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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力量助力“太空会师”

11月29日，长征二号 F遥十五运载
火箭将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精准送入
预定轨道。这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今
年的第 6次飞行任务，也是空间站建造

阶段最后一次飞行任务。
在这次任务中，神舟十四号、神舟

十五号乘组航天员将首次进行在轨轮
换，神舟十五号乘组航天员将在轨工作

生活 6个月。
空间站进入长期有人阶段将迎来

哪些新变化？未来半年神舟十五号飞
行乘组肩负哪些使命？

看点一：载人火箭发射安全、适应性指数再提升

此次出征的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是
我国目前唯一一型载人火箭，执行了从神
舟一号至今的所有载人飞船和目标飞行器
发射任务，成功率 100%，素有“神箭”美誉。

始终将高可靠、高安全、高适应性作为
首要目标，长二 F火箭从研制之初的设计指
标就远高于国际标准。“此次发射，研制人员
继续紧盯薄弱环节，火箭的可靠性进一步提
升。”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二 F火箭总体主

任设计师常武权说。
“本次是新批次长二 F火箭和全新的地

面设备首次应用于载人发射任务，较上一发
遥十四火箭，遥十五火箭进行了全面升级优
化。”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二 F火箭副总设
计师刘烽介绍，新批次火箭的控制系统应用
了起飞时间偏差修正技术，火箭点火时间出
现偏差时，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自动修正轨道
完成入轨和交会对接任务。

同时，随着长二 F火箭遥测精度的进一
步提高和发射流程操作的自动化，火箭的可
靠性、安全性和抗风险能力也进一步提升。

11 月末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最低气
温低于零下 20摄氏度。这是我国飞船首次
在夜间严寒条件下载人发射。为给火箭“保
温”，发射场系统为火箭提供了空调送风支
持，保证火箭处于适宜的温度，火箭系统也
采取了粘贴保温层等措施。

看点二：6名航天员同时在轨，工作生活如何调配

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是空间站“T”字基
本构型组装完成后迎接的首艘载人飞船。神
舟十五号乘组进入空间站后，我国将首次形
成具有 6个型号舱段的空间站组合体结构、
实现6名航天员“太空会师”及在轨驻留。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中国载
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助理季启明介绍，交
会对接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
梦天实验舱将与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神舟

十四号载人飞船、天舟五号货运飞船形成
“三舱三船”组合体，达到目前空间站的最大
构型，总重近100吨。

两个乘组 6人同时在轨，工作生活如何
调配？据介绍，两乘组共同驻留组合体约 5
天，乘组轮换期间，原则上两个乘组按照各
自任务和计划开展在轨工作，神舟十四号乘
组重点开展返回前准备工作，神舟十五号乘
组重点进行状态设置和在轨环境适应，在轮

换期结束前完成工作交接。
生活方面，在轨配置的两套厨房设备可

同时进行用餐准备，两个乘组可一起进餐和
分享食品。两个舱段配置的两个卫生区和6
个睡眠区均可独立使用。

载人飞船在安全护送航天员天地往返
的同时，余量的载荷还能为空间站运送一些

“礼包”。带上了一些蔬菜水果等保质期短
的食品物资，尽可能改善航天员在轨生活。

看点三：航天员将完成设备安装调试等多项任务

“神舟十五号任务既是中国空间站建造
期的最后一棒，也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
的第一棒。”神舟十五号飞行乘组指令长费
俊龙说，乘组在地面进行了大量针对性训
练，以完成好这承前启后的半年飞行任务。

按计划，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的主要
任务包括：验证空间站支持乘组轮换能力，
实现航天员乘组首次在轨轮换；开展空间站
舱内外设备及空间应用任务相关设施设备
安装与调试，进行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
验；进行空间站日常维护维修；验证空间站

三舱组合体常态化运行模式。
其中，此次任务将全面启用三舱科学

实验机柜，航天员将完成 15个科学实验机
柜解锁、安装与测试，开展涵盖空间科学研
究与应用、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 40
余项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之前的科
学实验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丰硕成果，许多
实验还在接续开展中。

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还将实施 3到 4
次出舱活动，完成梦天实验舱扩展泵组和载
荷暴露平台设备安装等工作。神舟十五号

任务舱外作业任务复杂、操作难度大，且作
业位置涉及三舱，对航天员自主应急返回能
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此外，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将与地面
协同完成6次货物出舱任务，开展常态化的平
台测试、维护和站务管理，以及在轨健康防护
锻炼、在轨训练与演练等工作。

“在轨驻留期间，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
组还将迎来天舟六号货运飞船、神舟十六号
载人飞船的来访对接，计划于 2023年 5月返
回东风着陆场。”季启明说。 （据新华社电）

11月 29日，我国在酒泉卫星发
射中心成功发射神舟十五号载人
飞船。作为此次任务的轨道计算
备份中心与陆基测控网调度管理
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为任务全
程提供关键测控支持。

“渭南，发现目标！”“青岛，
USB、雷达跟踪正常！”随着搭载神
舟十五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遥
十五运载火箭腾空而起，西安中心
飞行控制大厅及遍布各地的测控
站点内，调度指挥口令此起彼伏、
振奋人心。与此同时，火箭与飞船
的遥测数据源源不断地汇集至飞行
控制大厅。

火箭飞行约 10分钟后，大屏实

时画面与遥测数据同时显示船箭分
离，轨道计算岗位立刻投入紧张的
计算中。很快，飞船初始轨道与分
离点参数便计算完成，相关数据同
步传送至北京中心并实现实时比
对，为判断发射任务圆满完成提供
关键数据支撑。

“神舟十五号任务较之前的几
次载人飞行任务相比，火箭射向有
一定调整，这使得火箭主要特征点
参数、载人飞船入轨点、参试测控设
备也要随之变化。”正高级工程师杨
永安说，“为此我们对各类任务软件
进行了针对性适配，并组织各参试
单位开展了多次联调验证，确保任
务各重要节点万无一失。”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

中国空间站建造期最后一棒

神舟十五号三大看点

航天科技集团六院为长征二号
F遥十五运载火箭配套了 10台发动
机，为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配套了
推进舱、返回舱两套推进子系统，
共 48台发动机。

我国空间站建设阶段，航天科
技六院研制的全系列动力系统，先
后以共计 541台发动机提供了稳妥
可靠的强劲推举。2022年，六战六
捷圆满完成各项发射任务，并通过
精准的姿态控制与贴心的生命保
障系统，全程护航“神十四”“神十

五”两批“太空三人组”奔赴天宫。
在此次发射任务中，该院承担了火
箭和载人飞船上各种主推力及姿
轨控发动机、热控分系统及生命保
障系统泵阀的研制任务。

长征二号 F 遥十五发射任务
是我国空间站在轨建造的收官之
战，承载着非凡的历史意义。航天
科技六院作为我国航天液体动力
国家队，在我国空间站建造过程
中，以 541台发动机提供了源源不断
的液体动力支撑。

航天科技六院

在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发射任
务中，航天科技五院西安分院研制
的中继终端、天线网络和仪表控制
器应用软件继续“助阵”，让“感觉良
好”一直在线。

该院将通过中继终端搭建的太
空“天路”，建立飞船与地面之间的
天地测控通信通道。中继终端在飞
船与火箭分离后几分钟便会开机
工作，建立通信链路，实现飞船与
地面通信的畅通，确保地面能够实
时掌握飞船飞行状态。

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天线网络
由 USB 天线网络、VHF 天线网络、
GNSS天线网络三部分组成。天线
网络小小的身躯里承载着强大的功
能。据西安分院神舟十五号飞船天
线网络研制负责人朋毅介绍，飞船通
信信号通过天线网络时，其首先要对
信号进行分路或合成，并通过双工器
对信号的杂波进行过滤，然后转换为
可接收或发送的信号。其中的
GNSS天线网络还在后续的航天员
返回地面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航天科技五院西安分院

在神舟十五号发射任务中，航天科技四院承担了被
誉为航天员“生命之塔”的火箭逃逸救生系统的全部动
力装置、“神舟”飞船的全套结构密封系统等产品的研制
生产任务，分别应用于火箭和飞船系统，全程为空间站
建设护航。

由于头顶标志性的形似“避雷针”的装置——火箭
逃逸塔，长征二号 F运载火箭成为长征系列家族中辨识
度最高的一款火箭。整个逃逸系统由大小 10台发动机
组成，全部由航天科技四院研制。

逃逸系统具有瞬间产生巨大推力的特点，一旦火
箭在发射升空阶段出现危及航天员生命安全的重大
故障，能够按指令点火工作，在 2 秒左右的时间内，迅
速将载有航天员的飞船舱体带到 2-3 千米以外的安全
地带，帮助航天员逃生。

航天科技四院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九院 771所为神舟十五号载人飞
船配套数据管理中央计算机、环境与生理保障分系统数
据处理计算机、舱载人体医学生理监测计算机、话音处
理计算机及多个品种的集成电路产品。同时，该所还为
长征二号 F运载火箭配套运载火箭飞行控制计算机、故
障检测处理器和逃逸程序控制器 3种关键设备及 7个品
种的集成电路产品，配套产品工作正常，为发射任务圆
满成功提供了有力保障。

该所相关负责人介绍，数据管理中央计算机是载人
飞船数据管理分系统的关键设备，相当于飞船的神经中
枢。在飞船飞行过程中，通过系统总线，完成对数据管
理分系统及其他分系统设备的控制和管理，实现各类数
据及指令的存储、控制、处理和转发，具备故障工作/故
障安全的能力。数据管理中央计算机设计采用了三机
冷（热）备份系统结构和软（硬）件多种冗余容错技术，保
证了计算机在飞行过程中的可靠性。

航天科技九院771所

陕西应用物理化学研究所为此次神舟十五号发射
任务配套了切割器、起爆器等 36 发火工品，承担着保
障飞船能源系统正常运行的关键作用。发射阶段可
靠锁紧太阳能帆板，使其能够适应发射过程中复杂的
力学环境；入轨后，可靠作用完成太阳能帆板释放，确
保帆板成功展开，保障飞船能源供应，有力保障发射任
务圆满成功。 （连恺）

陕西应用物理化学研究所

本组稿件除署名外均由本报记者薛生贵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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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郝佳伟）11月29日，国际首例高压
电击伤致半侧颌面毁损三期修复手术，在空军军医
大学口腔医院顺利完成。

患者小杨（化名）因高压电击伤导致右侧面部大
面积组织缺失，并伴有严重感染。此前，小杨已经历
过大大小小 5次手术，专家团队采用数字化外科、显
微外科、导航外科和 3D打印技术为患者重塑了重度
毁损的半侧颜面。

颌面创伤外科田磊主任介绍，创伤性颌面部缺
损数字化修复重建技术能够做到术前精准评估、模
拟修复，明显缩短手术时长，最大程度规避手术风
险，为复杂颌面部创伤的功能性救治提供宝贵经验。

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

成功实施首例高压电击伤
致半侧颌面毁损修复手术

本报讯（记者 郝佳伟）临近年底，各大电商平台
将陆续推出“购物节”等促销活动，西安市预计 12月
再次迎来快递高峰。11 月 29 日，西安市邮政业安
全发展中心发布近期收寄邮件快件温馨提示。

该中心建议消费者收寄邮件快件时注意以下
事项：密切关注货源地。疫情高发期间，尽量谨慎
购买境外和高风险地区商品，提醒发件方在保障
安全前提下做好内件物品消杀后封装。在邮政快
递网点办理业务时正确佩戴口罩，主动配合做好
登记、扫码、测温等防控工作。鼓励通过驿站服
务、预约服务和智能快件箱服务等无接触方式交
接邮件、快件，减少直接接触。领取进境邮件快件
的，请按要求到集中消毒取件点领取，并按照工作
人员指引做好个人防护、邮件快件消毒、外包装处
置等工作。开拆快递尽量就地拆封，外包装不带回
家，按照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快递拆开后，对包裹
和包裹内物品用医用酒精或含氯消毒液喷洒或擦
拭，并置于空旷处通风一段时间。

收寄快递做好防护
密切关注货源地

西安市邮政业安全发展中心提醒——

12 月，一批事关你我的新规开始
施行。反电信网络诈骗有了专门立法
保障，药品网络销售平台责任进一步
压实……

为惩治电信网络诈骗“精准出招”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
法》自 2022年 12月 1日起施行。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从人员链、信
息链、技术链、资金链等进行全链条治
理，从前端宣传预防、中端监测处置、
后端惩治进行全流程治理，强化部门
监管主体责任，压实企业责任，对电诈
分子规定了有效预防惩处措施，严厉
打击各类涉诈黑灰产行为。

压实药品网络销售平台责任

《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自
2022年 12月 1日起施行。

办法明确了从事药品网络销售的
药品经营企业主体资格和要求，并依
法明确疫苗、血液制品、麻醉药品、精
神药品等国家实行特殊管理的药品不
得在网络上销售。

完善商标代理行业治理监管

《商标代理监督管理规定》自 2022
年 12月 1日起施行，针对商标代理行业
准入门槛低、机构过多过滥、经营管理
不规范、服务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细化
监管规定。

规定要求，商标代理机构建立健全
业务管理制度和业务档案制度，加强从
业人员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教育。商
标代理机构从事商标代理业务不得采
取欺诈、诱骗等不正当手段，不得损害国
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加强铁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管理

新版《铁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监督
管理规定》自 2022年 12月 1日起施行。

针对非法托运危险货物问题，规定建立了托运
人在危险货物确定品类、防护措施、专门办理站点、
提交证明材料、运单填报、应急联系等方面制度；针
对违规承运危险货物问题，规定建立了安全查验、
违规托运告知、签订安全协议等制度。 （白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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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9日，陕西迎来入冬以来首个寒潮，气温大
幅下降，西安也迎来今冬初雪。

省气象局提醒，本次寒潮天气降温剧烈，最低气
温持续偏低，建议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寒
潮、防雨雪工作。 本报记者 鲜康 摄

郭志勇不慎将西安市浐灞生态区华康便
利店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610136600042339）
丢失，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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