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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空间站工程总体构想
周建平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北京１００７２０）
摘

要

以引领科技创新，体现时代进步，建造具有中国特色空间站，圆满实现我国载

人航天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为出发点，讨论了我国空间站工程的战略目标、总体构想、技术
路线、技术特色、实现途径以及国际合作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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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人航天工程是当今世界高新技术发展水平的

飞机计划１３】和国际空间站计划【４１。２００４年，美国总统

集中展示，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回

布什宣布的“空间探索新构想”１５Ｉ及其后批准的“星座

顾世界载人航天发展５０余年的历史，各国载人航天

计划”【６Ｊ是“阿波罗”时代以来美国最为雄心勃勃的无

计划的提出和实施，无不是首先基于国家发展战略

人和载人空间探索计划。美国空间探索政策执行委

的考虑。

员会的报告认为同，重返月球，并对火星及更远星体

上世纪六十年代起，美苏两国为争夺世界霸权

进行探索，对保持美国技术领先地位，增强经济活

地位，展开了激烈的太空竞赛。１９６１年４月１２日，苏

力，维护国家安全，提高美国人民生活不可或缺。美

联发射东方号飞船，完成了人类首次载人航天飞行，

国总统奥巴马上台后认为，“星座计划”中重返月球

震惊了全世界，也刺激美国下决心加大在航天领域

任务采用的是与“阿波罗”计划相似的技术去实现曾

的投入，以改变其在太空竞赛中落后的局面。１９６１年

经完成过的目标，创新意义不足㈣。美国应该采用更

４月２０日，美国总统肯尼迪询问副总统约翰逊对太

为先进、可靠的技术将人送到月球以远的小行星、火

空计划的意见，约翰逊回复说：“我们既没有尽最大

星等新的目的地。为此，提出了瞄准“月球以远”的载

努力，也没有达到让美国保持领先的程度。”，“登月

人航天任务目标，以保持和展现美国在航天技术上

计划不仅可行，也绝对可以使美国在太空竞赛中获

的领先地位和能力９Ｉ。

得领先地位。”于是，美国不惜举全国之力，启动了

１发展载人航天技术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

“阿波罗”计划，旨在通过实现载人登月，在载人航天
这一最能体现综合国力领域取得领先优势。１９６９年

上个世纪８０年代，面对世界科技进步突飞猛

７月２１日，美国成功实现人类首次登月…。首位登月

进、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中央作出了实施

航天员阿姆斯特朗踏上月球时说的“这是个人的一

“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８６３计划）”的重大决策，对我

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生动表达了人类载人航

国尖端科技事业的发展进行了全面部署，航天技术

天活动的巨大意义和影响力。苏联在登月失利后，侧

成为８６３计划中的七大领域之一，并成立了航天领

重发展空间站，在空间站建造和运营方面取得了领

域专家委员会。该委员会经过深入论证，提出了以载

先地位【２】。“阿波罗”计划之后，美国先后实施了航天

人飞船起步，推动我国载人航天技术发展的建议。其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１－Ｏｌ；修回日期：２０１３—０３—２０
作者简介：周建平（１９５７一），男，博士，研究员，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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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原国防科工委组织进行了载人飞船工程技术经

技术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将载人航天与

济可行性论证。１９９２年，中央做出了实施载人航天工

探月工程列为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并明确指出“载人

程的重大战略决策，确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目标：

航天与探月工程，是国家综合国力和科技水平的重

第一步，在２００２年前，发射两艘无人飞船和一艘载

要体现……该专项的实施，可大大提高我国的国际

人飞船，建成初步配套的试验性载人飞船工程，开展

威望，增强民族凝聚力，并在航天领域未来的国际竞

空间应用实验。第二步，在第一艘载人飞船发射成功

争和合作中处于有利位置。”

后，大约在２００７年左右，突破载人飞船和空间飞行

２０１０年９月，中央批准实施空间站工程，明确

器（如轨道舱）的交会对接技术，并利用载人飞船技

我国空间站工程的战略目标是：在２０２０年前后，建

术改装、发射一个８吨级的空间实验室，解决有一定

成和运营近地空问站，使我国成为独立掌握近地空

规模的、短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第三步，建

间长期载人飞行技术，具备长期开展近地空间有人

造２０吨级的空间站，解决有较大规模的、长期有人

参与科学技术实验和综合开发利用太空资源能力的

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

国家。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第一步任务，即载人飞船工

我国载人航天事业二十年科学发展和实践充分

程，于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０２年成功进行了四次无人飞行

证明，实施载人航天工程，是中央着眼世界科技革命

试验。２００３年，乘载航天员杨利伟的神舟五号飞船

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

成功完成了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２００５年，神舟

局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如同当年发展“两弹一星”

六号飞船成功实现了“多人多天”载人航天飞行，航

一样，建设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与我国大国地位相

天员费俊龙、聂海胜飞行５天后安全返回，使我国

适应的载人航天能力，是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和科

突破和掌握了载人天地往返基本技术，成为世界

技创新力的现实需要。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建成的

上第三个能够独立自主开展载人航天活动的国家。

空间站必将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

中华民族从此在这一尖端高技术领域占有了一席

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标志

之地。

之一。

２００５年２月，中央批准实施载人航天工程第二
步第一阶段任务。主要任务目标为：一是实施航天员

２空间站工程要充分体现国家发展战略目标

出舱活动，突破航天员出舱活动技术；二是实施航天

我国载人航天ｊ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目标是掌握

器交会对接任务，突破和掌握航天器交会对接技术；

将人送人太空并安全返回的基本技术，第二步任务

三是开展有效的空间应用、空间科学与技术实验；四

目标则是掌握建造空间站的关键技术，如出舱活动、

是为工程进一步的发展创造基本条件。为实现上述

交会对接以及载人空间组合体控制和运行技术等，

任务目标，工程计划安排一次航天员出舱活动，三次

为实施空间站工程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这两步任

交会对接试验。２００８年，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

务的完成使我国具备了建设空问站的基本技术能

成功完成，翟志刚着我国研制的“飞天”舱外航天服，

力。第三步任务的实施，将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

在刘伯明和景海鹏的协同下完成了我国首次出舱活

建造和运营空间站的国家。从目前的国际空问站计

动。２０１１年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成功发射人轨，２０１１

划看，我国空间站将有可能成为２０２０年后唯一运行

和２０１２年，天宫一号分别与神舟八号和神舟九号成

的大型载人空间设施。

功进行了无人交会对接和载人交会对接。景海鹏、刘

与美国和俄罗斯两个载人航天大国相比，我国

旺和刘洋在轨飞行１３天，其中在天宫一号与神舟九

目前在载人航天技术基础、研发保障、研发经验等

号组合体中工作、生活１０天，并完成了我国首次人

诸多方面都还存在很大差距。空间站工程的实施，

工控制交会对接。２０１３年，我国还将发射神舟十号，

为我国载人航天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提供

再次将３名航天员送入天宫一号访问和驻留，完成

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使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

各项试验任务。

巨大挑战。但只要积极勇敢面对挑战，充分利用后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国务院颁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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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就一定能够建成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

（５）进一步激发全民科学精神和创新热情

的空间站，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富民强国的

空间站工程将依托全国优势科研机构，建设开

“中国梦”，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做出

放性的空间科学平台，开展科学研究、科学普及和教

应有贡献。

育活动，积极扩大公众参与，为提高全民科学素养，

空间站工程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作用将主要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提高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民族凝聚
力，提升大国地位

激发青少年学科学、爱科学和用科学的热情做出重
要贡献。

（６）开展广泛的载人航天国际合作
在空间站工程研制、建造和运用过程中，将积

我国载人航天发展成就举世瞩目，极大激发了

极探索重大科学领域国际合作的模式和途径，积极

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信心，起到了巨大的

推动开展广泛的国际（区域）合作，成为国际空间科

凝聚中华民族的作用。空间站工程是我国载人航天

学活动共用平台的提供者，为全球科学家共同从事

工程持续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更加先进的技术、更

探索太空、开发空间资源服务，进一步提升国家软

加强大的功能、更加广泛深入的科学研究和探索、长

实力。

期持续的载人空问活动，将进一步拓展国家利益空
间，对进一步增强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提高
我国的政治威望和大国地位发挥积极作用，产生深
远影响。

（２）建成功能完整、性能先进、效益突出的空间
站工程大系统

在空间站工程阶段，我国将研制、发射、建造和
运营由多个舱段构成的空间站和为之提供发射和运

３空间站工程总体方案构想
当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均ＧＤＰ
超过５０００美元，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到２０２０
年，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空间站工程的研制、
建造和运营将是持续２０多年的过程。要立足这一基
本国情，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系统、全面、深入地

开展工程总体方案论证和设计工作。

输服务的运载火箭、载人飞船、货运飞船，以及相应

空间站工程总体方案要围绕建设具有中国特

的地面支持系统，建成完整配套的空间站工程大系

色和时代特征的中国空间站这一宏伟目标，坚持以

统。通过实施空间站工程，我国将全面掌握空间站技

下基本原则：符合中国国情，有所为、有所不为；规

术，形成建造和运营大型复杂载人空间设施的强大

模适度，留有发展空问；具有突出的中国元素和核

能力，培养高素质的工程研制和管理队伍，带动航天

心内涵；具有与我国不断增强的大国地位相匹配和

和相关领域的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为载人深空探

适应的能力，体现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创新驱动

索积累技术和经验，确立我国载人航天强国地位。

发展；追求技术进步，充分采用当代先进技术建造

（３）实现中国人长期在轨健康生活和有效工作

和运营空间站，全面掌握大型空间设施的建造和操

通过实施空间站工程，我国将掌握人在近地轨

作技术；注重应用效益，在空间站应用领域取得重

道长期生存、生活和工作的技术，充分发挥人在空间

大创新科技成果；追求运营经济性，走可持续发展

活动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开展科学研究、技术试验和

的道路。

探索活动。空间站工程将为扩大中华民族活动疆域
和生存空间提供可靠的技术基础。
（４）开展较大规模系统和连续的空间科学研究
和空间应用

我国空问站包括核心舱、实验舱Ｉ和实验舱Ⅱ，

通过交会对接和舱体转位组装构成空间站基本构
型。运行轨道为倾角４２。～４３。，高度３４０ｋｍ～４５０ｋｍ的
近圆轨道。设计寿命１０年，并具有通过维护维修延

利用空间站这一近地空问大型科学实验和空问

长使用寿命的能力。额定乘员３人，可以适应２人或

应用平台，开展较大规模、涉及多个学科领域的科学

无人值守飞行。建造期间，航天员乘组采用间断方式

技术实验和空间应用，力争取得若干原创性科学成

访问空间站；建造完成后，采用乘组轮换方式，实现

果，以及重大应用成果，为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航天员长期连续在轨生活和工作，轮换时最大可达６

服务，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

人。配置舱外机械臂等设备，协同航天员完成舱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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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维护维修，以及舱外载荷操作任务。空间站核心

兼做气闸舱，在空间站建造完成后，用做备份气闸

舱和两个实验舱均由长征五号Ｂ运载火箭在海南发

舱。以核心舱的密封舱为主配置航天员生活设施。核

射场发射。

心舱还具有一定的有效载荷实验能力。

空间站由神舟载人飞船完成航天员乘组和部分
物资的天地往返运输，由货运飞船运输补给物资，下

实验舱主要用于从事空间科学实验、空间应用
和空间技术实验。

行销毁废弃物。载人飞船由长征二号Ｆ运载火箭在

实验舱Ｉ由密封舱、气闸舱和资源舱构成。密封

酒泉航天发射场发射，货运飞船由长征七号运载火

舱除科学实验外，还用于存放航天员消耗品和补给

箭在海南航天发射场发射。由陆海天基测控通信网

货物，备份空间站核心舱部分平台功能。

完成空间站、载人飞船和货运飞船以及相应运载火
箭的测控通信。载人飞船仍返回至现有着陆场。
空间站建造完成后，进入运营和管理阶段。该阶

实验舱ＩＩ由密封舱、多功能巡天光学设施非密
封舱和资源舱构成。
（２）空间站建造

段的主要任务是：开展长期、持续的载人航天活动和

空间站三舱基本构型采用对接和转位的方式完

空间科学研究、空间应用、技术试验等活动，充分发

成建造。首先，实验舱对接于核心舱节点舱的轴向端

挥空问站应用效益；根据空间科学研究、空间应用和

口，然后通过舱段转位操作，将其转移到节点舱ＩＩ、

国际合作的需要，进行空间站扩展和载荷更换；对空

ＩＶ象限，与节点舱刚性连接，构成三舱基本构型。实

间站进行维护维修和评估，延长使用寿命。

验舱Ｉ和ＩＩ配置交会测量设备、主动式对接机构和

３．１空间站基本方案

转位机构。核心舱节点舱配置被动式对接机构和供

（１）总体构型

舱段转位用的基座，转位过程包括舱段分离、转位、

采用水平对称Ｔ形构型作为空间站三舱组合体

再对接三个过程。实验舱转位主要采用转位机构实

基本拓扑结构，所有舱段均位于组合体当地水平面

现，也可由机械臂操作完成。

内。空间站核心舱前端指向飞行方向。核心舱前端设

在没有类似航天飞机的大型运输工具情况下，

置节点舱，节点舱对地方向和轴向前端各设置１个

利用舱段交会对接和平面转位方式完成积木加局部

对接口用于载人飞船与空间站对接和停靠。在核心

桁架混合构型大型空间站的组装建造，在货运飞船、

舱后端轴向设置１个对接口用于货运飞船对接和停

航天员和机械臂支持下，可完成类似国际空间站的

靠。节点舱左右方向各设置１个停泊口，分别用于实

复杂舱外建造和操作活动。我国空间站总体构型和

验舱Ｉ和实验舱Ⅱ的长期停靠，对天方向设置供出

建造模式区别于和平号空间站和国际空间站，具有

舱活动用的出舱口。空间站基本构型如图１。

显著的中国特色，是一种创新的发展思路，是大型空
间设施建设的更为经济、合理的建造方式。
（３）空间站环境控制和生命保障
采用再生生命保障系统，实现资源再生利用。再
生生命保障系统包括电解制氧、再生式二氧化碳去
除、微量有害气体再生式吸收、冷凝水收集与处理、
尿液收集与处理等设备。统一由核心舱进行密封舱

气体成分、压力、温湿度控制，以及水回收管理、微生
物控制和废弃物管理。配置一定数量非再生生保物
品，供应急情况下保障维修时使用。
再生生保技术将较好地实现资源再生利用，大
图１空间站基本构型

幅降低货运保障需求。我国空间站资源再生利用水
平要达到与国际空间站相当的技术水平。空间站运

以核心舱为主，统一控制和管理空间站组合体。

营期间，还将发展二氧化碳还原技术和其它生活垃

核心舱的节点舱在空间站建造初期和技术验证阶段

圾处理和再利用技术，进一步提高物资再生循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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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平和效率。远期还将研究受控生保技术，探索更

线移动通信网络和视频监视系统，提高航天员生活、

先进的资源循环利用技术，为载人深空探测和建立

工作的通信保障支持能力和对舱内舱外状态的感知

月球和火星基地储备技术。

能力。利用信息并网技术，进行空间站各舱段及来访

（４）空间站电源

航天器的信息管理与共享，以及利用相关设备进行

空间站电源系统设计必须确保供电可靠、安全

冗余重构。空问站信息传输与测控采用天地一体化

和长寿命，并为开展多领域科学技术实验提供比较

设计，对地链路采用Ｓ频段统一载波（ＵＳＢ）测控体

充足的供电支持，还具有一定的冗余能力。

制。各舱段测控通信设备统一调度，在各种飞行姿态

空间站电源系统采用转换效率３０％以上的三结

下，均可保障测控通信覆盖率，提高天地通信和数据

砷化镓电池片以及先进的锂蓄能电池。核心舱采用

传输能力和效率，提高天地交互能力。设计自主健康

单自由度柔性太阳电池帆板，提供核心舱单舱飞行

管理系统，提高空间站健康管理水平，降低航天员站

时的能源供应，实验舱采用两自由度柔性太阳电池

务管理和地面运营管理工作负荷。

帆板，通过驱动机构实现对日定向。太阳电池帆板可

（７）空间站出舱活动和舱外操作

维修和更换。空间站各舱之间电源并网，统一供电，

在神舟七号出舱活动舱外服技术基础上，研制

并向停靠的载人飞船和货运飞船提供一定功率的电

新一代飞天舱外服，提高环控、电源、通信保障能力、

能。采用ｌＯＯＶ全调节母线体制，具备独立运行和组

航天员操作作业工效和舱外持续工作时间，提高可

合体并网运行两种工作模式。

靠性和安全性，以全面满足空间站建造、维修维护的

电源系统设计难点在于需要综合考虑发电效
率、舱段构型、运输条件、飞行姿态与控制、遮挡效

需求。舱外航天服支持航天员舱外工作能力与国际
空间站舱外航天服相当。

应、维修更换、长寿命、高可靠等复杂因素，是空间站

核心舱配置大型机械臂１个，实验舱配置小型

方案设计中的关键技术之一。充分利用系统设计方

机械臂１个。两个机械臂可独立或协同工作，也可组

法和现代能源技术的最新成果，我国空间站电源系

合为一个机械臂，扩大作业范围。机械臂可完成舱段

统的综合性能和效率指标将超过其它空间站。

捕获、转移、设备安装、维修、更换、载荷操作、航天员

（５）空间站动力与控制

辅助转移及舱外状态监视等任务。此外，还配置有专

采用控制力矩陀螺为主，喷气控制为辅的控制

门用于舱段转位的转位机构。

方式进行空间站姿态控制，空间站姿态稳定度指标

舱外服、气闸舱、机械臂、舱外操作工具和出舱

为０．００５。／ｓ。根据不同的构型，采用惯性飞行、力矩

活动辅助设备等，共同支持航天员完成舱外移动、建

平衡飞行和对地定向飞行三种姿控方案，减少喷气

造、操作、维护维修等任务，保障人在空间作用的充

卸载导致的推进剂消耗。建造完成后的正常构型状

分发挥。在航天员、机械臂、舱外服以及货运飞船支

态下，姿态控制不消耗推进剂。空间站发动机统一

持下，可达到与国际空间站相类似的复杂空间操作

配置设计，协同工作，综合利用各舱段以及停靠货

能力，可完成如舱段捕获转移、帆板转移安装、舱外

运飞船的动力系统，提高动力系统冗余度、可靠性

载荷和设备的维修和安装等复杂舱外建造任务。

和寿命。

（８）航天员生活与工作保障．

首次在空间站上采用电推进技术，补偿大气阻

空间站是航天员在太空长期生活与工作的场

力的影响，大幅降低轨道维持的推进剂补给需求。采

所，也是研究保障人在太空长期健康生活和有效工

用先进的交会控制技术和实验舱电源二次展开技

作的最佳平台。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充分考虑

术，解决安装大面积太阳电池帆板的实验舱近距离

声、光、电、热、辐射、气体等空间环境，以及工效、心

交会控制问题。

理、美学因素的影响，空问站要为航天员提供宜居的

（６）空间站信息系统

生活环境，配置丰富的锻炼、娱乐设施和医监医保手

采用当代信息技术的最新成果，统一构建空间

段，提供全面的医学监督和医学保障，保障航天员长

站信息系统。根据信息来源、种类分类管理。设置系
统网、通信网和载荷网。空间站舱内、舱外均配置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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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健康生活和有效工作。
空间站配置３名乘员长期生活设施，并提供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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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期３名航天员临时生活设施，包括饮水就餐、个

个核心舱、２个科学实验舱、４个大型舱外暴露实验

人卫生、排泄物和生活垃圾收集处理等，航天员自

平台，并可在舱外外挂大型实验载荷。扩展后的最大

由活动空间约９０ｍ３。密封舱内气体环境采用与地面

规模可达１８０ｔ，长期乘员人数３。６人。空间站扩展构

相同的氧氮混合气体和压力体制，采用降噪与隔音

型如图２所示。图中Ａ、Ｂ、Ｃ舱为扩展舱段。

设计降低舱内噪音，航天员工作和生活区的噪声环
境按优于和平号空间站和国际空间站噪声环境设计
和控制。
采用现代先进技术，空间站为航天员提供便利、
可靠、自动化程度高的显示、照明、报警和操作设施，
配置各种工具、限位、定位装置和天地交互手段，保
障航天员高效工作，完成站务管理、建造、维护维修、
物资转移、舱外操作、科学技术实验等操作任务。
采用自动化和地面遥控为主管理平台和载荷设
图２空间站最大扩展构型

备，显著降低航天员日常管理负荷，更多地发挥人的
创造性、自主性和应急处置能力，提高人在空间作业

的效率和效能。
（９）空间站扩展

我国空间站采用模块化扩展方式，预留扩展接
口和扩展支持能力，为运营阶段留下了灵活的发展

空间。可以根据空间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新需求，灵活

空间站建造完成后，要运营ｌＯ年以上，应具备

选择，适时进行。扩展能力也为开展国际合作，扩大

良好的舱段扩展、能源扩展和应用支持扩展能力，以

空间站应用能力，进一步提高空间站应用效益提供

适应可能产生的新的重大科学研究需求。扩展能力

了发展空间。扩展后的规模仍在较佳范围，总体上与

必须在方案设计阶段统筹考虑。

国家经济实力相符。

在现有三舱构型基础上，预留机电热等扩展接

３．２载人飞船和货运飞船

口，具有对接新舱段的能力。空间站可接纳符合我国

载人天地往返运输系统是航天员往返空间站的

空间站标准的他国航天器访问，也可在航天员和机

运输工具，最重要的是确保可靠和安全。我国空间站

械臂协同配合下，在空间站上安装舱外实验平台或

由神舟载人飞船往返运送航天员乘组和少量物资，

实验设备。

技术状态不变。

舱段扩展，需要发射一个带有节点舱的新舱段。

航天员访问空间站期间，载人飞船停靠空间站，

例如，再对接一个核心舱形成四舱结构，既可以满足

供航天员正常和应急返回。正常情况下，载人飞船在

扩展需求，又可以增强空间站关键系统的备份能力，

人轨后２天内与空间站对接，最长可停靠１８０天，撤

同时不必专门研制新的舱段。在四舱扩展构型的基

离后返回舱在１天内返回现有着陆场。载人飞船对

础上，利用增加的对接口，可进行舱段扩展，增加新

接端口为节点舱轴向和径向端口，必要时，也可对接

的舱段。

在核心舱后端口。

空间站能源扩展的一个优先方案是将核心舱太

货运飞船直径为３．３５ｍ，上行货物运输能力

阳电池帆板转移安装在实验舱Ｉ和ＩＩ尾部桁架上，
沿实验舱轴向方向展开。该方案优点是可以将空间

６５００ｋｇ，下行销毁废弃物能力６０００ｋｇ。货运载荷比达
４６％。国外相同规模货运飞船载荷比分别为：欧洲航

站资源有效重组利用，无其它形式能源扩展带来的

天局ＡＴＶ载荷比为３６．５８％，日本ＨＴＶ载荷比为

上行运输需求。能源的进一步扩展应与舱段扩展统

３７．５％…。

筹考虑，分步实施。
核心舱、实验舱Ｉ和ＩＩ预留舱外实验平台、载荷
挂点及接口，用于运营阶段扩展舱外实验能力。
利用上述３种扩展方式，空间站最大可增加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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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运飞船由货物舱和推进舱两舱组成。货物舱
用于装载和存放乘员用品、实验载荷等。考虑到空间
站舱外建造需求，货运飞船采用模块化货舱设计，与
推进舱组合，适应补给物资、舱外大型载荷、实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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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等的运输需求。货物舱有全密封、半密封和全开放

７

飞船构型如图３。

三种形式。货运飞船还具有支持科学技术实验的能

具有密封、半密封和全开放三种货舱构型的货

力，从而可以利用保障货物运输以外的剩余上行运

运飞船，能够进行空间站各类补给品和设备的上行

输能力完成科学实验任务，提高飞行试验效益。货运

货物运输、推进剂补加，也可以运输太阳电池帆板

货舱

７
’

荟源舱

ｆ

．彦。
．Ｉ∥

一－一

：

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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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货运飞船构型

及暴露实验平台等大型舱外设施设备，必要时可以

煤油发动机。全箭长约５４ｍ，整流罩直径５．２ｍ。长征

运输小型舱段。强大的货运能力可为空间站建造、

五号Ｂ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２５ｔ，与目前国际

运营和扩展提供有力支持，显著提高空间站舱外建

上主流大型运载火箭能力相当。目前国际上在役的

造和扩展能力。货运飞船还具有组合体轨道控制

大型运载火箭运载能力分别为：美国“宇宙神”５火箭

能力。

２５ｔ，“德尔它”４火箭２３ｔ，欧洲“阿里安”５火箭２１ｔ，

货运飞船载荷比高，采用创新的多模块组合式

俄罗斯“安加拉”火箭２４．５ｔ，日本Ｈ一２Ａ火箭１９．５ｔ。

货运方案，为我国空间站实现复杂的舱外建造活动

长征五号Ｂ运载火箭和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均

提供了有力支持和广阔空间，将成为除已退役的美

按照“通用化、组合化、系列化”要求设计，采用性能

国航天飞机以外世界上功能最为完整、效益最高的

先进的低温发动机、无毒环保的推进剂，助推与芯

货运系统。

级发动机联合摇摆控制，火箭控制系统采用系统级

３＿３运载火箭

冗余和总线技术。两种新一代运载火箭的可靠性、

采用长征二号Ｆ载人运载火箭发射载人飞船，
技术状态不变，低轨运载能力约８．１ｔ。

研制长征七号运载火箭用于发射货运飞船。火
箭芯一级直径３．３５ｍ，捆绑４个２．２５ｍ直径助推器，

运载能力、人轨精度等主要性能将大幅提高，并将
使我国具有与世界航天大国相同的进入近地空间
的运载能力。
３．４空间站工程应用

分别安装２台和１台１２０ｔ级液氧煤油发动机。芯二

我国空间站应用将突出有人操控和空间站大平

级直径３．３５ｍ，安装４台１８ｔ级液氧煤油发动机。该

台特点，充分借鉴国际成功经验和教训，瞄准空间科

火箭设计了货运和载人两种状态，先期研制货运

学技术前沿，兼顾科学探索和空间资源开发需要，坚

型。货运状态火箭总长约５３ｍ，低轨运载能力约

持创新驱动原则，推动原始创新。在空间科学研究领

１３．５ｔ。载人状态火箭总长约５９ｍ，低轨运载能力约

域，力争在科技前沿探索中取得一批具有国际影响

１３ｔ以上。以其为基本型，可衍生出我国新一代中型

的重大成果，推动我国空间科学的一些重要领域进

运载火箭系列，成为未来中国运载的主力系列运载

人世界先进行列；在空间技术领域，开发和试验一批

火箭。

前沿核心关键技术，为未来我国航天技术发展、载人

在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基础上，研制长征五号Ｂ

深空探测和空间应用提供有力支撑；在航天医学领

运载火箭，用于发射空间站各舱段。火箭芯级直径

域，瞄准航天医学发展的制高点，解决制约长期载人

５ｍ，捆绑４个直径３．３５ｍ助推器，芯级安装２台５０ｔ

航天飞行的主要医学问题；在空间应用方面，在某些

级液氢液氧发动机，助推器各安装２台１２０ｔ级液氧

领域取得重大应用效益，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做出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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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
综合各方面的应用需求，考虑空间站支持能力，
空间站主要科学研究和应用方向为：航天医学、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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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持续发展进步奠定良好的基础。

４空间站工程的国际（区域）合作

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微重力流体物理、空间材料科

从世界载人航天发展进程看，国际合作是必然

学、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天文与天体物理学、空间

的趋势。美国通过与俄罗斯的合作，以较低的成本，

环境与空间物理、航天元器件与部件、空间地球科学

迅速掌握了空间站建造、运营技术，为国际空间站的

与应用、天基信息技术、航天新技术和空间应用新技

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Ｊ。由于有俄罗斯飞船的支

术等。

持，国际空间站在“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失事后，能

我国空间站可开展密封舱、非密封舱和舱外３
类科学技术实验。

够维持正常运行，保障了后续建造任务的顺利完成。
同时，美国通过空间站的国际合作，节省了大量资

空间站设计突出服务空间科学研究和应用的目

金，并在世界载人航天中进一步巩固了领先地位；俄

标，提供良好的有效载荷工作环境、充足的电力供

罗斯也通过与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合作，维持了其航

应、强大的信息和操作支持能力以及机、电、气、热等

天研制生产能力，使其航天工业渡过了最困难的时

保障条件。空间站密封舱内可开展航天医学和材料、

期。未来的载人火星深空探测，由于其技术复杂性和

生物、物理、流体等空间科学实验；密封舱外可开展

巨大投入，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独立承担，国际合作

对地观察、天文、地球和空间环境、信息、空间技术等

方式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各类科学技术试验。

我国政府一贯主张和坚持和平开发和利用太空

空间站以建成国家太空实验室为目标，将为我

的基本原则。我国空间站工程将积极开展国际和区

国和全球的科学家提供先进的空间科学技术研究和

域合作，欢迎各国航天机构和科研机构参与我国空

实验平台，为空间科学和应用领域取得重大成果创

间站的研制、建设和科研活动。通过国际合作，为全

造良好条件。可望在物理学、天文学、材料、生物等科

球科学家提供一个共同开展科学研究和探索的高水

学领域，以及对地观测、信息、航天等技术领域获取

平空间平台，共同分享研究经验和成果，增强互信，

具有重大科学价值的研究成果和重大战略意义的应

共同促进人类文明发展和进步。

用成果。
３．５空间站工程地面支持系统

通过吸纳其它国家和地区参与我国空间站建
造或应用，可以学习、借鉴国际载人航天领域成熟

采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性能先进、以天基为主

经验和先进技术，提高研制起点，降低研制风险；提

的陆海天基测控通信网，具备正常、应急和救援的测

升空问站在空间科学研究与应用、航天医学等方面

控通信支持能力和飞行控制能力，可满足空间科学

的应用水平，促进科学技术发展，提高空间站综合

技术实验的要求，具有高可靠、高安全、高覆盖率的

应用效益。

特点。

我国空间站预计于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间建成，按照

酒泉发射场和新建海南航天发射场负责完成空

目前各国载人航天计划，届时，有可能成为国际上唯

间站工程ｊ种火箭、四类航天器的测试发射任务，技

一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空间站工程的国际合作可以

术勤务保障能力强大，满足正常、应急、高密度和高

采用舱段合作、接纳他国飞船访问、航天员联合飞

可靠的发射需求。

行、空间国际救援，以及合作开展空间科学和空间应

着陆场系统在交会对接任务阶段基础上，着重

用研究等方式。

提高在载人飞船执行航天员长期访问空间站任务中

舱段合作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对接国外独立

正常和各种应急返回情况下的航天员搜救能力和搜

研制的科学实验舱，二是对接与其他国家合作研制

救效率。

的科学实验舱。舱段合作是最具影响力的空间站国

空间站工程的实施，将使我国航天发射和测控
通信地面系统功能更加完整、性能更加先进，并为空
间站可靠运行提供良好的保障条件，为我国航天技

万方数据

际合作形式。我国空间站在基本构型建造完成后，具
备再扩展３个舱段的能力。
国外独立研制舱段应具备自主交会对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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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满足我国空间站有关标准、规范和接口要求，可由

空间实验室阶段研制并首先发射天宫二号（ＴＧ一

其自行发射，也可由我国的运载火箭发射。不具备

２）空间实验室，然后发射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和货

交会对接能力的小型舱段还可由我国货运飞船上

运飞船与其对接。在神舟十一号任务中，安排航天员

行运输，并由机械臂和航天员将其组装到空间站指

进行中期访问，开展维修试验和多项微重力相关的

定位置，此类舱段质量可达５０００ｋｇ，包络可达直径

科学实验，并进行柔性太阳电池基板搭载试验。首发

３ｍ、长４．５ｍ。合作研制舱段由我国运载火箭在境内

货运飞船将对天宫二号进行推进剂ｊ；ｔ，ＪＪＨ，并完成部

发射。

分关键技术的飞行验证。

与具备丰富的载人航天飞行经验国家合作，通

空间站阶段分为关键技术验证阶段、建造阶段

过航天员联合飞行，结合空间应用与航天医学等项

和运营阶段。关键技术验证阶段发射试验核心舱，并

目的合作研究，共同开展对空间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发射多艘载人飞船和货运飞船访问试验核心舱，验

此外，可以利用我国的航天员选拔训练体系和基础

证航天员长期驻留、再生生保、柔性太阳电池翼和

设施，为我国港澳台地区和其它国家选拔训练航天

驱动机构、大型柔性组合体控制、空间站组装建造、

员，并提供飞行机会，共同推动载人航天发展。

维修和舱外操作、空间应用等空间站建造核心关键

空间国际救援是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体现的新领

技术。

域和新形式。空间国际救援主要考虑两方面，一是我

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任务完成后，对试验核心

国飞船救援国际空间站，二是我国空问站接受他国

舱进行评估。若满足在轨建造空间站条件，则直接以

飞船的救援。救援目的包括载人飞船对空间站驻站

其为空间站核心舱，进入建造阶段。分别发射实验舱

人员的紧急救援以及货运飞船对空间站平台的救

Ｉ和实验舱ＩＩ与之对接，完成空间站建造。其间将发

援，包括提升轨道，紧急补给物资等。

射多艘神舟载人飞船和货运飞船，支持完成建造任

目前国际空间救援的主要技术壁垒在于交会对

务，并同步开展科学技术实验。若试验核心舱不满足

接接口，需要相互适应的、统一的技术标准和规范，

在轨建造空间站条件，则在完成改进完善后，发射新

这在技术上是可以解决的。目前需要的是相互间强

的核心舱，进行空间站建造。

烈的合作愿望。

空间站建造任务完成后，进入长期运营和管理

在空间站上，最广泛的国际合作将体现在科学

阶段。航天员乘组将分批长期驻站生活和工作，开展

研究、空间应用和空间技术试验项目方面的合作，以

科学技术研究和探索活动。该阶段将根据新的需求，

及搭载国外（区域）有效载荷。合作可以扩大我国空

进行空间站扩展，以及空间站应用载荷的更换。

间站应用领域和范围，提升我国空间站应用水平和

我国空间站工程采用了利用天宫二号空间实验

应用能力，进一步发挥空间站综合效能，扩展国家太

室和货运飞船验证推进剂补加技术，利用试验核心

空实验室的作用，促进世界科技进步和人类文明发

舱验证空间站组装建造关键技术后，进入空间站建

展，使我国在空间科学研究方面能逐渐形成引领作

造阶段的总体技术路线。这样的安排充分考虑了我

用。合作的方式包括共同研制有效载荷、搭载国外有

国航天技术的现有基础能力，体现了研制、飞行验证

效载荷、发布关系全球资源环境重要数据、共享应用

和建造任务循序渐进、稳妥可靠、积极跨越的发展战

成果等。空间站应用合作主要在空间站上实施，部分

略思想。

项目也可以利用货运飞船进行。
同时，空间站工程充分重视我国港澳台地区的

空间科学研究和应用需求，积极支持其科研机构参
与空间站科学研究与应用活动。

５研制和飞行任务安排
空间站工程分为空间实验室和空问站两个阶段
实施。

万方数据

６结论
载人航天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其规模与国家经济
实力和科技实力相适应。载人空间站的规模越大，其
系统越复杂，建造和运营投人越高，风险越大。分析
和总结和平号空间站和国际空间站的经验和教训，
在当前航天技术水平和空间科学需求条件下，３人长
期飞行、１００吨级是我国空问站适度且较佳的规模，

载人航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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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ＨＯＵ Ｊｉａｎｐ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ｎｎｅｄ Ｓｐａｃ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Ｏｆｆｉｃｅ，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７２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ｉｍｉｎｇ

ａｔ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ｅｍｂｏｄｙ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ｉｍ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ｕｐ ｔｈｅ ｓｐａｃ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ｔｈｕｓ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ｓｔａｇ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ｏｂｊｅｃ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ｍａｎｎｅｄ ｓｐａｃｅｆｌｉｇｈｔ。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ｎ

Ｃｈｉｎｓｅｓ ｓｐａｃ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ｏｂｊｅｃｔｓ，ｏｖｅｒａｌｌ

ｖｉｓ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ｒｏａｄｍａｐ，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ｅａｒｔｕｒｅｓ，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ａｎｄ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ｐａｃ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ｐａｃｅ Ｌａｂ；Ｍａｎｎｅｄ Ｓｐａｃｅｓｈｉｐ；Ｃａｒｇｏ

万方数据

Ｓｐａｃｅｓｈｉｐ；Ｌａｕｎｃｈ

ｏｎ

ｓｐａｃ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Ｖｅｈｉｃｌｅ；Ｍａｎｎｅｄ Ｓｐａ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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