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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舱活动，又被称作太空
行走，是指航天员或宇航员离
开载人航天器乘员舱，只身进
入太空的活动。由于太空环境
恶劣，航天员要面临失重、低气
压和气温不稳定以及强辐射等
诸多挑战。

此次航天员出舱活动中，
出舱的两名航天员，一人要为
机械臂安装上臂支架，包括脚限
位器、工具台等，随后借助机械
臂进行移动；另一名航天员借助
舱壁上安装的扶手，爬行一段距
离到作业点进行辅助工作，其间
还要进行一次应急返回验证；舱
内航天员需要配合舱外航天员
对机械臂进行操作。

据介绍，虽然地面人员也可
以对机械臂进行大范围转移，
但舱内航天员可以更直观地对

机械臂位置进行观察，更直接
地与舱外航天员交流。中国航
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选训室主任
王焰磊表示，地面的监控手段
有限，所以需要舱内的航天员
和舱外的航天员之间通过话音
沟通，包括舱内的航天员通过
仿真软件和他看到的图像，进
行一些判断来进行操控。同
时，由航天员自主操作机械臂，
在安全性上也有更好的保障。

针对应急返回验证，王焰
磊介绍，航天员在舱外做一些
作业任务时一旦出现紧急情
况，必须快速、紧急返回到气闸
舱，然后用舱载的应急供氧来
保证生命安全，所以需要做这
方面的验证。

此次出舱活动的另一项重
要工作，是进行舱外全景摄像

机的抬升。王焰磊介绍，由于
发射的外暴露限制，事先把摄
像机安装在了一个比较低的位
置，视场角有限。入轨后，航天
员需要给摄像机安装一个支
架，架得更高一点，以此扩展摄
像机的视角。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载人航
天器在轨维修技术实验室负责
人王昊表示，航天员需要先把所
有螺钉拆掉，把全景摄像机换下
来，然后再安装支架、拧螺钉。
说起来有点简单，但实际上整个
的流程大概需要一个小时。

通过此次出舱活动，航天员
出舱能力、应急能力都能够得到
有效验证，特别是在舱外进行长
时间工作，人与装备的结合为后
续航天员对空间站进行维护提
供了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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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120公斤、能给航天员降温、手缝公差不超1毫米、金属
躯干不能有0.1毫米毛刺……

“飞天”舱外航天服重而不笨

4日 14时 57分，经过约
7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十二号

航天员乘组密切协同，圆满完成出舱活
动期间全部既定任务，航天员刘伯明、
汤洪波安全返回天和核心舱，标志着中
国空间站阶段航天员首次出舱活动取
得圆满成功。这也是继神舟七号飞行
乘组顺利完成出舱任务后，时隔 13年，
中国航天员再次执行出舱任务。

出舱活动期间，刘伯明把自己的头
盔相机对准地球，并说：“现在有白云朵
朵，还有成片的，像海洋一样的画
面。现在，跟随我的步伐，一起

自由地飞翔吧。”
7 月 1 日晚，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演出《伟大
征程》播出。记者从广东省文化
和旅游厅获悉，在这场 2 个小
时、近 8000 名演员倾情奉献的
演出中，500余名广东高校学生
参演。他们分别来自星海音乐
学院、华南师范大学、华南理工
大学、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
院、广东舞蹈戏剧职业学院。

排演时间长达109天

“我们学院从2017年开始，
承担了多项国家重大演出任
务。”星海音乐学院舞蹈学院党
总支书记胡骁表示，包括香港、
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文艺晚会，
春节联欢晚会，以及亚洲文明对
话大会之亚洲文化嘉年华等活
动中，都有星海学子的身影。

胡骁介绍，今年接到《伟大
征程》参演任务后，学校艺术实
践办公室、舞蹈学院等多个部门
迅速动员协调，最终选拔了约
330名（含后备）政治素养优良、
专业功底扎实、演出经验丰富的
在校学生参加排演。另有兄弟
院校、舞蹈团等助阵，参演人员
共计553人。

“这一次的挑战是所有演出
里最大的一次。”星海音乐学院
舞蹈学院院长李晓燕说，这次演
出的排演时间有109天，是过往
演出中排演时间最长的，参演人
员住着十几人一间的宿舍，采取
半军事化训练。

李晓燕表示：“演员们需要
穿着演出服往返于住地和排练
场。我专门走过这段路，往返要
花53分钟。有的孩子甚至穿破
了两双鞋。但是，排练不能停
止，我们能做的，就是默默在他
们的床头放上两瓶水。”

据介绍，星海音乐学院是本
次演出广东团参演人数最多的单
位，省文化和旅游厅赋予其广东
团执行领队的任务，为全省500
余名演员的集中排练提供场地、
物资等支持，与导演组、各团队密
切联络，全力做好服务保障。

演出是一堂“大思政课”

艰辛的付出换来圆满的演
出。广东高校的同学们分别参

加了“浴火前行”“激流勇进”
“锦绣前程”等篇章的展演。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此次派送了20名同学参演。参
与演出的学生周桐说：“一百多
年前有新青年，一百多年后我们
就是新青年，在这3个多月的时
间里我感受到身上沉甸甸的责
任和使命，这是我们人生中一次
不可多得的经历，更是一笔宝贵
的财富。”

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2017 级本科党支部汤舒夷表
示：“参与这场快节奏、慢工夫的
排演，我看到了这百年来一代又
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低调务实、
坚韧坚守和刚健勇毅。这段旅
程，没有终点。”

星海音乐学院单文喆等 57
名同学还在排演期间递交了入
党申请书。单文喆表示：“这里
每天都在发生着感人至深的故
事。这些身边的感人事迹深深
打动了我，所以我提笔写下了入
党申请书，渴望佩戴上鲜红的党
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更好地
为人民服务。”

据悉，能够参演这样重大的
演出，也是广东高校近年来加强课
程思政、提升艺术人才培养水平的
体现。胡骁表示，本次演出是讲
好“大思政课”的一次洗礼和润
心，是探索艺术党建和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的重要渠道，是检验学
校“三全育人”成效的国家平台。

“近年来，学校实施了‘优秀
人才培养计划’和‘拔尖创新人
才培养计划’，对入选人才提供
平台、资金支持，创新学校本科
人才培养模式，巩固人才培养工
作的中心地位，促使拔尖创新人
才脱颖而出。”李晓燕介绍，学校
还深入挖掘岭南优秀传统舞蹈
资源，为岭南地区非遗文化传承
和保护发展提供较为充分的人
才储备力量。

500余名广东学子参演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文艺演出《伟大征程》

多名学生排演期间
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出舱好帮手机械臂
臂长力大还能爬行
昨日，我国空间站阶段航

天员首次出舱活动取得圆满
成功。记者从航天科技集团
五院获悉，我国在核心舱机械
臂、舱外维修与辅助工具、天
地通信系统等领域取得一系
列技术突破，为出舱活动顺利
实施提供了有力保障。

核心舱机械臂提
供有力支撑

此次出舱活动首次检验
了航天员与机械臂协同工作
的能力，雄伟有力的空间站核
心舱机械臂格外引人注目。

空间站核心舱机械臂展
开长度为10.2米，最多能承载
25 吨的重量，是空间站任务
中的“大力士”。其肩部设置
了 3个关节、肘部设置了 1个
关节、腕部设置了 3 个关节，
每个关节对应1个自由度，具
有七自由度的活动能力。

通过各个关节的旋转，空
间站核心舱机械臂能够实现自
身前后左右任意角度与位置的
抓取和操作，为航天员顺利开
展出舱任务提供强有力的保
证。

除支持航天员出舱活动
外，空间站核心舱机械臂还承
担舱段转位、舱外货物搬运、
舱外状态检查、舱外大型设备
维护等在轨任务，是目前同类
航天产品中复杂度最高、规模
最大、控制精度最高的空间智
能机械系统。

为扩大任务触及范围，空
间站核心舱机械臂还具备“爬
行”功能。由于核心舱机械臂
采用了“肩 3＋肘 1＋腕 3”的
关节配置方案，肩部和腕部关
节配置相同，意味着机械臂两
端活动功能是一样的。机械
臂通过末端执行器与目标适
配器对接与分离，同时配合各
关节的联合运动，从而实现在
舱体上的爬行转移。

据悉，航天科技集团五院
在抓总研制过程中，在关键技
术、原材料选用、制造工艺、适
应空间站环境的长寿命设计

等方面均取得创新突破，全部
核心部件实现国产化。

“机械伙伴”协助
克服作业困难

航天服手套充压后操作
不便、单手操作难度大、在轨
防漂要求高……开展舱外作
业，航天员面临诸多挑战。作
为航天员执行出舱任务的“机
械伙伴”，舱外维修与辅助工
具可以协助航天员有效克服
这些困难。

舱外维修与辅助工具不
仅有用于舱外设备维修的舱
外电动工具、舱外扳手、通用
把手等工具，也有配合航天员
舱外姿态稳定及转换的便携
式脚限位器、舱外操作台等辅
助工具。

——舱外电动工具可以
适应舱外复杂的真空和高低
温环境，具有定力矩拧紧、拧
松的工作模式，并且设置有休
眠模式。

——舱外通用把手可以
安装到维修设备上，用于航天
员在轨维修时进行待维修设
备的转移及防漂。

——便携式脚限位器设
计了旋转、俯仰、滚转、偏航四
个关节自由度，可协助航天员
在舱外调整至执行任务的工
作姿态；与之配合使用紧密
的舱外操作台，可协助航天
员进行维修任务时挂放设备
和维修工具，解放航天员双
手，实现设备或维修工具的
临时存放。

——与航天服直接相连
的微型工作台，则像一根多功
能腰带一样环绕在航天服腰
部，将航天员出舱使用的舱外
电动工具、舱外通用把手和舱
外扳手随身携带，确保航天员
随用随取。

此次航天员出舱任务的成
功实施，充分验证了舱外维修
与辅助工具在轨应用的可靠
性，后续将配合航天员完成更
多在轨出舱任务，是我国空间
站长期在轨运行的有力保障。

神舟十二号航天员刘伯明、
汤洪波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节点
舱成功出舱，身上穿着的我国自
主研制的“飞天”舱外航天服在太
空中格外醒目。

120公斤重的舱外航天服，是
航天员执行出舱活动的铠甲。它
像一个人形飞船，充上一定的压
力后，可保护航天员的生命安全，
抵御外太空的高低温、强辐射等。

这件比黄金还贵重的“飞天
战袍”，是由什么做成的？又是怎
么做出来的？记者来到航天员中
心研发与总装测试部服装车间，
走进一群制衣匠的世界。

舱外航天服有120公斤重，是航
天员生命安全的保障。其中，软结构
包括上下肢和手套，从里到外是舒适
层、备气密层、主气密层、限制层和热
防护层等，既能抵抗太空风险，又能
穿着舒适、行动灵活，重而不笨。

据了解，仅做一副舱外航天服下
肢限制层需要260多个小时，而装配
一套舱外服需要近4个月……这已
经是航天员中心研发与总装测试部
服装车间制衣匠们的最快速度了。

舱外航天服上的头盔面窗，是
航天员进行出舱活动时观察外界的

窗口。头盔面窗有多层，最里层为
双层压力面窗，是整个头盔的承压
密封结构，呈曲面形。

“且不说它的承压材料要经过
多少轮的选择、测试，光密封加缝合
就耗时两个月，一共完成 47 道工
序。”中心研发与总装测试部副部长
邓小伟介绍，一套由 100 余个单机
产品组成的舱外航天服在单机研制
生产和系统总装过程中要经过严格
的自检互检专检三道程序，还要进
行环境试验、压力性能试验和工效
验证与评价等，确保质量万无一失。

装配一套航天服需近4个月

在太空，航天员穿着航天服后
活动的操作主要靠上肢实现，所以
制作时既要考虑活动的灵活性，还
得考虑充压后的承力性。

车间师傅王其芳，是做航天服
上肢最好的师傅。她以打结为例介
绍，因为结点是多条线的交错处，特
别硬，得用簪子扎孔穿针，再用镊子
把针拽出，光打结就有3道工序，一
套舱内航天服上肢有 76 处孔需要
打结，仅这个活就得干两三天。

与王其芳同样手巧的，还有做
手套的师傅郭浓。他两个月要交付
6副舱外手套。

就算是手缝，同样要求精准，尺
寸公差也不超过 1 毫米。郭浓介
绍，更重要的是，由于航天服的特殊
性，不能反复拆缝，走针的时候务必

小心，力争一次到位。
航天员在舱外活动时会产生热

量，需要穿上给身体降温的液冷
服。液冷服是由弹性材料制成的，
全身上下全是细密的小孔，供42根
液冷管路线均匀穿过，每两孔间穿
1厘米的线，全身上下铺设100米左
右，就得穿20000个孔，尤其是头部
的蛇形分布线路，得穿出个太极图。

在真空中，人体血液中的氮气
会变成气体，造成减压病，必须给航
天服加压充气，否则就会因体内外
的压差悬殊而造成生命危险。因
此，航天服的气密性要求极为严苛。

车间的林波师傅介绍，比如为
舱外航天服气密层刷胶，也不是简
单地刷，要观察温湿度、刷胶时间、
薄厚度要适量均匀。

液冷服全身上下铺线约100米

舱外航天服有个金属结构
的硬躯干，外形像是一个铠甲，
背后挂有保障生命的通风供氧
装置。车间主任李杨介绍，光单
机产品有100来个，由30多个外
协单位分别生产，最后从五湖四
海聚集到舱外服系统集成总装
车间装配。

金属“硬躯干”上有1000多
个米粒大的小孔，和配套的各种
不同规格的螺丝，组长岳跃庆带
着组员们用镊子夹着酒精棉一
点点仔细擦拭，再用放大镜检查
是否彻底擦洗干净。

“一粒浮尘都有可能酿成大
祸。”岳跃庆说，碰到毛刺，他就
变身整形医生，给金属表面做

“磨皮”手术，哪怕是 0.1 毫米的
细微毛刺，他都能摸出来。

舱外服的背包门被称为航
天员的“生命之门”。在太空环境
下，背包门如果密封不严，将直接
威胁航天员的生命。岳跃庆介
绍，背包门的插销座有4组、插销
门有4组，插销座和插销门合上
时要天衣无缝。

为此，他们用卡尺一点点地
量，精度精确到几十微米。最
终，他们用极精准的工艺手段使
得开背包门省力一半多。此外，
他们还凭着毅力和巧劲，硬是把
口径只有几毫米的不锈钢小孔
打磨得跟镜面一样光滑。

背包门是“生命之门”
必须密封严实

羊城晚报记者 孙唯 通讯员 胡骁 陈路芳 彭玫

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
的首次出舱活动圆满成功

核心舱机械臂动画示意图

据新华社电 随机数是一种
重要资源，在信息安全、密码学、
科学仿真等众多领域都有应用
需求，但要人工产生大量“真随
机数”却是个难题。近日，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张军
等人联合浙江大学储涛教授研
究组，通过研制硅基光子集成芯
片和优化处理，实现了速率达
18.8Gbps 的世界最快实时量子
随机数发生器。

随机数在科学研究和日常
生活中都有重要应用，比如在信
息安全和密码学等领域，需要第
三方完全不知道的随机数作为
安全性的基础。在游戏和人工
智能等领域，需要使用随机数来
控制系统的演化。在天气预报、
新药研发、新材料设计等领域，
也常需要通过数值模拟进行计
算，而数值模拟的关键是要有大
量随机数的输入。

要人工产生大量“真随机
数”并不容易，很多随机数发生
器其实是基于确定性的算法，产
生的是“伪随机数”。量子力学
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局

面，因为其物理过程具有“内禀
随机性”。量子随机数发生器具
有不可预测性、不可重复性和无
偏性等特征，是量子通信系统中
的关键核心器件。

潘建伟、张军等人长期研究
实用化量子随机数发生器，并取
得了多项世界前沿性成果。近
期，他们进一步发展了基于真空
态涨落的高速量子随机数产生
方案，并完成实验验证。同时，
他们与浙江大学储涛等合作，通
过多次迭代制备了硅光芯片，并
通过进一步优化处理算法和硬
件实现，在实现高集成度的同
时，大大提升了量子随机数发生
器的实时生成速率。

经传输测试，该量子随机数
发生器的实时生成速率达到创
世界纪录的 18.8Gbps，相当于
每秒钟产生 188 亿个随机数。
这个研究成果，为开发低成本的
商用量子随机数发生器单芯片
奠定了技术基础。

日前，国际知名学术期刊
《应用物理快报》以“封面论文”
的形式发表了这项研究成果。

跟随他的步伐
一起自由飞翔

每秒产生188亿个！

中国科学家实现世界最快
实时量子随机数发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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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参演学生正在排练（大图），部分参演
学生提交的入党申请书（小图）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