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载人航天是人类驾驶和乘坐载人航天器在太空中从事各种探测、研究、试验、

生产和军事应用的往返飞行活动。其目的在于突破地球大气的屏障和克服地球引

力，把人类的活动范围从陆地、海洋和大气层扩展到太空，更广泛和更深入地认

识整个宇宙，并充分利用太空和载人航天器的特殊环境进行各种研究和试验活动，

开发太空极其丰富的资源。 

载人航天器由载人航天系统实施，载人航天系统由载人航天器、运载器、航

天器发射场和回设施、航天测控网等组成，有时还包括其它地面保障系统，如地

面模拟设备和航天员训练设施。 

根据飞行和工作方式的不同，载人航天器可分为载人飞船、太空船和航天飞

机三类。载人飞船按乘员多少，又可分为单人式飞船和多人式飞船。按运行范围，

可分为卫星式载人飞船和太空站进行载人航天活动，又是一种重复使用的运载器。 

载人航天技术是人类航天史上的重大突破。 

苏联于 1961 年 4月 12日发射了人类第一艘载人飞船，航天员加加林乘坐飞

船绕地球一周并安全返回地面。美国于 1962年 2月 20日发射了第一艘载人飞船。

这两个国家在发射载人飞船之前，都进行过多次无人飞船发射试验。 

人乘坐航天器进入太空，并在太空中生活、工作，这就是载人航天。航天员

所乘坐的航天器就是载人航天器。 

众所共知，航天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众多的益处。如果有了人在太空活动，

就可使航天技术如虎添翼，充分发挥人的智慧与技能，解决无人在太空活动的航

天技术上一些难题。人有独特的能力，如应急的判断力、创造力和主动的维修及

调控功能。人有知觉和感觉，如视、听、触和运动感觉、有冷、热、嗅觉和平衡

感等。人对信息处理和观察外界变化非常主动，还有认识能力，以及联想、总结、

分析和综合记忆力等，其中有些是“电脑”不能代替的。人的控制和运动能力是

载人航天中主要活动之一，包括力量的产生和运用、运动速度的控制、自发力控

制和连续调整控制等，这些都对空间的操作活动有决定意义。即使一切都是自动

化、智能化，也离不开人的介入，如虎添翼的道理就在于此！ 

因为载人航天事业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所以它的发展基础必须是：综合

国力强盛，经济发展水平高，有一定的财政支持，有一批从事航天科技事业的骨

干人才队伍，有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这样才有可能发展载人航天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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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已基本具备上述基础，所以才发射了载人试验飞船。 

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发展载人航天事业呢？简单地说就是建立国家载人航天

大系统，或称载人航天体系。因为这个体系是国家直接支持和规划的，这个体系

又是在航天技术日趋成熟的条件下建立的。例如，地面发射基地的建设，指挥管

理系统的组建、跟踪、遥测、遥控和通信网络的组建，火箭与推进系统的建设，

航天器制造工艺中的新材料的研制，发射、回收等技术均已成熟和具备的情况下，

重点是航天员系统的完善。它涉及选拔什么样的人进入太空，建立航天员的训练

基地，建立航天医学体系，结合航天器研制建立航天员的环境控制与生命保障系

统，组织好航天员进入太空的前、中、后的医学监督与保障工作，确保航天员的

安全，结合载人航天器研制增设应急救生系统等等。 

历程 

1958 年 10 月 7日，美国航宇局（NASA）正式批准“水星”号载人飞船工程。

这是航宇局 1958 年 10月 1日成立后作出的第一个重大决策。 

1959 年 9月 9日，美国用“宇宙神”D运载火箭首次成功地发射了“水星”

飞船模型，进行亚轨道飞行。此后一直到 1961 年 4 月 25 日，美国共进行了 7

次无人飞船试验，其中失败 3次，成功 4次，为美国成功实施载人航天飞行奠定

了坚实基础。 

1960 年 1 月，苏联成功发射了两艘无人的卫星式飞船，进行亚轨道飞行。

此后一直到 1961 年 3 月 25 日，苏联共进行了 7 次无人飞船试验，其中失败 4

次，成功 3次，最后两次连续成功。苏联决策机关认为已完全具备了载人飞船的

发射能力。 

1961 年 3 月 23 日，苏联准备上天的航天员邦达连科在为期 10 天的地面训

练的最后一天，在一个高浓度氧气舱里，用酒精棉球擦完身上固定过传感器的部

位后，随手将它仍在电热器上，立即引起大火，他被严重烧伤，10 小时后，抢

救无效死亡。 

1961 年 4 月 12 日，苏联发射世界第一艘载人飞船“东方”1 号。尤里·加

加林少校乘“东方”1号飞船用了 108 分钟绕地球运行一圈后，在萨拉托夫附近

安全返回。加加林成为世界上第一位遨游太空的航天员，使苏联在与美国开展的

载人航天竞赛中赢得了世界第一。1968 年 3 月 27 日，加加林驾驶米格 15 歼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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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训练时，因飞机事故遇难身亡。 

1961 年 5月 5日，美国第一位进行亚轨道飞行的航天员艾伦·B·谢泼德驾

驶美国“水星”MR3 飞船进行首次载人亚轨道飞行，美国因此成为继苏联之后世

界上第二个具有载人航天能力的国家。 

1961 年 5 月 25 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国会宣布：在 60 年代结束之前，美

国要把人送上月球，并安全返回地面。从此，美国正式开始实施举世闻名的“阿

波罗”载人登月工程计划。这是在与苏联之间展开的谁第一个把人送上天的竞赛

中失利后，美国发起的又一个竞赛项目。 

1962 年 2月 20日，美国发射载人飞船“水星”6号，航天员欧约翰·H·格

伦中校驾驶“水星”6号飞船绕地球飞行 3圈，历时 4小时 55分 23秒，在大西

洋海面安全返回。格伦因此成为美国第一个进入地球轨道的人。 

1962年 8月 11日，苏联发射载有尼古拉耶夫少校的“东方”3号飞船上天。

8月 12 日，苏联发射载有波波维奇中校的“东方”4号飞船上天。“东方”4号

与“东方”3号首次在太空实现载人飞船的交会飞行，最近相距 5公里，第一次

从太空传回电视。 

1963 年 6月 16日，世界上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女航天员捷列什科娃中尉驾驶

苏联“东方”6 号飞船进入太空，飞船绕地球飞行 48 圈，历时 70 小时 50 分，

19日返回。 

1964 年 10 月 12 日，苏联成功发射载 3 人的第二代载人飞船“上升”1 号。

航天员科马罗夫、耶戈洛夫和费捷斯托夫驾驶飞船绕地球飞行 16 圈，历时 24

小时 17 分，返回于库斯塔奈地区。这是苏联、也是世界航天史上第一次载 3 人

飞行。 

1965 年 3 月 18 日，苏联发射载有别列亚耶夫、列昂诺夫的“上升”2 号飞

船。飞行中，列昂诺夫进行了世界航天史上第一次太空行走，他在离飞船 5米处

活动了 12分钟，完成了目视观测、拆卸工作及其他实验。 

1965 年 3 月 23 日，美国成功发射第二代载人飞船“双子星座”3 号。飞船

乘载着美国航天员格里索姆中校和约翰·杨少校，绕地球飞行 5圈，历时 4小时

53分钟。这是美国首次载 2人飞行。 

1965 年 6 月 3 日，美国发射载有航天员麦克迪维特上尉和怀特上尉的“双

http://baike.baidu.com/view/10041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8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51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51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05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05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6279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4438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413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133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2531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1144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1083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112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519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20736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8992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297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7891.htm


 

 

子星座”4 号飞船，绕地球飞行 62圈。怀特到舱外行走 21 分钟，用喷气装置使

自己在太空中机动飞行。这是美国第一次太空行走。 

1965 年 12 月 15日，美国发射“双子星座”6号飞船，飞船载有希拉中校和

斯坦福尔德上尉。飞船绕地球飞行 16 圈，历时 25 小时 51 分钟。此次飞行是与

12月 4 日发射的“双子星座”7号交会，并保持近距离编队飞行，最近时约 0.3

米。这是美国载人飞船第一次空间交会飞行。 

1966 年 3 月 16 日，美国发射载有航天员阿姆斯特朗和斯科特的“双子星

座”8号，绕地球飞行 6.5圈，历时 10小时 41分。飞行中首次实现载人飞船与

一个名叫“阿金纳”的对接舱体对接。这是世界航天史上第一次空间对接。 

1967 年 1月 27日，美国“阿波罗”4A 飞船在发射台上进行登月飞船的地面

试验。飞船内坐着曾参加过“水星”号、“双子星座”飞船飞行的格里索姆上校、

美国第一个完成舱外活动的怀特中校和第一次准备参加太空飞行的查菲少校。突

然，充满纯氧的座舱起火爆炸，3名航天员当即烧死。 

1967 年 4 月 23 日，苏联用“联盟”号运载火箭发射第三代飞船“联盟”1

号。4 月 24 日飞船返回时，因降落伞故障，飞船坠毁于乌拉尔奥伦波克附近，

航天员科马罗夫不幸遇难。 

1968 年 4月 14日，苏联发射宇宙 212号无人飞船。飞船在轨运行中与后来

发射的宇宙 213 号无人飞船自动对接。这是苏联完成的第一次空间对接。 

1968 年 10 月 11日，美国发射“阿波罗”7号飞船。航天员希拉、艾西尔和

坎宁哈姆绕地球飞行 163圈，历时 260 小时 9分钟，22日返回。这是“阿波罗”

飞船的第一次载人地球轨道飞行。 

1968 年 12 月 21日，美国发射载有波尔曼、洛弗尔和安德斯的“阿波罗”8

号飞船。飞船进入距月面 112 公里的月球轨道上飞行了 10 圈，时间 20 小时 6

分钟，并向地球发回电视。27日返回。这是世界上第一艘绕月飞行的载人飞船。 

1969 年 7月 16日，美国发射“阿波罗”11 号载人飞船，第一次把人送上月

球。飞船上载有航天员阿姆斯特朗、科林斯、奥尔德林 3 名航天员，经过 75 小

时 50 分钟的飞行后，进入环月轨道。7 月 21 日格林尼治时间 2 时 56 分，航天

员阿姆斯特朗将左脚踏到月球上，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踏上月球的人，并说出了一

句广为流传的名言：“这对一个人来说，只不过是小小的一步，可是对人类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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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是巨大的一步。”19 分钟后，奥尔德林跟着也踏上了月球。他们在月面插上

美国国旗，放置科学仪器，搜集 22 公斤月球岩石和土壤样品，共活动了 2 小时

31分 40 秒。 

1970 年 4月 11日，美国发射载有航天员洛弗尔、海斯和斯威加特的“阿波

罗”13 号飞船进行第 3 次登月飞行。飞行 56 小时后，飞船离地球 33 万公里，

差不多接近月球时，因两个纽扣大的恒温器开关故障，使服务舱燃烧电波贮氧箱

爆炸，舱内许多设备遭损坏，氧气和水也损失过半，航天员洛弗尔、海斯和斯威

加特面临葬身太空之灾。但他们临危不惧，按地面科学家们精确计算的轨道和地

面指挥员的命令，手动操纵飞船，使用登月舱的氧气和动力，于 4 月 17 日成功

地返回地球，创造了航天史上死里逃生的奇迹。 

1970年 6月 1日，苏联发射载有航天员尼古拉耶夫和谢瓦斯基扬诺夫的“联

盟”9 号飞船。飞船绕地球飞行 268 圈，历时 424 小时 59 分，创造了载人飞行

史上的新记录。 

1971 年 4 月 19 日，苏联用“质子”号火箭发射世界上第一个载人空间站

“礼炮”1 号。“礼炮”1号空间站于 1971年 10月 11日在太平洋上空坠毁，共

飞行了 175 天。运行期间对接了两艘“联盟”号飞船，其中“联盟”11 号的航

天员进站工作了 3 星期。此后一直到 1982 年，苏联又连续发射了“礼炮”2～5

号空间站和第二代“礼炮”6号、7 号空间站。 

1971 年 6 月 6 日，苏联发射载有航天员多勃罗沃尔斯基、帕查耶夫和沃尔

科夫和“联盟”11 号飞船。飞船成功地实现了和“礼炮”1 号空间站的对接、在

轨运行 24 天后，在返回途中，返回舱空气泄露，返回地面时，人们发现未穿航

天服的 3 名航天员全部遇难。 

1971 年 12 月 7日，美国发射载有塞尔南、埃文斯和施密特的“阿波罗”17

号飞船。11日到达月球，两名航天员在月面逗留 75小时，在月球轨道上释放了

一颗卫星。飞船 19 日返回。这是人类迄今最后一次载人登月飞行，也是“阿波

罗”飞船第 7次登月飞行。 

1973 年 5 月 14 日，美国用“土星”V 火箭发射名为“天空实验室”的空间

站。后与多艘“阿波罗”飞船对接,先后有 3 批 9 名航天员到其上工作。原预计

“天空实验室”能运行到 1982 年，但终因空间站故障严重,无法正常使用,其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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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轨道急剧下降，于 1979年 7月 12 日坠落于南印度洋澳大利亚西南水域。这是

美国发射的第一个载人空间站。 

1975 年 4 月 5 日，苏联发射载有拉扎列夫和马卡罗夫的联盟 18A 飞船，准

备与礼炮 4 号对接。火箭第 3 级点火不久，正值火箭上升到 144 公里的高空时，

因制导系统发生故障，飞船在空中翻滚，并偏离预定轨道。地面控制中心不得不

发出应急救生指令，使火箭紧急关机，返回舱与飞船分离，航天员按应急方案返

回，在西伯利亚西部山区安全着陆。飞行只进行了 22分钟。这是载人航天以来，

第一次因火箭飞行不正常而成功地采取的应急救生措施。 

1975 年 7月 15日，苏、美发射飞船进行联合对接飞行。首先发射的是载有

苏联航天员列昂诺夫和库巴索夫的“联盟”19 号飞船。发射后 7.5 小时，美国

“阿波罗”18 号飞船载着美国航天员斯坦福尔德、斯莱顿和布兰德从肯尼迪航

天中心发射成功。7月 17日，“阿波罗”18 号飞船和“联盟”19 号飞船成功地

对接。飞船对接状态保持了两天，美苏航天员实现了飞船间的互访。这是冷战期

间美苏两个竞争对手难得的“太空握手”。 

1981 年 4月 12日，美国发射了世界上第一架航天飞机“哥伦比亚”号。此

后又陆续建造了“挑战者”号、“亚特兰蒂斯”号、“发现”号和“奋进”号航

天飞机。1986 年 1 月 28 日，“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在发射升空仅 73 秒后即爆

炸，机上 7 名航天员全部遇难；2003 年 2 月 1 日，“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在

返航途中解体，机上 7 名航天员再次遇难。尽管如此，美国航天飞机投入运营

22 年来，已成功飞行 111 次，在太空部署过卫星、维修过“哈勃”、完成了无

数科学试验，是目前正在建造中的国际空间站的主要运送工具。 

1984 年 7 月 17 日，苏联发射“联盟”T12 号飞船升空。船上载有扎尼拜科

夫、沃尔克和女航天员萨维卡娅，与“礼炮”7号空间站-“联盟”T10 号飞船联

合体对接。25日，萨维茨卡娅和扎尼拜科夫一起进行了 3 小时 35分钟的舱外活

动。萨维茨卡娅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在太空行走的女性。 

1986 年 2月 20日，苏联发射了第三代长期载人空间站——“和平”号空间

站的核心舱。此后历时 10 年，直到 1996 年 4 月 26 日，苏联（俄罗斯）才建成

由核心舱、“量子”1 号舱、“量子”2 号舱、“晶体”舱、“光谱”舱和“自

然”舱组成的完整的“和平”号空间站。2003年 3月 23 日，“和平”号在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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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飞行 8万多圈、行程约 35亿公里、超期服役近 10年后，坠毁在太平洋预定海

域。作为世界上第一个长期载人空间站，“和平”号是 20 世纪质量最大、载人

最多和寿命最长的航天器，堪称“一代天骄”！在“和平”号天马行空近 15 载

中，共接待了来自 1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航天员 100 多人次。其中俄罗斯航

天员在“和平”号上创造了两项太空飞行纪录：一项是由玻利亚科夫创造的、人

在太空连续生活和工作 438天的世界纪录，另一项是由阿夫杰耶夫创造的、在太

空飞行累计时间达 748天的世界纪录。科学家们利用“和平”号空间站进行了包

括生命科学、微重力科学与应用、空间科学、对地观测等众多领域的成千上万项

科学实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丰硕成果。 

1995 年 6月 27日，美国“亚特兰蒂斯”号航天飞机载着 5名美国航天员和

2名俄罗斯航天员升空，首次实现与俄罗斯“和平”号空间站对接飞行。此后一

直到 1998 年，美国航天飞机与俄罗斯“和平”号空间站进行了 8 次对接飞行，

所取得的成功经验降低了目前正在组装的国际空间站装配和运行中的技术风险。 

1996 年 9月 26日，在俄罗斯“和平”号空间站上工作的美国女航天员露西

德乘“亚特兰蒂斯”号航天飞机返回地面。露西德在太空生活了 188天，打破了

俄罗斯航天员康达科娃创造的女性在太空飞行的最高纪录。 

1998 年 11 月 20 日，俄罗斯用“质子”K 火箭将国际空间站的第一个部件

——“曙光”号多功能舱送入太空，建造国际空间站的宏伟而艰巨的任务从此拉

开了帷幕。国际空间站是由美国和俄罗斯牵头、欧洲 11 国（即德国、法国、意

大利、英国、比利时、荷兰、西班牙、丹麦、挪威、瑞典和瑞士）、日本、加拿

大和巴西共 16 个国家建造的，预计要到 2006年才能全部建成。建成后的国际空

间站长 110 米，宽 88 米，大致相当于两个足球场大小，总质量达 400 余吨，将

是有史以来规模最为庞大、设施最为先进的人造天宫，运行在倾角为 51.6°、

高度为 397 公里的轨道上，可供 6～7 名航天员在轨工作，之后国际空间站将开

始一个为期 10～15年的永久载人的运行期。 

2001 年 4月 28日，世界上首位太空游客、美国富翁蒂托搭乘“联盟”TM32

号飞船从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出发，到国际空间站上旅游观光 8 天，

5 月 6 日返回地面。蒂托此行耗资 2000 万美元，除了太空观光外，他还负责飞

船的一部分无线电通信、导航和供电任务，并与俄宇航员一起执行了对地观测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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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蒂托的太空之旅开创了太空旅游的新时代。2002 年 4 月 25 日～5 月 5 日，

世界上第二位太空游客、南非亿万富翁马克·沙特沃斯也在太空度过了 10 天的

时光，其中 8天生活和工作在国际空间站上。 

中国的载人航天 

中国进行载人航天研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20世纪 70 年代初。在中国第一颗

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上天之后，当时的国防部五院院长钱学森就提出，中国

要搞载人航天。国家当时将这个项目命名为“714 工程”（即于 1971 年 4 月提

出），并将飞船命名为“曙光一号”。然而，中国在开展了一段时间的工作之后，

认为无论是在研制队伍、经验方面，还是在综合国力、工业基础方面搞载人航天

都存在一定的困难，这个项目就搁到了一边。 

20 世纪 70 年代初，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上天之后，开始了

东方红二号、 

东方红二号甲、东方红三号等多颗通信卫星的研制工作。 

进入 80 年代后，中国的空间技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具备了返回式卫星、

气象卫星、资源卫星、通信卫星等各种应用卫星的研制和发射能力。特别是 1975

年，中国成功地发射并回收了第一颗返回式卫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继美国和前

苏联之后第三个掌握了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这为中国开展载人航天技术的研究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92年1月，中国政府批准载人航天工程正式上马，并命名为“921工程”。

在“921 工程”的七大系统中，核心是载人飞船，载人飞船则由中国空间技术研

究院为主来进行研制。“921 工程”正式上马时中央就提出了“争 8 保 9”的奋

斗目标， 即 1998 年要在技术上有一个大的突破，1999年要争取飞船上天。中

国唐家岭航天城，为中国的载人航天工程完成载人航天的任务做了物质条件的保

证。 

1999 年 11 月 20 日，中国第一艘无人试验飞船“神舟”一号飞船在酒泉起

飞，21 小时后在内蒙古中部回收场成功着陆，圆满完成“处女之行”。这次飞

行成功为中国载人飞船上天打下非常坚实的基础。2001年 1月 10日，中国在酒

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了“神舟”二号飞船。2002年 3 月 25日，中国在酒泉

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了“神舟”三号飞船。2002 年 12 月 30 日，中国在酒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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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神舟”四号无人飞船。 

2003 年 10 月 15 日 9 时整，我国自行研制的“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在中国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9时 9分 50秒，“神舟”五号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这是中国首次进行载人航天飞行。乘坐“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执行任务的航天员

是 38 岁的杨利伟。他是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航天员。在太空中围绕地球飞行

14 圈，经过 21 小时 23 分、60 万公里的安全飞行后，他于 16 日 6 时 23 分在内

蒙古主着陆场成功着陆返回。 

2005 年 10 月 12至 17日，我国成功进行了第二次载人航天飞行，也是第一

次将我国两名航天员同时送上太空。10月 12日 9时零分零秒，发射神六飞船的

长征二号 F型运载火箭点火。 

火箭在点火 4 秒钟后升空，轰鸣声回荡在戈壁滩上空。这是长征火箭第 88

次发射。 

点火第 12 秒，火箭向东稍偏南的方向实施程 

序拐弯。此时，火箭距地面高度为 211米。 

点火第 120 秒，火箭抛掉逃逸塔，这是火箭第一个分离动作。 

点火第 159 秒，火箭一二级分离成功，一级坠落。此时，火箭已经飞过了平

流层和中间层，正在接近大气层边缘。 

点火第 200 秒，整流罩分离成功。飞行中，整流罩能保护飞船免受热和气流

的作用。此时，第二级火箭已飞出稠密大气层，飞船不再需要整流罩的保护了。 

指挥员宣布：飞船飞行正常。 

指挥员宣布，飞船遥测信号正常，雷达跟踪正常。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着陆场系统全面启动。 

雷达发现飞船目标，雷达跟踪正常。 

2008 年 9月 25日，我国第三艘载人飞船神舟七号成功发射，三名航天员翟

志刚、刘伯明、景海鹏顺利升空。 27 日，翟志刚身着我国研制的“飞天”舱

外航天服，在身着俄罗斯“海鹰”舱外航天服的刘伯明的辅助下，进行了 19 分

35 秒的出舱活动。中国随之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空间出舱活动技术的国

家。 2008年 9月 28日傍晚时分，神舟七号飞船在顺利完成空间出舱活动和一

系列空间科学试验任务后，成功降落在内蒙古中部阿木古朗草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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