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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里穿針萬里穿針 自動對接完美自動對接完美
兩次對接有四個不同

精控妙測變軌減一次

希臘危機未解 G20難助歐洲

社 評

法國及希臘選舉結果基本上均如預
料，法國將走上新的政經路向，而希臘
可暫避違約危機。兩國情況雖稍見明朗
，但前景的風險卻不降反升，今後歐洲
形勢的演變確難令人安心。

希臘第二輪選舉結果在格局上與首
輪相同，頭三大黨都維持了原來位置，
前兩者的票數還有明顯的增加，反映了
小黨及抗議票的票源歸邊靠向大黨。與
首輪不同者是，得票約三成的首位新民
主黨，與得票約一成三的第三位泛希社
盟，可以合組新政府，延續了之前的執
政聯盟，並可由履行對歐盟的收緊承諾
以換取援助。這便暫免希臘違約和退出
歐元區，表面看是好事，實際上只是在
拖延時日，危機並未消除，而且未來情
況或會更為凶險。

拖而不決只能帶來煩、亂，希臘
新政府及歐盟都將面臨兩大難題。首
先是要對救希方案作些邊際性調整並
稍減收緊壓力，但在討價還價中同時
維持市場信心絕非易事。第二是新政
府有先天弱勢，能否真正落實對歐盟
的削赤及改革承諾不無疑問。希臘面
臨的國內外環境都比去年末作出承諾

時更差，民眾的反收緊力量也更大。
值得注意者是，反收緊的第二大黨激
進左翼聯盟，雖未能阻止支持收緊派
執政，卻仍收穫甚豐：由籍籍無名至
奠定了第二大黨地位，成為最主要的
左翼勢力代表，和首次建立起反收緊
政治力量的領導核心。今後若希臘情
況持續惡化，其政情還可看漲。

然而未來歐洲危機的重心及矚目
焦點，將由希臘移出，而危機也要進
入 「大國時代」 的新階段。決定歐洲
前途的將是法德博弈和意大利、西班
牙的政經困局如何演變。相對下希臘
危機只是頭盤，主菜現時才開始登場
。眼前的主要問題是：（一）西班牙
是否在千億歐元資助後又要再求加碼
，仿如救希事件般的沒完沒了。（二
）意大利會否成為新的市場狙擊目標
，因其政經困局正在深化。（三）法
德矛盾如何進一步激化。法國選後新
政府可掌控國會，可形成有利於推行
選舉政綱的局勢，總統料將趁機逆轉
前任的多項改革並放緩收緊，從而進
一步挑戰德國的收緊路線。為配合之
前提出的歐洲穩定協約，法國又建議

出台總值一千二百億歐元的刺激增長
方案，其中包括了不少德國一直反對
的措施。此外，還要留意法國能否改
善欠佳的財經狀況。

以上德法意西等大國動向，其影響
力將比希臘危機更重大和深遠，如引起
震盪也自然兇猛得多。希臘暫將不會成
為傳感效應之源，卻或難逃成為此種效
應的受累者。此後歐洲形勢變化對國際
的衝擊亦將上升，對此須有充分估計和
做好應變部署。

國際社會特別是正在召開的G20峰
會，理應對歐洲尤其希臘表示支持，並
答應提供援助以表同舟共濟之心。但在
近期卻或許難於直接插手其中，歐洲必
須先處理好 「家事」 ，而全球各主要經
濟體都要先辦好本身的事情。幾年前各
國同時出台刺激經濟措施的情景可一不
可再，更多的大放水，如聯儲局推量寬
三期，和歐央行再推三年期對銀行放貸
等，均將無大作用，最多只能救市而卻
不能救經濟，反令泡沫化及熱錢等問題
更甚。在這形勢下，中國為人為己都應
努力穩住經濟下滑勢頭，並力保經濟有
一定的高增長，否則全球均無希望。

【本報記者楊家軍鄭州十八日電】今日，神舟九號與天
宮一號成功對接，作為導通兩者之間實現交會對接的激光雷
達，承擔眼睛角色。提供激光雷達技術的中國電子科技集
團第二十七研究所（中電二十七所）在今日接受本報專訪時
表示，為確保交會對接圓滿成功，20多人的核心團隊研發了
10年。

神九與天宮成功 「擁吻」，激光雷達技術扮演了關鍵角
色。記者下午見到中電二十七所光電與雷達系統事業部副部
長何錚進時，他滿臉笑容，第一句話就是 「今天的交會對接
非常圓滿，捕獲距離比實驗時遠得多」。

激光雷達的工作原理是檢測神九與天宮之間的距離與距
離變化率、速度與速度變化率，然後把這些數據傳遞給電腦
進行修正，完成交會對接。何錚進說，天宮一號在前面飛，
神九在後面追，要 「追到手」，神九先要 「看上」天宮，然
後調整姿態，慢慢靠近。追趕過程中，神九要掌握與天宮的
距離、速度等數據，緊緊跟隨。如何 「看上」，靠的就是激
光雷達。

據悉，激光雷達還廣泛應用在民用領域。比如機場上空

的 「激光測風雷達」、數字城市建設等。

20多人研發10年
中電二十七所激光技術室主任張文平說，為練 「神眼」

，在1998年就開始手預演，自主研製了激光雷達原理樣機
，2002年正式立項，經過十餘年反覆實驗、修正，在神八上
正式應用。這個核心團隊20多人，平均年齡只有30多歲。

剛滿 30 歲的劉果和封治華已是團隊的核心成員。據劉
果介紹，為充分驗證這項技術，獲得比較接近太空環境的遠
距離測試數據，他們轉戰大江南北， 「不分節假日、白天黑
夜，只要有任務，立即行動」。足跡北至內蒙古，西至青海
，南到雲南，走過 6 個省市，行程 10 萬餘公里， 「海拔高
的地方才更接近於太空環境」。通過一系列的技術實驗取得
數據並匯總，得出一個整體鏈條。

據介紹，為神舟十號研發的激光雷達已經交付，將會總
結今次神九和天宮的對接情況，對神十軟件再修正完善，從
神八到神九，這項技術一直在完善成熟，以後的航天器對接
，應該還用該所的這雙 「神眼」。

【本報訊】中新社北京十八日消息：中國航
天首次載人自動交會對接前，北京航天飛行控制
中心副主任麻永平於北京航天城透露，神九天宮
載人交會對接與去年的首次無人交會對接相比有
四大調整。

這些調整分別是：
─飛船手動控制系統首次加電。這是此

次自動交會對接的一項重要備份手段。在自動交
會對接過程中出現異常情況時，可以由航天員實
施手動對接或撤離。

─在陽照區進行。從400米停泊點到對接
接觸全過程在陽照區內進行，進一步考核光學測
量設備在光照條件下測量精度和抗光干擾能力。

─航天員首次進入天宮一號。此次任務
載人飛船將與天宮一號實現空間連通；航天員將
首次進入在軌的天宮一號駐留，並開展空間科學
應用與試驗。

─應急手段進一步完善。與首次無人交
會對接任務相比，增加了 50 多種應急交會對接
模式，進一步提高應急情況下，成功實施自動對
接的可靠性。

【本報訊】由於科技人員的精測妙控，神舟
九號飛船在與天宮一號交會對接前原定實施5次
變軌，實際只實施4次就被準確導引至天宮一號
後下方52公里處的交會對接入口。

新華社引述北京航天飛行控制中心研究員唐
歌實稱，中心通過精密定軌和精確的軌控效果標
定，研究分析認為第 5 圈和第 19 圈軌道控制將
對軌道面產生一個固定偏差，因此可以利用這個
偏差，來替代第 13 圈的軌道面修正，從而取消
原來設計的軌道面修正控制，將原來設計的5次
變軌減為4次。

「遠距離導引段變軌控制，是實施交會對接
任務的關鍵步驟之一。」唐歌實介紹說，由於變
軌控制頻繁、時間間隔短、空間環境複雜等因素
，對短弧段定軌精度提出了極高的要求，飛控中
心採用高精度動力學模型和多種數據源融合的短
弧段定軌方法，有效提高了測定軌精度。

激光雷達當對接神眼

神九天宮自動對接示意圖神九天宮自動對接示意圖

自動交會對接段

據北京飛控中心消息，當對接後
劉旺向地面報告 「三個姿態角都在5
度之內」，顯示飛船與天宮對接良好
時，北京飛控中心接收到神九指令長
景海鵬的讚嘆： 「很偉大！」

神舟九號與天宮一號在茫茫太空
中交會、對接，要在距離地面343公
里的圓軌道上，精度控制要在十幾厘
米之內。為迎接神九，天宮一號此前
已調整軌道運行面，調轉180度呈現
倒飛姿態，將對接機構迎向神九。

18 日 5 時 43 分，神舟九號經過
遠距離導引段的4次變軌，終於與天
宮一號同處於距離地面343公里的圓
形軌道上，直線距離上萬公里，軌道
高度相差幾十公里。神舟九號於 11
時 47 分轉入自主控制狀態。與去年
神八天宮交會對接過程相同，中途從
相距 50 公里開始，設置了 5 公里、
400 米、140 米、30 米四個停泊點，
每一次停泊，都要採用微波、激光和
特殊光學儀器尋找彼此位置，距離姿
態是否合適。

劉洋全程攝錄
交會對接開始後，景海鵬、劉旺

、劉洋進入返回艙，穿上艙內航天服
值守，神情鎮定地監視飛船儀表盤
上的各類數據和對接過程，認真執行
各種指令發送操作。劉洋手持攝像機
對全程進行錄像。

經尋的段自主脈衝控制，神舟
九號於 12 時 41 分與天宮一號的距
離從上萬公里縮短至約 5 公里的停
泊點。然後，飛船以自主導引控制
方式逐漸向天宮一號靠近。在 140
米停泊點，坐在中間位置的劉旺做
好準備，一旦發現狀態出現問題，

隨時會切換到手控模式，用身體兩
側的手柄控制對接。

14 時 01 分，神舟九號飛抵距天
宮一號 30 米停泊點，地面對對接準
備狀態進行最終確認。這是對接之前
最後一次調整姿態的機會，30 米之
後，神九伸出梯形對接機構，以每秒
約 0.2 米的相對速度向天宮一號緩緩
靠攏。

首次光照區對接
此次天宮一號與神九對接，與去

年神八在陰影區對接相比，是首次在
陽照區交會對接，考核檢驗了交會測
量設備特別是光學測量設備在光照條
件下的功能性能。對接時天宮神九正
位於中國上空，陽光直射非常強烈。
飛船系統總設計師張柏楠表示， 「成
功不等於成熟，光照陽光直射增加難
度，相互尋找的光學設備是新的考驗
。」

14 時 07 分，捕獲、緩衝、校正
、拉回、鎖緊，神舟九號飛船與天宮
一號建立剛性連接，形成組合體。當
神舟九號與天宮一號對接環輕輕接觸
的剎那，北京飛控中心大廳響起一片
掌聲。

有航天專家表示，根據神八對接
時數據測算，對接時航天員身體承受
的衝擊相當於地面上以每小時5公里
的速度倒車撞牆的感覺。

當地面指揮員宣布交會對接完成
，組合體狀態正常，景海鵬伸出大拇
指，劉旺舉起右拳，劉洋再一次露出
笑容。

根據計劃安排，6天後，神九將和
天宮一號分離至相距400米的位置，
開始由航天員手控交會對接的試驗。

防意外防意外 劉旺手控當劉旺手控當備份備份
萬里穿針，一次成功。北京時間18日14時14分，天宮一

號與神舟九號實現自動交會對接形成組合體。這是天宮一號繼
去年與神舟八號成功實現2次自動交會對接後，中國首次實現
與飛船的載人自動交會對接，進一步驗證了中國交會對接技術
正走向成熟。

【本報記者賈磊北京十八日電】

【本報訊】測控通信系統總體設計人員王瑞
軍 18 日在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表示，針對神
九飛船與天宮一號載人交會對接任務的新特點，
科技人員在測控通信系統原有技術基礎上積極開
拓創新，取得了多項科研創新成果，其中最主要
的創新點包括設計新的工作模式、開發有限測控
通信資源潛力及融合利用多種測控手段。

設計了陸、海、天基密切協同的測控通信
工作模式。 「天鏈一號」01、02 兩顆中繼衛星
與多個陸、海基測控站組成的陸、海、天基測
控通信網一起完成對飛船和目標飛行器的測控
通信任務。

利用有限測控通信資源實現在兩天時間內通
過多次軌道控制完成飛船的遠距離導引任務。

綜合利用中國自主研製的統一測控系統、中
繼衛星等多種手段融合處理，確保空間環境異常
情況下遠距離導引精度指標要求。完成遠距離導
引任務，關鍵在導引精度，為此，設計了利用統
一測控系統、中繼衛星系統等手段融合的處理方
案，全面保證了導引精度水準。

陸海天測控優化創新

▲中電二十七所科技人員利用車輛在
酒泉試驗激光雷達技術 本報攝

▲十八日北京航天飛控中心大屏幕顯示的神九飛船與天宮一號交會對接的畫
面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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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扶貧有心欠支持
政府統計處昨日公布人口調查報

告的住戶收入分析結果，其中根據住
戶收入和稅務、社福調整後編制的「堅
尼系數」顯示：去年 「非經濟活動」 家
庭的數目大增，佔全港百分比的百分
之十七點九，其中約半數為六十五歲
以上的長者及退休人士，他們每月的
入息中位數只有四千三百多元，遠較
全港住戶入息中位數的二萬元為低。

所謂 「非經濟活動」 家庭只是含
蓄一點的說法而已，實際就是貧窮家
庭。去年本港整體住戶收入並沒有下
降，但 「貧者越貧」 ，反映貧富懸殊
的差距在拉大，這是與貧窮本身同樣
值得憂慮的。

一個社會， 「不患貧而患不均」
，貧富懸殊的問題得不到較好解決，
不僅各項福利開支大增、政府財政不
勝負荷，更 「致命」 的是社會將會因
此陷入仇恨與不安之中：基層低收入
人士無論怎樣辛勤工作，收入還是追
不上物價，家人生活還是無法得到改
善；退休人士眼看手上僅餘的一點積
蓄 「老本」 日漸磨蝕， 「長命百歲」
就 「大件事」 矣。

近年本港政治爭拗不斷、遊行無
日無之，除亂港勢力蓄意搞事之外，
貧富懸殊造成的一種不公平感，以及
質疑政府有沒有為窮人多做一點事，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還有十多天便要上任的候任特首
梁振英，昨日在回應 「堅尼系數」 問
題表示，未來兩周將會成立扶貧委員
會籌備小組。梁振英來自基層家庭，
政治觸覺亦比較敏銳，他對貧窮問題
和扶貧工作的認識與重視是不容置疑
的，包括其競選政綱已承諾當選後會
將老人津貼「生果金」由一千元倍增至
二千元。當然千元之數只可略解燃眉
，但對老人家的一份心意和挹注也是
實在的。可以相信，梁振英上任之後
，諸如貧富懸殊等社會深層次矛盾，
可望得到較具體、有效的解決，但大
前提是梁振英的施政重點必須要能夠
集中到經濟、民生問題上，而不是虛
耗在沒完沒了的爭拗上。如眼前梁的
重組政府架構方案仍在立會財委會上
爭論不休，反對派說檢討架構要一年
時間！如此成立扶貧委
會之議又要等到幾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