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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海南文昌7
月 24日电 7 月 24 日
14 时 22 分，搭载问天
实验舱的长征五号B遥
三运载火箭，在我国文
昌航天发射场准时点火
发射，约495秒后，问
天实验舱与火箭成功分
离并进入预定轨道，发
射取得圆满成功。

这是我国载人航天
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
24 次飞行任务，发射
的问天实验舱是中国空
间站第二个舱段，也是
首个科学实验舱。问天
实验舱由工作舱、气闸
舱和资源舱组成，起飞
重量约 23 吨，主要用
于支持航天员驻留、出
舱活动和开展空间科学
实验，同时可作为天和
核心舱的备份，对空间
站进行管理。

后续，问天实验舱
将按照预定程序与核心
舱组合体进行交会对
接，神舟十四号航天员
乘组将进入问天实验舱
开展工作。

执行此次发射任务
的运载火箭及问天实验
舱，分别由中国航天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所属的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
院和中国空间技术研究
院抓总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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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空间站建设的第二个舱段，问天实验舱将为空间站带去哪些
新装备？航天员在太空的工作生活会迎来怎样的变化？

揭秘揭秘

将为空间站带去哪些新装备？

对在轨航天员来说，两舱对接形成
组合体，意味着我们的太空家园从“一居
室”升级到更宽敞的“两居室”。

问天实验舱的工作舱内设有3个睡
眠区和1个卫生区。完成对接后，空间站
后续可以支撑神舟十四号、十五号两个
乘组6名航天员实现“太空会师”和在轨
轮换，在太空面对面交接工作。

航天员中心舱外服总体试验主任设
计师李金林说，在天和核心舱的基础上，
问天实验舱在吸音、降噪、减震等方面也
进行了优化升级。

此前，航天员在天和核心舱只能通
过节点舱实现出舱。节点舱作为空间站
的交通枢纽，空间较小，航天员每次出舱
前还需要关闭各个对接通道的舱门，进
行大量准备工作。

此次问天实验舱则配置了一个出舱
人员专用的气闸舱。一方面，气闸舱的空
间和出舱舱门的尺寸都比节点舱更大，航
天员进出更舒展从容，也更易携带大体积
的设备出舱工作。另一方面，从气闸舱出
舱时，只需关闭一道舱门，操作更便捷。

未来，气闸舱将成为航天员在空间

站的主要出舱通道，一旦气闸舱出现问
题，航天员还可以从作为备份出舱口的
节点舱返回，确保出舱活动的安全。

在气闸舱外的暴露实验平台上，还配
置了22个标准载荷接口。“在空间站搭载的
科学实验载荷，可以通过机械臂精准‘投
送’到自己对应的载荷接口位置，不再需要
航天员出舱进行人工操作，既降低了航天
员的工作强度和风险，又可以灵活高效支
持舱外载荷试验。”航天科技集团五院问天
实验舱空间技术试验分系统主任设计师赵
振昊说。 （新华社北京7月24日电）

问天实验舱入轨后，将与核心舱组
合体实施交会对接——23吨的问天实验
舱与40多吨的核心舱组合体，将是我国
目前最大吨位的两个航天器之间的交会
对接，也是中国空间站首次在有人的状
态下迎接航天器的来访。

重量重、尺寸大、对接靶子小、柔性
太阳翼难控制……对所面临的一系列棘
手难题，航天科技集团五院问天实验舱
GNC 分系统副主任设计师宋晓光打了

个形象的比方：“如果按重量来看，载人
飞船对接像开小跑车，可控性强；货运飞
船对接像开小卡车；而到了问天和梦天
实验舱，就如同要把一辆装备豪华的大
房车停到一个小车位里。”

为成功实现“太空之吻”，设计团队
从问天实验舱初样研制起就经过几轮实
测，对问天实验舱的数据参数精准把握，
并提升算法达到更强的适应能力和纠偏
能力。同时，采用半自主交会对接方案，

实现交会对接过程中的稳定控制。
在轨期间，问天实验舱还将实现平

面转位90度，让原本对接在节点舱前向
对接口的问天实验舱，转向节点舱的侧
向停泊口，并再次对接，从而腾出核心舱
的前向对接口，为梦天实验舱的到访做
好充分准备。这将是我国首次航天器在
轨转位组装，也将是国际上首次探索以
平面式转位方案进行航天器转位。

作为我国空间站建造工程的“运载
专列”，被人们昵称为“胖五”的长征五号
系列运载火箭此前已成功将天和核心舱
送入太空，此次则是首次执行交会对接
任务。

此次长五B不仅要发射我国迄今为
止最重的载荷，还面临着低温推进剂加注
问题和复杂的射前流程，难度可想而知。

点火阶段，型号队伍对射前10分钟的
发射流程进行了优化，将部分流程前置。
在距离发射数分钟时，火箭就已完成发射

前各项准备工作，具备了点火发射能力，
为突发情况留出决策、处置的时间。

长五 B 还应用了起飞时间修正技
术，让火箭的控制系统可以自动计算偏
差、调整目标轨道，最大修正时间为 2.5
分钟。

“即使火箭没能完全按照预定窗口
发射，只要在 2.5 分钟这个窗口时间里，
都能通过后期的轨道修正精准完成入轨
和交会对接。”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五
号B运载火箭副总师娄路亮说。

为不断提高火箭可靠性，安全、精准
地将问天实验舱送到目的地，型号队伍
还对长五 B 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增肌瘦
身”，在生产工艺等方面进行了30多项改
进。

随着发射次数增多，科研人员对火
箭技术状态的认识也不断深入。此前，长
五 B 在发射场的发射准备时间约为 60
天。本次任务进一步优化到了53天，为后
续提高火箭发射效率、应对高密度常态
化发射奠定了基础。

“问天实验舱由工作舱、气闸舱和资
源舱三部分组成，舱体总长17.9米，直径
4.2米，发射重量约23吨。相关指标比天
和核心舱更高，是我国目前最重、尺寸最
大的单体飞行器。”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空
间站系统副总设计师刘刚说。

不仅有着大块头的体格，问天实验
舱更是一个集平台功能与载荷功能于一
体的“全能型”选手。

据介绍，问天实验舱与天和核心舱
互为备份，关键平台功能一致，可以完全
覆盖空间站组合体工作要求，既发挥定

海神针般的双保险作用，也为空间站未
来15年可靠运行打下坚实基础。

“两舱对接组成组合体后，由天和核
心舱统一管理和控制整个空间站的载人
环境，一旦天和核心舱出现严重故障，问
天实验舱能够快速接管，主控空间站。”
航天员中心问天实验舱环控生保分系统
主任设计师罗亚斌说。

一个更重要的细节是，问天实验舱
配备了目前国内最大的柔性太阳翼，双
翼全部展开后可达55米。太阳翼可以双
自由度跟踪太阳，每天平均发电量超过

430 度，将为空间站运行提供充足的能
源。

问天实验舱是空间站系统中舱外活
动部件最多的舱体，大量的舱外设施设
备能够更好地保障出舱活动，也为更精
细的舱外操作提供支持。

在问天实验舱的气闸舱外，还有一
套5米长的小机械臂。这套7自由度的机
械臂小巧、精度高，操作更为精细。未来，
小臂还可以与核心舱大臂组成15米长的
组合臂，在空间站三舱组合体开展更多
舱外操作。

功能强、装备全：中国空间站喜迎“新居”

新华社上海7月24日电 记者24日从中国商用
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中国商飞公司） 获悉，
C919 大飞机六架试飞机已圆满完成全部试飞任务，
标志着C919适航取证工作正式进入收官阶段。

试飞是一款新研客机型号取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表明飞机设计符合适航条款要求的重要方法之
一。通过试飞验证飞机的设计思想和技术路线，表明
飞机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满足适航规章要求。六架试飞
机完成全部试飞任务，是C919大飞机项目研制取得
的重要阶段性胜利。

此外，今年5月，即将交付给首家用户东航的首
架C919大飞机在上海浦东机场首飞成功。

C919 大飞机是中国按照国际民航规章自行研
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喷气式民用飞机，2015
年11月完成总装下线，2017年5月成功首飞，目前
累计拥有28家客户815架订单。

C919六架试飞机
完成全部试飞任务

新华社北京7月24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
报道：印度、智利、澳大利亚近日猴痘病例持续增
加，泰国21日发现首例猴痘病例。澳大利亚传染病
学家认为，引发这次大规模感染的猴痘病毒与此前在
非洲流行的猴痘病毒相比，已经发生多次变异。

印度首都新德里24日报告1例猴痘确诊病例，这
也是印度报告的第4例猴痘病例。一名31岁男子21
日出现发烧和皮肤病变等症状，到当地医院接受治
疗，印度国家病毒学研究所在检测后确认他感染了猴
痘病毒。该患者并无外国旅行史，但他最近在北部喜
马偕尔邦参加过一个单身派对。

印度南部喀拉拉邦14日报告该国首例猴痘确诊
病例，患者12日由阿联酋抵达喀拉拉邦。此后该邦
又报告了两例猴痘病例，两人均有阿联酋旅行史。印
度中央政府已要求各地确保在所有入境点开展猴痘病
毒检测。

智利卫生部长贝戈尼娅·亚尔萨23日表示，该
国累计报告39例猴痘确诊病例。她说，智利有能力
检测、追踪和隔离猴痘相关病例。按照世界卫生组织
的建议，智利已于6月25日颁布猴痘疫情警报，有效
期持续至9月30日。

泰国公共卫生部21日说，泰国发现首名猴痘患
者。这名27岁尼日利亚男子不久前从尼日利亚入境
泰国普吉岛，因出现发烧、咳嗽和红疹等症状，到当
地医院接受治疗，其猴痘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泰国
公共卫生部已将猴痘归为密切监测的传染病，并做好
应对准备。

澳大利亚联邦卫生部19日的数据显示，该国已
确诊41例猴痘病例。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传染
病学家雷娜·麦金太尔近日表示，猴痘病毒属于正痘
病毒属，通常很稳定、不容易变异，但引发这次大规
模感染的猴痘病毒与此前在非洲流行的猴痘病毒相
比，已经发生了多次变异。这些变异是否会给病毒的
传播方式带来影响尚不可知。

天花病毒也属于正痘病毒属。麦金太尔指出，由
于全球范围内，接种天花疫苗所带来的免疫保护都在
减弱，而且猴痘已经蔓延到很多国家和地区，疫情可
能会继续蔓延，应当在全球范围内加强监测，特别是
监测发热和皮疹的聚集性病例以及水痘、手足口、单
纯疱疹或其他有皮疹症状的疾病，以防误诊。

多国新增猴痘病例
专家称病毒多次变异

时间紧、难度高：“胖五”进行“增肌瘦身”

大吨位、半自主：“太空之吻”有新看点

更舒适、更安全：太空生活“条件升级”

据新华社北京7月23日电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
务管理司相关负责人23日介绍，到2022年底，全国
所有省份将完成地方增补药品“消化”工作，实现全
国医保用药范围基本统一。

该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我国医疗保障事业快速
发展，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实行每年动态调整，4 年
500多个药品被纳入目录，通过谈判后药品价格大幅
降低，地方增补药品基本可被国家目录中的药品更好
替代，继续保留地方增补药品意义不大。

在综合考虑各地医保基金承受能力、临床和群众用
药习惯、药品更新换代周期等因素的基础上，国家医保
局研究制定了地方增补药品三年“消化”计划，即从
2020年开始，按照第1年40％、第2年40％、第3年
20％的比例，逐步调出原省级药品目录内按规定调增的
药品，到2022年底实现全国医保用药范围基本统一。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全国已有15个省份及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提前完成了增补药品的“消化”任
务，其余16个省份药品“消化”的完成时间为2022
年底。

2022年底实现全国医保
用药范围基本统一

24日，市民在“水立方”嬉水乐园内玩耍。夏
日炎炎，位于北京的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在严格
执行防疫措施和水质净化工作的前提下对市民开放。

（新华社发）

点火发射点火发射。（。（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一飞冲天。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