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11月1日电 （记者 赵薇） 1
日5时58分， 神舟八号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
中心点火升空。 据介绍， 神舟八号与天宫一
号预计交会对接的时间是3日凌晨， 届时两
个飞行器正飞行在我国甘肃、 陕西上空。

交会对接为何选择在我国甘肃、 陕西上
空实现？ 据北京飞控中心总体室工程师陈翔
介绍，甘肃、陕西两地测站分布比较密集，属
于搭界弧段，可实现测控全可见。 同时，甘陕
两地又处于天链01星和天链02星两颗中继卫
星的覆盖地段， 能够保证神舟八号和天宫一
号从相距140米的停泊点，到最终的靠拢锁紧
阶段，整个过程都在我国观测范围内。

陈翔说， 测控全可见的意义在于， 一旦
出现紧急情况， 能够及时进行测控， 第一时
间进行处理， 从而保证各类操控的可靠性。

由于轨道运行原因， 第一次交会对接的
整个过程正好处于夜间， 即太阳光无法照射
的阴影区， 肉眼很难看到， 只能通过专业手
段进行观测。 据介绍， 预计第二次交会对接
处于白天， 其实现位置基本上也处于我国甘
肃、 陕西上空。

追逐天宫———承载着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首次交会对接使命的神舟八号飞船，11月
1日5时58分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顺利升空，
开始了中国航天的崭新行程。

未来2天内，神舟八号将与已在轨飞行32
天又8个小时的天宫一号，在中国的上空“牵
手相会”。 如果一切顺利，中国将从此成为世
界上第三个完全独立掌握太空交会对接技
术的国家。

站在地球上的人们也许无法想像 ，以
7800米/秒速度飞行的神舟八号与天宫一号，
在343公里外太空中交会的那一刻是怎样的
惊心动魄。 在迄今为止人类已进行的300多
次交会对接中， 曾出现过多种多样的挫折，
甚至发生过相撞事故。 然而，从陆地到海洋，
从天空到太空，人类探索脚步的哪一次延伸
不是伴随着巨大的风险？

“我们随时准备面对困难和挫折。 ”中国
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说 ，“但我们
采取了一系列科学的措施来降低风险，防范
失败。 ”对方案严谨设计、对计划科学论证、

对质量锱铢必较、对管理精细追求……这一
系列凝聚着成千上万航天人智慧和心血的
精益求精，保驾着中国首次太空相会的每一
个步骤、每一个瞬间。

遥望天宫，人们共同期待 ，期待中国的
空间站早日遨游苍穹。

只有掌握空间交会对接技术，才能建造
长期在轨、有人照料的空间站 ，才能更有效
地开发宇宙资源。 作为中国载人航天“三步
走”战略目标第二步中的关键环节 ，突破和
掌握空间交会对接技术，将为开展更大规模
的载人航天活动奠定基础。

可以想像 ，随着交会对接的成功 ，广袤
的太空将会出现更多、 更活跃的中国身影：
在近地轨道组装大型空间站，开展地面上无
法进行的科研实验 ；组装飞往月球 、火星等
天体的飞行器，让中华民族一个又一个千年
梦想成为现实……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瞩目
神八，遥望天宫，让我们共同期待，期待成功对
接的壮美时刻。 （据新华社酒泉11月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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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甘肃酒泉11月1日电 （记者
李菲） 我国首次空间交会对接任务再传捷
报。 北京时间2011年11月1日5时58分 ， 我
国自行研制的神舟八号飞船， 在酒泉卫星
发射中心发射升空， 583秒后成功进入预定
轨道。 在随后的飞行过程中。 神舟八号飞
船将与在轨运行的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进
行交会对接， 实施我国首次空间无人交会
对接试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

副总理张德江，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
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在现场观看发射， 代
表党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向参与工
程研制、 建设和试验的同志们， 表示亲切
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10月31日下午， 张德江 、 徐才厚在酒
泉卫星发射中心听取了神舟八号飞行任务
有关情况的汇报。 11月1日清晨， 考察了载
人航天发射场、 测发指挥大厅、 垂直总装

测试厂房和水平转载间。 发射成功后接见
了参研参试人员代表。

张德江指出 ， 神舟八号的成功发射 ，
标志着首次空间交会对接决战决胜的大幕
已经拉开。 希望参研参试单位的同志们坚
决贯彻胡锦涛总书记 “三个精心、 两个确
保” 的重要指示， 时刻牢记党和人民的重
托， 时刻牢记肩负的神圣使命， 大力弘扬
“两弹一星” 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 再接再

厉， 确保后续各项工作万无一失， 确保天
宫一号/神舟八号交会对接任务圆满成功。

神舟八号飞船由轨道舱、 返回舱和推
进舱3个舱段组成， 全长9米， 底部最大直
径2.8米， 质量约8000千克， 具备承载3人5
天的独立飞行能力， 具备自动和手动交会
对接与分离功能。 神舟八号飞船上装载了
通用生物培养箱， 中德将合作开展17项空
间生命科学试验。

“天宫”
■神舟八号发射成功,进入预定轨道
■拉开我国首次空间交会对接决战大幕

11月1日， 神舟八号飞船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发射成功。 这张拼版照片显示了神舟八号飞船发射升空过程。 新华社发

118个传感器 、 5个控制器 、 上千个齿
轮轴承、 18个电机和电磁拖动机构、 数以
万计的零件和紧固件……呈现在记者眼前
的两台银灰色圆柱状的精密复杂仪器， 就
是与 “神舟八号” 与 “天宫一号” 对接机
构一模一样的试验鉴定件。

在 “神舟八号” 与 “天宫一号 ” 即将
执行我国首次空间交会对接任务之际， 新
华社记者来到对接机构的研制单位———上
海航天技术研究院805所， 探访这两个航天
器如何进行 “太空之吻”？

对接结构在地面
已进行1101次试验

在太空将两个航天器对接起来形成一
个 “组合航天器” 的对接技术， 是人类载
人航天活动的一项关键技术。 目前， 世界
载人航天领域使用的对接机构有两大类 ：
一类是美国航天飞机的 “异体同构周边 ”
式对接机构 ， 另一类是俄罗斯和欧空局
ATV飞船上的 “锥-杆” 式对接机构。

陶建中说， 对接机构在我国是一项全
新技术 ， 许多问题都是以前从未遇到的 ，
其中最主要的技术难点有四个方面： 一是
如何保证两个飞行器相撞时 “不撞坏、 不
弹开”， 软硬适度； 二是如何保证很多相互
矛盾的动作 （如推-拉、 合-分等） 组合在
一起具有高可靠度； 三是许多复杂的产品
要协调安装于周边 ， 中间留出人孔通道 ，
如何实现系统集成； 四是如何在地面充分
试验、 模拟天上微重力情况下的对接分离
过程。

针对对接机构的技术难点， 上海航天
技术研究院805所的研制队伍进行了长达16
年的科技攻关， 对接机构在 “上天” 之前，
已经在地面上进行1101次对接试验、 647次
分离试验。

对接分为8个步骤
约需十分钟时间

两个航天器在太空的交会和对接是两

个不同过程。
陶建中介绍， 当 “神舟八号” 和 “天

宫一号” 在同一时刻以同样的速度到达同
一个地点顺利交会 ， 两个飞行器的速度 、
位置、 姿态、 偏差等11个参数满足对接的
初始条件后， 飞行器就将停止控制， 让它
们根据惯性进行碰撞， 整个对接过程一共
大约需要十分钟时间。

对接过程分为8个步骤：

第一步是 “相撞”。 在惯性作用下， 8
吨重的 “神舟八号” 与8.6吨重的 “天宫一
号” 以每秒0.2米左右的速度进行相撞， 当
“神舟八号” 上的主动对接机构碰撞上 “天
宫一号” 上的被动对接机构， 对接过程正
式开始。

第二步是 “捕获”。 当 “神舟八号” 主
动对接机构上的对接环， 接到失衡传感器
发出对接指令信号后， 6根滚珠丝杆就会向

外推出200多毫米， 对接环上安装的3对捕
获锁， 撞到 “天宫一号” 被动对接机构相
对应的卡板器， 就会被牢牢卡住。

第三步是 “缓冲”。 “神舟八号” 对接
环受到撞击后 ， 将会通过一套传动机构 ，
联向对接机构上的摩擦自动器和电磁阻尼
器， 分别吸收纵向和横向的撞击能量， 进
行缓冲。 碰撞、 捕获、 缓冲三个步骤共需
要大约60秒时间。

第四步是 “校正”。 当 “神舟八号” 成
功捕获 “天宫一号” 并实施缓冲后， “神
舟八号” 对接环的6根滚珠丝杆继续往外推
至300毫米， 同时对两个航天器的姿态、 位
置和偏差等进行强行校准， 校准时间约需
80秒。

第五步是 “拉近”。 校准后， “神舟八
号” 对接环的6根滚珠丝杆缓缓收缩， 将两
个飞行器 “拉近”， 这一过程约需240秒。

第六步是 “拉紧 ”。 “神舟八号 ” 和
“天宫一号” 的对接面上， 分别安装了6组
共12把对接锁， 每把对接锁的拉力达3吨。
当两个飞行器被拉近后， 两个对接面的12
把对接锁一一相扣。

第七步是 “密封 ”。 两个飞行器拉紧
后， 对接机构上的驱动电机将带动钢丝绳
系统 ， 将两个连接器面上的密封圈压缩 ，
保持密封。

第八步是 “刚性连接”。 通过对接锁使
两个连接器贴合， 实现 “刚性连接”， 将两
个航天器组合成一体。 拉紧、 密封和刚性
连接共需220秒。

连接后的“组合航天器”
由“天宫一号”控制

据陶建中介绍， “神舟八号” 和 “天
宫一号” 实现刚性连接后， 将通过制动控
制系统， 接通两个航天器的电气液路通道，
进行信息和能源并网。 连接后的 “组合航
天器” 由天宫一号控制， “神舟八号” 处
于停靠状态， 但如果出现故障， “神舟八
号” 则可以立即进行 “替补”。

（据新华社上海11月1日电）

“太空之吻”有多难？
———专家详解“神舟八号”与“天宫一号”对接技术

新华社记者 张建松

10月31日， 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第二实验小学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 “发射” 长征
系列运载火箭模型， 直观地了解神舟八号飞船的发射原理， 激发学习航天知识的兴
趣。 新华社发

火箭模型升空 探寻“神八”飞天

新华时评

交会对接，让我们共同期待

神舟八号与天宫一号交会对接在即。 从9
月29日夜晚开始 ， 天宫一号经历了发射入
轨、 变轨控制、 在轨测试三个重要阶段， 目
前已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将与神舟八号共同
迎接这历史性一刻的到来。

两次变轨抬升至近圆轨道
9月30日1时58分许 ， 飞行至第四圈时 ，

天宫一号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精确控
制下成功完成首次变轨任务， 将其远地点高
度从约346公里提升至约355公里。

30日16时09分， 飞行至第13圈时， 天宫
一号成功进行了第二次变轨， 近地点高度由
200公里抬升至约362公里， 顺利进入在轨测
试轨道。

顺利完成在轨测试
天宫一号发射帆板展开后， 即开始进行

在轨测试。
北京飞控中心副主任麻永平说， 天宫一

号先后进行了遥控指令、 控制开关、 图像发
音设备、 舱内温度湿度、 交会对接设备等在
轨测试工作 ， 目前已顺利完成平台在轨测
试。

测试结果表明 ， 天宫一号平台运行稳
定， 设备工作正常， 各项功能和性能满足交
会对接任务要求。

倒飞迎神八
10月30日19时34分，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

制中心的精确控制下， 天宫一号偏航180度，
建立倒飞姿态， 这标志着天宫一号已为实施
首次空间交会对接做好了准备。

据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主任陈宏敏介
绍， 截至1日凌晨4时， 天宫一号已在轨运行
32天6小时34分。 根据各项遥测数据监视判
断， 天宫一号飞行正常、 姿态稳定、 能源平
衡， 各项试验进展顺利， 具备执行首次交会
对接的条件。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日电）

天宫一号
等待太空相拥

交会对接为何选在
甘、陕上空

神舟八号踏上赴约之旅

据新华社甘肃酒泉11月1日电 “我给它
打100分！” 长征二号F遥八火箭托举神舟八
号飞船精确入轨后， 载人航天工程火箭系统
总指挥刘宇说， 这枚火箭与发射天宫一号的
长征二号FT1火箭一起， 创造了中国火箭入
轨精度的最高纪录。

1日5时58分07秒， 长征二号F遥八火箭点
火起飞 。 在经过583秒的完美飞行之后 ， 它
成功将神舟八号飞船送入近地点200公里 、
远地点330公里的初始轨道 ， 踏上与天宫一
号目标飞行器实施交会对接的旅途。

“将飞行器送入最完美的轨道， 就是火
箭和我们火箭人的最高使命。” 刘宇说。

与此前发射7艘神舟飞船的火箭相比 ，
用于中国首次空间交会对接任务的这两枚火
箭经历了100多项技术改进 ， 可以说是全新
的火箭。 发射神舟八号的长征二号F遥八火
箭第一次采用先进的迭代制导技术， 将入轨
精度提升了一个量级。

“神八”发射创中国火箭
入轨精度最高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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