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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九天宮的神九天宮的

【本報訊】神舟九號將搭載3名航天員
即將擇機發射，與天宮一號交會對接，首次
實現載人手動交會對接。鳳凰網、中國網日
前對話北京大學地球與空間科學學院教授、
航天專家焦維新，詳細解讀神舟九號。

以下為對話摘錄。

女航天員全面實驗數據
問：神舟九號首次搭載女航天員這是大

家關注的焦點，這是出於什麼考慮？
焦維新：只要她們在體能、業務、心理

素質訓練達到要求，女的完全可以當航天員
，國外也有一些女航天員工作做得很好。究
竟能不能上、最終誰上，就要看最後時刻她
們個人的身體狀況。平時各方面條件都很好
，但偏偏臨到發射，身體不適可能也就不能
上了，或者一到發射心情過於緊張過不了心
理測試關。

載人飛船需要進行各式各樣的科學實驗
，包括空間生命科學實驗。其中一個方面就
是人在微重力環境以及負重等各種綜合效應
情況下，心理、生理變化情況，一般來講男
性反應與女性反應可能會有一些不同，但究
竟反應情況怎麼樣，只有女航天員上去後，
才能得到全面的數據。

航天員在睡袋中站着睡覺
問：航天員在太空的生活與地球上有什

麼不同？
焦維新：兩種環境不一樣，一是在微重

力環境下，站着、躺着、坐着睡覺都沒什麼

區別，但若三個人要是都躺着就太佔地方，
像國際空間站上航天員都是穿一個睡袋，在
睡袋中站着睡覺。

航天員可以把身體固定在某一個部位，
比如說打噴嚏或者是幹什麼，如果沒有保護
，人可能就會漂浮起來。

飛船大概一個半小時左右繞地球一圈，
一會兒白天一會兒黑夜，航天員休息需要有
一個確定的時間。比如在國際空間站，他
們要有眼罩，以保證充足睡眠，否則一個
多小時就經過一次白天黑夜，生物鐘容易
混亂。

問：航天員會不會在太空中感到身體不
適？怎麼處理？

焦維新：據我所知，有一次美國航天飛
機返回的時候，宇航員在半個小時以後應該
可以出艙，實際上幾個小時後才出艙，後來
報道稱一名航天員身體不適，究竟是在返回
過程中還是在太空執行任務期間出了毛病，
沒有見到詳細報道。

問：航天員在返回之後身體會受到怎樣
影響？

焦維新：個人的身體情況不太一樣，反
應也不一樣。在微重力環境生活時間比較長
，像國際空間站一待半年，有的下來以後自
己就不能走路，有的很快就適應，反應不一
樣。中國航天員在太空停留的時間沒那麼長
，從艙裡出來以後自己就能站起來，反應不
會像國際空間站航天員那麼大。

問：航天員會因為太空飛行留後遺症？
焦維新：沒有見到此類報道。

神舟飛船將發射到十四號
問：神舟九號載人交會對接處於中國航

天事業哪一個發展步驟？
焦維新：載人航天分三步走，第二步主

要解決幾個關鍵技術，一是太空行走，第二
個是交會對接。交會對接包括自動交會對接
和人工交會對接，這兩方面都經過檢驗，就
說明中國全面掌握了交會對接環節的技術。
但熟練的掌握這項技術還要經過實踐，需要
一個過程。交會對接是載人航天第二步走難
度最大的一個技術。

問：交會對接完成之後面臨的技術難點
是什麼？

焦維新：交會對接以後航天員要進入科
學實驗室進行實驗，同時，還包括控制技術
，對接之後形成組合體，長度比以前增加了
，現在又有了航天員，在實驗艙裡面進行科
學實驗和活動，總體控制會面對問題。中國
畢竟還沒有這方面的經驗，需要通過實踐檢
驗組合體控制技術，一步一步要熟練掌握。

問：神舟九號飛船發射之後，接下來就
要發射神舟十號，神舟十號的主要任務是什
麼？

焦維新：按照計劃，神舟十號會在今年
底前發射，與神舟九號會有一定間隔。天宮
一號會與神舟十號交會對接，也是載人交會
對接，與神舟十號交會對接以後天宮一號也
就完成了它的使命。

問答內容摘自鳳凰網

【本報記者王志剛煙台十二
日電】12 日上午，記者來到首名
女航天員候選人王亞平的老家，
煙台市福山區張格莊鎮張格莊村
。連日來各路媒體的輪番 「轟炸
」已經讓張格莊村民們 「談媒色
變」，王亞平父母更是大門緊鎖
，蹤跡全無。

櫻桃村出航天員
煙台市福山區張格莊鎮張格

莊村，這個位於膠東半島的小村
莊以盛產大櫻桃聞名。漫山遍野
的紅櫻桃映襯着這個紅瓦白牆的
小山村，張亞平就出生在這些紅瓦
白牆中一座不起眼的農家小院裡。

王亞平成了首個女宇航員候
選人的消息傳遍了這個小山村的
角角落落。 「我『不知道』王文軍
、王亞平家的一切，但是我知道
王亞平是我們村走出的第一個宇
航員」這句話成了對張格莊村民
目前狀態的最好描述。但村民難
掩的興奮，還是讓他們不小心給
記者透露出了隻言片語的描述。

記者見到初嘉玲的時候她正
坐在自家小賣部櫃枱前翻看當天
煙台幾家報紙關於王亞平的報道
。這位王亞平曾就讀學校的老師
，聽說王亞平當選首名女航天員
候選人之一的消息後一直高興的
合不攏嘴。 「這是我們村的光榮
啊。不管最後能不能當選我都為
這個學生感到驕傲」。

在聽說自己的小學同學成為
首位女宇航員候選人後，王晶晶
還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一
直以為她是飛行員，沒想到現
在都成宇航員了」。在她看來，
同學成了宇航員，是他們所有同
學的驕傲， 「我們臉上也有光彩
啊」。

有趣的是，在載人航天工程首次選拔出的
15名女性預備航天員中，竟有4位來自煙台。
難怪有村民告訴記者： 「要我說，這航天員就
是從小吃櫻桃吃出來的。」

全村緘口齊保密
在王亞平老家門前，記者見到了仍在蹲守

的幾家媒體記者。 「兩三天了，只看到了王文
軍（王亞平父親）夫婦一個遠去的背影」。

有知情人告訴記者，住王文軍家對門的是
他親侄子，只要有記者來，他就會打電話給王
文軍，讓他先不要回家。為躲避記者的採訪，
這幾天王文軍的生活也已經完全被打亂了。

而在村裡走訪這幾天，記者也注意到，原
本熟悉的街坊四鄰對王亞平家的一切都變得陌
生起來。一天走訪下來， 「不認識」、 「不知
道」、 「不熟悉」是記者聽到的最多詞彙。好
像一夜之間全村人都統一了口徑，而原本曾接
受過記者採訪的幾位知情者面對記者的詢問也
開始三緘其口。

「都是為了孩子好，還沒確定最後人選前
，一切都有變數，我們不能亂說，免得給孩子
添亂。」一位村民向記者道出了他們的苦衷。

女性艙內服確保適體
今日各系統演練中，三名航天員身着艙內航天服依次進入飛船。艙內航天

服是在飛船發射、返回和變軌階段航天員必須穿着的，飛船座艙一旦發生泄漏
，壓力突然降低，艙內航天服可以立即供氧供氣，提供防護。

而艙內航天服只在飛船中配備，當完成對接後，航天員要穿過直徑約0.8
米的轉移通道進入天宮。在軌運行期間，航天員在天宮的工作、生活則不需要
穿着艙內服。針對女性的體型特徵，設計人員對女航天員的艙內服進行了改進
，保證在這15立方米的活動空間內，女航天員的服裝適體。

吃在神九睡在天宮
航天員的大部分食品於去年隨天宮升空，此次飛行乘組每人會攜帶一套應

急食品，主要包括能夠滿足兩天用量的高能壓縮食品和飲用水。應急食品採用
高強度真空包裝，針對一旦飛船出現泄漏、艙內壓力下降的情況，在地面已經
經過低壓環境試驗。而航天員用餐地點在神舟九號的軌道艙內，神九 「廚房」
裡可儲藏至少80種食品，航天員每天能吃到不同種類的飯菜。神九此次還帶
上了食品加熱器。

從神五到天宮、神九，神舟飛船從最初的 「毛坯房」、 「經濟適用房」，
到了今天的 「精裝修」。為了增加航天員失重狀態下的方位感，科技人員把天
宮底部用黃色襯布包覆起來，頂部用乳白色進行區分，軍綠色的布門後則供航
天員休息的兩個相對獨立的睡眠區。儘管不能在天宮中洗澡，但兩個睡眠區隔
開來，航天員可在此擦澡，保護女性的隱私。如廁的區域也是男女有別，並且
相對獨立。

按照一般的國際慣例，在太空用水的分配上會照顧女航天員，水量會多一
些，另外允許女航天員帶一些無毒無污染的化妝品。一般來說，無論男女航天
員在上天前都要把頭髮理得短些。女航天員要保住長髮只能用髮卡或帶子束住
。就劉洋、王亞平目前的髮型看，應當不會有頭髮帶來的煩惱。

健身鍛煉還可看大片
天宮一號首次帶上了鍛煉器材，這也是目前國際空間站通用的失重防護方

法。單車用於鍛煉下肢，拉力器用於鍛煉肩部背部肌肉，下體負壓筒則對航天
員下半身施加負壓，促使血液向下半身流動，改變失重環境中血液朝頭部轉移
的情況。

此外，天宮攜帶的質量測量儀、骨丟失對抗儀及其他一些裝置將用於研究
今後更長期駐留太空的醫學變化規律和防護措施。微量有害氣體淨化裝置、微
生物淨化裝置將採取綜合手段淨化艙內空氣，可吸入顆粒物的監測儀器還能監
測天宮內PM2.5的變化情況。

和以往只有地面單向能看到航天員的畫面相比，神九將實現天地視頻通話
。屆時航天員將有私密的時間可以與家人「面對面」的交流。在睡眠區，也有可
摺疊小桌板用來擺放書籍和電腦，航天員可以在筆記本電腦上看大片，還可以
上網發郵件，並且能發8兆的附件，這主要依靠於太空中的中繼衛星來完成。

此前幾次飛天任務中，飛船本身或預先設定好飛控程序或由地面發出指令
，航天員更多扮演 「坐飛船」的角色。此次神九任務中，手控交會對接賦予航
天員更多的自主權，做到真正意義上的 「開飛船」。當神九追尋天宮到一定距
離時，啟動手控交會對接，由航天員操作飛船，通過十字靶標對相對速度、相
對的姿態進行調控，直至交會對接完成。

神舟九號發射在即，三名航天員屆時不僅要讓神九與天宮
交會對接成組合體、完成一系列試驗任務，更要在長達半個月的
時間內度過漫漫太空之旅。預計此次在軌時間為13天左右，將
是中國載人航天迄今在軌時間最長的一次。為了航天員在這13
天裡「居家度日」的舒適安全，特別是為了天宮迎來的首位「女主
人」，多少貼心的設計背後就有科研人員付出的多少努力。

【本報記者賈磊北京十二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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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煉尿變水
天宮將有火災

▼神九與天宮一號完成交會
對接後，航天員可直接進入
天宮一號 鳳凰網

【本報訊】神九的航天員要在太空 「住」 10天，這將是一次巨大挑戰
，因為航天員們不僅要在空間站環境中完成日常的衣、食、住、行，還同時
肩負眾多科學實驗的任務。

尿液循環不浪費
跟過去不一樣，除了維持合適的溫度、濕度、壓力、氧氣等常規環境外

，航天員從神舟九號進入天宮一號裡生活實驗，還要求控制微生物和微量有
害氣體，這也是過去建設國際空間站的慣例。

據悉，航天員呼吸、排汗產生的水汽將有冷凝水收集裝置定時自動收集
，而天宮一號帶有的廢物回收利用設備，將把這些廢水再利用。

其中，電解製氧裝置是將純水製成氧氣，而動態水氣分離裝置則是用航
天員的尿液進行水氣分離，這次3位航天員就將實驗 「尿液循環器」 能否真
正 「尿變水」 。但在這次實驗中，航天員不會喝下自己的尿，因為首批 「尿
液水」 將被送回地面接受嚴格檢測，只有在一切指標合格後，將來的航天員
才會有 「喝尿」 的指令。在之前的地面實驗中，這種尿液轉化水的品質超過
一般的純淨水。

救火演習 「必修課」
「救火演習」 也是這次神九航天員實驗的重要 「必修課」 之一。據介紹

，在天宮一號內有滅火裝置，可以幫助宇航員演練在站內密閉空間內的滅火
技巧，同時也對將來中國空間站滅火設備及疏散通道的設計提供技術參數。

根據任務計劃，天宮一號可能將有一次 「火災」 發生，首先煙霧探測器
監測到煙霧，發出警報並指明報警傳感器的位置。3名宇航員據此確定 「起
火」 的具體位置，檢查站內消防面具、空氣分析儀及滅火器是否到位，然後
趕到 「起火」 地點，用空氣分析儀檢測燃燒產生的有害煙霧在空氣中的含量
。地面飛行控制中心的專家，會根據分析指標指示航天員是否需要戴上消防
面具來滅火。與此同時，航天員還要根據操作規程及時切斷站內通風系統，
以防止通風系統向 「起火」 地點輸送氧氣並輸送有害煙霧。

▲王亞平就出生在這個櫻桃環繞的小山
村 本報攝

▲櫻桃樹下走出來的王亞平，能飛四種機型
，曾駕機參加過多次戰備演習、汶川抗震救
災等重大任務

▲來自全國各地的媒體記者聚集在王文軍
家門口 本報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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