由拒绝了中国加

入国际空间站的意愿。

一扇门被关闭，总有一扇窗会被推

开。从那时起，中国航天人开启了独立建

设空间站的历史。

从无到有，从有到精，再到如今载人航

天单机产品全部国产化，张柏楠把这些都

归功于特殊历史条件下中国走出的独立自

主道路，“神舟飞船会逐渐成为具有中国特

色的高质量、高效率的中国航天品牌。”

这种品牌效应正在得到国际的认

可。“欧洲空间局（ESA）目前正在摒弃美国

式的偏见和封锁，寻求和中国航天项目上

的合作。”张柏楠说，神舟飞船已经具备了

走向世界的能力。

张柏楠表示，我国已开始探索新一代

载人飞船技术，在保障安全性、可靠性的

前提下，力图大幅度降低太空飞行的成

本。“长征七号发射的返回舱就是为了研

究中国下一代载人飞船的一些关键技术，

从整个飞行状态来看非常好”。

“航天强国的一个标志是有自己独立

的航天体制，同时这个体制也是开放的。”

张柏楠说，“我们期待更多的国外合作，共

同和平利用太空。也相信更多的国际合

作可以促进航天事业的发展。”

（据新华社）

“神舟”到底“神”在哪？
——与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相关的11个细节

神州十一号与神州十号对比图。 □东方IC/供图

从围观地球到迈向宇宙
——神舟十一号总设计师张柏楠的航天梦

10 月 17 日 7 时 30 分，神舟十一号载

人飞船搭载着航天员景海鹏和陈冬飞向

浩瀚宇宙，将与等候在太空的天宫二号空

间实验室进行交会对接。

神舟十一号本次飞行有哪些特点？“神

舟”到底“神”在何处？对此，相关专家向记

者讲述了与神舟十一号相关的11个细节。

细节一：393公里轨道
高度的对接与运行

神舟十一号充分继承了神舟十号的

技术状态，同时为了适应本次任务要求而

进行了多项技术改进。

神舟十号与天宫一号对接时，轨道高

度是 343 公里。神舟十一号和天宫二号

对接时的轨道高度是 393公里，比过去高

了 50公里，为何要高出 50公里？航天科

技集团五院GNC分系统指挥罗谷清说，

主要是为了我国载人航天“三步走”发展

战略的第三步——建造空间站做准备，因

为这与未来空间站的轨道高度基本相同，

飞行也更加接近未来空间站要求。

细节二：飞得更高——
33天的太空旅程

神舟十一号入轨后经过两天独立飞

行，完成与天宫二号自动对接形成组合

体，完成组合体 30天中期驻留任务后，与

天宫二号分离，在一天内返回内蒙古主着

陆场，神舟十一号任务结束。在太空时间

长，如何保障航天员太空工作生活和执行

任务的能力，怎样提高飞船的可靠性？

神舟十一号的技术改进，很重要的一

个创新亮点，是新配备了宽波束中继通信

终端设备。

“为进一步提高安全性可靠性，新配

备了宽波束中继通信终端设备，显著扩大

了测控覆盖范围，提升了飞船姿态快速变

化时的天地通信保障能力，从而提高了航

天员的安全性和飞船的可靠性。”武平说。

细节三：升级光学成像
敏感器，完成“太空之吻”

“为验证未来航天技术，满足未来空

间站交会测量设备长寿命使用要求，对神

舟十一号的交会测量设备进行了升级换

代。”武平说。

天宫二号和神舟十一号的交会对接，

是搭建太空之家的重要一步，尤其是两者从

相距120米到最终完成对接的阶段，难度最

大、风险最高。为了让它们能在以8倍于子

弹的速度下毫厘不差地对接在一起，技术人

员对光学成像敏感器实现了升级。

神舟十一号交会对接光学成像敏感

器主任设计师龚德铸说，太空中阳光照射

强度是地球上的三到五倍，很容易“亮瞎”

飞行器的“双眼”，就像开车时被对面来车

晃了大灯，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视力，

因此以往交会对接要选择光线合适的时

机进行。

与天宫一号上运用的一代产品相比，

升级版敏感器的太阳杂光抑制能力、识别

目标敏感度均大幅提升，即使被晃了眼，

视力恢复时间也能从原来的十秒缩短到

几百毫秒。由此，神舟十一号和天宫二号

可以实现准全天候实时对接，可保障航天

器突发维修补给或航天员应急救生。

细节四：首次考核航
天员中期驻留能力

“此次任务目的是进一步对改进型

载人飞船功能进行全面验证，为后续载

人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此外，通

过多项在轨试验，将进一步验证飞船设

计功能，获取和积累载人环境相关的飞

行试验数据。”神舟十一号飞船总设计师

张柏楠说。

在此次空间实验室任务中，对接轨道

和返回轨道高度比以前增加了 50 公里，

神舟十一号任务将首次考核验证空间站

阶段的交会对接和载人飞船返回技术，还

将首次考核航天员中期驻留能力，通过验

证航天员驻留能力，为航天员空间站阶段

长期在轨考核奠定基础。

细节五：照明设备点
亮“飞天之路”

飞船舱内照明设备和交会对接照明设

备，不仅为航天员提供了舱内工作、生活照

明，还为载人飞船与空间实验室在地球阴

影区的交会对接提供了摄像辅助照明。

“神舟十一号飞船舱内照明设备（近

距离泛光照明）和交会对接照明设备（远

距离投光照明）使用LED光源，也就是固

态照明光源。”承担这一设备研制任务的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 510 所产品主管设计

师杨军说。

他指出，载人飞船有了舱内照明设备

和交会对接照明设备后，当飞船进入地球

阴影区时，航天员在舱内仍然可以正确判

读仪表，手动操作各种开关，再也不会误

打误撞了，飞船与空间实验室交会对接也

多了一份成功的保障。

细节六：热控系统为
“太空之家”保驾护航

“神舟十一号在太空中飞行，最关键

的是航天员安危。”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神

舟十一号发射场热控分系统负责人付杨

说，确保航天员在太空中的生活舒适安

全，须为航天员营造一个类似于地面一样

的“家”，而这要靠热控分系统和环控生保

系统来提供：热控分系统的作用是使飞船

内保持一定的温度湿度，环控生保系统是

为航天员创造合适的舱内生存环境条件，

保障航天员在空间飞行的特殊环境下安

全生活和正常工作，为航天员营造一个温

暖如春的居住环境。

他说，热控分系统和环控生保系统，

分别位于载人飞船的推进舱和轨道舱的

舱壁内。环控、热控分系统主要采用流体

换热技术进行温度控制，通过流体流动将

船上产生的热量传递给外部辐射器，再通

过辐射器将热量辐射到太空中。

细节七：舱门快速检漏
仪——载人飞船的“小门神”

航天员在太空飞行多天，期间要经历

多次穿舱活动，需要打开和关闭舱门；航

天员在舱内时，维持其正常生活的气体不

能泄漏，舱门是否密封良好具有决定性作

用，因此精准快速检测舱门的密封性至关

重要。

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五院 510 所研发

的舱门快速检漏仪，实现对舱门和对接面

的快速、准确检漏。舱门在关闭后，门体

上的两道密封圈与门框之间会形成一个

小空间。检漏仪利用舱门的特有结构，在

工作时向小空间内充入一定量的检测气

体，通过监测小空间内压力的变化来判断

舱门的密封情况。如果发生泄漏，舱门快

速检漏仪会立刻发出报警指示。航天员

对舱门进行处理，经过再次检漏合格后，

才能顺利入住舱内。

“舱门快速检漏仪能够做到在 8分钟

内快速给出测试结果，堪称载人飞船的

‘小门神’。”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五院 510
所产品主管设计师董义鹏说。

细节八：仪表板减振
器——飞船仪表的“救生衣”

飞船上仪表类器件通过液晶屏和航

天员完成人机交互工作，作为高精科技代

表的仪表类器件往往比较脆弱，而发射过

程中火箭的瞬时快速加速会引起飞船舱

内设备的剧烈振动，如果无法很好的隔

离、衰减发射时的冲击振动，很可能导致

飞船仪表损坏、飞行任务失败。

此时，神舟系列飞船仪表板减振器肩

负起了为整个飞船仪表减振的重任，安装

在仪表板四个安装点上的金属橡胶减振

器将仪表和船体隔离了开来，并通过振动

过程中金属丝之间不断互相摩擦消耗了

大量能量，这部分能量最终变成热能消失

在了周围介质中。

专家指出，金属橡胶减振器完美扮演

了神舟飞船仪表类器件“救生衣”的角色，

确保了历次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

细节九：载人飞船的
神奇“外衣”

如何让神舟十一号在太空中更好地保

护自己？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的研究人员

为轨道舱设计了一套厚度约 2 厘米的外

衣，能高效隔离空间环境与轨道舱舱壁之

间的换热，外衣表面还有一层华丽的复合

膜，来提高飞船对轨道原子氧等粒子的防

护能力；在返回舱外表面，喷涂了特殊设

计的有机热控涂层，为保证在轨期间的返

回舱温度条件提供有力支持。

在推进舱的底部，为有效抑制发动机

点火后的高温对推进舱内的影响，这一重

点区域运用了多层隔热材料，能够隔离的

最高温度达900℃。

细节十：逃逸发动机——
航天员巡天的“定心丸”

看过神舟飞船发射的人们会注意到，

火箭顶端有个类似避雷针的尖塔状装置，

这就是由航天科技集团四院自主研制，被

称为航天员“生命之塔”的逃逸救生系统。

航天科技集团四院逃逸发动机总指

挥余海林说，逃逸系统承担着航天员安全

救生使命，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必须突破

的三大技术难关之一。四院人克服困难

成功研制的逃逸救生系统，为航天员放心

巡天提供了安全保障。据余海林介绍，逃

逸塔性能特殊，技术复杂，国际上只有美

国和俄罗斯掌握了这项技术。

细节十一：飞船安全
返航的法宝

回收着陆是载人航天活动的最后步

骤，也决定着航天员能否安全回家。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神舟飞船副总设计

师荣伟说，神舟十一号回收着陆的亮点明

显，一是全国首创特大型降落伞。降落伞系

统是飞船返回阶段的重要气动力减速装置，

它可以将进入大气层的飞船返回舱从高铁

速度降到普通人慢跑的速度。系统由7000
多个零部件组成，是目前我国航天器回收降

落伞中结构最庞大和最复杂的系统。为了

让飞船在“落脚”的一瞬依然保持航天员良

好的乘坐体验，研究人员将着陆缓冲技术应

用于神舟飞船返回舱的着陆缓冲系统，从而

实现返回舱“软着陆”。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