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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甘肃酒泉10月31日电 （记者
王经国 黎云） 执行神舟八号发射任务的长
征二号F遥八火箭10月31日上午开始加注推
进剂，标志着神舟八号发射已进入倒计时。

据新华社甘肃酒泉10月31日电 天宫一
号/神舟八号交会对接任务总指挥部10月31
日上午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新闻发布
会，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武平详细
介绍了天宫一号/神舟八号交会对接过程。

武平说， 神舟八号飞行主要任务是： 发
射神舟八号飞船， 与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
进行我国首次航天器空间交会对接试验 ，
突破和验证航天器自动交会对接技术 ； 考
核改进后的神舟飞船和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
的功能和性能 ， 以及工程各系统间的协调
性 ； 验证组合体工作模式 ， 并开展空间科
学实验。 神舟八号飞船不载人。

按照计划， 长征二号F遥八火箭点火发

射后， 飞行约584秒， 船箭分离， 飞船进入
近地点约200公里、 远地点约330公里的初始
轨道 ， 并在两天内完成与天宫一号目标飞
行器交会对接。

武平介绍 ， 交会对接飞行过程分为远
距离导引段 、 自主控制段 、 对接段 、 组合
体飞行段和分离撤离段。

据新华社甘肃酒泉10月31日电 “根据
交会对接任务需要 ， 神舟八号飞船发射实
施 ‘零窗口’ 发射。” 发射场系统副总指挥
张道昶10月31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

“零窗口” 发射是指在一定长度的发射
窗口时间内 ， 紧贴窗口上沿即最优时间实
施发射。 比如， 发射窗口为5时至5时30分，
“零窗口 ” 就是指5时整 。 与天宫一号发射
窗口宽度为15分钟不同的是，神舟八号飞船
的发射窗口将是一个精确到秒的“零窗口”。

张道昶说，在空间交会对接飞行试验过
程中，天宫一号与神舟八号的发射时间是相
互关联的。 天宫一号发射升空以后，将会建
立一个对接轨道。 神舟八号必须要按照进入
对接轨道的需求确定精确的发射窗口，以使
飞船入轨后与天宫一号形成轨道共面。

“完成交会对接所需的条件就决定了
发射窗口必须是 ‘零窗口’， 而且误差只能
在正负1秒间， 这样才能满足交会对接任务
的发射要求。”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测试
站站长郭忠来说 ， 如果错过这个时刻 ， 就
只能推迟发射， 重新寻找 “零窗口”。

新华社甘肃酒泉10月31日电 中国载人
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武平10月31日在酒泉卫
星发射中心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神舟八
号虽然是无人飞行，但这次飞行将对未来的
载人任务进行充分的技术验证和准备。

按照工程交会对接阶段的任务规划 ，

2012年内将开展神舟九号、 十号飞船与天宫
一号的交会对接试验，其中至少有一次是载
人飞行。

武平说 ，神舟八号飞船与神九 、神十一
样都是按照载人要求设计的。 神八上增加配
置了图像记录设备和力学参数测量设备，能
够记录下交会对接过程和飞船在飞行过程
中的各种力学参数，有助于航天员地面训练
和评价飞船的载人力学环境 。 通过这次飞
行，可以验证改进后的飞船能否适应载人航
天飞行的要求。

“虽然此次是无人飞行 ，但为明年的载
人飞行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武平举例说，航
天员太空锻炼设备、医学监测和健康维护设
备等已经装上了天宫一号。

武平还透露，执行明年交会对接任务的
航天员乘组已完成了初步选拔，正在按计划
开展交会对接任务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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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射精确到“零窗口”，误差在正负1秒间
■“神八”主要任务是在2天内与天宫一号进行空间交会对接
■“神九”、“神十”明年发射，“神八”不载人，“神九”可能载人，“神十”计划载人

备受瞩目的神舟八号飞船到底怎
么设计的， 与神舟七号飞船有什么区
别？ 记者为此采访了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公司五院载人航天总体部主任设计
师石泳。

飞船系统：
安全舒适 平移功能是亮点

石泳介绍说， “神舟七号” 的轨
道舱是一舱两用的， 是生活舱和气闸
舱的结合体。 “神舟七号” 的舱可以
说一舱两 “名”， 根据其支持航天员
太空生活的功能， 称为轨道舱， 根据
其支持航天员出舱活动的功能， 称为
气闸舱。 而 “神舟八号” 就没有这个
气闸舱。

“神八” 又一特点表现在返回式

坐椅上 ， 体现了设计人员的绿色理
念。 “尽管飞船各系统的密封已经万
无一失， 但是坐椅下的一个压力燃气
包里的有害气体一旦发生泄露， 后果
将不堪设想。” 石泳说。 因此， “神
八” 最终确定了用压缩空气来取代燃
气， 并相应地增加了一套气源组件系
统作为动力源。 压缩空气的使用， 意
味着即使发生泄露也不会对航天员的
身体产生任何不利影响。

石泳介绍 ， 飞船不但可以往前
走， 还具有平移功能。 这也是神舟八
号飞船的又一大亮点。

推进舱：供电能力增强

据介绍， “神八” 技术状态改变
高达百项， 涉及产品有推进舱、 舱内

和舱外摄像机、 电源分系统、 总体电
路等。

石泳说， 因为增加的设备大小不
一， 轻重不一、 功能不一， 所以这些
设备不能简单地往推进舱一安装就了
事。 推进舱总体单位在设计时既要考
虑到舱体在太空飞行过程中的重心和
平衡， 还要根据产品体积大小安装在
合适的位置， 同时要考虑安装时操作
人员的操作和检修方便， 经过综合权
衡， 推进舱总体设计方案科学合理，
安全调试一步到位。

同时， 在供电能力上，“神八”比
“神七”的供电能力增强了。在功能上，
“神八”新增了交会对接的能力。

舱外摄像机：
让全世界聚焦中国航天

“神舟八号” 与 “天宫” 即将交
会对接， 这一辉煌的时刻怎么才能迅
速传递给世界？ 神舟八号飞船的测控
与通信分系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石泳介绍说， 分系统经过调研、
试验和仔细研究， 决定采用扩频通信
方案， 参数选择也通过大量的试验与
摸索， 最终获得了较好的通信环境。

“神舟八号” 设置舱外摄像机，
其图像处理能力比 “神七 ” 大大提
高 。 分系统采用先进的压缩编码体
制， 双路图像传输模式， 大大提高了
图像传输质量， 使画面能清晰传回地
面， 让全世界人民都能看到中国航天
的这一壮举。

（据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

“神八”与“神七”有何不同？

据新华社甘肃酒泉10月31日电
神舟八号飞船即将访问太空之际， 中
国航天员正在做些什么？ 他们何时再
次飞天？ 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主任陈
善广10月31日接受记者专访时说， 中
国航天员正在接受交会对接任务训
练， 第一批航天员仍将是这一阶段交
会对接任务的主力， 两名女航天员也
通过了飞行乘组的初步选拔。

据陈善广介绍， 按照载人航天工
程规划， 神舟九号飞船可能载人， 神
舟十号飞船计划载人。 航天员正在积
极备战未来载人飞行， 我国第一批航

天员仍是这一阶段交会对接任务的主
力， 已经执行过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仍
有机会再次飞天。

“男女有很多共性， 也存在大量
差异。 要验证人类是否真正能够在太
空生存， 必须对男女航天员都进行考
察。” 关于两名通过初选的女航天员，
陈善广表示， 中国之所以选拔和培训
女航天员， 是因为没有女性参与的太
空活动是不完整的。

陈善广表示， 手动交会对接技术
是航天员训练的重点。 “关于人工和
自动交会对接哪种更好， 国际上有过

争论， 最后达成的一致意见是两种方
式共同完成交会对接最好。 人工控制
是自动控制的冗余措施， 有人参与的
交会对接会更加保险。”

他介绍说， 在人工交会对接中，
航天员要根据电视图像 、 位置距离
速度等信息来判定两个航天器的姿
态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对接任务 ，
对航天员眼手协调性 、 操作精细性
和心理素质要求特别高 。 因此 ， 要
对航天员进行反复的严格的训练 ，
一般要经过数百次到上千次的训练
才能满足要求。

据新华社甘肃酒泉10月31日电 载人航天
工程运载火箭系统总设计师荆木春10月31日在
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透露， 我国新一代大型
运载火箭研制顺利， 已经突破了多项重大关键
技术。

为了适应建造空间站的要求 ， 我国已于
2008年开始运载能力超过20吨的新一代大型运
载火箭长征五号的研制工作， 并于2011年初开
始运载能力超过10吨的中型运载火箭长征七号
的研制。

荆木春透露，在这两种型号火箭的预研中，
多项重大关键技术已经取得突破。“在工程研制
阶段，还有一些关键技术需要突破，但并不会需
要太长时间， 因为大部分技术在理论上已经突
破，只需要进一步进行实验验证。”荆木春表示，
“可以说，研制进程比较顺利。”

我国新一代
运载火箭研制顺利
多项重大关键技术已突破

中国航天员备战未来交会对接任务
第一批航天员仍是主力 女航天员通过初选

据新华社甘肃酒泉10月31日电 10月31日
上午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武平表示，
中国将继续推进国际航天合作。

武平介绍说， 神舟八号飞船上装载了中德
科学家联合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实验的装置， 双
方科学家将合作开展17项空间生命科学实验，
其中中方10项、 德方6项、 联合实验1项。 这是
中国载人航天首次在空间科学应用领域开展的
国际合作。

神八开启空间科学应用
国际合作

据新华社甘肃酒泉10月31日电 中国载人
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武平31日说， 天宫一号目
标飞行器运行稳定， 设备工作正常， 满足交会
对接任务要求。

武平介绍，入轨后，为迎接神舟八号飞船发
射， 共同实施我国空间飞行器首次交会对接试
验，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主要开展了四项工作：

一是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分别于飞行第4圈
和13圈进行了变轨， 进入到高度为354公里的近
圆轨道。 二是完成了平台在轨测试，特别是对交
会测量设备、对接机构性能以及停控、倒飞等功
能进行了测试。三是开展了科学实验载荷在轨功
能检查，各载荷设备状态正常。 四是进行了天宫
一号目标飞行器轨道控制和调相控制，现已完成
了调相和轨道圆化， 进入高度为343公里的交会
对接轨道，等待与神舟八号飞船的交会对接。

满足交会对接任务要求
天宫一号静待太空之“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