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中国载人航天
工程新闻发言人武平24日介绍， 我们在确保航
天员的安全方面做了充分的准备， 与神舟八号
无人任务相比， 这次增加了航天员的医监医保
和医疗救护方面的工作。

武平说， 按事先的计划安排， 航天员还会
在天宫一号再生活三到四天， 然后进行飞船与
天宫一号手控分离， 在分离以后一天之内航天
员将返回地面。

她介绍， 载人航天在发射上升段和返回段
是风险性都比较高的两个时段。 在返回段， 为
确保航天员的安全， 我们也做了充分准备。 首
先在设计上为确保航天员的安全， 我们在一些
关键的产品上都考虑了冗余和备份。 比如说，
降落伞、 还有分离， 包括缓冲方面都考虑了备
份的措施。

另一方面， 我们在着陆场系统方面也做了
进一步的加强。 这次任务仍然采用空中搜救航
天员 、 地面处置返回舱的工作模式 ， 也就是
说， 直升机在空中发现返回舱以后， 第一时间
把航天员护送到有医疗设备、 医疗条件、 医疗
保障的安全的地方。

将增加航天员
医保和救护

神舟九号返回时

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记者 崔清新 吴
晶晶）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武平24日
在回答关于神舟十号任务安排的问题时表示，
按照规划后续还应该有神舟十号的载人交会对
接， 但具体任务的安排和实施时间还未确定。

在当天中国成功实现了首次手控交会对接
任务后， 武平在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发布会上
说， 为了更加全面地掌握交会对接技术， 我国
规划了神舟八号、 神舟九号和神舟十号与天宫
一号的交会对接。 去年神舟八号实现了无人交
会对接， 今年神舟九号实现了载人交会对接，
按照规划后续还应该有神舟十号的载人交会对
接。 但她指出： “对于神舟十号具体任务的安
排和实施时间， 要等到这次神舟九号任务完成
以后进行全面总结， 以及对天宫一号进行全面
评估以后才能最终确定。”

武平对24日进行的手控交会对接作出了高
度评价。 她说， 今天的手控交会对接中， 三名
航天员沉着、 冷静， 技术娴熟， 手控交会对接
非常精准、 非常完美。 这证明了我们自己培养
的航天员训练有素、 技术娴熟， 也验证了神舟
飞船手动控制系统设计得非常好。 今天也再一
次考核了飞船和天宫一号交会对接的相关功能
和性能， 以及地面测控通信系统对交会对接的
支持能力。

武平说， 交会对接是载人航天的三大基本
技术之一， 掌握这项技术是建设空间站的前提
条件。 自动交会对接和手控交会对接是当前主
要采用的两大交会对接的主要手段， 互补使用
可以有效地提高交会对接的成功率。 去年神舟
八号任务就已经突破了自动交会对接技术。

她评价说， 突破和掌握交会对接技术对实
现我国载人航天发展的第二步阶段目标具有决
定性的意义， 也为后续空间站的建设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神舟十号
还有载人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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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 “向阳红09”船6
月24日电 我国首台自主设计、
自主集成的载人潜水器“蛟龙”
号24日进行了7000米级海试第
四次下潜试验， 本次试验最大
下潜深度达到7020米，达到“蛟
龙”号潜水器最大设计深度。

这也是“蛟龙”号载人潜水
器研制以来进行的第49次下潜
试验。

这场我国载人深潜史上里
程碑式的下潜试验在一场大雨
中开始，北京时间4时30分，海试
团队举行试航员出征仪式，执行
本次下潜试验的试航员叶聪、刘
开周、杨波进入潜水器。

5时29分，在水中调整了几
下身姿后，“蛟龙” 号稳健地向
深海潜去。

3个多小时的下潜 ，“向阳
红09” 试验母船上的现场指挥
部内紧张有序， 监控屏幕上显
示着海面和水下的监控画面和
各种数据， 扬声器中不时响起
“蛟龙”号潜航员和水面控制人
员之间沉着冷静的通话声。

北京时间8时55分，监控屏
幕上 “蛟龙” 号深度悄然指向
“7005”， 早已屏息等待的人群

瞬间沸腾了。
9时07分 ，“蛟龙 ” 号来到

7020米深度海底，并进行了海底
航行、布放标志物、取水样、摄影
摄像等作业。“在航行过程中，我
们可以看到在海底有散落的类
似结核状物体，有白色、紫色的
类似海参的生物，有很短很细的
类似海绵的生物。 ”叶聪说。

在海底，三名试航员对翱翔
在宇宙中的神舟九号航天员送
去祝福：“祝愿景海鹏、 刘旺、刘
洋三位航天员与天宫一号对接
顺利！ 祝愿我国载人航天、载人
深潜事业取得辉煌成就。 ”

“‘蛟龙’号成功突破7000米
深度， 证明它可以在全球99.8%
的海底实现较长时间的海底航
行、海底照相和摄像、沉积物和
矿物取样、 生物和微生物取样、
标志物布放、海底地形地貌测量
等作业，” 刘峰说，“这是我国深
海技术的一项重大突破。 ”

他同时表示，海试团队将再
接再厉，择机继续开展一到两次
7000米深度下潜试验，进一步验
证潜水器在7000米深度的各项
功能和性能，为潜水器日后投入
实际应用打下坚实基础。

9时15分 “蛟龙 ” 号成功
下潜到7020米的深度； 12点55
分， 天宫神九准确完成 “太空
之吻”。 24日相隔不到4个小时
的两项壮举， 令无数人为之振
奋。 载人航天和载人深潜的双
双成功， 显示了中国科技发展
的雄心， 令世界瞩目。

透过镜头我们看到， 尽管
一个是飞向地球之外， 探索奥
妙无穷的太空世界， 一个是潜
往最深的海洋， 探寻深蓝之处
的未知秘密， 但科技工作者都
有条不紊、 准备充分， 展示了
非凡的沉着和勇气。 热烈的掌
声和激动的笑颜， 是中国再一
次证明有足够的智慧和实力 ，
为人类开发宇宙和认识未知世
界作出贡献。

蔚蓝的天空有多高远， 深
蓝的海洋有多深邃？ 这些带有
科幻般的 “蓝色梦想” 一直吸
引人类不停地追逐。 尽管每次
探索都伴随着巨大的风险， 但
始终不曾阻挡人们前进的脚
步。 尤其是面向未来， 日益受
到资源、 能源、 环境等问题困
扰的人类， 更加努力 “上天入
海 ”， 力求开拓新的生存和发
展空间。

中华民族也一直朝着两种
“蓝色” 奋力探索。 短短20年，
中国的载人航天技术从刚刚起
步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三个能够
独立开展载人航天探索的大
国。 从3000米到5000米 ， 再到
7000米级海试， 中国的载人深
潜技术更是在不到3年内就实
现了突飞猛进 。 累累硕果背
后， 是中国科技不断实现自我
超越， 是一代又一代科技人日
益增强的 “圆梦” 实力。

手动对接载人航天飞船 、
7000米级载人深潜， 已经成为
科技史上的里程碑， 但都不是
我们 “上天入海 ” 的终点线 。
中国要在2020年自行建立空间
站 ， 还需寻找好的科学项目 ，
还需打下更多坚实的技术基
础 ； 要实现制造11000米级载
人潜水器的目标， 在最深处的
海底自由航行、 作业， 真正成
为载人深潜发达国家， 中国科
技还需继续攻坚。

壮举的实现 ， 令人鼓舞 ；
未来的目标， 催人奋进。 各族
儿女纷纷表达祝福， 祝福航天
员和潜航员平安凯旋， 祝福中
国实现更多的飞天梦、 深蓝梦！

（新华社呼和浩特6月24日电）

■新华时评

成就更多的蓝色梦想
新华社记者 张丽娜 刘懿德

图为 “蛟龙” 号出水 （6月24日摄）。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中国载人航
天工程24日实现新突破，神舟九号航天员成
功驾驶飞船与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对接，这
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完整掌握空
间交会对接技术的国家。

这一操作是由在地面进行了1500多次
模拟训练的43岁航天员刘旺实施的。 12时38
分，他开始手动控制飞船的姿态、速度和方
向， 使神舟九号从140米外向天宫一号缓缓
接近。

对接是在阳照区进行的。 北京飞控中心
的实时画面中， 神舟九号散发着金属色光
芒，以倒飞姿态靠拢天宫。

在距地球343千米处实施这个类似 “倒
车入库”的动作，相当于“太空穿针”，要求航
天员具备极好的眼手协调性、操作精细性和
心理稳定性。

记者从回传到北京飞控中心的视频上
看到，返回舱中间座椅上的刘旺握住分别位
于身体两侧的平移和姿态手柄，包裹在白色
手套里的指头上下左右灵活拨动，从容而自
信地操纵神舟九号缓缓靠近天宫一号。景海
鹏、刘洋全神贯注监视面前的仪表参数和对
接靶标。

12时48分，对接机构成功接触。 12时55
分，一个多小时前刚刚分开的神舟九号与天
宫一号实现刚性连接， 再次形成组合体，中
国首次手控空间交会对接试验成功。

至此，在美国、俄罗斯成功进行空间交会
对接试验40多年之后， 中国完整掌握了空间
交会对接技术， 具备了以不同对接方式向在
轨航天器进行人员输送和物资补给的能力。

根据计划，4天后的飞船撤离同样以航
天员手控方式进行。 到29日返回时，景海鹏、
刘旺、 刘洋在完成神舟九号飞行使命的同
时，还将创造中国载人航天史上飞行时间最
长的纪录。

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24日17时41分，
顺利完成手控交会对接任务的神舟九号航
天员景海鹏、刘旺、刘洋，向创造了中国载人
深潜7000米新纪录的3位潜航员表示祝贺和
问候。

景海鹏代表神舟 九 号 飞 行 乘 组 说 ：
“今天， 在我们顺利完成手控交会对接任务
的时候， 喜闻蛟龙号创造了中国载人深潜

新纪录， 向叶聪、 刘开周、 杨波3位潜航员
致以崇高的敬意， 祝愿中国载人深潜事业
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
昌盛！”

9时07分，“蛟龙” 号载人潜水器在西太
平洋马里亚纳海沟下潜至7020米，创造了中
国载人深潜新纪录。这也是世界同类型载人
潜水器的最大下潜深度。

12时55分，航天员成功“驾驶”神舟九号
与天宫一号实现刚性连接， 再次形成组合
体，中国首次手控空间交会对接试验成功。

“蛟龙”号潜航员在海底向神舟九号送
上祝福：“祝愿景海鹏、刘旺、刘洋三位航天
员与天宫一号对接顺利！ 祝愿我国载人航
天、载人深潜事业取得辉煌成就！ ”

一天之内，中国同时诞生了载人航天和
载人深潜的新纪录。

“蛟龙”号载人潜水器24日
在马里亚纳海域进行7000米
级海试第四次下潜试验， 成功
突破7000米深度，再创中国载
人深潜新纪录。

美国是较早开展载人深潜
的国家之一 。 1964年建造的
“阿尔文”号载人潜水器可以下
潜4500米，进行过近5000次下
潜， 是当今世界上下潜次数最
多的载人潜水器。

法国1985年研制成的 “鹦
鹉螺”号潜水器最大下潜深度可
达6000米，累计下潜1500多次。

俄罗斯是目前世界上拥有
载人潜水器最多的国家， 比较
著名的是1987年建成的“和平
一号”和“和平二号”两艘6000
米级潜水器。 它们最大的特点
是能源比较充足， 可以在水下
停留17小时至20小时。

日本1989年建成了下潜
深度为6500米的 “深海 ”潜水
器 ， 曾下潜到6527米深的海
底， 创造了载人潜水器深潜的
纪录。 它迄今已经下潜了1000
多次。

（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背景资料

各国深海载人潜水器

最大下潜深度达到7020米

“蛟龙”探海

太空“穿针”
我国完整掌握空间交会对接技术

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记者 吴晶晶
崔清新）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武
平24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
说， 随着我国载人航天技术的发展， 相信
有一天会有外国航天员乘坐我们的神舟飞
船飞向太空。

武平说， 按照目前我们载人航天的规
划， 我们现在还处于突破载人航天基本技
术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我们的飞行次数毕
竟还是有限的， 而且还要进行大量的载人
航天技术试验。 我相信今后随着我国载人

航天技术的发展， 我们的技术会越来越成
熟。 我相信有一天我们一定会用我们的航
天技术来培养外国航天员， 包括能够有外
国航天员乘坐我们的神舟飞船飞向太空。

武平同时表示， 外层空间是人类共同
的财富， 探索、 开发和利用外层空间是人
类不懈的追求， 我们愿意与世界各国在相
互尊重、 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开展广泛
的合作与交流， 共同推进载人航天事业向
更高水平发展， 为造福全人类做出更加积
极的贡献。

或将送外国航天员到太空

图为航天员庆贺对接成功。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世界上没
有无缘无故的成功。” 我国首次手控交会
对接24日中午成功完成后 ， 航天员系统
总体室主任刘伟波向记者分析了这次任
务成功的原因 ， 讲述了背后不为人知的
细节。

“对接得很漂亮， 精度很高， 对接时
间也很快， 不到7分钟 ， 而自动对接时大
概用了10分钟左右 。 节省的这3分多钟 ，
就是人脑和电脑相比， 人所具有的固有优
势。” 刘伟波说。

据刘伟波介绍， 以往的自动交会对接
过程中曾出现光干扰问题， 对交会对接进
程造成了一定影响。

“这次手控交会对接， 航天员用调光
键手动调光， 避免了光饱和。 这就是手控
的好处 ， 航天员能够充分感知环境的变
化， 主动预防问题， 随时操作临时想到的
措施， 这些都是只能执行程序的机器所不
具备的。” 刘伟波说。

除此之外， 刘伟波认为这次手控交会
对接有两个特点： 一是在驾驶过程中， 靶
标始终在中心值附近 ， 偏差非常小 。 第
二， 这次交会对接神舟九号飞船是倒飞状
态， 这种情况下， 撤退和前进过程中， 轨
迹与正飞正好相反， 对航天员而言， 必须
要适应这种控制方向不一样的情况。

刘伟波认为， 中国首次手控交会对接

成功的背后， 主要有三方面的因素。
一是 “驾驶员” 刘旺操作水平高， 心

理素质好。 刘伟波说， “手控交会对接有
一个形象的比喻： ‘太空穿针 ’， 对航天
员眼手协调性、 操作精细性和心理稳定性
要求极高。 针对这个动作， 航天员在地面
模拟训练了1500多次。”

二是3名航天员配合默契。 刘伟波说，
“在刘旺执行交会对接的同时 ， 景海鹏要
及时发送各种指令， 还要调光。 刘洋也起
到很大作用。 从天宫一号撤离开始， 两人
在神舟九号轨道舱忙碌的时候， 是刘洋负
责传递指令； 交会对接的时候， 刘洋一直
拿着正常飞行手册、 交会对接手册、 故障
处置手册、 飞船操作指南4本一寸多厚的
飞行手册， 万一遇到故障， 她负责提示。”

三是国产对接机构可靠性高。 “飞船
与天宫一号上的对接机构， 是中国目前为
止最复杂的空间机构。 ‘驾驶’ 技能体现
了人的自主能动性， 但交会对接的基础是
产品的可靠性。 从产品角度来讲， 这是第
4次对接， 飞船和目标飞行器的对接机构，
可谓完美无缺。” 刘伟波说。

“航天员们表现都很完美， 特别是二
度飞天的景海鹏， 从开始撤离天空一号那
一刻起 ， 他一直留守到关舱门的最后一
刻。 在天宫一号里面生活了几天， 他们对
‘家’ 都有了感情。” 刘伟波说。

首次手控交会对接成功的背后

神九航天
员驾驶飞船与
天宫一号完成
手控交会对接，
“蛟龙” 号成功
突破7000米深
度，中国一天之
内诞生了载人
航天和载人深
潜的新纪录。

航天员、潜
航员分别在天
上和海底互致
祝福 ， 祝愿我
国载人航天和
载人深潜事业
取得新的更大
成就 ！ 祝愿我
们的祖国繁荣
昌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