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 （记者 李宣良 白
瑞雪） 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应用系统总设计师赵
光恒2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我国载人航
天工程非常注重应用， 一直把空间应用作为一
个独立的系统。 从神一到神七， 开展了一系列
的空间实验和应用， 完成了30多项空间科学与
应用任务， 取得了一批代表性成果。

———通过载人航天工程， 我国空间科学的
研究实现了较大跨越。

———发展了一批先进的遥感仪器， 进行了
体制验证和试应用， 掌握了一批核心和关键技
术， 填补了某些技术领域的空白， 有力地推动
了我国空间遥感技术的进步。

———在空间科学与应用的基础建设方面，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建成了空间环境预报中心
和有效载荷应用中心， 为今后空间科学和应用
的发展提供了平台。

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 （记者 李宣良 王
经国） 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应用系统总设计师赵
光恒2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 我国将在
2020年前后建成长期在轨的空间站， 空间应用
系统从2006年开始已经全面策划、 研究利用载
人空间站进行大规模的空间应用问题。

赵光恒说，我国已在空间应用的多个领域，
进行了顶层的规划和设计，包括空间科学领域、
地球科学与应用领域、应用新技术领域。

在空间科学领域方面， 包括微重力基础物
理、 空间天文科学、 微重力流体物理与燃烧科
学 、 空间材料科学 、 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
术、 空间环境与空间物理等7个领域。

在地球科学与应用领域， 规划了与全球气
候环境变化相关的科学问题研究、 与国家急需
的自然灾害环境资源问题的研究、 先进遥感技
术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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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全面规划
大规模空间应用

我载人航天空间应用
取得一批代表性成果

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 中国载人航天
工程新闻发言人2日下午宣布， 天宫一号/神
舟八号交会对接任务总指挥部第六次会议研
究决定， 神舟八号飞船将于2日23时许转入
自主导航控制， 与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实施
首次交会对接。

目前， 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已调整至交
会对接状态； 神舟八号飞船在轨运行正常、
工作状态良好， 正在通过地面远距离导引控
制接近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 任务各系统准
备就绪， 具备实施首次交会对接条件。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记者 田兆运
黎云）神舟八号飞船与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
的首次交会对接进入自主导引段后， 从5公
里到30米的接近距离之间， 前后共设置了4
个停泊点，在每一个停泊点都要作短暂的停
留。 那么，为何要设置这4个停泊点？ 记者采
访了青年航天测控专家王瑞军。

王瑞军参与完成了这次交会对接任务
的测控通信系统总体设计方案。他说：“之所
以设置这4个停泊点， 其目的就是为了降低

风险。每一个停泊点的设置都为判断两个飞
行器的运行状况留出了时间，只有一切正常
才往下一步走，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 ”

“在这4个停泊点中，5公里是最重要的
一个，这是一个相对安全的距离。 再一个是
最后30米的这个停泊点，也很关键，就像踢
足球的临门一脚。 通过多个发动机同时工
作，硬把两个飞行器拉过来，接合到一起，这
个点应该说是技术含量最高的。 ”王瑞军说。

在经过了4次停泊后，在东风站上空，神

八飞船与天宫一号开始接触，直到锁紧。 锁
紧时，是在太平洋中部远望三号船的上空。

王瑞军介绍说，在对接之前的一段时间
里，两个飞行器都处于失控状态，锁紧之后，
天宫一号要启动控制程序，消除之前运行偏
差，保持飞行姿态，同时停止一些设备的运
行。12天后，还要进行一次交会对接试验。对
接后组合体再飞行两天，然后，再分离，神八
撤离天宫一号开始启动返回着陆场的程序。
天宫一号则作升轨控制，进入自主运行。

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 （李宣良 谢波）
北京时间2日17时05分， 神舟八号飞船在飞
行第24圈时成功实施第5次远距离导引段变
轨 。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科研人员对飞
船运行轨道进行了精确组合修正 ， 使其进
入距地面高度约330公里的近圆轨道， 与天
宫一号处在相同轨道面的交会对接点上。

神舟八号自11月1日发射入轨以来， 分
别在第5圈、 13圈、 16圈、 19圈实施了4次变
轨控制 。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主任陈宏
敏介绍说 ， 远距离导引段变轨控制 ， 是实
施交会对接任务的关键步骤之一 。 由于变
轨控制频繁 、 时间间隔短 ， 空间环境复杂
等因素 ， 对短弧段定轨精度提出了极高的
要求 ，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采用高精度
动力学模型和多种数据源融合的短弧段定
轨方法， 有效提高了测定轨精度。

神八成功实施5次变轨

交会对接为何设4个停泊点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 记者2日从中

国航天员中心获悉， 跟随神八无人飞船升空
的两个形体假人目前运行状态良好， 已开始
按程序发出拟人生理信号。

航天员中心专家许志告诉记者， 两个形
体假人各重75公斤， 按真实飞行状态穿着舱
内航天服， 服装上安装有生理信号测试盒。

“由于神八飞船没有人，不会真的产生心
电、呼吸、体温、血压等生理信号，所以我们采
用拟人生理信号主机，模拟发出这些信号，考
核信号传输链路是否正常， 为下一步载人飞
行进行验证。 ”许志说。

航天服专家刘向阳说， 舱内航天服只在
飞船中配备， 航天员在 “天宫” 中工作生活
不需要穿着舱内服。

神八模拟“航天员”状态良好
已发出模拟人体生理信号

主要是为了降低风险

2020年建成空间站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 记者2日从中国
航天员中心获悉， 航天员应急用的航天食品已
随神八飞船上天， 将来会随飞船返回地球， 供
研究人员试验分析。

航天食品专家陈斌介绍说， 虽然神八不载
人， 很多产品是模拟件， 但应急食品却是货真
价实。 “我们要通过太空飞行， 检验应急食品
包能否经受飞船振动、 冲击的考验， 比如包装
袋有无破损泄漏、 食品有无震碎等。”

神八携带救生应急食品

神八与天宫一号“初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