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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阳系中，有 2 个围绕太阳运动的小行星环绕带，一个是小行星带，

另一个是柯伊伯带。小行星带距离地球较近，介于火星和木星轨道之间，

目前 98.5%的小行星均发现于此。安分守己地环绕太阳运行的小行星是不

可能撞上地球的。那些与地球偶遇的小行星，指的是近地小行星，即那些

轨道与地球轨道相交且与太阳距离在 1.3 个天文单位以内的家伙，它们大多

来自小行星带。

如果小行星质量足够大，并且轨道与地球相交，最后必定会冲破千米以上

的大气层，与地球“亲密接触”。目前地球上已经发现了很多小行星撞击产生

的陨石坑。

小行星进入大气层带来的高温会产生大量一氧化氮，若此位“访客”富含

硫酸盐或碳酸盐，则可能产生大量氮氧化物和碳氧化物，会直接对生物机能产

生影响，可能还会形成酸雨。小行星撞击严重时，甚至会破坏臭氧层，影响人

类健康、农作物生产以及水生生态系统。

除此之外，小行星还会给地球带来哪些危害呢？

光热辐射：酷似核爆炸现场

在近地小行星与地球“接吻”瞬间，如同明星闪亮登场，“热度”剧增，光芒

耀眼。以超高速运行的小行星本身具有超高压和超强高温特性，撞击地表瞬

间形成的炽热火球在冷却时将发射出光热辐射能。

因光的传播速度最快，每秒可达 30 万千米，所以光辐射最先造成杀

伤。撞击瞬间酷似核爆炸场景：超高温、超高压火球伴随着强闪光。随着

火球膨胀和向外扩展，不断发射紫外、可见光和红外波段组成的辐射；撞击

产生的强光会瞬间点燃撞击点附近的物体，横扫一切可燃物。人类眼睛在

受到强光照射后，眼球视网膜中的感光色素会迅速分解，角膜和虹膜遭受

伤害，从而使视网膜对暗光的敏感性迅速下降，出现视觉障碍或完全失明，

即闪光盲。

此外，快速移动的物体与地球表面碰撞时，会产生大量热量。小行星飞行

速度超过 15千米/秒，相当于我国小口径自动步枪子弹出膛速度的 15倍左右，

撞击产生的火球，温度可达数千摄氏度，可将被撞击的岩石和泥土等熔化、气

化。此时地面场景如同涌动的岩浆，热辐射能够灼伤皮肤，造成眼角膜和视网

膜灼伤，吸入炙热空气可导致呼吸道烧伤，还能使物资器材等熔化、灼焦、炭化

和燃烧，形成大面积火灾，造成人员物资的间接损伤。

冲击波：产生最恐怖的暴风

光热辐射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冲击波，撞击产生的巨大能量急剧压缩周围

空气，产生最恐怖的暴风，巨大压强差的存在会导致生物器官损伤，造成死亡，

并引起大规模的扬尘。

紧随冲击波之后的是狂风大作，极容易造成人口伤亡与失踪，以及房屋、

车辆、船舶、树木、农作物以及电力设施等的破坏。

历史上，有过记载的著名小行星撞击事件当数通古斯大爆炸。据记载，

1908年 6月 30日通古斯大爆炸发生后，西伯利亚的地震站记录到了地震扰动，

远在 5614 千米外的英国也检测到了持续 4 小时的磁场扰动，在接下来的几天

里，欧洲南部远至波尔多都出现了白夜。

而 2013 年 2 月 15 日，在俄罗斯车里雅宾斯克上空 29.7 千米，直径 18 米的

小行星高空爆炸形成的冲击波和碎片，让当代人类切身感受到地外天体超强

冲击的破坏力，该小行星空爆尚未直接撞地就能够引起 5000平方公里内窗户

受损，造成 1500 多人受伤，这些人多数都是被冲击波超压作用下的玻璃碎片

所伤。

地震：导致火山爆发和海啸

地震也是小行星冲击的另一个“副产品”。中国地处印度、欧亚、太平洋和

菲律宾海等板块相互作用的交接部位，发育着众多活动断层，目前已知的主要

活动断层就有 400 余条，我国大陆许多城市都处于主要活动构造带或地震多

发区。小行星撞击地球后，在撞击点周围区域会产生巨大的地震效应并伴随

着撞击成坑，对撞击区域及周边一定范围造成毁灭性破坏。此外，小行星撞击

地球引起海洋和大陆板块在地幔对流力的作用下不断推拉，改变大陆板块的

运移，影响地球浅部和深部地质结构，可能诱发全球性大规模火山爆发和大规

模板块运动引起的超级地震。

海啸是小行星撞击地表海洋区域的地震波动效应所致。海啸传播到海

岸，通常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滨海、岛屿或海湾的海水出现异常退潮或河流

没水现象，随后海水又突然席卷而来，冲向陆地；二是海水陡涨，突然形成几十

米高的水墙，伴随隆隆巨响向滨海陆地涌来，然后海水又骤然退去。

如果小行星撞击发生于陆地，剧烈地震产生的抛射物在空气中急速抛

射燃烧，可能带来大范围火灾，产生的尘埃可能会一直弥散在大气层上空，

影响大气透光率和植物光合作用，引起全球气温骤降；如若撞击海洋区域，

大量水汽注入中层大气中，水蒸汽在中层大气温度下会很容易凝结，形成

硫酸型气溶胶，长期滞留在平流层，长达数年的“遮天蔽日”对生物来说，将

是灭顶之灾。

（据中国国家天文公众号）

小行星撞击地球

人类将面临这些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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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6 日，神舟十三号返回舱乘着春风，

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神舟十三号航天员

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安全顺利出舱。神舟

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出发时，胡杨正金黄；归来季，大漠新芽

初绽。6个月间，这些画面熠熠生辉。

夜赴天河

“5，4，3，2，1，点火！”零号指挥员的口令

声在发射场区上空响起。

2021 年 10 月 16 日 0 时 23 分，长征二号 F

遥十三运载火箭拔地而起，托举着神舟十三

号载人飞船直刺苍穹。

巨大的轰鸣声响彻天地间，不远处弱水

河静静流淌。这是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首次

从应急备份状态转为正常发射状态。有“神

箭”美誉的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是我国唯一

一型载人运载火箭。

约 582秒后，船箭分离。酒泉卫星发射中

心宣布，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进入预定轨道，

飞行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双人芭蕾”

此时，距离地球400公里处，天和核心舱和

天舟二号、天舟三号组合体静待“家人”到来。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指挥大厅，人

们看到神舟十三号与空间站组合体上演了

“双人芭蕾”——

飞船独自游弋在低空，在制导导航与控

制（GNC）系统指挥下寻觅“舞伴”踪迹。

发现空间站组合体位置后，飞船绕飞、

调姿动作一气呵成，以竖直姿态瞄准天和

核心舱径向端口，宛如一位亭亭玉立的舞

者。

随着对接机构顺利捕获、锁紧完成，两位

“太空舞者”轻轻牵手、紧紧相拥。

发射约 6.5小时后，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

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与天和核心舱对

接，顺利完成我国载人飞船在太空实施的首

次径向交会对接。

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从返回舱来到轨

道舱，打开天和核心舱舱门，开始为期 6 个月

的太空生活。

成功出舱

2021 年 11 月 7 日，阔别天河 13 年后，翟

志刚的声音再度由太空传回地面：“我已出

舱，感觉良好！”

“我一会儿出舱，感觉良好！”王亚平说。

身着新一代“飞天”舱外航天服成功出舱的

她，迈出了中国女性舱外太空行走第一步。

当翟志刚、王亚平回到舱内时，叶光富张

开双臂拥抱两位战友。

1 个多月后，叶光富、翟志刚先后从天和

核心舱节点舱成功出舱。

两次出舱，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圆满

完成全部既定任务。

太空授课

透明的液球飘在半空中，王亚平用一根

小棍点在液球上，球体瞬间开始“结冰”，几秒

钟就变成通体雪白的“冰球”。

这一幕并非发生在“魔法世界”，而是在

中国空间站第二次太空授课的课堂。

在轨驻留期间，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

化身“太空教师”，为地面中小学生带来两次

精彩的太空授课。

2021年12月9日，中国空间站首次太空授

课。来自北京、广西南宁、四川汶川、香港、澳

门等地的中小学生，在同一时刻看到了不可思

议的景象：微重力环境中，细胞在荧光显微镜

下跳动；叶光富用手画圈，就能凌空转身；把折

好的纸花放在水膜中，纸花会自顾自绽放……

2013年，王亚平在天宫一号里为全国6000

余万名师生成功进行了一堂长达40分钟的太空

授课，激发了很多青少年探索太空的好奇心。

送别天舟二号

回家前，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迎来了

一次分别。3 月 27 日，天舟二号撤离空间站

核心舱组合体。与空间站分离后，天舟二号

充分利用飞船推进剂余量，成功实施了货运

飞船与空间站 2小时快速交会试验。

3月31日，天舟二号受控再入大气层销毁。

北京飞行控制中心天舟二号任务副总师

姜萍说，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提前将废弃

物打包封装好，放到天舟二号“货架”上，一并

再入大气层烧毁。

回溯“太空出差”183天精彩瞬间
◎新华社记者 黄一宸

4月 16日 9时 56分，随着神舟十三号载人

飞船返回舱缓缓降落在东风着陆场，神舟十三

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成功，这也标志着中国空

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任务就此圆满收官。

打破多项纪录、实现众多“首次”的神舟

十三号刷新了中国航天的新高度。此次我国

航天员“太空出差”较以前的任务究竟有哪些

不同？

从 2021年 10月 16日出发，到 2022年 4月

16 日安全着陆，“太空出差”三人组在中国空

间站度过了 6个月的时间，驻留时间相比神舟

十二号乘组的 3个月足足延长了一倍，创造了

中国航天史上新的太空驻留时间纪录。而待

我国空间站全面建成后，6个月的时长也将成

为我国空间站的常规轮换周期。

但为什么是 6 个月？航天员就不能在空

间站多住一段时间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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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杨宇光向科技日报记者解释道，6个月的轮

换周期其实是综合各方面考虑后的结果。

首先，是对航天员身体情况的考虑。杨

宇光指出，失重环境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会随

着失重时间的增加而逐渐增大。空间站中的

太空跑步机、太空自行车等健身设备，便是为

帮助航天员克服失重环境带来的肌肉萎缩、

骨质流失等负面影响所设置的。中国载人航

天工程航天员系统总设计师黄伟芬也曾表

示：“长期处于失重环境对人体的心血管系

统、肌肉和骨骼系统等影响效应更加凸显，出

现应急医学问题的概率将增高。”

杨宇光表示，目前我国对于航天员长期

驻留空间站的经验相对较少，对长期驻留带

来的相关健康问题仍在不断摸索研究阶段。

因此，6个月的驻留时间是较为稳妥的选择。

此外，除了航天员需要换班休息，载人飞

船同样也要轮换。由于长时间暴露在太空辐

射中，载人飞船部分电子元器件受到的辐射

剂量随时间积累，在轨时间存在上限。而 6个

月的任务时长能够保证飞船各项指标均处于

相对稳定的状态，一旦飞船在太空中暴露时

间过长，则可能产生无法预估的风险。杨宇

光表示，6个月左右的换班周期也是国际通行

做法。

当然，这一国际通行做法也并非没有例

外，宇航员也有“加班”的情况——半个月前

刚刚从国际空间站返回的美国宇航员马克·
范德·海，便在空间站中驻留达 355 天。但据

杨宇光介绍，航天员在轨驻留长达一年的情

况较为少见，也并非常态。即使出现个别航

天员长时间驻留的情况，载人飞船同样也会

换班，“新的乘组来访换班时，旧乘组就会把

旧的飞船开回去，留下新到访的飞船。”杨宇

光说。因此，即使航天员可以连续驻留近一

年时间，飞船也是要“到点打卡下班”的。

“太空出差”为啥是6个月

从北京时间 4 月 16 日 0 时 44 分，神舟十

三号载人飞船与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成功

分离，到当日 9时 56分返回舱成功着陆，整个

返回过程仅耗时约 9小时，大致相当于乘高铁

从北京去往广州的时间。

在此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载人飞船

系统项目技术副经理邵立民介绍神舟十三号

任务时便曾提到，神舟十三号将首次实施快

速返回，进一步提升航天员的舒适性及任务

实施效率。要知道，神舟十二号返回时，从飞

船与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分离，到其安全

降落在东风着陆场，大约花费了 28.5 小时。

当然，其中包括了神舟十二号飞船返回时验

证径向交会对接技术所花费的 4.5 小时。如

果去掉这部分时间，整个返回过程则刚好约

为 24 小时。返回舱内部空间狭小，3 名航天

员要“挤”在里面 24 个小时动弹不得，这无疑

是对航天员身体和心理的双重考验。

从 28.5小时到 9小时，快速返回快在了哪

个环节？

我们不妨先来回顾一下神舟十二号的返

回过程。神舟十二号飞船在与中国空间站脱

神十三返回怎么能这么快

在不久前的全国两会期间，中国载人航

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利伟曾被问及普通人未

来是否有机会进入中国人自己的空间站，他

自信地表示：“只要有这种需求，我们的资源

允许，技术不是问题。”

而就在大约 10天前，美国东部时间 4月 9

日，在近 21个小时的飞行后，美国太空探索技

术公司“奋进号”龙飞船顺利抵达国际空间站

并成功完成对接。“奋进号”龙飞船上搭载的

是全球第一个到访国际空间站的“私人宇航

团”。他们将在国际空间站驻留 8天左右。

虽然此前也曾有普通人到访国际空间

站，但通常仅作为乘组随行人员进行短暂停

留。而此次则是第一次由全私人乘组驾驶私

人航天器前往国际空间站，可以说是一次真

正意义上的“自费出差”。与此前单纯的私人

太空旅游不同，该团队此次有着明确的科研

目标——他们将在国际空间站开展约 100 小

时的多学科研究，包括天体物理学、光学、通

信、生物、医疗保健、神经病学等。

当然这早已不是普通人第一次上太空，

但相比只是为了“到此一游”的太空旅行，常

态化的私人团队进入空间站开展研究是否真

的可行呢？

私人团队进入空间站开展研究，第一道

要跨过的门槛便是昂贵的“差旅费用”。以此

次“奋进号”龙飞船为例，除担任指挥官的美

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退役宇航员、美国

公理航天公司副总裁阿莱格里亚外，其余 3人

每人需要支付约 5500万美金（约合人民币 3.5

亿元）的“船票”。而发起此次任务的美国公

理航天公司，则要向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支付巨额的运输费用，以及向 NASA 支付国

际空间站使用费用。

但即使如此，也并不意味着人人都可以

进入空间站。事实上，普通人在进入空间站

进行一定时间的驻留前，要进行严苛的身体

训练，如高原适应训练、离心机训练、微重力

和模拟器训练、紧急演习等。尤其是要让身

体适应飞船起飞、降落时强大的重力加速度

和空间站中长时间的失重状态。

而除可能面临的生理健康问题外，空间

站环境相对狭小、封闭，且夹杂着复杂的噪

声、振动等，常常会使长期生活、工作在其中

的航天员产生心理健康问题。而这些都需要

通过前期训练来克服。

此外，如果想在空间站内从事科研活动，

则还要学习掌握各类相关的理论知识和操作

规程。只是相对于动辄驻留半年且任务繁重

的航天员来说，普通人进入空间站所需的训

练时长将有所降低。

根据《2021中国的航天》白皮书显示，“十

四五”期间我国将培育发展太空旅游。杨利伟

也认为，商业航天将是未来航天产业发展的一

大趋势。从工程角度来讲，更多不同性质的企

业参与进来，也将对航天产业发展产生助力。

非专业人士进空间站要做哪些准备

离后，并没有着急启动返回程序。而是先绕到

了空间站天和核心舱的下方，与径向对接口靠

拢，对径向交会对接的各项技术进行验证。也

正是有了神舟十二号的“铺路”，神舟十三号在

交会对接时首次成功采用径向交会对接技术，

为后续空间站全面建成、运行奠定了基础。

验证任务结束后，神舟十二号便进入了绕

地环绕阶段。简单来说，便是围着地球不停绕

圈。杨宇光解释道，绕圈是为了寻找一个合适

的“窗口期”。由于载人飞船携带的燃料有限，

返回时无法主动调整轨道面来对准着陆场所

在区域。因此，只能让着陆场“主动瞄准”飞

船。由于地球自转和飞船运行轨道的限制，这

样的机会每绕一圈只有一次。而飞船连续不

断地围着地球绕圈，便是为了寻找一个时间、

气象等条件都处于最佳的返回“窗口期”。神

舟十二号返回时，在这个阶段花费了大量时

间，它绕地球转了大约 11圈，每转一圈便要消

耗1.5小时。因此，尽可能地减少“绕圈”次数，

便是此次神舟十三号快速返回的关键。

杨宇光介绍，通过对最佳返回“窗口期”

的精密计算，神舟十三号能够对脱离空间站

的时机进行提前安排，从而保证飞船脱离空

间站，进入绕地轨道后不久，东风着陆场便可

“瞄准”飞船，省去了大量绕地时间。据了解，

此次神舟十三号在这一阶段仅绕行地球 5 个

圈次。“这整个过程需要一系列的复杂操作，

因此必须保证该技术成熟稳定后，才可进

行。”杨宇光认为，快速返回技术的应用也是

我国航天事业不断走向成熟、强大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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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翟志刚员翟志刚、、王亚平王亚平、、叶光富叶光富（（左至右左至右））安全顺利出舱安全顺利出舱（（拼版照片拼版照片）。）。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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