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   期   导   读 

 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的应用资源                （6） 

俄罗斯舱的组装工作还在进行中，已经发射并成功组装到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的模块主

要有：服务模块（SM）、迷你研究模块2（MRM2）、迷你研究模块1（MRM1），未完成组

装的模块——多功能实验模块（MLM）将在2013年底或2014年初发射。本文介绍国际空间站

俄罗斯舱的SM、MRM1和MRM2舱段的功能、详细布局、应用资源分配、科学实验机柜设置

等情况。国际空间站的俄罗斯舱充分利用舱内空间和舱外的安装位置，实验装置多秉承俄罗

斯一贯的设计风格，设计的项目通常具有较强应用背景。 

 

                          美国载人航天何去何从                  （25） 

美国航天局2010年授权法案第204条规定要求审查“载人航天飞行目标、核心能力和发展

方向”，因此国家研究理事会（NRC）受NASA委托于2012年8月1日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

载人航天委员会，进行美国载人航天长期目标审查、核心能力和规划方向的研究，并提出相

应意见以促进美国载人航天可持续发展。载人航天委员会通过网站就三个问题进行公众调

查：（1）发展载人航天事业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好处是什么？（2）维持美国政府载人航天

计划的最大挑战是什么？（3）如果美国终止载人航天计划，其后果及对国家和世界造成的损

失是什么？调查结果显示，公众都支持继续发展载人航天事业，然而对未来方向却缺乏一致

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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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空间站应用研究统计 

（1998年12月到2012年9月期间的第0-32次任务） 

1   国际空间站上开展的研究数目 

 下面的统计信息为截止到2012年9月的国际空间站（ISS）应用研究情况。一次任务

（expedition)是指一个航天员乘组在ISS上连续工作6个月。表1和图1反映了参与ISS的国际合作

方（CSA，ESA，JAXA，NASA和RSA）所开展的应用情况。一项研究是指设计用于测试一个

科学假说、相关假设或一组技术验证目标的活动和测量（观测）。研究者包括实现研究任务的

首席研究者和合作研究者。 

  ISS第29/30次任务 
2011年10月-2012年4月 

ISS第31/32次任务 
2012年4月-2012年9月 

ISS第0-32次任务 
1998年12月-2012年9月 

研究数量 237 215 1549 

新研究 58 48 - 

已完成/持续实验 42 42 1081 

ISS上研究人员数 497 440 1534 

参与ISS研究的国家 42 32 68 

表1  ISS上的研究数目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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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务

包

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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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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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次

任

务

包

含

的

国

家

数 

任务次数 

每次任务的研究数和参与的国家数 

1998年12月-2012年9月 

研究和技术试验的数目 

1998年12月-2012年9月 

图1  各次任务研究数目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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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资源 

 用上行质量（带到ISS上的材料重量）、下行质量（从ISS上返回的材料重量）和航天员

人时（分配给一项活动需要的人员时间总和）描述ISS应用资源。 

           图2  所有参与ISS研究和教育活动的国家（绿色显示）

注：阿尔法磁谱仪实验是一个大型国际合作科学项目，该实验由华裔美籍科学家丁肇中教授领导，

包括美国、中国、意大利、瑞士、德国、芬兰等国家和地区的37个研究机构的物理学家和工程师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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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与空间科学 

教育活动 

人体科学研究 

物理科学 

技术 

图3  参与ISS研究的合作机构（第0-32次任务，1998年12月-2012年9月） 

        其中NASA的研究项目中包含了意大利航天局项目  



 

 

应用资源 
ISS第29/30次任务 

2011年10月-2012年4月 

ISS第31/32次任务 
2012年4月-2012年9月 

第0-32次任务 
1998年12月-2012年9月 

上行质量 421.8 kg 771.6 kg 38,999.4 kg 

设施 108.6 kg 58.3 kg 26,117.4 kg 

补给 313.2 kg 713.3 kg 12,837.1 kg 

下行质量 37.0 kg 72.3 kg 8430.1 kg 

航天员人时 2170.2 hrs 1176.7 hrs 14,436.1 hrs 

表2  ISS的应用资源 

3  现在和未来ISS上开展的研究数目 

    表3是第33/34次任务和第35/36次任务上开展的研究项目统计。实际的研究数目只能在任务完

成之后才能报告。 

  
ISS第33/34次任务 

2012年9月-2013年3月 

ISS第35/36次任务 

2013年3月-2013年9月 

ISS第33-36次任务 

2012年9月-2013年9月 

总研究数 226  212  257 

其中新研究数 52  33  85 

ISS上的研究人员数 464  441  591 

参与ISS研究的国家 23  28  29 

表3  第33/34和35/36次任务上开展的研究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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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与空间科学 

教育活动 

人体科学研究 

物理科学 

技术 

注：未含非技术来源的36项 

4  ISS研究成果统计 

图4  自2012年10月以来发表的ISS研究成果 



 

 

 ISS研究成果发表的前20名刊物如表4,源自Eigen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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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的应用资源 
1 概述 

俄罗斯在载人航天领域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国际空间站的建造和应用方面都发挥着

重要作用。俄罗斯宇航局在2007年9月宣布的到2040年前的航天发展计划中指出，结束ISS俄罗

斯舱的组装工作仍为其三项任务之首。目前，俄罗斯舱已经发射并成功组装到国际空间站上的

舱段模块主要有：服务模块（SM）、迷你研究模块2（MRM2）、迷你研究模块1（MRM1），

未完成组装的模块——多功能实验模块（MLM）将在2013年底或2014年初发射。本文主要介绍

已完成组装的SM、MRM2及MRM1三个舱段的应用资源情况。 

2 各模块资源分配、功能及安装情况 

2.1 俄罗斯舱布局 

目前，国际空间站上组装完成的俄罗斯舱主要功能模块有SM、MRM2和MRM1，还有一个

美国资助的模块FGB。另外，MLM计划在2013年底或2014年初发射，完全建成后的俄罗斯舱可

以对接两艘联盟号载人飞船TMA和两艘进步号货运飞船M，完全建成后的俄罗斯部分外部结构

图如图1所示。 

 

 

 

图1  俄罗斯部分外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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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号M SM 

进步号M 

MRM
FGB 

MRM

联盟号TMA 

联盟号TMA 

MLM 

2 

1 

2.2 俄罗斯舱各模块资源分配情况 

面工作站数量、有效载荷下行数据量、运送到俄罗斯舱段的货运量等。 

国际空间站俄罗斯各模块应用资源具体参数见表1，包括：容积、   、散热量、外表功耗



 

 

 

2.3 各模块功能及安装情况 

2.3.1 服务模块（SM） 

SM用于各领域的科学设备在轨安装，它的结构适合科学设备的机械连接。 

在SM外部的设备如下： 

（1）УPM-H1工作站，安装在SM第3和4桁架之间1号工作区外表面上的III号平面上。安

装在SM机体的过渡板上（是一种在被动挂点PBP上用于固定科学设备的机械装置）。航天员

在舱外行走时使用适配器将科学设备安装在PBP上，包括主动挂点（ABP）； 

（2）УPM-H2工作站由SM横截面I和II之间的2号工作区上交叉的扶手系统（25×25mm）

来固定，连接两个中央扶手交叉部分中线的法线，从横截面I到横截面II方向的斜切角为47°。

科学设备用专用的锁扣来固定到扶手上。 

（3）УPM-H3和УPM-H4工作站由四个螺纹M12孔和400×200mm的基座构成，安装在有

效载荷整流罩内，支撑SM外表面桁架8和8a之间的横截面I和横截面IV。科学设备使用适配器

来安装； 

（4）多用途工作站（DMPWS）安装在УPM-H3上。DMPWS由一个带PBP的底座和带有

三个科学设备适配器的被动部分以及一个插拔装置组成，安装在PBP

2 所示：  

  

 

资源 SM MRM2 MRM1 MLM 

容积（m³） 1 0.2 3 8 

） 0.3（和DC1共同） 
1.0（加压舱内） 

1.5（加压舱外） 

 散热量（日均， ） SM、DC1、MRM2共0.3 

外表面(outer surface)工 
作站数量 

4（考虑多用途工作

站为8台） 

5（考虑多用途工作

站为7台） 
  

9（考虑多用途工作

站为13台） 

下行数据量 最多2MB 

运送货物量 
使用进步号M（M1）货运飞船运送到ISS俄罗斯舱上的货物：平均每年600kg。 

每年从俄罗斯舱上返回的载荷为110kg。 

表1  俄罗斯舱各模块资源分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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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

kW

上。各组件的外形结构

如图

 1.0 

    （日均，功耗



 

 

2.3.2  迷你研究模块2（MRM2） 

MRM2为实验设施提供的功能有： 

    （1 MRM2  

（2  

（3
 （4）MRM2外表面用于科学实验的大部分在轨系统资源都是从SM上继承的。

 
图3是MRM2的外观图。

 

 

 

 

 

 

 

 

 

图3  MRM2外部结构图 

图2  各组件外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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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 外表面安装硬件（如照相机），用于观测舱外平台。

）具有一个舷窗，可观测部分舱外载荷。

）具有在密封舱内短期存放实验硬件的能力。



 

 

 被动挂点 

载荷质量，kg 200 
用于安装SE

DMPWS 数量，个 1 

 多用途工作站（DMPWS） 

载荷质量，kg 150 
利用DMPWS可以使得工作站增

加到3个 
数量，个 1 

2.3.3 迷你研究模块1（MRM1） 

MPF是MRM1的任务载荷设备，为MRM1
5个多用途工作站（MPW），配备的机械适配器和任务载荷设备有：

 （1）组合式货架（最多4个）；（2）带有可伸缩手套箱货架的手套箱-C硬件；

（3）MBLTT恒温器；（4）MBHTT恒温器；（5）多功能隔振平台MVIP。载荷主要规

格：最大有效载荷单元尺寸600×400×600mm；带有可伸缩架模块的最大数量为4个；有

效载荷模块附件：紧固螺栓附件、弹性扣件、尼龙搭扣。

 图4为MRM1的外观图。图5为MRM1的内部分布图。

 

 

 

 

 

 

 

 

表2  安装科学单元的标准外部工作站适配器的特性 

图4  MRM1外部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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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是安装科学单元的标准外部工作站适配器的特性。 

提供广泛的服务，支持各类实验。在密封

舱中有

（科学设备）或



 

 

    表3显示了各有效载荷的功能和规格。 

3  俄罗斯科学实验机柜 

  俄罗斯的实验舱为空间科学实验提供科研机柜，涉及到的研究领域包括生物学研究、人体

生理学和适应性、自然科学、地球和空间科学以及技术示范等领域。为了各领域实验的顺利进

行，俄罗斯宇航局在ISS中设置了各领域的实验设备 。 

3.1 俄罗斯宇航局科学实验及发表刊物情况 

图6是俄罗斯宇航局参与的各科学实验及发表刊物的统计情况。 

 

TBU-N TBU-V 

VZP-U 手套箱-C 

图5  MRM1内部分布图 

名称 功能 规格 

手套箱 

-S设备 

适用于对无菌的、有害的

或者松散的物质进行操作

的实验 

带气闸，用于清洗和灭

菌，体积为0.15m³。 

MBLTT 
恒温器 

创建恒温环境，保证生物

实验的进行 恒温-20℃ 

MBHTT 
恒温器 

创建恒温环境，保证生物

实验的进行 恒温2~37℃ 

多功能隔振 

平台MVIP 

SE

）振动  

SE 50kg，防震系

20dB 

表3 各有效载荷的功能和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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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50Hz
（科学设备）避免背景

background（

质量大于

时，数：在频率

优于

载荷容积为10L 

载荷容积为10L 



 

 

3.2 俄罗斯典型实验设施 

3.2.1 生物学研究领域设施 

         Kriogem-3M是冷冻机-孵化器（图7），用于存储生物样本或者医疗

包，也可用于生物反应器的培养和孵化，像Recomb-K,Lutch-2一样。孵化器

和生物反应器是专门用于细胞、组织和微生物生长的环境控制硬件。 

    TBU-V “高温”孵化器 （2-37℃，图8），用于各种人类生命科学、

生物学和生物技术高温实验。 

    TBU-N “低温”孵化器 （-20℃，图9）为各种人类生命科学、生物

学和生物技术实验提供低温环境。 

         LADA（图10）是2002

年发射的空间温室，且它

一直用于SM的植物生长实

验。相关研究人员用它完

成了一系列的基础植物生

物学和空间农业研究，包括多代甜豆、小麦、番茄和生菜的生长实验。NASA和俄罗斯宇航

局已经合作利用LADA来检测在空间环境下保持根部潮湿的最好途径。光合作用支持生物再

生生命可能是未来航天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图6  俄罗斯宇航局参与的各科学实验及发表刊物的统计情况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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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Kriogem-3M  

图10  L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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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生生境（AQH，图11）（JAXA和俄罗斯宇航局的合作项目）设置在

多目标小载荷机柜（MSPR）中，是为了在ISS的微重力环境中养殖淡水小鳉

和斑马鱼90天而设计的。这类鱼作为微重力生物过程和系统研究的模型动物

具有很多优势。AQH包含两个自动饲养系统的水箱，日/夜循环LED照明，电

荷耦合器件（CCD）摄像机和一个基于水质量的细菌控制系统。在AQH上准

备开展多项生物研究，包括骨丢失、肌肉萎缩和辐射影响的实验。 

           

         Biorisk（图12-14）是一套用于测量空间环境对生物活性影响的硬件

设施。它由两个内部组件：Biorisk-MSV容器和Biorisk-KM箱与一个外部

组件Biorisk-MSN容器组成。该设施可获得生物体适应性和相关响应或基

因型的变化信息。这款硬件的重点是研究在微重力环境中，生存在用于

空间技术的结构材料上的细菌和真菌形成的传统菌落。Biorisk-MSN旨在

监测长期暴露在ISS俄罗斯舱表面的处于休眠状态的生物体。这些实验表

明，细菌和真菌的孢子以及处于休眠期的生物已经达到了更高水平的进

化（例如：较低级的甲壳动物脱水胚胎的深间歇期状态），有能力长期

生存在暴露的太空环境中。这一观察结果表明这些生物体可以在星际飞

行任务中在航天器外表面转移，可能会推动未来行星保护方面的发展。 

3.2.2  人体生理学和适应性领域设施 

     测量空间辐射危害（套娃，Matryoshka，是俄罗斯宇航局，ESA和

JAXA的合作项目）由一个躯干（Matryoshka-E，图15）和一个球面人体模型（Matryoshka-R，

图16）组成，用于测量航天员在ISS内外部的不同位置所接受到的辐射量。躯干人体模型是由等

同人体组织的材料制成（包括使用密度较低的材料制成的肺部），因此可以模拟不同的肌肉和

身体器官。躯干内外部的关键位置都放置有辐射传感器，用于衡量不同器官和组织可能受

到的空间辐射损伤。  

 

 

 

图11  AQH 

图12 Biorisk-MSV容器 

图13 Biorisk-KM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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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Biorisk-MSN容器 



ISS 可更换的盒 可更换的盒 可更换的盒

 

 

        Matryoshka-R由水和一系列的无源辐射探测器组成，测量进入球形人体模型的辐射量。来

自世界各地的科研院所合作，并分享在项目中得

到的数据，研究结果将使研究人员更好地理解皮

肤和组织与辐射量之间的关系，因此也为未来长

期的空间飞行提供更准确的风险评估。 

复杂的人体系统研究包括很多的设备和系

统，用于航天员身体机能研究。其组件包括心血

管系统研究机柜（图17）、失重适应研究套件、免疫系统研究套件和运动系统研究设施。 

 

3.2.3  自然科学研究领域设施  

 附加的等离子晶体3（PK-3 附加，图18，是

俄罗斯宇航局和ESA的联合项目）包括一个研究

微重力环境下尘埃等离子体的结晶和融化的设

备。它设置在俄罗斯舱中，包括一个张量单元、

涡轮泵和两个TEAC磁带录像机，这些是遥科学

（telescience

（ SKK 或 CKK ，图 19 ）是一个安装在

CKK 是可拆卸的盒式容器，用于测量污染等

ISS 俄罗斯舱外表面得到的材料样本操作特性的变化情况。
 

          

        Vynoslivost实验设施如图20，是一个材料科学设施，用于研究空间环

境对材料变形，强度，以及目前空间技术和结构材料的疲劳程度的影响。

结构材料样本的负载和卸载的长期暴露实验在MRM2模块的外表面完成，

获得的数据用于更准确地评估ISS的RS模块结构元素的耐久性，而且，可

以为以后结构材料的设计和结构元素的选择提供更加有效和可靠的建议。 

图17 心血管研究机柜 图18 附加的等离子晶体3 

图20  Vynoslivost实验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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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5  Matryoshka-E  图16  Matryoshka-R 

ISS外的材

料测试设施。 级和布局，

并监控从

 可更换盒

图19 可更换盒 

）设备的核心。在气体压力和尘埃颗粒的大小参数变化的情况下录制等离子晶体的

形成过程和现象的视频，并下传到地面进行分析。



 

 

 

3.2.4  地球和空间科学领域设施 

宇宙射线探测器和电离层探测（图21）对于宇宙射线和低地球轨道环境的研究是非常重

要的。它包括几个外部探测器和仪器包，包括Platan(宇宙射线探测器)、BTN-中子（中子通量

测定仪）、Vsplesk（γ射线和高能带电粒子探测器）。Obstanovka是另一套探测器，用于测量

几个电离层参数和等离子波的特性。 

地球资源遥感与地球物理仪器是一套用于研究地球物理学，

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自然灾害检测的仪器。Fialka（图22）是紫

外成像仪和光谱仪，用于研究氧原子在空间或在ISS、进步号和联

盟号的推进系统之间的辐射发射响应。它也可用于测量大气的空

间分布和发射的光谱，如气辉辐射。Rusalka

（图23）是一个红外（IR）光谱仪，旨在收集

用于测量地球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的近红外波

段的光谱辐射的详细信息。分光光度系统

（FSS，图 24）用 于 自 然 灾 害 监 测

（Uragan），调 查 世 界 海 洋 生 物 生 产 水 域

（Seiner），以及生态监测（Econ使用的光谱范围为350-1050nm，分辨率

优于3nm）。总之，这有效地提高了从ISS上进行实施科学（perform scientific）和地球观测实

验的能力。 

 

 

 

 

图22  Fialka 

图24  FSS 

图23  Rusal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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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plesk在SM外部的 

安装情况 

Obstanovka等离子体 

波探测器天线  

BTN-中子  

图21  宇宙射线探测器和电离层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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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为Seiner的对比彩色照片，显示了在福克
兰海流和福克兰岛架水区之间的浮游植物区域的
信息：左图是大西洋的西南海域的图片；右图为
左图的解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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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iner使用分光光度系统（FSS）作为组件，允许多个研究者观测和研究海洋生物生产

率。研究者能够监控鱼类丰富的海洋区域并通过通信资源数据来通知捕鱼船队。 

 

 

 

3.2.5  技术示范领域设施 

RK-21-8微波辐射计（图26）提供地球陆地和海洋表面无线电亮

度温度的信息。这些数据用于研究一些表面和环境条件，包括检测土

壤温度，海水盐度，并协助预测潜在的森林火灾。 

激光通信系统（SLS，图27）提供一个测试工作台，通过启动外部

SLS激光和地面激光终端之间的通信链路来研究穿越地球大气的激光束

的传播。指向和跟踪功能，高可靠性以及可变的操作模式是这个硬件

口。 

    

全球传输服务（GTS，是ESA与俄罗斯宇航局的共同项目，图28）

设置在ISS的俄罗斯舱，是一个连续运行的设施，用于测试从地面专用

接收机上接收时间和数据信号的条件。特殊编码的时间信号可以供接

收机确定地球上任何位置的本地时间。该硬件的主要目标是为了验证

时间信号传输到地球表面的性能和精度。此评估的指标包括地面上信

号质量和数据率，测量干扰的影响，如：多普勒频移、多路径反射、

阴影和仰角的影响。GTS技术正在由ICARUS

 

 

 

 图27  激光通信系统 

图26 RK-21-8微波辐射计 

    图28  GTS （利用空间的动物研究

的国际合作）面向未来应用开发，其中包括开发一个全球跟踪小目标（如：动物）的

技术解决方案。

的关键能力。内部控制单元为航天员提供激光操作的接



 

 

Bar（图29）利用一套独特的仪器，进行超声波探测、测量和

绘制航天器温度和潜在危险位置以及ISS在轨状态（在轨操作过程

中的材料降解或腐蚀会造成ISS在轨状态的改变）的热电内窥镜分

析，揭露可能形成冷凝的区域，并评估潜在的腐蚀所带来的损

坏。在相关应用研究的一次专家实验中，在ISS的一个密封舱中发

现了micromycet菌落。这有利于人们探索近地轨道，并将其作为永

久的栖息空间。 

4  结语 

    国际空间站的俄罗斯舱充分利用舱段结构及舱外载荷，俄罗斯舱的建设和舱体内外实验

设施的设置继承了俄罗斯一贯的设计风格，所支持的应用项目具有较强的应用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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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9  俄罗斯航天员配置 

 Bar硬件 

参考文献： 

1. Donald C.Barker,M.S.,M.A.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Facilities Research in Space 2013 and Beyond 
[M].2012 

2. ISS Russian Segment User Manual，2011. 

3. Georgy Karabadzhak，Overview of the ISS Russian Segment Research and Facilities.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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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空间站美欧日实验舱研究机柜布局 

1  各实验舱概述 

命运号实验舱（Destiny，图1）是美国设置在国际空间站（ISS

NASA在1974年2

28英尺（8.5米），宽14英尺（4.3米），重32,000磅(14,500 

千克)。它包含3个圆柱形的部分和2个可供航天员进出舱的锥段部分。 

希望号实验舱(Kibō，Hope，图2)，是日本对ISS的贡献，由日本航空航天探索局(Japan 

AerospaceExploration Agency，JAXA)2001年9月制造完成，也是ISS上最大的舱组。“希望”号

实验舱是日本首个太空实验舱，主要研究项目为太空微重力，另外还关注医药、生物、生物

技术和通讯等领域。“希望”号实验舱由舱内实验室、舱外实验平台和舱内存储室等部分组

成，是日本的载人航天器。它使用铝合金制作而成，呈圆桶形，全长11.2米，外径4.4米，内

径4.2米，重23.1吨。 

哥伦布实验舱(Columbus module，图3)由欧洲航天局（ESA）设计并建造，目的是作为

ISS永久实验室，并覆盖多种学科的研究领域，包括材料学、各种物理和生命科学的研究实验

室。另外，外部装载的设施应用于空间科学、地球观测和技术领域的实验。哥伦布实验舱发

射日期为2008年2月7日，长6.8米，直径4.5米，在轨最重质量为21吨。 

     

 

图1  命运号实验舱布局 图2  希望号实验舱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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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空间实验室退役后的第一个永久性运作的在轨

实验室。该实验舱是铝制的，长

）上用于科学研究载荷安

装的主要实验室。命运号是



 

 

 

 

2  各实验舱内部详细布局 

2.1  ISS的“命运号”实验舱内部布局 

    如图5所示为命运号实验舱的内部具体布局，其中，供NASA使用的机柜有11个，各部分

代表的含义如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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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哥伦布号实验舱布局 

参与机构   利用的装备机柜  利用/配载货物/ 
未来使用  

= 

 

= 

 

= 

图4   图1~3各部分意义 

图5   命运号实验舱内部详细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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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和材料科学 

  地球科学 

  人体研究 

 

 

  ARIS/PaRIS能力 

系统和存储 

多用途 

 

上部 

船尾 

舱板 

向 前 方



 

 

上部 

船尾 

舱板 

向前方向 

生物科学 

2.2  ISS的“希望号”实验舱内部布局 

图 6   希望号实验舱内部详细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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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VIS=带有隔振系统的自行车 MSG=微重力科学手套箱 

CIR（PaRIS）=燃烧集成机柜（被动机柜隔振系统） MSRR-#（ARIS）=材料科学研究机柜（主动机柜隔振系统） 

EXPR-#=EXPRESS  WORF=窗口观测研究设施 

FIR（ARIS）=流体集成机柜（主动机柜隔振系统） ZSR=零重力存储机柜 

MELFI-#=ISS的-80度的冷冻实验室  

表1  图5中各部分代表的含义 

    如图6所示为希望号实验舱的内部具体布局，其中，供JAXA使用的机柜有4个，供NASA

使用的机柜有4个，各部分代表的含义如表2。 

EXPR-# = EXPRESS  MSPR=多目标小载荷机柜 

ISPR=国际标准载荷机柜 RMS=遥操作系统 

HDP=硬件虚拟面板 RYUTAI=流体科学 

JRSR-#=日本补给存放机柜 SAIBO=细胞科学 

KOBAIRO=材料科学 ZSR=零重力存储机柜 

MELFI-#=  ISS的 -80 度的冷冻实验室（MELFI-1 ： NASA 占

85%，JAXA占15%） 

 

表2  图6中各部分代表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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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部 

船尾 

舱板 

向前方向 

生物科学 

   

  自然科学和材料研究 

 

 

  ARIS/PaRIS能力 

系统和存储 

多用途 

未来JAXA应用机柜位置

机柜

机柜



 

 

2.3  ISS的“哥伦布号”实验舱内部布局 

图7   哥伦布号实验舱内部详细布局图 

参考文献 

1. Donald C.Barker,M.S.,M.A.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Facilities Research in Space 2013 and Beyond 
[M].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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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图7所示为哥伦布号实验舱的内部具体布局，其中，供ESA使用的机柜有5个，供NASA使

用的机柜有4个，各部分代表的含义如表3。 

Bio Lab=ESA生物实验设备 FSL=流体科学实验室 

EDR=欧洲的抽屉式机柜 HRF-#=  

EPM=欧洲生理学模块 MARES=抗肌肉萎缩锻炼系统 

ETC=欧洲运输托架 ZSR=零重力存储机柜 

EXPR-#（ARIS）= EXPRESS   

表3  图7中各部分代表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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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部 

船尾 

舱板 

向 前 方

生物科学 

  人体研究 

  自然科学和材料研究 

 

 

  ARIS/PaRIS能力 

系统和存储 

多用途 

机柜（主动机柜隔振）

人体研究设备



 

 

“希望”号实验舱蛋白质晶体生长实验 

 
浩瀚的宇宙和蛋白质并不像听起来那样无关，因为“晶体”是连接它们两个的关键桥梁。人体

内的蛋白质具有三维复杂的结构，而太空是研究这些结构最适宜的环境。日本最近在国际空间

站上的研究可能有助于研制治疗疾病更有效的方法。 

在太空中，不存在由密度差异产生的对流，即不存在溶液上下和左右的流动，也没有导致

较重物体下沉的沉淀现象。因此，有利于蛋白质分子有序地形成并创建一个高品质的晶体，对

于其结构的研究是有益的。在这种独特的太空环境中，已经形成了各种晶体。 

JAXA自2003年以来召开了九次关于在ISS的ZVEZDA服

务舱中进行蛋白质结晶实验的会议，并获得了在太空环境中

生产高品质的蛋白质晶体的技术。基于这些技术，于2009年7

月开始在希望号实验舱上开展该系列的六个实验。 

在俄罗斯宇航局的支持下，安装在Cell单元(如图1)上的

蛋白质样品由俄罗斯进步号飞船送往ISS。对接后，蛋白质样

品送往希望号实验舱，放置在蛋白质结晶研究设施PCRF(如

图2)上，它们将在华氏68度(摄氏20度)稳定的温度环境下保存

2-4个月。一种称为“凝胶管”的逆扩散方法用于蛋白质结晶，

其过程为使用聚乙二醇或盐溶液，扩散到由“凝胶管”内多孔

膜分离的蛋白质溶液中。然

后，逐渐增加蛋白质溶液中的

聚乙二醇浓度，最终满足蛋白

质结晶的条件(图3)。 

 蛋白质晶体生长实验给

医学治疗条件发展做出了贡

献。引起疾病的蛋白质和抑制

它的药物可以类比为 “钥匙

孔”和“钥匙”的关系。如果通

过检查蛋白质结构发现了钥匙孔的形状，则适合钥匙孔的钥匙，即以治疗为导向的、副作用少

的药物就能被研制出来。JAXA正通过太空实验在顽固性疾病方面做积极的尝试，以期能够更有

效的支持地面医学治疗(图4)。 

 

图1  Cell单元--Cell单元是蛋白质样品安
装到ISS的PCRF上时的孵化设施。同时，它
也是凝胶管暗盒装入货仓时的运输容器。 

图2  蛋白质结晶研究设施PCRF，PCRF是
用于蛋白质结晶实验的子柜，提供温度
控制，可容纳6个Cell单元(多达144个蛋
白质样品)。 

图3  凝胶管暗箱(JCB)，JCB里面包括12
个结晶毛细血管，是一个结构简单又经
济的结晶工具。它仅需航天员做最少的
在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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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中结晶的蛋白质在疾病治疗上的成功案例是造血前列腺

素D合成酶，即H-PGDS。H-PGDS是合成造血前列腺素D合成酶2

(即PGD2)的主要酶，而PGD2是众所周知的过敏性和炎症反应的中

介物质。最近大阪生物科学研究所OBI的一个研究小组报道在杜氏

肌肉萎缩症(DMD)病人坏死的肌肉纤维中发现了H-PGDS。作为一

种遗传性肌肉疾病，DMD是肌肉萎缩症

中最常见的形式，3500个男孩中就有1个

人受到影响。DMD引起肌肉萎缩和加快

肌肉功能退化，是一种顽固性的疾病，

在目前还没有找到治疗方法。因此，人

们认为H-PGDS特定的抑制剂是治疗肌肉

萎缩症最有效的药物。 

    OBI研究小组已经成功地确定了在带有H-GPDS特定抑制剂复合体中

的H-PGDS的三维结构。H-PGDS在微重力环境下已多次成功结晶。研究

者利用X射线进行晶体结构分析，通过衍射到1.0-1.5埃(光谱线波长单位)

分辨率确定了高品质H-PGDS抑制剂复合物晶体的结构，而且发现了一

种新的抑制剂(图5)，其活性比原型抑制剂强几百倍。这说明用H-PGDS

与抑制剂结合的方法可以研制更有效的药物。下一步的研究正在进行

中，以期能够达到实际使用的目的(图6)。 

    人体内有超过1,000,000种蛋白质，而整个大自然中多达10亿种。每

个结构都是不同的，并且它们携带了与我们健康和全球环境有关的重要

信息。太空作为用来进行生物医学研究最新的场所，科学家能够进行地

面上不能或很难进行的实验来了解蛋白质的结构。希望号实验舱上进行

不同实验产生的高品质蛋白质晶体为新的可能性打开了大门。蛋白质结

构的阐明将有助于人类了解生命的机制。 

参考文献 

 

1.Tracy L. Thumm.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Benefits for Humanity[M].2012. 

                                                                                                                 占凌云   翻译    路璐   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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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  空间实验的优越性 

图5  高品质H-PGDS抑制剂复合
物晶体和肌肉萎缩相关的蛋白质
的具体结构通过空间实验变得很
清晰。 

图6  肌肉萎缩症的治疗,通过一 
种有效的备用药物复合物减缓 
了肌肉萎缩进程(OBI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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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空间站上开展的教育活动 

 国际空间站（ISS）具有一种能够吸引到世界各地的学生和教师的能力。在过去的12年中，

ISS上的航天员为很多的教育活动提供了基础平台，旨在提高公众对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STEM）领域研究的兴趣和热情。很早就有人发现，学生对ISS有极大的兴趣，而且ISS为他们

提供了一个参与科学和技术研究的独特的机会。自ISS相关设施首次发射以来，所有的合作国家

都将学生实验和教育活动加入到ISS项目中，有些国家甚至将此加入了商业协议。很多早期的实

验还在进行中，而其他的一些则已经完成生产发明或可能定期增加。 

表1是对ISS上的教育活动和成就的统计。表2是对探索类教育机会的统计，探索类教育是一

种调查研究性质的学习方法，鼓励学生独立或协作地去观察、提问、设计调查，并收集和理解

数据，这样有利于激励学生从实践中寻找概念和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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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ESA/NASA幼苗生长研究项目在两周内完成了两个实验流程。这两个实验

流程都是在哥伦布实验舱中的EMCS（欧洲模块化培养系统）中开展的，直到2013
年5月20日才全部完成。第2个实验流程在5月2日开始实施，它是按照地面指令，控

制实验容器中的水合物种子。首先将这些种子保持在1g的微重力环境中，用白光持

续照射4天，让它们发芽和生长。在第5天，安装旋转的实验容器，将幼苗暴露到

0.1g的微重力环境中，同时，用红色或蓝色光线从侧面照射幼苗，这个过程持续2
天，然后将幼苗放入MELFI冷冻设备中。在5月11日开始第3个实验流程，遵循相同

的程序，但是在第5天将重力大小设置为0.3g。5月17日完成第3个实验流程后，将其

放入MELFI冷冻设备中。同时在5月18日开始进行第4个实验流程。 

幼苗生长研究项目包括三个实验，实验将一直持续到2015年。幼苗生长研究项

目建立在过去的太空飞行中的拟南芥种子实验基础上，它研究了各种重力水平对植

物幼苗的影响，这些影响包括对幼苗的根和芽，野生型和转基因型的影响。这项研

究将全面观察在长期太空飞行中植物的生长规律，有助于理解植物生长机制，也将

帮助改善地球上的农作物生产和产量。 

                                                                                          彭力 翻译   靳召君 校对 

ESA/NASA 联合实验——幼苗生长实验         

2013年第1期 

 教育与宣传  



 

 

研究 
学生人数 

学校 老师 
K-12 大学生 研究生 博士后 

学生-发展研究 560,612 347 9   17,239 19,308 

教育竞争 3,806       74 77 

学生进行ISS研究

的课堂版本 
1,059,938 37 28   5,078 5,287 

学生参与ISS的研

究实验 
89,768 1,422 1,167 47 66 6,255 

学生参与ISS工程

教育：硬件开发 
2,116 273 46   6 63 

教育示范和活动 41,480,680       3,437 2,797,620 

文化活动 41,480,680       15 20 

总计 41,480,680 2,000 1,200 50  26,000 2,800,000 

表1  ISS教育机会和成就—学生、老师和学校的统计 

ISS教育机会和成就—学生、老师和学校的统计  

研究 
学生人数 

学校 老师 
K-12 大学生 研究生 博士后 

学生-发展研究 560,612 347 9   17,239 19,308 

教育竞争 3,806       74 77 

学生进行ISS研究

的课堂版本 
1,059,938 37 28   5,078 5,287 

学生参与ISS的研

究实验 
89,768 1,422 1,167 47 66 6,255 

学生参与ISS工程

教育：硬件开发 
2,116 273 46   6 63 

总计 1,700,000 2,000 1,200 50 23,000 3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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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S学生实验和活动涉及到世界各地的学校。到目前为止，来自49个国家的43,000,000

名学生参与实验。这些学生来自亚洲、澳洲、欧洲、非洲和南北美洲，还包括加勒比海区

域。有机会亲身参与ISS上的科学实验不仅激发了学生对科学研究的兴趣，同时，也激励了

老师和学校的参与。通过教师的参与，ISS的实验能够更加的广泛和深入。通过教师们在课

堂上进行空间实验训练，为提高学生太空探索的热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资源。ISS上的教育

类实验是学生和教师了解空间知识的平台，推动未来空间实验的发展。 

参考文献 

1.Inspiring the Next Generation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and Accomplishments   

2000-2012. 

                                                          靳召君  翻译       朱小龙   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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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探索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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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2012财年，依据美国航天局2010年授权法案第204条规定，NASA在2012年8月委托

“美国国家科学院（NRC）”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载人航天委员会，审查载人航天飞

行目标、核心能力和发展方向，包括重新审视载人航天的发展方向，进行长期的目标审

查、核心能力和美国载人航天计划方向研究，提出相应意见，以促进美国载人航天计划可

持续发展。委员会的研究针对2015年至2030年载人航天计划的主要任务，持续时间为28个

月，预计2014年5月提交研究报告。 

该委员会成立之后，面临委员难产、追加成立技术可行性组、委员会主席辞职等一系

列问题，被媒体嘲讽为“慢”委员会。由于委员会研究过程中的很多会议不公开（闭门会

议），目前无从揣测其研究结果。2013年6月，委员会通过NRC网站公开征集美国民众对载

人航天计划的意见，原始文档均可通过其官方网站下载。本文对这些民众提交文档进行整

理和统计分析，汇总出了公众所持的主要观点，试图窥出些许端倪。 

 

2  载人航天委员会的职责  

委员会的职责包括以下7条： 

1、根据以下4条来制定载人航天计划： 

(a) 1958年制定的美国国家航空和空间法； 

(b) 2005、2008和2010年修订的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授权法（注：依此揣测美国可能

会在委员会研究取得成果后推出新的授权法）； 

(c) 美国国家空间政策（2010年）； 

(d) 由美国总统签发的现行空间政策。 

2、广泛征求意见，让公众和投资者了解载人航天飞行的动机、目标和可能发生的变

化。这是可持续发展的美国载人航天计划的根本基础，也可以让公众和投资者了解载人航

天计划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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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战略  

     美国载人航天何去何从 

   ——美国载人航天委员会工作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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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国家层面描述NASA载人航天计划的预期价值和价值定位，包括政府、工业、经

济和公众利益的需求等各方面，也要考虑载人航天计划中已有的和潜在的国际合作伙伴的

优先级和计划。 

4、确定在国家和国际层面描述人类太空探索的原因和价值的一系列高优先级可持续发

展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激发人类长期进行空间探索的可持续性发展方向。这些问题包括

人类太空探索引发的科学、工程、经济、文化、社会科学等各方面的问题，以及改善人类

生存条件的问题。 

5、考虑开展审视人类太空探索，及NASA与国际合作方合作的预先研究，以理解可能

的发展路径（包括关键的技术追求和目标）及“技术推动”和“需求牵引”间的合理平

衡。其中应包括由NASA人类探索框架组（Human Exploration Framework Team）、NASA载

人航天架构组（Human Spaceflight Architecture Team）、美国载人航天计划审查组（奥古斯

丁委员会）、以前的NRC报告，及本委员会的相关评估报告等完成分析。 

6、对照可持续发展的一揽子问题，评估与调查国家目标与基础能力、无人探索活动、

技术及2010年NASA授权法案中授权的任务之间的关系。 

7、提供未来美国人类太空探索在成果、理由、优先建议和决策规则方面的规划和引

导。这些建议将在FY2014至FY2023的财政年期间（同时考虑2015-2030年项目计划的可能

变化），描述确保长期追求人类太空探索的国家目标的顶层战略方针，回答可持续性发展

的系列问题，并向全国传递价值观。 

3 载人航天委员会的组成  

2012年10月，NRC公布由前国防部长比尔·佩里和科学家乔纳森（Lunine）共同担任

委员会主席。 

乔纳森博士为美国康奈尔大学射电物理和空间研究中心主任，曾为JPL土星探测任务卡

西尼号项目成员，2010年参与编写了《天文和天体物理战略报告》，目前参加詹姆斯·韦

伯望远镜项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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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的委员会成员名单稍晚在2012年11月公布。这些组成成员是从超过500人的候选

人名单中选择出来，具有广泛的专业知识，涵盖航天的民用、商用、国际、科技、经

济、文化和国家安全等各方面。委员会需要解决各种观点和题材的复杂问题，深入到特

定的学科领域，既要克服技术挑战，又要做出经济方面的考虑。名单公示结束后，2012

年12月10日，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闭门会议。 

 2012年12月13日NRC又公布了一个技术可行性研究小组，负责载人航天任务中技术

相关工作。 

不料比尔·佩里于2013年2月15日辞去主席职务，NRC提升米切尔·丹尼尔斯为联合

主席。丹尼尔斯于2005-2013年任印第安纳州共和党主席，2013年1月14日卸任后暨任职

为普渡大学校长。 

 

3.1  载人航天委员会成员 

表1为载人航天委员会成员名单。 

表1  载人航天委员会议员名单 

姓名 单位 

Mitchell E. Daniels, Jr.,（主席） 美国普渡大学 

Jonathan Lunine博士,（主席） 美国康奈尔大学 

Bernard F. Burke博士 麻省理工学院 

Bryan D. O'Connor  独立顾问 

Mary Lynne Di mar博士 Di mar联合公司 

Stanley Presser博士 马里兰大学，学院园区 

Pascale Ehrenfreund博士 乔治华盛顿大学 

Helen R. Quinn博士 SLAC国家加速器实验室 

James S. Jackson博士 美国密歇根大学 

Asif A. Siddiqi博士 福特汉姆大学 

Gen. Frank G. Klotz（退休陆军少尉）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 

John C. Sommerer博士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实验室 

Franklin D. Mar n博士 马丁咨询公司 

Roger Tourangeau博士 Westat公司 

David C. Mowery博士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Ariel Waldman（女） Spacehack.Org网站 

William J. Perry博士 因个人原因从委员会辞退（2013/2/15） 

Cliff Zukin博士 新泽西州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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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技术可行性小组成员 

     表2为委员会技术可行性小组成员名单。 

 

姓名 单位 

John C. Sommerer博士（主席）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Douglas S. Stetson  空间科学和探索咨询集团 

Arnold D. Aldrich  航天顾问 

Ravi B. Deo博士 EMBR 

Douglas M. Allen  独立顾问 

Robert S. Dickman  美国空军（退休） 

Raymond E. Arvidson博士 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 

Dava J. Newman博士 麻省理工学院 

Richard C. Atkinson博士 圣地亚哥加州大学（已退休） 

John “Row” Rogacki博士 佛罗里达人类和机械认知研究所（奥卡拉） 

Robert D. Braun博士 佐治亚理工学院 

Guillermo Tro   Tro 及联合公司 

Elizabeth R. Cantwell博士 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 

Linda A. Williams（女） 威尔航天科工集团 

David E. “Ed” Crow博士 康涅狄格大学（已退休） 

表2  委员会技术可行性小组成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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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委员会的会议  

载人航天委员会需要在充分考虑公众意见的前提下，从科学、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业角

度去制定长期的载人航天任务规划方案，预计具体的报告于2014年5月提出。委员会计划召开

了多次会议，具体如表3所示。 



 

 

 

组

织

部

门 

会

议

次

数 

会议信息 会议内容 部门和学科 

委 
员 
会 
会 
议 

1 

时

间 
2012.12.19  公布公众对研究目标的意见；NASA的科学和探索；历史要求、研究目

标、分析挑战；人类探索计划活动、结构、目标和商业作用；载人航天

的影响、挑战和机遇 

主要部门： 
行为和社会

科学以及教

育部门； 

工程与物理

科学部门 
 
子部门： 
DEPS航空航

天工程局 
国家统计委

员会；DEPS
空间研究委

员会 
 
涉及到的学

科/领域： 
工程与技术 
科学和技术

政策 
航天和航空 

地

点 
华盛顿 

2 

时

间 
2013.01.08 

闭门会议 
地

点 
斯坦福 

3 

时

间 

2013.04.22‐
2013.04.24 

22日 
LEO以外的探索前景及计划；剖析载人和机器人航天探测；在地球轨道

上的人类太空探索；载人航天在安全和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商业载人航

天；载人航天的首要任务。 
23日 
对未来载人航天的展望；未来机器人和人类在地球轨道上的合作。（其

他不对外） 
本次会议是为了帮助委员会收集信息，作为研究工作的引导。委员会将

会验证本次会议和其他会议收集到的信息和材料，并努力让公众了解其

工作。虽然有些意见会被激烈的讨论，但这次会议并不会产生什么结

论。事实上，委员会将会在撰写报告草稿前慎重商讨。此外，此书面报

告一旦形成，就会让相关专家严格的匿名审查，之后委员会必须对相应

的质疑做出回应，这样可以充分满足NRC报告审查委员会的要求。此

外，个别委员会的成员经常会为了探索问题和使论据充分而参加讨论和

质疑。 

地

点 
华盛顿 

4 

时

间 

2013.07.24‐
2013.07.26 

闭门会议 
地

点 
伍兹霍尔 

5 

时

间 

2013.10.21‐
2013.10.23 

尚未召开 
地

点 
华盛顿 

6 

时

间 

2014.01.13‐
2014.01.15 

尚未召开 
地

点 
欧文 

表3  委员会计划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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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织

部

门 

会

议

次

数 

会议信息 会议内容 部门和学科 

技 
术 
可 

行 

性 

小 

组 
会 
议 

1 

时

间 

2013.02.04‐
2013.02.05 

探索系统的发展 

•目前的活动、结构、目标和NASA的作用，以及国际伙伴。②长期目

标（例如：火星表面任务）。③目前计划。④现有的探索系统发展

计划主要方案和技术挑战是什么？ 

商业成员的专题部分 

•
轨道运输商业成员的问题（根据未来运输到低地球轨道及更远的轨

道的需求）。②亚轨道载人航天的引导结果如何？ 

太空探索的方法 
•说明了战胜火星表面先导控制任务可能遇到的技术挑战的方法。 

主要部门： 
行为和社会

科学以及教

育部门 
工程与物理

科学部门 
 
子部门： 
DEPS航空航

天工程局 
国家统计委

员会 
DEPS空间研

究委员会 
 
涉及到的学

科/领域： 
科学和技术

政策 
航天和航空 

地

点 
华盛顿 

2 

时

间 

2013.03.27‐
2013.03.28 

NASA回顾长期的载人航天飞行的技术挑战 
•概述        •机组人员健康、医疗和安全       •居住系统和目标系统，特

别是ECLSS和空间辐射       •空间推进和航天动力        •机器人和自主控

制        •进入、下降和着陆       •深空EVA 
未来的商业载人航天飞行 
Google月球X奖（注：谷歌公司主办的一个月球探测器设计大赛） 

28号 
机器人航天器的小行星检索和未来功能          小行星回收 

地

点 
华盛顿 

3 

时

间 

2013.07.19‐
2013.07.21 

使用先进的太空推进技术降低探索成本 
NASA的载人航天飞行技术发展 
人类太空探索需要的关键技术是什么，在空间推进方面特别感兴趣

的领域是： 
•核热推进      •大推力太阳能电推进       •储存和运输低温推进剂 
到外行星的先导控制任务的技术挑战      NASA的小行星重定向任务：

技术挑战 

地

点 
欧文 

4 

时

间 

2013.10.15‐
2013.10.16 

尚未召开 
地

点 
华盛顿 

公

众

和

投

资

者

意

见

小

组 

1 

时

间 
2013.04.05 

闭门会议 
地

点 
华盛顿 

2 

时

间 
2013.07.19 

NASA对公众和相关人士的意见（其他不对外） 
地

点 
华盛顿 

3 

时

间 
2013.10.04 

闭门会议 
地

点 
华盛顿 

续表3  委员会计划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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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途径来解决国际空间站退役后的向低地球



 

 

5 委员会的公众调查 

5.1  公众调查内容 

为了制定受公众支持的、可持续的载人航天计划，满足委员会职责中第2条的要求，载人

航天委员会于2013年6月通过NRC网站公开邀请对载人航天感兴趣的个人和团体提交建议书，

建议书提交截止日期为2013年7月9日。建议书内容包括载人航天的作用以及对未来发展的建

议。主要针对三个问题做出回答： 

1. 发展载人航天事业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好处是什么？ 

2. 维持美国政府载人航天计划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3. 如果美国终止载人航天计划，其后果及对国家和世界造成的损失是什么？ 

载人航天带来的好处、面临的挑战和终止载人航天所带来的影响和损失都可以不仅一

项，公众可以任意提出自己的看法。 

这三个问题发布后，共提交了190份公众建议书。建议书来自不同的团体或个人，包括： 

1. NASA及其下属研究机构：艾姆斯研究中心、格伦研究中心、约翰逊航天中心、戈达德

太空飞行中心、兰利研究中心、NASA的毕业生联盟，JPL喷气推进实验室； 

2. 学术团体：国家空间学会、航空航天工业学会、月球学会、英国皇家航空协会（英

国）、行星协会、火星协会、载人航天联盟、瑞士火星协会（瑞士）、哥白尼天文台、联合

国外空事物办公室等； 

3. 公司：波音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霍尼韦尔公司、spaceX公司等； 

4. 大学和研究院所：开普勒太空研究所、月球和行星研究所、哈佛-史密森天体物理中

心、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乔治城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迈阿密大学、德州

大学、普渡大学、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空间研究中心、日本东京大学（日本）等； 

5. 个人。 

所提交的建议书主要对上述三个问题做出相应回答，仅有少数文件针对某项科学研究进

行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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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载人航天发展的好处 

针对载人航天委员会提出的第一个问题，统计出公众的意见如图1所示。横轴表示载人航

天带来的具体好处，纵轴表示的是提到该项好处的建议书数量（注：一份建议书可能会提及多

项好处）。公众还提到了很多其他好处，但由于提及的建议书少，这里未全部列出（图2与图3

同此处理）。 

  

 

 

 

 

 

 

 

 

 

 

 

 

根据图1所示的公众意见，载人航天带来的效益可归纳： 

（1）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随着载人航天任务的不断进步，所面临的科学和技术挑战也

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战胜这些挑战的过程也是科学和技术不断发展和创新的过程。科学技

术的发展不仅有与航天器设备和航天员安全相关的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还有与公众日常生活相

关的科学技术的进步。 

（2）促进经济增长：载人航天的发展带来了在研发、教育、航天医学、太空旅游等方面

的就业机会。虽然美国政府在载人航天方面花了很多钱，但是返回的是税收。这些工作岗位生

产的产品和服务被其他国家购买，带来了更多的税收，从而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增长，从一定程

度上抵消了美国政府的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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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公众调查-载人航天带来的好处 



 

 

 

（3）保证美国领导地位，提高民族自豪感：美国占据太空探索方面的领导地位，保持

载人航天计划对保持美国领导地位是至关重要的。这样可以引导各国家追求最高水平的技

术及其带来的利益；同时，这种领导地位给美国公民带来了民族自豪感，还可以刺激科

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的发展。 

（4）扩充资源，保护生命，给人类带来新的生活方式：地球上的资源有限，人类文明

受到威胁。有些资源可以从其他行星得到，扩充了地球资源。载人航天的不断发展，使得

人类在太空中生存和工作成为可能，人们期望可以找到适合人类生存的地球以外的星球，

从而保护生命。进行太空殖民，建立新的生存环境，并以此作为载人航天计划的最终目

标。 

（5）激发人们兴趣，促进教育发展：载人航天可以促进教育的发展，是有效的教育和

宣传渠道，使人们了解更多的地球和宇宙知识。让更多的青年人对科学、技术、工程和数

学等领域感兴趣，愿意将个人的职业生涯与国家的载人航天事业相结合。 

（6）促进国际合作：国际空间站（ISS）是国际合作的最好的例子，目前加入ISS的国

家有16个之多，这证明了利用合作伙伴关系，可以成功的设计、构建和运行一个复杂的空

间系统。载人航天事业的发展有利于全人类团结起来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奋斗，在一定程度

上维持了世界和平。 

（7）保证美国安全、促进军事和政治的发展：载人航天技术的发展是国家软实力的象

征，能够保证国家安全，促进军事和政治发展。 

（8）其他好处：公众提到的载人航天带来的好处，除图1所示几项之外，还具有促进

基础设施的建设，增加就业机会，证明国家实力，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等好处。 

5.3 美国载人航天所面临的挑战 

图2显示了公众认为美国载人航天所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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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公众调查统计-载人航天面临的挑战 
 

     自阿波罗计划之后，美国没有一个可行的和持久的载人航天计划，由于受政治因素的影

响，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的目标都根据政府的需求在不断的变化。国家载人航天政策基本上

是每20年改变一次，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确定的阿波罗计划，在20世纪80年代改为火

星计划。这一计划是由尼克松政府在1970年-1971年之间取消的，原因是越南战争的花费和其

他政治因素的存在。布什政府在1990-1991年间确定的太空探索计划（SEI），被克林顿政府

取消，原因是初始价格估计过高。第二届布什政府提出的星座计划，又被奥巴马政府取消，

改为月球、火星计划，也是由于“不可持续”的花费。这些都充分说明美国政府对载人航天

计划发展的未来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不知道美国为什么应该有载人航天计划，以及载人

航天计划应该负责什么。短期的政治策略，使得载人航天计划不可能具有长期的策略，而且

也不能顺利完成目标。这也造成了资金上的浪费和不合理的使用，美国需要建立一个长期

的、美国政府可支付的、可持续的载人航天计划，并制定出短期任务目标的时间表，然后严

格按照时间表来完成目标。 

据David P. Huntsman（在NASA工作38年，其中9年担任高级行政职务）指出，在NASA

的系统中，由官员对国家战略方向做出决定，NASA只是履行其职责。NASA提出的好计划和

政策可能被这种官僚机制遏制。有些不必要的技术，却因为官僚机制的干预而大力发展，导

致资源的浪费。这些政府和官僚的干预导致NASA制定的计划不能够像阿波罗计划那样得到

公众普遍的支持，人们无法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载人航天的好处，降低个人或企业对载人航

天的资金投入。同时，目标和策略的不断改变也给载人航天计划的发展带来了技术挑战。

如：可重复使用的设施和推进器的建设等，需要技术不断发展才能满足不同目标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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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P. Huntsman甚至还提出需要对NASA内部进行改革，成立独立部门，不需要考虑官僚意

愿，只开展与人类和地球相关的探索、开发等的全局策略。 

载人航天事业需要有人参与，且很多事实都论证了机器无法取代人的位置。但将人送入太

空，就必须要保证人员的安全，不仅要保证在发射和返回时的安全，也要保证在空间环境生活

和工作过程中，尽量不受辐射的影响，这也需要相应技术的发展。 

除此之外，载人航天还面临着其他挑战： 

（1）合作方面的挑战，如国际合作是否可以顺利进行，政府和私营部门是否可以有效合作； 

（2）保持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和运营也是一项挑战。 

5.4  终止载人航天计划的损失 

综合美国公众意见，针对委员

会提出的第三个问题：终止载人航

天计划的损失，公众的意见如图3 

所示。 

图3显示的只是公众提到的众多

损失中的几项，公众对这一问题的

看法并不一致，其中提的最多的，

也是美国人民关心最多的就是美国

的领导地位。美国的载人航天计划一旦终止，别的国家迅速发展，会对美国的领导地位产生威

胁。在公众调查中，有12份建议书提到这一威胁主要来自中国，中国具有高水平的空间机构，

目标明确，发展迅速，成功率高，美国终止载人航天计划，下一个领导者很有可能是中国。 

美国终止载人航天计划会影响美国在国际合作中的信誉及国际影响力，削弱已经建立多年

的国际合作关系，给国家安全带来打击，且失去高素质的工作者，降低人们追求科学、技术、

工程和数学等领域的热情，降低技术的发展速度。美国载人航天计划的终止会使与载人航天相

关的企业和个人的发展受到影响，对经济发展不利。 

 

    图3  公众调查统计-终止载人航天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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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公众还提到终止载人航天计划会降低国家的太空探索能力，降低国家软实

力，造成人才的流失，失去外太空的使用权，降低政治影响，减缓经济发展，是对前人努力

付出的浪费，还会影响与载人航天相关的如气象卫星等计划的发展等。 

5.5  未来发展的方向 

为数不多的建议书提及未来的具体发展方向，如图4所示。其中多数认为人类已经具备

去往月球的能力，去往月球所需要的技术手段易于实现，资金使用相比探索其他行星要少，

是下一个载人航天计划的主要目标。月球的位置与地球相对较近，且月球上具有丰富的土地

和矿物资源，包括丰富的水资源和能量以及核聚变燃料He的大量存储。所有这些资源都应

该在美国太空战略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图4  公众调查统计-载人航天未来的发展方向 

火星具有很大的探索魅力。支持继续探索火星的建议书数量几乎与月球相当。在这一

部分建议书中指出，NASA在探索火星方面已经花费了大量的资金，利用了大量的资源，

如果终止探索会造成资金和资源的浪费。探索火星可以让人们了解更多的太空知识，也可

以扩大可利用的资源。但是，也有观点（如NASA的Greeson, David S.）认为探索火星的

技术发展还不够成熟，不适合资源的利用，且对美国经济发展无益。因此，可以继续将机

器人送往火星进行探测，而载人航天的重点不应直接放在火星上。 

小行星一直威胁着地球的安全，需要特别注意潜在的危险小行星，有的可能会与地球

相撞。需要人为干预这种小行星的轨道，避免发生危险，摧毁人类文明，但同时要探索对

小行星的利用，它们可能会带来无限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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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提出的其他的发展方向包括太空辐射的研究、亚轨道、太阳系外行星、太空采矿、

制造等方面的探索和研究等。 

 
6  几点分析 

根据美国公众对委员会三个问题的反馈，尽管提交的个别建议书对载人航天持悲观看

法，认为载人航天的黄金时代已经逝去，所有提交的建议书都支持载人航天的持续发展。公

众普遍认为载人航天带来的收益可以促使其战胜所有的挑战，支持载人航天的继续发展；在

太空探索过程中，人的作用无可取代。尽管意见中对探索目的地意见不一，但是，可看出

NASA正着力推动的小行星探测任务的公众支持率并不高。 

笔者通读全部190份建议书，综合公众除回答3个问题外，不少对NASA原载人航天计划

颇有微词，提出的意见集中在以下几点： 

1、NASA要广泛征求公众意见，让公众了解载人航天事业的进展和收获，得到公众的支

持。 

2、NASA对自己的工作目标不够明确，需要制定切实有效的长期的载人航天计划，并且

要得到政府的支持，尽量减少政治上的改变所带来的影响。 

3、目前NASA花了大量的资金却没有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因此要充分利用私营企业、

国际合作和技术发展，降低载人航天任务成本，提高对资金使用的预测和控制能力，使得载

人航天计划是可负担的。 

尽管研究报告公布尚有时日，但基本可以断定，美国载人航天委员会无疑会顺应民意，

支持美国载人航天计划在未来二十年内持续发展。然而真正的发展方向究竟将指向何处？我

们只能拭目以待，密切关注委员会的最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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