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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人登月是怎样实现的
由阿姆斯特朗拍摄

的奥尔德林，在奥尔德林
的面罩上可以看到阿姆
斯特朗的影像。

“阿波罗”载人登月飞
船结构。

今年 7 月 20 日是

“阿波罗”首次载人登月

50周年纪念日。当年

“阿波罗”载人登月是怎

样实现的？也许有很多

读者会好奇，下面我们

就从技术上给大家做个

介绍。

在“阿波罗”载人登月工程的实施过
程中，曾在登月方案的确定上花了很长
时间，直到1961年5月25日美国正式
宣布将实施“阿波罗”登月计划时，美国
航空航天局仍没有在登月方案上形成统
一的意见。此后又经过了半年多的研究
和论证，才于1962年最终选定月球轨道
对接法。

所谓月球轨道对接法就是将1艘载
有3名航天员的飞船发射到月球轨道
上。然后2名航天员乘登月舱在月面上
降落，并出舱进行探险。另1名航天员
仍留在指令舱-服务舱组合体中绕月球
轨道飞行。返回时，在月面登月舱内的
2名航天员启动登月舱上升级的发动
机，飞上环月轨道与指令舱-服务舱组
合体交会对接。2名航天员进入指令舱
后，抛弃登月舱的上升级，脱离月球轨道
返回地球。在再入大气层前，抛弃服务
舱，仅指令舱在太平洋上溅落。这种方
法的好处是只需在月面上降落小型登月
舱，但在月球轨道对接的成功与否直接
决定了航天员的生命安全。

可能有些读者会问：为什么不把整
个飞船直接送入月球表面？其实这种方
法科学家早已考虑过，认为比较简单和
安全，但对运载火箭的要求太高，而且大
型飞船在月面上着陆有可能陷入尘土
中。

其实，刚开始美国“阿波罗”工程的
总负责人冯·布劳恩及马歇尔航天中心
是偏爱另外一种方法——地球轨道对接
法，即先发射几枚“土星”火箭，把大型载
人登月飞船的几个部分分别送入地球轨
道，然后对接起来；对接后的飞船利用自
身的发动机加速飞向月球；当靠近月球

后飞船掉转方向，启动发动机减速，最后
在月面上着陆；当工作完毕后，抛掉这一
级发动机，载人飞船部分利用上升发动
机离开月球返回地球。他们认为这种方
法有两大优点，一是不需要研制超大型
运载火箭；二是在地球轨道上对接比较
安全，万一对接失败，载人飞船亦可以安
全返回地面。但它存在一大问题，即大
型飞船在月面着陆的困难。

经过众多科学家对三种方案进行反
复比较、分析，最终的结论是：月球轨道
对接法可在1967年10月实现，成本约
77亿美元；地球轨道对接法可在1968
年7月完成，成本约92亿美元；直接登
月法所需资金约106亿美元，且在1968
年10月以前难以实现。所以，事先不被
看好的月球轨道对接法最终被认定是载
人登月的最佳途径。

采用月球轨道对接方案，在技术、时
间和资金方面的优点大致如下：

只用一个较小的登月舱就能登
月，从而可避免整个飞船降落月面的
困难。登月舱重约14.7 吨，月面可以
经受得住，而且对于飞船减速也极为
有利；

登月舱只需携带小型发动机，所以
可以减少燃料携带量。这对于离开月面
也有利，而且整个飞船的重量能大大减
轻，从70多吨减至约50吨，使“土星5
号”火箭可以胜任；

在返回时，由于登月舱可以抛掉，又
可进一步减小返回舱的重量，因此能简
化服务舱的设计。另外，只有指令舱再
入回收，对于回收也有利；其经济性较
好，这一点胜于直接登月法和地球轨道
对接法。

载人登月方案的确定

月 球
轨 道 空
间 站 示
意图。

在登月方案确定后，研制新型载人
飞船就成为登月工程的“重头戏”了。

“阿波罗”总高29米，重约50吨，由
指令舱、服务舱和登月舱3部分组成，发
射上升段时还有救生塔。

指令舱为圆锥形，高3.5米，底部直
径3.9米，重约6吨。它又细分为前舱、
航天员舱和后舱。前舱放置着陆部
件、回收设备和姿态控制发动机等；航
天员舱为密封舱，存有供航天员生活
14天的必需品和救生设备；后舱装有
10台姿态控制发动机、各种仪器和贮
箱等。指令舱的中央并排放着指令
长、驾驶员和飞行工程师3名航天员的
座椅。飞船发射和返回地面时，3名航
天员躺在椅子上，其余时间航天员可离
座活动。

服务舱是一个高6.4米、直径4米的
圆柱体，重约25吨，里面装有变轨推进剂
和主发动机、3副氢氧燃料电池等，其中
变轨主发动机推力达95.6千牛，能把飞
船从月球轨道送回地面。

登月舱质量为14.7吨，直径4.3米，
高约7米，由下降级和上升级组成。下降

级由下降发动机、4条着陆腿和4个仪器
舱组成，用于从月球轨道降落到月面，能
把2名航天员送到月球上。上升级为登
月舱主体，由航天员座舱、返回发动机等
组成，完成任务后航天员乘上升级返回
环月轨道与指令舱会合。

飞船研制出来后，相继进行过6次无
人亚轨道和环地轨道飞行、1次环地飞
行、3次载人环月飞行，最后才正式进行
了登月飞行。

登月飞船方案说起来简单，但在实
际研制和使用中十分复杂。例如，3名航
天员在“阿波罗1号”飞船内做发射前的
飞行实验时，因实验中电路短路引起失
火而被烧死；还有，“阿波罗13号”在飞往
月球的途中因服务舱出现严重故障，里
面的3名航天员差点儿命丧太空。经历
过这些挫折，最终还是有6艘飞船载12
人登上了月球表面。

“阿波罗”飞船的飞行控制以自控为
主，手控为辅。在一些紧急情况下，航天
员的手控操纵仍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如

“阿波罗11号”和“阿波罗13号”就是通
过手控安全返回着陆的。

载人“试飞”历经挫折

目前，美国计划在2024-2028年载
人重返月球，并命名该计划为“阿尔忒弥
斯”，她是希腊神话中的狩猎女神和月女
神，是太阳神阿波罗的孪生姐姐。为此，
美国打造了新一代多用途载人飞船“猎
户座”。“猎户座”和“阿波罗”飞船有一些
重要相似之处，当然也有许多不同的地
方。例如：

外形酷似。“猎户座”的乘员舱和“阿
波罗”飞船的指令舱外形十分相像，只是
它比后者“更大”“更壮”，被称为吃了类
固醇的“阿波罗”。

载人更多。“猎户座”的乘员舱比“阿
波罗”的指令舱大2倍，底径从3.9米增加
到5米；体重也大大增加了，达25吨。所以

“猎户座”的乘员舱可搭载4-6名航天员，
还能运送较多物资到月球，为将来的连续
登月做准备。而“阿波罗”只能载3人。

电源充足。“猎户座”的服务舱由欧
洲航天局研制，在太空飞行时使用太阳
能作为动力，而“阿波罗”飞船使用的是
电池，因而提供电力的时间十分有限，无
法用于建立月球基地。

重复使用。“猎户座”的外部防护层
可以替换，使该飞船能重复使用，所以能
显著降低成本。而“阿波罗”是一次性使
用飞船。

多种用途。“猎户座”是多用途的，可
用于载人登月，也能用于近地轨道空间
站的天地往返运输，还可作为行星际式
飞船用于载人登火星和载人登小行星。

着陆地点。“猎户座”使用的月球着
陆器可使航天员在月球上任何区域着
陆。而“阿波罗”使用的登月舱只能降落
在月球赤道附近区域。

返回方式。“猎户座”的乘员舱可采
用空气缓冲气囊或者减速火箭等降落方
式，直接降落到地球陆地上。当然，如果
遇到特殊情况，也可以像“阿波罗”一样
落到海里。而“阿波罗”只能落到海里。

（本报综合）

载人更多的飞船正在研制

咸安整治校外培训机构
关停18所培训机构

本报讯 记者熊大平、通讯员徐卓报道：11日，记者
从咸安区校外培训机构整治推进会上了解到，咸安区校
外培训机构整治取得新进展，已关停18所培训机构 。

据了解，目前咸安区共登记造册校外培训机构275
所，其中学科类126所，艺术类143所，托管类6所。共
有206所校外培训机构办理了工商注册登记，全区共有
3600余名在校中小学生参加各类培训。专项治理期间
共下发整改通知书57份，关停有严重安全隐患的培训机
构18所，给符合条件的58所校外学科类培训机构颁发
了办学许可证。

会上同时通报了造册登记的68家无证培训机构。
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办学场所不达标，很多培训机构设在
民房，基本属于生活、学习与机构经营混合设置的“三合
一”小作坊模式;消防设施不达标，部分机构仅配置一条
楼梯并兼做逃生通道，窗户密封且装防盗网，灭火器和
应急灯配置不足，安全门多数锁死;证照不齐全，很多培
训机构未取得工商经营许可证、食品卫生经营许可证等
证照就开始营业，安全隐患大;非学科类培训机构数量
庞大，监管乏力。

会议要求，要把规范校外学科类培训机构的培训行
为作为规范整治校外培训机构工作的重要内容。校外
培训机构开展语、数、英等学科知识培训的内容、班次、
招生对象、进度、上课时间等要在教育部门备案并向社
会公布，培训内容不得超出相应的国家课程标准，培训
班次必须与招生对象所处年级相匹配，培训进度不得超
过中小学同期进度。校外培训机构培训时间不得和当
地中小学校教学时间相冲突，培训结束时间不能晚于20
点30分，也不能留作业。会议明确了校外培训机构必须
严格执行国家关于财务与资产管理的规定，收费时段与
教学安排应协调一致，不能一次性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
个月的费用。

咸宁职业技术学院

全省职业院校教学能力大赛获奖
本报讯 通讯员张志刚报道：湖北省职业院校教学

能力大赛于近日在武汉市第一商业学校顺利举行。咸
宁职业技术学院7个教师团队经过精心准备、努力拼搏，
最终取得两项二等奖、两项三等奖的成绩。

本次教学能力大赛，共有来自全省460个教学团队
920名教师参赛，设置公共基础课程、课堂讲授型课程和
理实一体型课程3个项目。该校工学院杨美萍、洪飞老
师团队获得课堂讲授型课程（高职组）二等奖，商学院邓
芳、王素琴老师团队获得理实一体型课程（高职组）二等
奖，马克思主义学院王翔、陈娟老师团队获得公共基础
课程（高职组）三等奖，人文艺术学院肖琼、胡琳老师团
队获得课堂讲授型课程（高职组）三等奖。

本次教学能力大赛，赛制规则在去年的基础上又进
一步调整，难度更大，更能体现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
和信息素养，对教师综合素质、专业化水平和创新能力
是一次全面的比拼。

本次比赛从3月份开始，得到了学校领导与全体教
师的高度关注和积极参与。通过比赛，不仅提高了教师
们对职业教育教学能力新的认知高度和新的理念革新，
而且对推动该校有效课堂建设、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具有
重要作用。

咸宁职教集团

全省原创舞蹈比赛获佳绩
本报讯 通讯员钟合报道：近日，由湖北省文联、湖

北省舞蹈家协会主办的第五届湖北省舞蹈“金凤奖”（非
职业舞蹈）评奖活动在湖北剧院隆重开幕。咸宁职教集
团舞蹈《天空》代表咸宁市参赛，与全省37支舞蹈队同台
竞技，经过20名师生优秀的表演，捧回了“金凤奖”流行
舞奖杯。

金凤奖”（非职业舞蹈）是湖北省舞蹈界政府性的唯
一专业评奖，也是含金量最高的舞蹈专业评奖，每三年
举办一届。该校参与此次省级舞蹈大赛并荣获佳绩，展
现了该校师生积极向上、顽强拼搏的风采，为该校今后
参加更高水平赛事竞争奠定了良好基础。

建行咸宁分行营业部：8257555
建行咸宁桂泉支行：8132887
建行咸宁开发区支行：8269093
建行咸宁潜山支行：8260837
建行咸安支行：8323281
建行永安支行：8323573

建行赤壁支行营业部：5223189
建行赤壁建设支行：5223941
建行赤壁龙翔支行：5883698
建行崇阳支行营业部：3395151
建行崇阳财富广场支行：3398038
建行嘉鱼支行营业部：6327796

建行嘉鱼开发区支行：6669858
建行通城支行营业部：4322371
建行通城银山支行：4321202
建行通山支行营业部：2880000
建行通山新南支行：2374028
建行通山羊城支行：2886670

这个夏天建行

让您惊喜不停！

足不出户免费办理全国高速ETC，线
下、线上签约畅享“八重大礼，八折优惠”。
关注“建行ETC智行”微信小程序，线上轻
松搞定，ETC设备免费送到家；或就近选
择建行网点办理，为您省钱省心省时间。
建行ETC，车主的福音！活动详情敬请关
注建行湖北分行微信公众号-微福利-高速

ETC，或拨打市建行各家网点
电话。

中国建设银行咸宁分行 给全市车主送福利啦中国建设银行咸宁分行 给全市车主送福利啦

咸宁友别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1200MA499NGC4Q，特声明作废。

咸宁友别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遗失金税盘，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1200MA499NGC4Q，设备号：661911479920，遗失发票 25 份，号码：
00000286-00000310，特声明作废。

麦德信专业药房连锁（湖北）有限公司咸安中百店遗失医疗器械经营许可
证，许可证编号：鄂咸食药监械经营许20160043号，特声明作废。

父亲罗曙，母亲邓小玲，遗失罗艺萌（女，出生日期：2016年12月3日）出生
医学证明，出生证编号：Q420193864，特声明作废。

温泉三号桥煤炭销售经营部遗失湖北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票25份，号
码：00685802-00685826，特声明作废。

陈宏利遗失位于咸安区双溪桥镇陈祠村一组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
号：421202105235010008J，特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7月13日，长江干堤赤壁段水位达29.21米，赤壁市启动防汛应急四级响应，血吸
虫病防控工作形势严峻。赤壁市血防所积极开展汛期血防工作，落实各项防治措施，
确保不发生血吸虫病突发疫情。

该所首先加强疫情监测，在赤壁市全市设立血防监督防护岗12个，对沿江、沿河
等有螺环境和易感地带进行全面巡查；加强易感人群管理。登记防汛抢险人员名单，
实行动态跟踪管理，及时向赤壁镇、黄盖湖镇长江干堤哨所、柳山湖镇陆水河明堤哨所
发放防蚴灵150瓶；加强查灭螺工作力度，落实易感环境药物灭螺、重点水域灭蚴等措
施，切实消除感染风险；加强血防健教宣传。张贴血防宣传警示标语1000份，发放血
防宣传单2000份；加强发热病人急感排查工作，落实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发热病人
登记、排查和报告制度，积极有效地开展急感防控工作。 （聂斐）

赤壁市血防所积极开展汛期血防工作

电话：3066175 3066171 3066230
地址：崇阳县天城镇程家巷36号

崇阳中医院崇阳中医院
骨伤科骨伤科
（（咸咸））医广医广【【20192019】】（（广告广告））

上半年，赤壁市住房公积金中心按照“积民之金，惠民
之居”的理念，在规范业务管理的同时，改进作风树形象，
优化服务强效率。

该中心认真学习政策法规，做好政策解释、指导和公
积金专管员QQ群的政策回复工作，定期开展公积金业务
操作系统培训学习，每周五组织全体工作人员开展住房
公积金政策业务学习交流讨论；实行开放式、面对面办公
和“一条龙”服务，提高了住房公积金业务办理效率，为职
工提供更加细致、周到和个性化的服务，以良好的内外部
形象打造服务品牌；为了便于群众办理购房贷款，中心在
严格审查各楼盘后，由楼盘销售企业代办贷款手续，简化
了流程。针对二手房交易业务，中心通过先付首付款过
户办抵押，再通过公积金贷款直接付给售房方的方式，顺
利地解决了职工贷款难题；建立了售房企业信息交流微
信平台，加快了售房企业办理贷款和办证流程。目前，中
心已办证208户，清退保证金11笔，调查走访楼盘企业
17家。 （贺日明 龙晓）

赤壁市住房公积金中心
树形象优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