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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今年 月 日，天宫二号已在轨正常运行 天。虽然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已达到两年在轨设计寿命，但目前其平台及

装载的应用载荷功能正常、状态良好。为进一步发挥空间应用效益， 月 日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运营管理委员会会议研究决定，天
宫二号在轨飞行至 年 月，之后受控离轨。

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可以被称为我国“最忙碌”的太空实验室，上面进行的各类实验多达 余项，是历次载人航天任务中应用
项目最多的一次。那么，“履职”两年来，天宫二号开展了哪些科学实验？取得了哪些科研成果？又有着怎样的重大意义？

天宫二号“履职” 天

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除
了验证航天员中期在轨驻留，
还安排了 14 项体现国际科学
前沿和高新技术发展方向的
物理学前沿科学、空间科学实
验、空间应用与技术试验，共
计 51 件载荷设备，是目前我
国载人航天工程历次任务中
开展应用项目最多、最繁忙的
一次任务。

那么，天宫二号的在轨运
行安全要如何保障，这些太空
实验和新技术验证是如何在
几百公里的太空顺利开展，大
量宝贵的科学数据又是怎样
更好地为科学研究服务的？

“我们有效载荷运控中心
就像太空实验大管家一样，负
责规划安排载荷工作窗口，控
制载荷在轨运行，监视载荷健
康状态，及时响应应急情况，
确保太空各项实（试）验万无
一失，同时也为科学家提供数
据处理与共享发布服务，支持
各项科学研究有效开展。”中
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
术中心有效载荷运控中心主
任郭丽丽说，“能成为‘太空实验大管家’，我们
感到无比荣耀。”

作为连接起科学家与空间科学实验、技术
试验的桥梁和纽带，至今为止，有效载荷运控
中心值守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上的各项科
学实（试）验 700 多天，安排任务 2 万余次，
控制指令 10 万余条，获取的数据有几百
TB，目前整个载荷状态良好，取得了丰富的
科学应用结果。

为了保障各类实（试）验有序、高效开展，
运控中心自主研发了一套非常先进的地面支
持系统。例如，天宫二号的各类科学实验、技术
试验的项目多、领域广、设备多，却共用了空间
实验室上各类资源。因此，合理安排时间窗口，
最优化调配资源和消解冲突就十分重要。

运控中心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了一套
任务规划系统，它能够像人类的“大脑”一样，
去合理安排、控制载荷的工作，让这个复杂的
空间实验室能够做到忙而不乱。

有了地面上的“大管家”，天宫二号各类载
荷的运行是否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呢？非也。

2014 年 1 月，太阳耀斑导致国际空间站
货运飞船对接计划推迟；2018 年 4 月，天宫一
号受轨道大气阻力影响，再入时间和地点引发
热议；2018 年 8 月，国际空间站漏气，管理人
员和专家一度怀疑是陨石撞击造成。

“这些案例告诉我们，太空并不是大家想
象的真空。”中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
张贤国说，“像太阳耀斑、轨道大气、陨石碎片
这些空间环境因素，都会影响航天器的运行安
全；空间的高能带电粒子可以导致 DNA 键断
裂，直接威胁着宇航员的健康乃至生命。”

对应于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天宫二
号的空间环境探测任务主要是探测高能粒子、
轨道大气，保宇航员安全和交会对接成功。科
研人员对空间环境和物理探测分系统进行了
改进，在小型化、综合化的基础上实现了技术
指标的大幅提升。

尤其是前段时间，天宫二号降轨到了 300
公里的高度，为科研人员获取宝贵的科学数据
提供了一次绝佳机会。

“300 公里轨道被称为临界轨道，在此高
度以下，空气阻力很大，航天器的在轨寿命非
常短，因此这个轨道上的数据就显得非常稀
有。”张贤国说。

例如，在南大西洋的上空，存在着一个磁
场异常区域，这里高能粒子富集，很多低地球
轨道卫星路过这里的时候会发生故障，堪称低
轨道卫星的“噩梦区域”。此前，人们关于这一
区域的三维分布只有理论计算，从未有过实测
结果。

此次天宫二号的降轨，让科研人员取得了
最接近该异常区下边界的探测结果，为该区域
的三维建模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张贤国相
信，随着数据日趋完善，卫星就可以更加精准
地规避这个区域，避免更多故障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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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载荷运控中心

把实验室搬上天
2016 年 9 月 15 日，长征二号运载火箭搭

载着天宫二号升上太空，国人振奋。
而对于盼了多年的科技工作者来说，天宫

二号的意义可能更加重大。作为中国第一个真
正意义上的空间实验室，天宫二号上搭载的三
大领域、八大主题的 10 余项空间科学和应用
任务，意味着许许多多的“第一次”。

如今，两年过去了，天宫二号上的这些科学
实验开展得怎么样了，又取得了哪些成果呢？

“在深入研究国际空间科学和应用技术发
展态势的基础上，空间应用系统充分利用天宫
二号空间实验室平台支持能力和优势环境条
件，安排了一批体现科学前沿和战略高技术发
展方向的科学与应用任务。”中国科学院空间
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研究员、天宫二号空间应
用系统副总设计师吕从民说。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可在太
空中，水未必能往低处流。在此次天宫二号的
液桥热毛细对流实验中，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研
究员康琦团队利用空间的微重力环境，在太空
中“玩”起了水。

“太空特有的微重力环境为我们深入剖析
热毛细对流的真实过程提供了绝佳条件。”康

琦说。他们的团队利用 3 年时间，研制出一台
抽屉大小的液桥热毛细对流实验箱，它能够在
空间精准控制液桥的高度和注入液体的体积，
也就是让液桥一会“高大上”，一会“土肥圆”。

借此，科学家发现了很多新的科学现象，
例如，“瘦”液桥的流体失稳强烈地依赖于升温
速率，并会直接表现出不同的失稳形态；而

“胖”液桥的流体失稳对升温速率的变化只有

量的提前或滞后。
其实，康琦之所以能如此顺利地完成这个

实验，还离不开一个“秘密武器”的助力，那就
是中国首个基于虚拟现实技术建立的遥科学
实验平台。

遥科学实验平台是目前国际上支持太空
科学实验最有效的方式。它能够把远距离的空
间实验与地面上的人连接在一个回路里，科学
家可以一边观察实验现象，一边远程控制实
验。2017 年 1 月，团队还将天宫二号液桥实验
过程进行了网络直播，大量的关注让科学家体
验了一把当“网红”的感觉。

在高等植物培养实验中，科研人员首次
开展了微重力环境下植物光周期调控机理的
研究。中科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研究员郑
慧琼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在天上研究植
物，除了科学意义，还对未来的长期载人航天
提供保障。

“在空间站这种密闭系统中，能量供给非
常有限，要想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资源，我们
就要把植物的调控过程给研究清楚。比如调控
植物开花，如果航天员要吃的是植物种子，就
让它早点开花；如果要吃的是植物叶片，就让

它晚点开花。”郑慧琼说。
此次高等植物培养实验首次证明，光周

期对植物开花的诱导确实会受到微重力的影
响。科研人员验证了利用植物光周期调控植
物营养与生殖生长的设计思路，为有效利用
空间资源进行最大化的植物生产提供了重要
依据。

除了“吃”的，还有“用”的。在天宫二号飞
行任务中，空间材料生长制备实验团队完成了
半导体光电子材料、金属合金及亚稳材料、新
型功能单晶、纳米及复合材料等 12 种样品的
空间制备实验和后续科学研究，并成功实现了
航天员在轨参与实验。

“虽然在这次天宫二号的一次飞行任务中
取得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成果，但这些结果基本
是定性的探索型实验。”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研
究员潘明祥坦言。

“未来，我们将从探索型为主的实验转向
规律性研究的材料科学实验，希望会获取更多
的原创性科学成果，贡献于世界。”他希望，这
些实验能为中国高质量和尖端材料的制备，指
导和设计开发特种材料提供科学与技术储备，
帮助中国实现在外太空制造材料的能力。

从天宫二号上返回地面并开花的拟南芥

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上进行的各类实验多
达 10 余项，是历次载人航天任务中应用项目最
多的一次。在这些实验中，有 3 个空间物理领域
的项目，可以说是高、精、尖的典型代表，实验内
容均属于国际科学前沿，科学意义重大。

原子钟是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的核心设备。
但目前应用于空间的热原子钟性能已接近极
限，制约了导航定位系统性能的进一步提高。

“我们突破了热原子钟的局限，满足诸如
深空探测、基本物理常数测量、引力波测量等
空间科学探索活动对空间超高精度时间频率
基准的需求。”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
研究所研究员、空间冷原子钟分系统主任设计
师刘亮说。

近年来，空间冷原子钟的研制成为各国竞
争的焦点。中科院上海光机所十年一剑，提出
了空间冷原子钟总体技术路线，攻克了多项关
键技术，最终将冷原子钟送上了太空。

这次天宫二号上搭载的空间冷原子钟，不
仅是唯一成功在轨运行的空间冷原子钟，也是
在空间运行的精度最高的一台原子钟，做到了

3000 万年误差不超过 1 秒，将飞行器自主守时
精度提高了 1 到 2 个数量级。

目前，天宫二号空间冷原子钟在轨运行已
满两年，状况良好，性能稳定，完成了所有计划
内科学实验内容，完成了预定任务目标。相关
研究成果于 7 月 24 日作为亮点文章在线发表
在《自然—通讯》上。

天宫二号上另一个“第一次”则是小型化
终端的量子密钥分发实验。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及彭承志等人
组成的研究团队，联合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
究所王建宇研究组等单位，利用研制安装在天
宫二号上的小型化量子通信与激光通信复合
应用终端，在国际上首次成功实现了基于小型
化终端的星地量子密钥分发实验。

“载人航天工程帮助我们培育了很多实用
技术。”中科院院士王建宇说，“未来我们可以
把终端做得更小、更复合应用，可以搭载到其
他卫星上，还可以结合小卫星技术，把终端降
低到百公斤级，实现‘一箭多星’或星座组网，
为构建覆盖全球的量子保密通信网络提供可

行的低成本方案。”
除了上述实验，天宫二号实验室上还搭载

了一个国际合作项目———“天极”望远镜。“天
极”是一台专门用于测量伽马暴偏振的高灵敏
度探测器，由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牵
头，瑞士、波兰等国家科研单位参加研制。

“这是天宫二号上唯一一台暴露在舱外的
载荷。它背对地球指向天空，可以有效地捕捉

到伽马暴爆发过程中产生的伽马光子，并测量
它们的偏振性质。”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
究员张双南说。

为了测量伽马射线的偏振，“天极”望远镜
采用了 1600 根塑料闪烁棒组成一个探测器阵
列，很像是蜜蜂的复眼。目前，这只勤劳的“小
蜜蜂”已经成功探测了 55 个伽马暴，超过了设
计指标。

在实验过程中，科研团队还“意外”发现了
探测仪的一个新功能———探测脉冲星。

虽然脉冲星导航不是其设计目标，但天宫
二号上的伽马暴偏振探测仪在国内首次实现
了在轨观测到脉冲星，并成功地实现了脉冲星
导航技术试验，提出了一个脉冲星导航新方
法，相关成果已正式发表。

“卫星导航定位系统虽然已经成为现代生
活中必不可少的基础，但也具有不适用于深空、
不能自主运行、可被人为摧毁等弱点。”张双南
说，“而脉冲星可以发出周期稳定的脉冲信号，是
天然的导航卫星。如果航天器能接收脉冲星的脉
冲信号，就可以实现自主导航。”

天宫二号空间冷原子钟功能结构与工作原理

“高冷”处见真实力

与基础研究不同的是，技术试验能让科研
人员很快知道技术体系、方法是否可行。因此，
在天宫二号这样的空间实验室中安排新技术
试验就显得很有必要，它能够成为验证国家战
略和核心关键技术的绝佳平台。

此次随天宫二号上天的，包括宽波段成像
光谱仪、三维成像微波高度计、紫外临边成像
光谱仪等新一代对地观测遥感器和地球科学
研究仪器，同时安排了伴随卫星飞行试验，对

飞行器进行近距离成像观测。
天宫二号上的三维成像微波高度计是迄

今对地球进行成像观测的电磁波频率最高的
雷达，自 2016 年 9 月 22 日首次开机以来，实
现了多方面的技术突破和创新。

“天宫二号高度计以前所未有的 1~8 度视
角从太空对地球海洋和陆地进行雷达成像观
测，以这一独特视角所获取的观测数据呈现了
很多独特现象。”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
心微波遥感技术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张云华说，

“有一些结果完全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从该设备的角度来观测，海洋和陆表水体

呈现出非常强的反射，而陆地很暗，能够将一
些较小的海岛分辨出来，在强杂波的背景下，

甚至能观测到大量不
同大小船只 的尾迹；
而在沙漠中，天宫二
号用这只“眼睛”，发
现了一些非常奇特的

纹理特征。
例如，2016 年 12 月和 2017 年 12 月，天宫

二号两次对江苏如东海岸带进行了观测，雷达
图像反映出，这一地区的海岸带发生了明显的
变化。

“这些全新的认识对科学研究和后续应用
都非常有价值。”张云华说。其实，天宫二号高
度计的技术成果已经应用于国家空间基础设
施规划的新一代极轨海洋动力环境观测卫星
的主载荷———宽刈幅成像高度计中，再次体现
了载人航天工程对我国空间技术领域发展的
引领作用。

“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
你。”当天宫二号忙着“看”地球时，还有个“小
家伙”在一刻不停地看着天宫二号。

在此次天宫二号任务中，由中科院研制的
伴随卫星也进行了一系列飞行试验。“我们进
一步验证了小型高功能密度卫星在轨释放、驻
留伴随飞行等技术，对飞行器进行了近距离成
像观测，并开展了微小型部组件空间试验验
证。”中科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研究员、伴随
卫星副总师包海超说。

在轨运行两年来，这颗尺寸仅有一个打印
机大小的伴随卫星不但实现了零故障，还为飞
行器拍摄了 1100 多幅红外图像、1500 多幅可
见光图像，拍摄到飞船大量的特征细节信息。

2016 年初，一名领导来中科院微
小卫星创新研究院视察后，认为伴星
的变轨能力完全可以发挥更大的作
用，当场决定进行飞越组合体的观测
试验，为天宫二号与神舟十一号的组

合体拍摄高清照片。
伴星项目组积极响应，对临时增加的组合

体飞越观测任务经过几个月的方案论证和接
口协调，终于在天宫二号发射的三个月前确定
了飞越方案。

2016 年 10 月 23 日是伴星释放的日子，而
24 日是伴随卫星总体主任设计师吴会英母亲
心脏搭桥手术的日子，面对亲情与重大航天使
命之间的抉择，吴会英选择留在了北京。在伴
星成功释放后，当同事们在任务间隙休息时，
吴会英则在焦虑地等待随时可能从手术室外
打来的电话。

“伴星的个头虽然不大，但也容不得一丝一
毫的差错。”包海超说，“凭着我们所崇尚的载人
航天精神，项目组多项工作齐头并进，有条不紊，
最终圆满完成了国家任务。”

换个角度看地球

伴星拍摄的天宫二号和神舟十一号组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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