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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法羲和驭天马，志在长空牧群星。“羲

和”是上古神话中的太阳女神与制定时历的

女 神 。 10 月 14 日 ，以“ 羲 和 ”命 名 的 我 国 首

颗 太 阳 探 测 科 学 技 术 试 验 卫 星 在 太 原 卫 星

发射中心成功发射，这标志着我国正式步入

“探日”时代。作为中国卫星史上第一位太

阳 专 属 的“ 摄 像 师 ”，“ 羲 和 号 ”开 创 了 多 个

“首次”。

“羲和号”发射任务完成之后，南京大学研

发团队即刻与卫星系统、测控系统和地面系统

团队联合开展“羲和号”的在轨测试工作，近期

将获得首批观测数据，在进行科学标定处理后，

向国内外公布。

自上世纪 6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已经先后

发射了 70多颗太阳探测卫星。例如，1990年发

射、首次实现太阳极轨探测的“尤利西斯”号探

测器；2018 年发射、首次对太阳进行最近距离

（9 个太阳半径）抵近探测的“帕克”探测器；

2020 年发射、计划首次获取太阳极区图像并近

距离探测太阳风等离子体、高能粒子的“太阳轨

道飞行器”等。

人类为何对太阳如此着迷？“羲和号”科学

与应用系统总设计师、南京大学副教授李川告诉

科技日报记者：“太阳是距离地球最近的恒星，是

唯一可以实现高时空分辨率观测的恒星。它是

我们了解宇宙的一个窗口，通过对它的观测和研

究，可以了解一些基本的天体物理过程，比如磁

场的产生和演化、粒子的加速和传播、天体爆发

的物理机制等。其次，太阳爆发活动是灾害性空

间天气的源头，观测和研究太阳，对灾害性空间

天气的预警和预报有重大的应用价值。”

那么，探测太阳的卫星与探测月球、火星的

卫星又有何不同呢？李川介绍：“由于太阳的辐

射非常强，在地球轨道处的辐射强度为每平方

米 1.36 千瓦，因此‘羲和号’上的太阳空间望远

镜首先需要考虑的是温度控制，要通过滤光镜

仅让所需要的波段进入望远镜系统，再通过相

关热控技术将望远镜系统控制在工作温度范围

内；另外，还需要重点考虑杂散光抑制，通过涂

层、光阑等方式将系统内的散射光降到最低。”

Hα是研究太阳活动在光球和色球响应时

最好的谱线之一，“羲和号”将在国际上首次实

现对太阳 Hα波段光谱成像的空间探测。“Hα线

翼反映了太阳光球层信息，而线心则反映了色

球层信息。一条谱线的光谱成像可获得光球和

色球不同层次的信息，相当于给太阳做了一个

纵切面的分析。”李川说。

首次开展

太阳 Hα波段光谱成像空间探测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相关负责人介绍，

传统卫星采用平台舱和载荷舱固连的设计方

法，因此平台舱活动部件的振动不可避免地会

传递至载荷舱，造成载荷舱内望远镜观测质量

的下降。

此次“羲和号”卫星研制团队在国际上首次

采用了“动静隔离非接触”总体设计新方法，将

飞轮、太阳帆板等微振动源集中于平台舱，将太

阳 Hα光谱仪放置于载荷舱，并首次在轨应用磁

浮控制技术和执行机构将平台舱与载荷舱进行

物理隔离。

“磁浮作动器”是磁浮控制重要的一环，

也 成 为 了“ 羲 和 号 ”载 荷 舱 的“ 维 稳 担 当 ”。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相关负责人介绍，为

了让磁浮作动器拥有高精度、大带宽、自身无

干扰等能力，团队采用闭合磁路优化设计，成

功实现了磁场高均匀性，达到了大带宽隔离

平台舱挠性与微振动干扰的效果；通过低噪

首次采用

“动静隔离非接触”总体设计新方法

空间站可以服务于教育

活动、生物学、生物技术、地

球与空间科学、药物研发和

物理学等领域，空间站获得

的实验数据也有利于提出新

的科学思想，或提出用于长

期太空飞行任务和地面测试

的新假设。

载荷舱和平台舱处于非接触状态，传统的

供电方式无法满足能源传输需求。如何解决载

荷舱的能源获取问题？又该怎样实现整星的能

源分配？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 811 所（以下简称

811 所）研制团队经过多番论证与比对，提出了

磁感应耦合式无线能量传输技术，首次在卫星

上实现大功率、高可靠、高效无线能源传输技术

的应用。

“从能量输入到能量输出，整个链路的综合

转换效率达到 80%以上，在磁场耦合部分，磁传

输效率达 95%以上，实现了高效低热耗的能量

传输。该技术的应用，让星上无线能源传输技

术得到了充分的验证，并为其他型号无线能源

传输技术的应用奠定了基础。”811 所“羲和号”

无线传输子系统主任设计师张俊亭说。

根据卫星在轨对能源不间断的需求、卫星

工作状态及轨道光照等特点，811 所研制人员

对卫星电源系统的“大脑”电源控制器也进行了

升级。

811 所“羲和号”电源子系统主任设计师

周成召说：“团队将原来分散的能量收集、储

存、控制与分配管理模式，升级为一体化的智

能管理模式，解决了平台舱和载荷舱联合供

电、分舱供电及太空中能源传输技术难题，在

为载荷舱提供源源不断能量的同时，大大提升

了在轨故障的处置及应变能力，为卫星在轨寿

命提供了保证。”

此外，卫星采用激光通信和微波通信两种

“互为备份”的无线通信方式，在两舱之间架起

5G 高速通信通道，进一步提升了舱间通信的效

率和可靠性。

首次实现

卫星大功率、高可靠、高效无线能源传输

◎实习记者 孙明源

声、低纹波、高精度功放驱动电流精密控制，

实现了超高精度驱动电流输出，控制精度较

传统方式高出两个数量级，确保了太阳空间

望远镜等载荷可获得超静、超稳的工作环境，

极大拓展了望远镜等载荷的探测能力和适用

范围。

北京时间 2021 年 10 月 16 日 0 时 23 分，中

国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搭

乘长征二号 F 遥十三运载火箭发射升空，乘组

成员包括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 3 名航天员。

“中国神箭”又一次离弦，引发了全国的关注。

神舟十三号的主要使命之一，是让中国空间站

完成人员“换班”。

10月 16日 9时 58分，三名航天员成功进驻

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这意味着中国空间站

开启了有人长期驻留时代。

事实上，任何空间站在进入常规化运行后

都会面对持续挑战。国际空间站已经和这些

挑战打了二十多年交道，中国空间站也必然绕

不过这些困难。神舟十三号的发射既是阶段

性胜利的“礼炮”，也是中国空间站进入长跑

的“剪彩”。

航天员进行多领域科
学实验不会“手忙脚乱”

空间站的主要使命之一，就是在太空当中开

展科学实验。以 6月 17日发射的神舟十二号为

例，当时的飞船除了把聂海胜、刘伯明和汤洪波3

名航天员送上中国空间站以外，还搭载了航天育

种、空间生物实验等10余个科研项目。此次神舟

十三号实现航天员换班之后，翟志刚、王亚平、叶

光富也将在空间站继续进行科学实验工作。

空间站可以服务于教育活动、生物学、生物

技术、地球与空间科学、药物研发和物理学等领

域，空间站获得的实验数据也有利于提出新的

科学思想，或提出用于长期太空飞行任务和地

面测试的新假设。可以预见的是，在中国空间

站接下来的工作当中，会有大量来自不同领域

的科研数据问世。

面对来自众多领域、专业性极强的科学实

验，3 名航天员会不会忙不过来？国际宇航联

空间运输委员会副主席、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二

院研究员杨宇光解释说，目前天和一号核心舱

主要进行微重力试验和空间医学与生物学研

究，科学实验暂时还未涉及太多领域。此外，3

名航天员都进行过充分的训练，每天的工作都

有周密细致的安排，且都经过了应对突发情况

和非正常情况的高强度训练，尽管工作很繁忙，

也不会出现“手忙脚乱”的情况。

空间站运行与维护还
需久久为功

空间站并不是个绝对安全的地方，预警是

常态化运行的必要条件。杨宇光解读说，空间

站在轨会遇到空间碎片以及微流星的碰撞威

胁。对于较小的碰撞，空间站在结构设计上就

考虑了加固措施，对于较大的碎片，主要依靠地

面观测，精确测定其轨道，一旦出现碎片与空间

站碰撞概率高于一定数值的情况，空间站会采

用轨道机动的方式进行规避。

除了碰撞危险，辐射也是空间站的可能威

胁之一。

杨宇光表示，载人空间站一般高度不超过

500 公里，处在范·艾伦辐射带的内辐射带以

下，所以整体而言辐射不是非常严重。但在经

过南大西洋地磁异常区时，辐射会比其他区域

严重。

地面会通过各种方式严密监视由于太阳活

动和其他因素造成的空间辐射强度变化，保证

航天员以及空间站内设备在轨期间所承受的辐

射剂量在可承受的范围内，且空间站本身的金

属壳体对辐射有较好的屏蔽作用，正常情况可

以确保空间站及航天员的安全。

这些形形色色的危机，都需要太空和地面

工作人员的持续应对。但是在太空当中，意外

情况时有发生，预警再充分也不可能完全避免，

因此维护空间站也是航天员的必备技能。2007

年 2 月，国际空间站的航天员多次出舱并进行

长达数小时的太空漫步，就是为了修复一些损

坏的仪器，维护空间站的安全、平稳运行。

中国空间站是模块化空间站系统，按计划，

中国将在 2021 年至 2022 年期间择机进行 12 次

飞行任务，发射多艘天舟货运飞船、神舟载人飞

船、空间站实验舱（问天）和实验舱Ⅱ（梦天）与

空间站对接，以完成中国空间站的建设。中国

空间站的建成并非一日之功，未来的运行、维护

等也将是一条漫长的道路。

中国空间站开启有人长期驻留时代

““羲和羲和””追日追日
这些高科技将让它的这些高科技将让它的““首拍首拍””超精超稳超精超稳

作为中国卫星史上第一位太阳专属“摄像

师”，研究人员为“羲和号”的太阳 Hα光谱仪设

计了很多观测方式，有时需要对太阳进行平场

定标，即需要控制卫星姿态依次指向太阳圆盘

的 9 个不同区域；有时需要控制卫星姿态对太

阳进行连续的摆扫观测；有时需要对卫星进行

暗场定标，即控制卫星姿态指向空间特定区域。

“平台舱好比是飞机，控制分系统就是驾驶

员，需要保证飞机稳定运行在航线上，载荷则是

乘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控制所“羲和号”

卫星平台舱控制分系统行政指挥林荣峰打了个

比方，尽管“乘客”很挑剔，但研发团队通过 5种

不同的指向模式设计，及时响应和切换，使平台

舱可以轻松应对载荷的多种工作需求，保证对

太阳的稳定连续观测。

此外，“羲和号”的载荷舱和平台舱具备锁

定和解锁两种状态。“当两舱锁定时，对平台舱

的控制实际上就是对整星的控制。但一旦两舱

解锁，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八院控制所“羲和号”卫星平台舱控制分系统技

术负责人聂章海说，“载荷舱与平台舱存在相对

运动，平台舱必须实时跟踪载荷舱，但两舱间隙

只有 5 毫米，平台舱在跟踪载荷舱运动时还要

注意绝对不能让两舱之间发生碰撞。”

如何实现两舱协同控制？无数次的攻关、

测试后，“羲和号”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载荷舱

主动控制、平台舱从动控制”的新方法，解决了两

舱姿态和位置动力学耦合问题，实时、动态地将

姿态控制力和位置控制力分配至对应的大带宽

超高精度磁浮作动器，实现了两舱的稳定控制。

首次提出

“载荷舱主动控制、平台舱从动控制”

““羲和号羲和号””太阳探测科学技术试验卫星太阳探测科学技术试验卫星 雷春鸣雷春鸣摄摄

2007 年，快速射电暴（Fast Radio Burst，FRB）首次被发现时，天文学家对

它一无所知，从未有任何理论预言过它的存在。这种来自宇宙深处的暴发可

以在几毫秒内闪现又消失。虽然每天都会有多个 FRB 从各个方向向地球奔

来，但它们大多都是单独发生，难以捕捉。

天文学家提出了各种想法来解释 FRB，从旋转中子星的巨型磁暴发，到

宇宙大爆炸遗留的宇宙弦，甚至还有正在进行星际跳跃的外星飞船。

近日，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在《自然》杂志刊文称，他们利用 500米口径球面

射电望远镜（FAST）探测到了一组有史以来最大的 FRB 数据集。根据论文，

他们共探测到了 1652次 FRB，超过了以往所有文献记载次数的总和。所有这

些短暂而明亮的暴发都来自 30 亿光年外一个矮星系中的一个未知 FRB 源。

除了显著增加目前已知的 FRB总数以外，此次观测到的 FRB能量分布范围也

非常大，同时具有一定的统计特征，为 FRB谜一般的起源提供了新的线索。

惊人发现源自首个重复FRB源

直到 2016 年，天文学家才发现第一个重复的 FRB 源，并将其命名为 FRB

121102。统计表明，不断增长的 FRB 记录中，大约有 20%会重复出现（即同一

个位置至少出现了 2次 FRB）。FRB 121102则是迄今为止被研究得最透彻的

FRB 源，它位于一个年轻恒星正在形成的星系中。FRB 121102 的行为很难

预测，其行为通常被描述为具有“季节性”。在 FAST 之前，科学家曾用其他望

远镜从这个源发现了约 350个 FRB。

上述论文第一作者、FAST 首席科学家李菂表示，由于 FAST 前所未有的

灵敏度，它能捕捉到其他望远镜无法观测的低能量脉冲。当该团队在 FAST

调试阶段进行观测测试时，他们发现 FRB 121102正处在活跃期，时常发出明

亮的脉冲。所以，他们决定每天抽出一小时对其进行观测。结果证明，暴发比

预期的密集得多。有时，大约每 30 秒就有一次 FRB 发生。从 2019 年 8 月 29

日到 10月 29日，他们用 59.5小时的观测时间共检测到了 1652次 FRB。

本次发现的 1652 个 FRB 分为两种：一种能量较高、一种能量较低。美国

西弗吉尼亚大学的天文学家邓肯·洛里默表示，这可能是由两种不同的物理机

制导致的。

然而，目前尚不清楚这些机制是什么。即便如此，因为这些 FRB 释放出

的能量如此之高，总能量达到了一颗磁陀星（一种磁场极强的中子星）可用能

量的 3.8%，并且这个源并没有表现出任何较短的周期性，这表明源在旋转或

在固定的轨道上运转。李菂认为，他的团队已经基本排除了 FRB 121102 来

自一个孤立致密天体（如旋转中子星或者一个黑洞）的可能性。

不过除此之外，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理论物理学

家戴子高表示，FRB 121102 仍然可能是一颗磁陀星，这是一种具有极强表面

磁场的特殊中子星。当磁陀星的外层在星体磁场突然变化的压力下发生改变

时，它就会发生“星震”。就像板块运动或小行星撞击都能引起的地球上的地

震一样。“当磁陀星时常被周围的小行星撞击时，它就可能发生多次星震，这也

是 FRB 121102可能存在的一个场景。”戴子高解释说。

仍需更多样本解开FRB形成之谜

“FAST非常适合对重复源进行深入分析。”洛里默说道。虽然并非为了寻

找 FRB 而设计，但 FAST 极高的灵敏度能让它观测到其他望远镜有可能错过

的天文现象。也正因如此，对于 FRB研究而言，FAST 最好和其他望远镜配合

使用，比如加拿大氢强度图谱实验射电望远镜（CHIME），其具有广阔的视野，

非常善于发现从头顶各个方向射来的 FRB。

李菂表示，FAST 将会继续监测 FRB 121102，同时调查其他重复源。他

还透露，他的团队正在研究一个尚未公开的源，它的行为比 FRB 121102“更

激进”。

洛里默表示，尽管我们已经观测到了很多 FRB 现象，但 FRB 理论仍然很

不成熟，下一步应尽可能多地确定这些 FRB 源所在的星系，就像李菂团队一

样尽可能多地对单个系统进行深度分析，或许还需要发现更多激烈重复源和

激进的独立 FRB，科学家们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开 FRB 的形成之谜，并为研

究这种高能、短期天体物理现象，打开一扇崭新的窗口。

（王昱编译，据《环球科学》）

59.5小时，1652次！

FAST打破快速射电暴观测纪录

新华社讯 （记者周润健）金秋十月，入夜后，热闹的夏季银河已渐渐西

垂。秋凉如水的夜晚，如果天气晴好，有兴趣的公众眺望夜空，会发现在南方

中天，有四颗星星以近乎“正方形”的组合出现，这就是北半球秋天标志性的

“秋季四边形”，也称“飞马座四边形”。

这个“秋季四边形”横跨两个星座，由仙女座的α星（壁宿二）和飞马座的

α星（室宿一）、β星（室宿二）、γ星（壁宿一）共同组成。

“这个‘四边形’方方正正的，像一间大房子。在古代，当人们看到这个‘四

边形’日落后正好位于南方中天时，正是丰收过后的秋末农闲时节。农民们会

利用这个时间修整房屋，很多人还会被朝廷征用，被派去建造宫殿等建筑，因

此这个‘四边形’中室宿两星被称为‘营室’，壁宿两星被称为‘东壁’，都和建造

房屋有关系。每到秋季，古人们看到夜空中的这个‘四边形’后，就知道要修补

房屋，堵上漏洞了，这样才算吃了‘定心丸’，才能保证度过一个温暖安全的冬

天。”北京市资深天文摄影爱好者王俊峰说。

除了赏心悦目外，“秋季四边形”还有更重要的定位和引导作用。“可以说

是一台‘天然定位仪’，通过它能找到秋季星空的其他星座，比如仙后座、仙王

座、英仙座等，也能找到秋季星空的最亮星——北落师门，是我们在进行天文

观测时候的好帮手。”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天文科普专家修立鹏说。

“秋季四边形”所在的飞马座，是全天面积排名第 7的星座，它象征的是希

腊神话中的天马珀加索斯。作为希腊神话中最著名的奇幻生物之一，这匹马

长有双翼，通体白色。

飞马座比较靠近黄道，它东面的白羊座和双鱼座以及西南面的宝瓶座和

摩羯座，都是位于黄道上的星座。在飞马座的区域内，有一个较亮的球状星团

M15, 它是已知最稠密的球状星团之一。“我们用 20厘米口径的望远镜就可以

看清它的外围区域内的百余颗明亮的恒星。”王俊峰说。

金秋时节，秋色正好，感兴趣的公众不妨选择一个晴朗的夜晚，带着孩子，

一起去复习一下夜空中的“几何学”，找找仙女座和飞马座，认识一下“秋季四

边形”。

天上有匹“飞马”，你了解吗

作为中国卫星史上第一

位太阳专属的“摄像师”，“羲

和号”开创了多个“首次”。

近期，“羲和号”将获得首批

观测数据。研究团队将在对

观测数据进行科学标定处理

后，向国内外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