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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1日电（记者王逸涛 王慧）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空间站梦天实验舱发射入轨后，于北京时间2022年11月1日4时27分，成功对接于天和核心舱前
向端口，整个交会对接过程历时约13小时。

后续，将按计划实施梦天实验舱转位，梦天实验舱将与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形成空间站“T”字基本构型组合体。

梦天实验舱发射入轨后，于11
月1日成功对接于天和核心舱前向
端口。后续，将按计划实施梦天实
验舱转位，梦天实验舱将与天和核
心舱、问天实验舱形成空间站“T”字
基本构型组合体。本次发射的梦天
实验舱背后有哪些“硬科技”？

梦天实验舱内安装有空间科学
研究与应用领域的超冷原子物理实
验柜、高精度时频实验柜等7个方
面的8个科学实验柜。其中，高精
度时频实验柜是空间站中最复杂的
实验柜。

中科院国家授时中心主任、高
精度时频实验柜科学实验系统指挥
张首刚介绍，高精度时频实验系统
通过舱内不同特性原子钟组合，将

建成世界上在轨运行的精度最高的
空间时间频率系统。该系统产生的
高精度时间频率信号，利用安置于
舱外的微波和激光时间频率传递载
荷向地面和空间一定范围传递高精
度时间频率信号。

作为空间站科学和技术实验平
台之一，高精度时频系统研制目标
是为相关精密测量物理提供研究平
台，为相关工程技术应用提供高精
度时频信号。

据悉，该系统主要由地面测试
评估和实验验证系统以及空间载荷
部分组成。其中，空间载荷部分主
要包括主动型氢原子钟等11个子
系统。主动型氢原子钟是高精度时
频实验系统中的核心载荷，为空间

时间频率系统提供基础时间频率信
号，同时为小型化的主动型氢原子
钟在卫星平台上的应用打下坚实的
基础。

为了满足系统对氢钟体积重量
的要求，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二院203
所氢钟团队对整机进行了全面优化
改进，一系列技术问题迎刃而解。

“我们会留个预计量，在预计的
时间内，观测指标的状况。”中国航
天科工集团二院203所设计师铁中
说，这期间，大家满脑子都是钟，不
停调试、测试，整个过程循环往复。
大家都憋着一股劲，一定要啃下这
块“硬骨头”。

此外，中国空间站上搭载的天
文、地理、生物、医学等各类科学仪

器将陆续工作，航天员的日常生活
也离不开能源，传统的刚性、半刚性
太阳电池翼因其体积、重量、功率等
因素限制无法满足需求，而柔性翼
体积小、展开面积大、功率重量比
高，收拢后厚度只有18厘米，与一
部手机长度相当，仅为刚性太阳翼
的八分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种全新的
太阳电池翼，柔性翼具有的系统组
成、展开原理、技术难点等特点，与传
统刚性、半刚性太阳翼大相径庭。

传统刚性、半刚性太阳翼都是
一次展开，而大型柔性太阳电池翼
则在全世界范围内首创“二次展开”
技术，这是为了确保交会对接这一
关键动作的绝对安全。

以梦天实验舱的太阳电池翼为
例，交会对接过程中，如果太阳电池
翼完全展开，就如同两只手各持一
面巨大的帆。即便是微小的抖动，
都会导致实验舱的速度、相对位置
和飞行姿态的控制精度严重下降，
控制难度指数级增加。

为此，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
设计团队突破了“二次展开”的关键
技术，在梦天实验舱发射后的独立
飞行阶段，柔性太阳电池翼先展开
了一部分电池板以满足实验舱能量
需求，降低飞行控制难度，圆满完成
交会对接。对接完成后，再全面展
开，建立完整的能源系统。

（新华社北京11月1日电 记者
宋晨 胡喆 温竞华）

原子钟、太阳翼……

梦天实验舱背后有哪些“硬科技”?

新华社北京11月1日电 （记
者冯歆然）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
日就中国空间站梦天实验舱发射成
功答记者问时说，中国载人航天事
业发展始终立足自身，也一直面向
世界。期待中国空间站早日成为全
人类的“太空之家”。

10月 31日下午，中国空间站
第三个舱段梦天实验舱在文昌航天
发射场由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托举
升空，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
取得圆满成功。

赵立坚在1日的例行记者会上
说：“我们热烈祝贺梦天实验舱发射
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既是中国载
人航天事业发展的里程碑，也是中
国为世界航天事业进步作出的又一
重要贡献。”

赵立坚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明确提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中方
将继续踔厉奋发，致力于和平探索
和利用外空，并促进和平利用外空
活动惠及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

赵立坚说，中国载人航天事业
发展始终立足自身，也一直面向世
界。中国已经与多个航天机构和组
织签署合作协议，实施了形式多样
的合作项目。中国空间站是历史上
此类项目首次向所有联合国会员国
开放。目前已有瑞士、波兰、德国、
意大利等17个国家的科学实验项
目确定入选中国空间站。

“让我们共同祝愿中国载人航
天事业不断创造新辉煌，期待中国
空间站早日成为全人类的‘太空之
家’。”赵立坚说。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
息，空间站梦天实验舱发射入轨后，
于北京时间11月1日4时27分成
功对接于天和核心舱前向端口。多
国媒体就此发表文章，热议中国空
间站这次浪漫的“太空之吻”。

俄罗斯各大主流媒体密集报
道梦天实验舱发射成功并与空间
站组合体在轨完成交会对接的消
息。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说，随
着这次交会对接，中国空间站即
将完成建设，太空实验室将开始
全面运行，随后进行的相关科学
实验及其结果对于载人航天的未
来非常重要。

“一大群摄影爱好者、太空发烧
友和观众在毗邻的海滩上观看了这
次发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
道说，“许多人挥舞着中国国旗，穿

着印有‘中国’字样的衣服，反映出
强烈的国家自豪感。”

后续，梦天实验舱将与天和
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形成空间站

“T”字基本构型组合体。路透社
报道说，设计寿命至少为10年的
中国空间站的建成，将是中国太
空探索的一个里程碑。报道说，
国际空间站可能会在近10年内停
止运行，如果它在未来几年退役，
在中国空间站进行实验的国际需
求也会增加。

早在2019年，中国载人航天
工程办公室和联合国外层空间事
务办公室就联合宣布了中国空间
站科学实验首批入选项目。如今，
瑞士、波兰、德国、意大利等17个
国家的科学实验项目被确定入选
中国空间站。

英国《自然》杂志报道说，至少
1000项科学实验将在中国空间站
进行，主要涉及中国研究人员，也包
括其他国家研究人员的项目。美国
《时代》杂志网站刊文说，天宫空间
站是开放的。

《印度时报》在关于中国梦天实
验舱发射成功的报道中说，中国实
现了长期持续的在轨载人飞行，天
宫空间站很可能成为中国太空影响
力日益增长的象征。

作为中国空间站第二个科学实
验舱，也是国家太空实验室的重要
组成部分，梦天实验舱将与空间站
其他两舱实现控制、能源、信息、环
境等功能的并网管理，共同支持空
间站开展更大规模的空间研究实验
和新技术试验。

（新华社北京11月1日电）

梦天实验舱与空间站组合体

在轨完成交会对接

外交部发言人：

期待中国空间站早日成为
全人类的“太空之家”

多国媒体热议
梦天实验舱发射和对接成功

梦天实验舱对接锁锁紧完成。 梦天实验舱成功对接于天和核心舱前向端口后，天和核心舱内的情况。

梦天实验舱从200米停泊点向19米停泊点靠近的模拟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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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日
开幕。目前，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内布展工作正
有序进行。

图为10月31日拍摄的布置中的第五届进博
会展区。 新华社记者 王翔 摄

进博会布展工作有序进行

第五届进博会将如期举办

哪些看点值得期待
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日

至10日在上海举行。
在已成功举办四届的基础上，此次进博会即

将如期举办，释放了什么信号？同时又有哪些看
点值得期待？

如期举办释放什么信号？

今年，面对疫情冲击与不确定的全球局势，举
办重大国际展会面临更多挑战。“进博会是一颗

‘定心丸’，给了我们继续扎根中国发展的强烈信
心。”不少展商表示，进博会如期举办，为跨国企业
积极融入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信心，也让人充分感
受到中国与世界分享市场机遇、推动世界经济复
苏的大国风范。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表示，5年来，进博
会充分发挥国际采购、投资促进、人文交流、开放
合作四大平台作用，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窗口、
高水平开放的载体、多边主义的舞台。

此次进博会国家和企业参展踊跃，展示内容
愈发丰富，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持续“返
场”，各类活动精彩纷呈。

进博会企业商业展共设六大展区，将展出数
百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其中既有聚焦美好
生活的消费品和农产品，也不乏蕴含全球领先科
技的各类高精尖医疗器械和技术装备。

“朋友圈”有啥新变化？

进博会的“朋友圈”变得更大，“新朋友”更多了。
此次进博会共有14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

织参展，结构更优化、代表性更强。其中，既有发
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包括一些最不发达国
家。来自127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参加企业商业
展，66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亮相国家综合展，
数量均超过上届。

从数据中不难看出进博会日益增长的吸引
力：共有284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参加
企业展，数量超过上届，回头率近90%。不少企
业参展面积日益扩展，从几百平方米到上千平方
米不断增加，今年展台特装比例达96.1%，高于上
届水平。

此外，“新朋友”也不断加入。
“十分期待即将到来的进博首秀。”挪威海产

局中国内地及香港地区总监童安睿说，该机构将
携8家挪威海产出口企业组团前来，希望通过这
一全球贸易盛会，使中挪海产企业缔结更深入的
战略合作，共享进博机遇。

今年也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生效实施的第一年，RCEP成员国均有企
业参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上合组织参展国数
量也较上届增加。

此外，尼加拉瓜、吉布提、毛里塔尼亚、科摩
罗、莫桑比克、刚果（金）、伊拉克、冰岛8国将首次
参与国家展。

哪些市场和技术亮点不容错过？

每年进博会上，“首发首展”的新品都会吸引
众多目光。

菲律宾的黑钻凤梨、厄瓜多尔的有机香蕉、
吸管一戳就可以喝的泰国香水椰……“舌尖上的
进博”将再度上新，更好满足中国消费者的味蕾
需求。

此外，最新科技成果总是令人期待。
第五届进博会新设立农作物种业和人工智能

等专区，优化能源低碳及环保技术专区，拓展创新
孵化专区，技术装备、消费品、医疗、汽车等领域的
150多家初创企业将进行集中展示。

人工智能体验区包含多个应用场景，将举
办机器人世界杯足球赛、机器人舞蹈表演、VR
电竞大赛等活动。观众可现场制作自己的虚拟
人物、参加云会议、到云教室上课、体验VR版
全息演唱会等，感受人工智能给现实带来的深
刻变革。

西门子医疗将首展全球首款“远征”5G移动
急危重症介入救治单元，松下首发冷热电三联供
氢能示范项目，阿根廷“组团”首秀其智能工业领
域的实力……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在进博会上还新设“中国
这十年——对外开放成就展”综合展示区，包括成
就专区、省区市专区和“展商变投资商”专区，全面
展示新时代我国对外开放辉煌成就。

（新华社上海11月1日电 记者舒静 周蕊 谢
希瑶 郑钧天）

梦天实验舱从19米停泊点向天
和核心舱前向端口靠近的模拟图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