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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 11 月 20 日，神舟

一号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

心载人航天发射场，由长征

二号 F 运载火箭发射入轨。

11月21日，神舟一号飞船返回

舱成功着陆在内蒙古四子王

旗预定区域。

2003年10月15日，航天员杨

利伟搭乘神舟五号飞船由长征二

号 F 运载火箭发射入轨；在轨飞

行 21 小时，于 10 月 16 日安全返

回。此次任务的圆满成功，标志

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

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是中国

航天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2005 年 10 月 12 日，费俊龙、

聂海胜两名航天员搭乘神舟六号

飞船由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发射

入轨；10 月 16 日，神舟六号飞船

返回舱安全返回。此次任务突破

和掌握了载人飞船“多人多天”在

轨飞行关键技术。

2008年9月25日，翟志刚、刘伯

明、景海鹏3名航天员搭乘神舟七

号飞船由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发射

入轨；9月27日，航天员翟志刚成功

实施我国首次空间出舱活动。

2011年9月29日和11月1日，

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和神舟八号

飞船分别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由

改进型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成功

发射。11月3日和11月14日，天宫

一号目标飞行器和神舟八号飞船

先后成功进行了两次空间交会对

接试验。此后，2012年6月，神舟

九号航天员乘组刘旺在景海鹏、刘

洋的密切配合下，手动操控神舟九

号飞船与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成

功对接。至此，中国载人航天全面

突破和掌握空间交会对接技术。

2012年6月16日，景海鹏、刘

旺、刘洋（女）搭乘神舟九号飞船

由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发射入轨，

执行天宫一号/神舟九号载人飞

行任务，6月29日，神舟九号飞船

返回舱安全返回，3名航天员安全

出舱。此次任务，不仅顺利完成

了手控交会对接任务等既定目

标，同时也使得刘洋（女）成为我

国首位进入太空的女航天员，填

补了我国女性航天飞行的空白。

2016 年 9 月 15 日，天宫二号

空间实验室正式发射入轨，这是

我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空间实

验室。天宫二号飞行任务期间先

后接受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和天

舟一号货运飞船到访，考核了面

向长期飞行的乘员生活、健康和

工作保障等相关技术，配合验证

了货物补给、推进剂在轨补加技

术；开展了航天医学、空间科学实

验和空间应用技术，以及在轨维

修和空间站技术验证等试验。

2016年11月18日，神舟十一

号飞船返回舱顺利降落在内蒙古

中部主着陆场，两名航天员景海

鹏、陈冬顺利出舱，完成为期 33

天的飞行任务，标志着天宫二号

与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

圆满成功。2016年10月17日，景

海鹏、陈冬搭乘神舟十一号飞船

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

之后飞船与天宫二号实现自动交

会对接，形成组合体；两名航天员

随后顺利进驻天宫二号。

2017 年 4 月 20 日，我国第一

艘货运飞船天舟一号在文昌航天

发射场顺利发射入轨。天舟一号

是为我国载人空间站工程全新研

制的货运飞船，此次任务也是天

舟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运载火箭

组成的空间站货物运输系统的首

次亮相。至此，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空间实验室飞行任务圆满收

官，正式迎来空间站时代。

这些年，经过无数次的失败和成功，度过无数个不眠夜，给 中国航天交出了完美答卷

上海航天人用青春和热血 将 最好的年华奉献给“神舟”
“1999 年神舟一号低调升

空，2003年中国首位航天员杨利
伟搭载中国首艘载人航天飞行
器神舟五号飞天……根据工程
研制计划，神舟飞船试好了，航
天员回到地面，下一步就是天宫
与神舟对接。本来以为对接机
构只要等六七年就能飞天，没想
到一等就等到了2011年。”张崇
峰笑着告诉青年报记者，当时看
到别的组忙着发射，航天上天是
很热闹的，而对接机构一时上不
了天，始终在地面默默待命，大
家确实觉得“挺寂寞”。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的时
候，对接机构团队已经“扩张”到
了六七十人，团队成员大多是来
自五湖四海的优秀大学毕业
生。“2000年左右的时候，三菱、
通用这些外企来了，那边的收入
是我们的10倍，这对年轻的航
天人来说，是很大的冲击。这期

间，有不少人，因为不甘寂寞，跳
槽了，但还是不断有人前赴后继
地进入航天。”对此，张崇峰认
为，“人各有志”，留下来的，都是
有情怀的航天人。

张崇峰举例说，对接机构团
队里有一位名叫柏合民的研制
人员。2000年9月，对接机构项
目正是需要进一步深入攻关的
关键时刻，刚博士毕业的他便加
入了对接机构研制队伍。在研
制初期，他找来各种各样的机构
方面的书籍，认真揣摩，反复研
究。到了2007年，经过前期的积
累和总结，他对机构的把握已经
到了一个常人无法理解的高度：
机构的实物，只要让他看一眼，
他就知道工作原理。柏合民随
身提包里永远备着简单的出差
物品，可以说不是在出差的路
上，就是在随时准备出差的过程
中。

2011年11月3日凌晨1时
29分，经历近43小时飞行和5次
变轨的神舟八号飞船与等待已
久的天宫一号成功对接，在静谧
太空中上演了一场属于中国的

“天神拥吻”盛景，这标志着我国
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交
会对接技术的国家，并达到世界
领先水平。上海航天人历经16
年艰辛努力，给中国航天事业交
出了完美答卷。

“没人认为我们会一次成
功，因为国外也经历了很多挫折
和坎坷。当时，领导跟我们说，
只要靠近就算成功。”对接的那
个过程，永远定格在张崇峰的眼
前：“那是对我们多年努力的检
验，我们去了北京飞控中心现
场，大家既紧张又兴奋，我们在
前排看数据，身后坐着包括中国
工程院院士、神舟号飞船首任总
设计师戚发韧在内的一些老专

家。”
张崇峰他们在屏幕上观察

着飞船的每个动作，飞控中心同
时在报飞船的状态：“对接，接
触，捕获，拉近……”天宫一号和
神舟八号每完成一个动作，全场
便掌声雷动。“拉近需要3分钟，

当时就有人提醒，是不是要解释
一下，否则时间太长了，大家会
以为出了问题。”张崇峰笑言。
凌晨1时29分时，飞行控制指挥
宣布：“对接完成！”那一刻，被载
入中国航天史册，也写进了张崇
峰的心中。

静谧太空上演属于中国的“天神拥吻”盛景

2000 年，王娜来到 811 所
时，还是个刚从南京理工大学毕
业的女大学生。如今，40岁的她
已是电源主任设计师、一个13
岁孩子的妈妈。

对于载人飞船来说，电源分
系统如同人体的心脏和血液一
般重要，需要为其源源不断地提
供电能，它的工作稳定与否直接
关系到航天器所有设备的运行，
也是航天员最重要的生命保
障。811所自1992年起开始承
担神舟飞船电源分系统的论证
任务，在26年的研制过程中，电
源分系统三代设计人员突破重
重险阻，以全部的心血为神舟一
号至十一号飞船、天宫一号和天
宫二号目标飞行器以及天舟一
号飞船铸就了持续健康稳定的
电能，从而确保了每一次飞行任
务的成功。

2002年，神舟三号发射时，
作为新人的王娜第一次走进酒
泉卫星发射中心。在那里，她再
次被发射现场所震撼，并且由衷

地感受到了压力。“航天是非常
严谨的，以前在学校里，没有这
种感觉，航天的工作流程是一丝
不苟的，不到发射时，压力没有
这么大。”

之后的每一个“神舟”系列，
王娜几乎都参与了，唯独缺席了
2005 年的神舟六号，因为那一
年，她在家生宝宝。

在811所，王娜是承上启下
般的存在。

811 所自1992年起开始承
担神舟飞船电源分系统的论证任
务。飞船电源分系统需要采用多
种电源同时向3个舱段供电，工作
模式多，是当时国内最为复杂、庞
大的电源系统。系统研制起步时
仅有6人，其中4人还是刚毕业的
大学生。凭着“人生能有几回搏”
的豪气和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的光
荣感，电源分系统于1994年4月
在飞船各系统中首批通过方案
评审，并成为飞船第一个转入初
样研制的分系统。

1997年11月，为了尽快使

载人飞船升空，工程领导决定用
初样电性船改造为试验飞船，进
行“飞船返回技术试验”和“参试
系统试验”，从而实现“上得去”

“回得来”的目标。为此，工程领
导专程到上海进行调研，正是电
源分系统和推进分系统坚定有
力的回答，为工程领导决策试验
飞船提供了关键性的支持。

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
号在酒泉发射升空，太阳帆板已
展开的那一刻，电源人10多年
的梦想终在此刻实现。接下来
的4年里，神舟六号和七号的发
射成功标志着电源分系统在不
同类型的电源并网、扩大发射窗
口、故障模拟仿真、可靠性安全
性设计等领域达到了国内空间
电源领域的最高水平。

王娜说，这些年，在技术上
的压力逐渐加大。“在天宫一号之
前，神舟六号上的航天员为了节
省电能，在天上吃的是冷饭冷
菜。为了给航天员提供一个舒适
的工作生活环境，必须在天宫一

号的供电模式上实现重大突破。”
2007年，随着载人航天工程

二期任务的全面开展，电源分系统
进行了专业整合，811所迎来了新
的发展契机。在总装、集团和八
院的大力支持下，电源分系统历
经近10年的拼搏，终于攻克了神
舟八号三机组并网技术和天宫一
号低轨高压电源系统技术两项技
术难题，而其中天宫一号的低轨
高压电源系统技术更是一个世界
性的工程难题，它的攻克标志着
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掌
握该项技术的国家。

2016年10月，作为拥有当
今组成最复杂、电源种类最多的
型号，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电源
分系统攻克难点，使得神舟十一
号的太阳电池翼在元器件上达
到了90%以上国产化，成为目前
国内所有卫星型号中国产化最
彻底的型号。

2017年4月，随着天舟一号
货运飞船与天宫二号空间实验
室顺利完成自动交会对接，载人

航天工程进入第三阶段。电源
分系统首次使用低轨高压锂电，
中国载人航天电源在经历了镉
镍电池时代、氢镍电池时代，正
式迈向“锂电时代”

王娜坦言，当年毕业就业
时，虽然不知道航天的影响力，
但小时候看过科幻电影，“阿波
罗号”深入脑海，对太空这一不
可及的领域还是充满了向往。
眼下，虽然有不少同学进了外
企，拿着高薪，但王娜说自己不
喜欢比对，对于事业，不能仅仅
把收入作为考量因素，更要有成
就感，“感觉自己被国家和社会
所需要。”

“这些年来，上海航天的任
务量越来越大，除了载人、货运飞
船、火箭，卫星任务也多了，以前一
年一发，现在一年几十发。811所
以前300多人，现在1000多人，‘80
后’开始挑大梁。原来我们只有一
间弄堂小厂房，如今盖起了21层
高楼，研究、实验条件都比以往好
了很多。”王娜如是说。

电源从镉镍电池氢镍电池正式迈向“锂电时代”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大事记[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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