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赴京採訪，家人朋友
叮囑一定要隨身帶上 「防
霾利器」口罩。特別是昨

天，政協委員、籃球巨星姚明仰望北京灰黃
天空緊鎖眉頭的照片在網絡上廣泛流傳，令
記者對在京期間的新鮮空氣 「呼吸權」備感
憂慮。孰料，今日抵京時意外發現，強勁北
風吹拂下，沙塵沉降，京城再現藍天白雲，
迎來開年以來難得的一次晴朗天。

根據北京市氣象台預報，未來兩天北京
天氣以晴為主，無大風和霧霾，白天最高氣
溫在7℃左右，陽光溫暖、空氣潔淨。好天氣
也許是個好兆頭，預示全國兩會成功召開。

從1月份開始，北京經歷了長時間的嚴重
霧霾天氣，讓空氣污染問題成為關注焦點。
從連番加碼的應急預案、到市政府提出首要
污染物降低2%的治理目標，再到重污染企業
啟動整治方案，北京和周邊城市已經力治
霾治污。在即將開幕的全國兩會上，大氣污
染、水污染在內的生態環境問題也勢必會成
為代表委員們熱議的焦點問題。

不過，記者正慶幸趕上北京的難得好天
氣，打算將口罩束之高閣時，熟悉內情的同
事卻連忙提醒道，北京迎來一個明亮的天氣
，卻並不表示霧霾已經被徹底驅散。

北京近期空前嚴重的霧霾天氣，是污染
排放的長期累積效應，不是一天兩天造成的
，也並非三天兩頭就能徹底治理。解決環境
污染問題需要一個長期過程，但我們必須要
有所作為，關鍵是找準病根，用對藥方。

【北京一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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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建三艙段 系統重90多噸
中國空間站2020年建成

【本報訊】全國政協委員、中
國載人航天總工程師周建平一日在

北京透露，中國將於2020年左右建成
空間站，包括一個核心艙、兩個實驗艙

，並可對接一艘貨運飛船和兩艘載人飛船
，整個系統加起來將達到90多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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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政協第十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五十八次主席會
議一日在北京召開。這次主席會議根據十一屆全國政協第二
十次常委會議的授權，主要研究政協第十二屆一次會議的有
關籌備工作。會議確定呂新華擔任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
新聞發言人。

據中新社報道，這是本屆政協最後一次主席會議，全國

政協主席賈慶林主持並講話。賈慶林說，回顧十一屆政協的
五年，我們深深為人民政協事業的蓬勃發展而自豪，為在這
共同的事業中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美好經歷而高興。五年
來，大家心繫發展大計，情牽民生民意，團結共事，民主協
商，建睿智之言，獻務實之策，為國家的富強和民族的振興
，為全面推進十一屆政協工作和人民政協事業的發展作出了
寶貴的貢獻。十一屆政協取得的每一項成績，對國家和社會
作出的每一份貢獻，都凝聚大家的智慧、心血和汗水。

賈慶林將作常委會工作報告
會議審議通過了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主席團、常務主席

、主席團會議主持人和秘書長、副秘書長名單（草案）；政
協十二屆一次會議預備會議日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提案
審查委員會人選建議名單（草案）；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分
組辦法（草案）和委員小組召集人名單（草案）；政協十二
屆一次會議秘書處機構設置和工作任務（草案）。會議決定
將上述有關草案分別提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預備會議和政
協十二屆一次會議主席團第一次會議審議。

會議推舉十一屆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在政協十二屆一次
會議上作常委會工作報告、十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萬鋼作提
案工作情況的報告。

會議又聽取了全國政協副主席兼秘書長錢運錄，全國政
協副秘書長孫懷山、仝廣成分別就有關議題和政協十二屆一
次會議籌備工作情況作的說明和匯報。

京城放晴迎兩會 本報實習記者 步瀟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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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新華出任政協會議新聞發言人

據新華社報道，周建平透露，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第三步的空間
站建設，初期將建造三個艙段，包括一個核心艙和兩個實驗艙，每
個規模20多噸。基本構型為T字形，核心艙居中，實驗艙Ⅰ和實驗
艙Ⅱ分別連接於兩側。

核心艙前端設兩個對接口，接納載人太空船對接和停靠；後端
設後向對接口，用於貨運飛船停靠補給。站上設氣閘艙用於太空人
出艙，配置機械臂用於輔助對接、補給、出艙和科學實驗。

每半年輪換3宇航員
空間站運營期間，最多的時候，將有一艘貨運飛船、兩艘載人

飛船。 「中國空間站具備開展能力。在運營階段，可根據科學研究
的需要增加新的艙段，擴展規模和應用能力。」周建平說。

2020年空間站建好後，將隨即投入正常運營，開展科學研究和
太空實驗，促進中國空間科學研究進入世界先進行列。

周建平表示，空間站擬按長期載3人狀態設計，運營階段每半
年由載人飛船實施人員輪換，而初期將採用人員間斷訪問方式。載
人空間站建成後，將成為中國空間科學和新技術研究實驗的重要基
地，在軌運營10年以上。

暫不搞大型空間站
「考慮到當前需求和耗費等因素，中國現在不搞國際空間站這

麼大規模的空間站。」周建平說，我們現在考慮的規模是適度的，
可以滿足重大科學研究項目的需要，而擴展能力的設計將使我們能
根據科學前沿的發展需求，提供更為強大的支持能力。

他還透露，中國空間站研發面臨很多技術挑戰，將以更先進的
控制技術、能源技術、再生技術，將空間站打造成節能典範。

周建平介紹說，首先，要為航天員的生活、工作、實驗提供很
好的條件，保證滿足空間科學研究的需要，相應對空間站規模和性
能提出要求。 「這就需要利用最新的科技成果，提高空間站對人的
保障能力；掌握更好的控制技術，進一步提升空間站姿態穩定度、
微重力水準。」其次，空間站要長期運營，需考慮經濟性問題，如
何通過綠色、再生技術等，提高空間站物資循環利用率，減少地面
補給需要，實現資源再利用，譬如用廢水、尿液製造氧氣，對二氧
化碳等人體廢棄物進行的再生去除等。

【本報記者賈磊北京一日電】北
京航天專家趙然對本報表示，大推力
運載火箭是中國未來空間站建設的奠
基石，長征五號的研製，標誌中國
將躋身世界重型航天運載器俱樂部。

趙然指出，大型運載火箭長征五
號、中型運載火箭長征七號是中國未
來深空探測的主力火箭。從發射能力
上講，長五最大近地軌道運載能力達
到25噸。目前只有美國、俄羅斯、歐
洲空間局等少數幾種擁有20噸級運載
能力的火箭。

長五的研製是走向發射大型空間
構件的必然之路。無論是俄羅斯和平
空間站的積木式結構，還是由美國主
導、多國參與的國際空間站的桁架式
結構，都需要在核心艙的基礎上格局
科學實驗需要，發射大小不等的艙段
。俄羅斯的核心艙重21噸，長五能達
到這一量級，表明中國有能力解決未
來空間站的運載工具問題。

趙然指出，長五採用的120噸推
力YF100液氧煤油發動機和推力為50
噸的YF77氫氧發動機都是新項目，
去年極限工況熱試車獲得成功，進一
步驗證了穩定性和可靠性。

將在下半年發射嫦娥三號探月衛
星的將是長征三號乙增強型火箭，趙
然表示，長三乙增強型是該系列火箭
中推力最大的，因為嫦三將實現落月
，月面巡視器、反推火箭等設備會增

加衛星重量，所以對火箭運載能力要求更高。
長三乙增強型還針對嫦三的任務特點進行了

多項改進。趙然表示，這將令嫦三發射時機有更
多選擇，確保以最優途徑 「奔月」，節省燃料、
延長使用壽命。他強調，嫦娥探月工程前期任務
的成功，也表明中國深空測控系統經受住考驗。
和應用衛星、運載火箭等系統一樣，都是證明具
有航天大國實力，開展深空探測的必備條件。

【本報訊】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運載火箭技
術研究院黨委書記梁小虹一日在北京透露，未來
深空探測的主力火箭─大型運載火箭長征五號
、中型運載火箭長征七號，已經進入首飛前的攻
堅階段，有望三年內首飛。

據新華社介紹說，長征七號研製團隊突破了
「180kN高壓補燃液氧煤油發動機設計與製造技

術」等96項關鍵技術及 「箭上不銹鋼導管全位置
焊接及裝配技術」等14項關鍵工藝， 「相關技術
為中國首創、國際先進，該型號火箭有望2014年
首飛」。

梁小虹說，作為中國新一代運載火箭系列型
譜中最具代表性的兩個 「家族成員」，長征五號
、長征七號研製難度很大。兩型火箭的研製成功
，將極大地提升中國自主進入空間的能力，對於
中國運載火箭跟蹤前沿技術乃至全國工業基礎的
提高，均將發揮牽引和輻射作用。

長五處初樣研製階段
梁小虹說，長征五號目前處於初樣研製階段

，已突破130餘項關鍵技術，研製團隊正攻關5米
直徑低溫貯箱（用於承載零下253度的液氫低溫
推進劑）。

長征五號火箭已完成以5.2米直徑整流罩和5
米直徑火箭艙段為代表的大部分箭體結構的製造
、生產、試驗等12項重大核心關鍵技術。

由於試驗規模、條件和技術難度的制約，及
5米直徑低溫貯箱對結構和材料的隔熱、密封等
性能要求極高，此項工作對研製進展造成了一些
影響，研製隊伍正奮力攻關。 「該項技術一旦突
破，對長征五號研製具有里程碑意義。」梁小虹
說。

【本報訊】今年下半年，中國運載火箭技術
研究院將使用長征三號乙增強型運載火箭，發射
嫦娥三號探月衛星。

新華社北京一日消息：全國政協委員、中國
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黨委書記梁小虹一日接受新
華社專訪時透露，長征三號乙增強型火箭在長三
乙火箭的基礎上開展了6大專項技術攻關：發射
窗口由少變多、 「兩隻眼睛」提高入軌精度、嫦
娥三號 「坐椅」量身打造、可靠性再躍升、運載
能力提高、 「現場直播」火箭飛行過程，以確保
嫦三完美落月。

遙測圖像實時 「直播」
梁小虹說，增強型將用 「兩隻眼睛」提高入

軌精度，實現將嫦三精確送入近地點高度200公
里、遠地點高度38萬公里的地月轉移軌道。

他介紹說，增強型火箭採用雙激光慣組加衛
星導航修正的複合制導技術，相當於給火箭安裝
了 「兩隻眼睛」，一隻眼睛使火箭按照設計好的
軌道飛行，另一隻眼睛精確計算最佳途徑，並隨
時修正。

長三乙增強型首次運用遙測圖像實時傳輸技
術，將 「現場直播」火箭在發射和飛行過程中的
助推分離、一二級分離、整流罩分離等關鍵動作
，實現清晰監視。

據介紹，長三乙增強型火箭完成了一子級發
動機、二子級發動機、三子級發動機、控制系統

等9項可靠性增長項目，飛行可靠性，由原來的
0.938提升至0.942。

奔月運力增至3780公斤
該型火箭增加運載能力的方案設計，使運載

能力又增加了30公斤，即奔月軌道運載能力由
3750公斤（長時間滑行狀態）增長到3780公斤。

梁小虹表示，長三乙增強型通過窗口優化設
計等，保障嫦三實現多窗口發射。

窗口是火箭發射比較合適的一個時間段，寬
的可依天計算，窄的只有幾十秒，甚至為零。

實現發射月多窗口發射
根據此次任務本身的要求及對諸多外部限制

條件的綜合分析，為了解決由於客觀原因造成的
火箭不能準時點火而錯過最佳發射時機，增強型
火箭通過窗口優化設計、軟件線上切換技術研製
、火箭三級增壓輸送系統適應性等技術改進和試
驗， 「由嫦娥二號的零窗口發射，增加至每個發
射月有連續3到4天具備發射條件，每天有2個發
射窗口，實現了多窗口發射」。

梁小虹說，相比於嫦二，嫦三的結構與尺寸
發生了較大變化，增強型火箭新設計了嫦三的 「
連接器」──高度1760毫米有效載荷支架，以及
星箭接口的鎖緊裝置，使火箭與衛星更完美地連
接在一起，增強了嫦三奔月途中的舒適性和安全
性。

【本報訊】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黨委書記
梁小虹1日在北京透露，6至8月，長征二號F遙十火箭將迎來神舟十
號發射任務，相比遙九火箭，此次發射的可靠性和宇航員安全性分
別提高0.2%及0.01%。

據新華社報道，梁小虹表示，長二F火箭進行了18項技術狀態
和2項工藝狀態適應性更改，其中17項主要為提高可靠性。通過採
取提高設計裕度、環境適應性等措施， 「遙十飛行可靠性達0.9867
，較遙九的0.9845，提高了0.2%」。

「航天員安全性也進一步提高。」梁小虹說，為確保船箭分離
後，飛船可以執行大氣層外逃逸救生模式，遙十進一步完善了故障
判據，增加了如有故障發生，可向飛船發送 「運載逃逸信號」的相
關指令， 「航天員安全性達到0.9997，較遙九的0.9996，提高了
0.01%」。

預計4月完成出廠評審
相對於遙九火箭，遙十技術有了更大改進，其中，產品關鍵特

性設置再精細，增加了108個。
據介紹，遙十火箭在遙九的基礎上，開展了Ⅰ、Ⅱ類單點故障

模式深入分析工作，並針對存在Ⅰ、Ⅱ類單點故障模式產品，產品
關鍵特性設置再精細，達到1013個，強化了對品質的控制。遙十全
箭有力矩控制緊固件達到37502個，較遙九增加了17245個，進一步
加強了總裝過程中的力矩控制。此外，遙十的測試覆蓋性總檢查增
加了3次、加電時間增加了2小時。

梁小虹介紹說，遙十於2012年11月26日轉測試階段，完成電氣
分系統測試18次、小匹配測試8次、大匹配測試10次和總檢查19次
，累計加電時間達52.5小時。目前，遙十已完成全部規定的測試項
目，預計4月完成出廠評審，待命出廠。

神十航天員安全性增0.01%

嫦娥三號下半年落月
長三乙裝眼睛提高入軌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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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七有望明年首飛

▲中國空間站基本構型為T字形，核心艙居中，兩個實驗艙分別連接於兩側 資料圖片

◀ 2010 年
10月1日，
搭載嫦娥二
號衛星的長
征三號丙火
箭在西昌發
射。圖為工
作人員進行
最後準備
資料圖片

◀ 3 月 1日
，北京市天
氣晴朗，陽
光燦爛，兩
位外國遊客
推着嬰兒車
遊覽天安門
廣場

新華社

▲3月1日，政協第十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五十八次主席會議
在北京召開。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主持並講話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