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格选拔：在进入太空之前，航天员要经过严格的选拔，包括基本资格审查、临

床医学检查、生理机能选拔、心理选拔、特殊环境因素耐力和适应性选拔等，所

以航天员一般都是从空军中挑选优秀的飞行员或试飞员。

太空密室逃脱秘籍

技能训练：主要是为了帮助航天员掌握各种太空生存技能，如适应太空环境独

特的吃喝拉撒睡技能，以及如何锻炼身体、穿脱航天服、维修飞行器、升高或降

低空间站运行轨道等。

天地协同：天地协同是防范和化解风险的重要举措，比如建立针对航天员的天

地一体医疗诊治体系，通过制定长期飞行疾病谱，建立在轨诊治能力模型，配

置医学监测与诊疗设备及药品，24小时监测航天员的身体状况。

临危不惧：当危险真的来临时，临危不惧是航天员应对危机的必备素质。随着

技术进步及对人在空间生理、心理和行为特性研究的逐步深化，航天员在空间

站长期驻留的保障技术水平正逐渐提升。

◎本报记者 代小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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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中的物质主要由暗物质构成。尽管多年来，科学家一直

尝试在宇宙中或实验室里捕捉暗物质粒子的踪影，但是目前仍毫

无进展。而原初黑洞正是暗物质的候选粒子之一。

研究表明，质量太高或者太低的原初黑洞都不可能成为暗物

质，但如果它的质量介于月球质量的十亿分之一到千分之一之间，

或者说与一颗直径为 1—100千米的小行星质量相当时，那么它就

有可能成为暗物质。

类似这样的小行星，曾给地球带来过毁灭性的灾难。6600 万

年前，正是一颗这样的小行星撞击地球，让（非鸟类）恐龙和地球上

近四分之三的其他物种走向灭绝。

这是一次发人深省的生物大灭绝事件，它提醒着我们即便是

遥不可及的天空，也有可能是灾难的源头。

但更值得思考的是：与这类小行星质量相当、由暗物质构成的

原初黑洞，是否会对人类构成威胁？

要知道，质量为月球千分之一的原初黑洞的视界，仅仅约为原

子直径的 1000 倍。可能有人会认为，这样一个“小物体”穿过身

体，引起的损伤应该微乎其微。

对于宇宙线等高能粒子来说的确如此，但对于原初黑洞来说，

情况则完全不同。

在原初黑洞的强大引力作用下，我们的身体会在穿过它的瞬

间坍塌成几厘米。参照银河系中暗物质晕的运动速度，一个典型

的原初黑洞，其运动速度约为每秒 100千米，它所产生的强大引力

将在 10 微秒内持续拉扯我们的身体。这枚原初黑洞所造成的痛

觉，就像是一个拥有超强吸力的微型吸尘器，迅速穿过我们的身

体，导致我们的肌肉、骨骼、血管和内脏等迅速收缩。这种扭曲程

度是人类完全无法承受的。

就像毁灭地球的小行星一样，在其来临之前，谁也无法想象这

些天外来客会对我们造成怎样的影响。那么，我们遭遇原初黑洞

的概率有多大呢？

一个粗略的计算或许可以让你松一口气。如果上述质量的原

初黑洞由暗物质构成，那么在我们的一生中，与原初黑洞相遇的概

率大约为 1/1026。也就是说，在地球上现居的 80亿人中，其中一个

人与黑洞相撞的概率大约为 1/1016。如果 10亿年后人口仍然保持

在现在的水平，那么从现在开始的 10 亿年内，一个人与原初黑洞

相撞的概率约为 1/109。那么 10 亿年后呢？我们应该没有“闲心”

去担心原初黑洞了，因为届时太阳将蒸干地球上所有的海洋，地球

也将变得不再宜居。

即使我们把其他星系中的行星也考虑在内，那么在整个可

观测的宇宙范围内，最多约有 1 万亿“人”会因与原初黑洞相撞而

死亡。因此，我们大可放心地假设，我们中没有人会遭受这种灭

顶之灾。

但是，那些处于太阳系边缘，罕见且不可见的天体，其“真身”

也可能是原初黑洞，比如假想中的第九行星。为了探明太阳系中

是否有原初黑洞藏匿其中，在一篇最新发表的文章中，研究人员就

提出通过薇拉·鲁宾天文台观测原初黑洞与奥尔特云中的岩石撞

击时产生的耀斑，来探测整个太阳系中的原初黑洞。

显然，人类遭遇其他灾难（例如小行星撞击）的风险要比与原

初黑洞相撞的概率高得多。在这一点上，恐龙应该“深有体会”。

我们无须为了原初黑洞在夜里辗转难眠，这应该算是可以接受的

一个“好消息”。 （洪艺瑞翻译，据《环球科学》）

遇上比头发还细的黑洞

人类能否存活

5 月 29 日，天舟二号货运飞船在海南文昌发

射场成功发射。8小时后，天舟二号与天和核心舱

完成对接，“快递包裹”顺利抵达目的地。作为货

运飞船的天舟二号此次挑起“太空快递员”的重

任，主要任务是为空间站提供补给，给航天员日后

在太空的生活与工作提供保障。

遥遥天河，天舟二号如何将太空“包裹”安全

送达？

远不止带货这么简单

根据计划，中国将于今年 6月发射神舟十二号

载人飞船，3名航天员届时将乘坐飞船前往天和核

心舱，并在那工作、生活 3 个月。为了满足航天员

日常生活所需，天舟二号提前出发，满载着货物奔

向天和核心舱。

天舟二号的神秘“包裹”里装了啥？首先是食

物补给，太空餐桌上的美食“花样”不少，鱼香肉

丝、宫保鸡丁等特色菜肴供应充足。航天员进行

太空行走必备的舱外航天服，天舟二号也贴心送

到。这些舱外航天服重量达 100 多公斤，共有 6

层，具有防辐射、防高低温、压力调整等作用，还具

备生命保障系统。

“包裹”里的货物，远不止航天员日常所需物

品，天舟二号的使命也不仅限于此。

“空间站在地球低轨道运行，会受到残存大气阻

力的影响而逐渐降低轨道高度。所以，在空间站轨

道降低到一定高度时，就必须提升它的轨道高度，这

就需要加注燃料。此次天舟二号携带了3吨推进剂，

它们将在空间站的轨道维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全

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说。

此外，空间站建成后，平台设施的搭建安装等

所需材料都要基于货运飞船的运输。“货物卸载

后，货运飞船也可以用作空间站的附加活动室，开

展空间科学实验，有的国家航天员甚至在里面休

息。”庞之浩说，可见在今后，货运飞船的用途将会

越来越广。

载荷比世界第一

5月末发射货运飞船，6月份发射载人飞船，两

次发射时间间隔非常之近，为什么货物和航天员

要分开运送？两次发射任务合二为一，岂不是更

加方便且节约成本吗？

“实践证明，这种人货分开的运输方式，既能

增加货物的运载量，又能降低成本，还很安全。”庞

之浩说。

早在上世纪 70 年代，苏联就开始建造空间

站。但是，当空间站建成运行后，空间站的燃料及

航天员的能量补给严重不足，苏联便尝试使用人

货混装的载人飞船解决此问题。但这种载人飞船

每次只能为空间站运送几百千克的货物，效率非

常低下，成本也极高。无奈之下，航天专家尝试将

“联盟号”载人飞船改造成“进步一号”货运飞船，

直接向空间站运送货物，效果反而出人意料地好。

从此，不少国家积极发展货运飞船，也正因为

这些“专职”的货运飞船，空间站在轨长期载人航

天的需求被大大满足，人类在太空驻留的时间才

得以不断刷新。

这次天舟二号严格控制平台自身重量，最大程

度提高货物运输能力——发射重量13.5吨，运货能

力则达到6.9吨，超过了飞船自重。“要知道，每次我

国发射‘神舟’载人飞船满载 3 人时，只能携带约

300千克货物。”庞之浩说。而此次天舟二号货运飞

船以最小的结构重量达到最大的装货能力，载荷比

达到了51%，这项重要指标位居世界第一。

8小时就可安全运抵

从地面“发货”到太空顺利“签收”，仅耗时约 8

小时，天舟二号凭借快速交会对接技术完成了这

一壮举。

采用标准模式交会对接，从货运飞船进入轨

道，再到追上空间站完成对接，整个过程大概需要

绕地球飞行 30 多圈，运行两天多的时间。而采用

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只需要绕地球运行 4圈，大大减

少了耗时。如此一来，载人飞船的快速救援、空间

站的应急维修、资源的供给调动都会更加灵活、及

时。掌握这项技术的目前只有俄罗斯和中国。

为了实现快速交会对接，研制团队突破了诸

多技术。原本，航天器远距离导引段需要地面干

预，如今这项工作完全交由航天器的星上计算机

自主运行。

发射和对接过程中会产生强烈的震动和撞

击，这将给运输物资中的精密仪器带来不小伤

害。如何保护这些娇贵的精密仪器，让他们顺利

完成太空任务？这就需要采用“软包装”来实现精

密仪器的装载、运送。

为此，研制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可控阻尼的控

制思路。“这种包装与传统的硬连接不同，它包裹在

泡沫或气囊袋里面，再一起固定在货架上，能为装

载对象提供一个柔软、高阻尼的分布式系统支撑，

从而起到良好的隔离减震效果。”庞之浩表示。

据了解，我国将于今年 9 月、10 月分别实施天

舟三号和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任务。飞行乘组也

将由 3 名航天员组成，在轨驻留 6 个月。届时，提

前出发的天舟三号会做好保障工作，迎接航天员

的到来。

发货到签收仅8小时，天舟二号这样送“快递”

这是距离地面约600千米的高空，没有水，没有空

气，取而代之的是强烈的宇宙辐射、紫外线、失重环境

以及空间站舱内仪器产生的噪音和长久的孤独感。

在影片《地心引力》中，2名航天员在出舱维修

飞行器时遭遇了太空碎片的高速冲击，空间站被

毁，2名航天员开始了太空版的“密室逃脱”。

在现实的空间站中，航天员通常会遇到哪些

危险？如何才能顺利逃脱呢？

对于一名合格的航天员来讲，通过严格的选

拔和训练是应对未知风险的第一步。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孙志斌

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在空间站生存，需要克服失

重、超重、孤独、宇宙射线、火箭发动机的噪声和空

间碎片撞击航天器等一系列艰难险阻。因而，空

间站生活和工作对航天员的生理和心理素质有着

非常高的要求。

“所以，在进入太空之前，航天员要经过严格

的选拔和训练。”孙志斌说，“地面上也会提前准备

好上百种预案以应对太空上的种种风险，力求把

空间站上可能出现的问题扼杀在摇篮里。”

航天员怎么选拔？一般来说，航天员在选拔

环节通常要经过基本资格审查、临床医学检查、生

理机能选拔、心理选拔、特殊环境因素耐力和适应

性选拔等。具体操作阶段，又细分为预选、门诊检

查、住院检查、特殊环境因素检查等。其中，特殊

环境因素耐力选拔要进行低气压与缺氧耐力检

查、最大体力负荷检查、振动力检查等。

在载人航天初期，航天员都是从空军中挑选

优秀的飞行员或试飞员。因为飞行员具有高空作

业能力和经验，在紧急情况下有快速反应和处理

问题的应变能力。

据透露，中国第一代航天员全部选自空军战

斗机飞行员。他们都有近千小时的飞行经历，具

有高超的飞行技术，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强健的

身体、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反应能力。

经历过层层选拔淘汰后，航天员将开始进入

密集的训练阶段。

这一阶段的培训主要是为了帮助航天员掌

握各种太空生存技能，如适应太空环境独特的吃

喝拉撒睡技能，以及如何锻炼身体、穿脱航天服、

维修飞行器、升高或降低空间站运行轨道等。

航天员还要学习如何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长

期默默工作，适应太空生活、工作的规律和节奏。

飞行任务训练也必不可少，如出舱活动训练、交会

对接训练等。“航天员还要学习基本的科学设备操

作技能。”孙志斌说。

进太空前进太空前，，先通过严格的选拔和训练先通过严格的选拔和训练

尽管已经接受了严格的训练，进入太空之后，

航天员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意料之外的危险。比

如，空间站被太空中的碎片碰撞、太空舱发生火

灾、燃料和食物耗尽、航天员出现健康问题等。

在这种情况下，天地协同是防范和化解风险

的重要举措。

比如，建立针对航天员的天地一体医疗诊治

体系。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制定长期飞行疾病谱，

建立在轨诊治能力模型，配置医学监测与诊疗设

备及药品。飞行前，实施医学隔离与放飞检查；飞

行中，采取定期与按需相结合的医监模式，建立在

轨健康评价与维护技术，应用药物与非药物相结

合、特色中医药等医学技术，保障航天员健康。

“在地球上，人们可以每年做一次体检。但是在

空间站，航天员的身体状况需要被24小时监测，一旦

有异常变化，地面会及时提供干预方法。”孙志斌说。

此外，天地协同的机制也在规避太空碎片风

险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地面工作人员提前监

测到碎片正在飞向空间站，就会给航天员发送指

令。航天员在收到指令后，会操作飞行器变轨，或

地面直接发送变轨指令，通过升高或降低空间站

的运行轨道来躲避碎片撞击。”孙志斌说。

遇到险情遇到险情，，及时与地面沟通及时与地面沟通

当危险真的来临时，临危不惧是航天员应对

危机的必备素质。

当年，“阿波罗 13 号”飞船执行登月飞行任务

时，服务舱发生爆炸，但由于航天员临危不乱、坚

毅果敢的处理，最终转危为安。

孙志斌也表示，面对棘手的情况，航天员不能

紧张，应该冷静处理，“如果情况非常危急，航天员

可以进入返回舱待命，做好返回地球的准备”。

但返回地球的旅程也可能发生意外。1971年

6月，苏联的“联盟 11号”飞船搭载着 3位航天员升

空。3 位苏联航天员在“礼炮一号”空间站停留了

23天 18小时 22分。他们顺利完成科学实验，获得

很多珍贵资料和数据，还成功实施了 2次在轨对接

任务。

3 名航天员准备返回，但不幸的是，当返回舱

与轨道舱分离时，返回舱的压力阀被震开，密封性

被破坏，导致航天员所在的返回舱内空气快速泄

漏，舱内迅速减压。

事后，苏联政府对事故进行了调查，结论是

“联盟号”飞船的设计存在缺陷。由于飞船座舱空

间过于狭小，为了容纳 3 位航天员，他们必须脱掉

航天服才能坐得下，这让航天员在升空和返回时

暴露于风险之中。后来，“联盟号”升级，安全性增

强，苏联政府也要求航天员在升空和返回地球时

必须穿着航天服。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伟波等人表示，

随着技术进步及对人在空间生理、心理和行为特

性研究的逐步深化，特别是随着空间站规模的不

断扩大和飞行经验的积累，航天员在空间站长期

驻留的保障技术水平越来越高。

“航天员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他们都有强烈

的事业心和了不起的牺牲精神。”孙志斌说。

面对太空危机面对太空危机，，他们临危不惧他们临危不惧

太空生活太空生活““危机四伏危机四伏””
航天员怎样才能化险为夷航天员怎样才能化险为夷

孙志斌表示，空间站上通常会准备充足的物

资。“在食物和燃料消耗殆尽之前，地面会发射货

运飞船给空间站和航天员补充物资。”

“航天员在天上飞，地面上也没有闲着，时时

刻刻监测着空间站和航天员的状况。”孙志斌说。

当然，历史上也有比较“惨”的航天员。1991

年 5月，苏联航天员克里卡列夫飞向太空。让克里

卡列夫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当他和另一个同伴在

太空兢兢业业工作时，他的祖国苏联解体了。各

国乱成一团，竟然忘了太空中还飘荡着苏联的航

天员。无家可归的 2 名航天员被迫滞留太空。直

到美国向他们运送了一批基本物资，他们才没有

饿死。1992 年 3 月 17 日，滞留天空近一年的克里

卡列夫终于被接回了地球。

“总之，遇到危险时，航天员可及时与地面沟

通，得到地面上的帮助和支持。”孙志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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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讯 （记者周润健）最美“星月童话”又要登场啦！天文

科普专家介绍，6 月 12 日傍晚，“金星合月”美丽天象将现身天宇。

届时如果天气晴好，公众面向西北方低空，凭借肉眼就可欣赏到明

亮金星与蛾眉弯月近距离相依相伴的浪漫一幕。

被誉为最美“星月童话”的“金星合月”，有时发生在黎明前，有

时出现在黄昏后。作为夜空中最显眼的天体，月亮与金星在视觉

上的“亲密一刻”非常值得一观。

天津市天文学会副理事长李梅丛介绍，进入 6月，金星日落时

位于西北方低空，亮度约-3.8 等，可以观测。仲夏时节，在晚霞的

衬托下，有着美神“维纳斯”之称的金星显得风姿绰约，分外妖娆。

李梅丛提醒说，12 日日落后不久，像反着大写英文字母 C 的

蛾眉月现身低空，精致而优雅。弯月右下方不远处，就是闪着银色

光芒的金星。

此时此刻，在落日的余晖中，在晚霞的映衬下，星月相伴，竞放

光芒，像是一幅铺展在天边的风景画。由于周围没有其他特别明亮

的天体，这幕浪漫动人的“星月童话”清晰度极高，视觉效果非常好。

大约在日落后一个半小时左右，月亮和金星将会双双沉入地平

线以下。因此，观看此美景和喜欢天体摄影的朋友，要抓紧时间。

除了太阳和月亮，一般说来，金星是天空中最亮的天体。金星

属内行星，有盈亏现象，有条件的公众用小型望远镜观察它，会发

现金星呈“半月”形态，像一颗小月亮一样。

李梅丛介绍说，金星被视为地球的“孪生姐妹”，这是因为它们

的大小、质量和密度非常接近。这两颗行星如此相似，为什么生命

出现在地球上，而没有出现在金星上，这是因为金星上的环境非常

恶劣，不适宜生命存在。

最美“星月童话”点亮仲夏之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