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
公室消息， 北京时间 2021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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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标志着我国空间站阶段航天
员首次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
功。 此前 6 月 17 日上午 9 时
22 分， 神舟十二号飞船在我
国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顺
利升空， 聂海胜、 刘伯明和
汤洪波三位航天员开始为期
三个月的太空驻留工作。

空间站中的氧气
从何而来？

航天员要想在空间站中
长期生存， 至少需要三样东
西： 食物、 氧气和水。 食物
和水还好说， 定期由地面发
射上去的货运飞船进行补给，
氧气就比较麻烦了。 航天员
无时不刻不在呼吸， 需要的
氧气量特别大， 全部依靠地
面进行补给根本不现实。 所
以现在空间站采用了两种方
式来供给氧气。

1.�氧气生成系统———电
解水制氧

无论是国际空间站还是
中国空间站， 里面都有一套
甚至多套制取氧气的设备 ，
叫做氧气生 成系统 。 利用
这套设备 ， 空间站就能够
为多名 航天员提供源源不
断的氧气。

氧气生成系统的原理很
简单， 就是利用电能分解水，
然后产生氧气和氢气， 其中
的氧气供应航天员呼吸。 制
氧所需的电能通过太阳能电
池板获得。

2.�地面补给
氧气生成系统是空间站

氧气的主要来源， 但绝不是
唯一的来源。 万一这套系统
哪天出现故障了， 没有了替
代方案， 后果将不堪设想。

空间站中的另外一种氧
气来源就是地面补给。 国际
空间站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收
到来自地面的物资补给， 这
其中就包括氧气。 空间站里
面通常都会存放多个氧气罐，
里面存储着大量的氧气以防
意外情况发生。

另外， 现在的空间站采
用的是与地面空气成分接近
的方案， 即氧气占 22%， 氮
气占 78%。 在这种空间站环
境中， 航天员也不需要带着
氧气罩， 就跟在地面上正常

呼吸一样。 不同的是， 空间
站中的空气成分少了稀有气
体 （氦 、 氖 、 氩 、 氪 、 氙 、
氡 ）、 二氧化碳和其他物质
（如水蒸气、 杂质等）， 理论
上来说更加纯净了。

航天员每天需要呼吸的
空气量大约是 1.1 万升， 呼入
时氧气含量是 22%， 呼出时
剩余的氧气含量是 15%左右。
简单换算一下， 航天员每天
大概需要 550 升的氧气。

通过氧气生成系统制取
氧气， 每一升水能够制取 620
升的氧气。 这样的话， 每天
消耗不到一升水制取氧气 ，
就足够一名航天员呼吸用了。
具体到通过神舟十二号发射
上天的三位航天员身上， 中
国空间站在他们停留的三个
月时间里， 只需要消耗不到
270 升的水来制取氧气， 就够
他们三个人呼吸用了。

航天过程中，失重仍是
航天员安全最大威胁

在太空飞行的航天员 ，
面临着一系列健康挑战。 在
失重条件下， 人的骨质每个
月最多以 2%的速度流失 ，
2/3 的身体体液会分布在心脏
以上， 造成心血管失调， 肌
肉也会萎缩， 营养素也会流
失。 而要对抗这一切， 最重
要的方法就是在太空进行体
育锻炼。

太空失重环境易造成肌
肉萎缩和骨量丢失， 航天员
如何锻炼身体？

在这次太空之旅， 神舟
十二号上有配备自行车、 拉
力器、 企鹅服用来帮助航天
员锻炼。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航天员系统总设计师黄伟芬
表示， 在轨航天员每天至少
有两个多小时进行相关的训
练， 空间站里有跑台、 自行
车， 还有拉力器、 企鹅服相
关的设备， 作为防止航天员
失重生理效应的对抗措施 。
但也不需要每天这样做， 一
个星期有 3～4 次， 就能达到
效果。

为确保航行中航天员身
材处于最佳形态， 每名航天
员都会衣着 “生活马甲”， 该
设施可以监测血压、 深呼吸
等， 一旦出现异常， 天空医
监医保人员能够指点航天员
自我医治。 同时， 飞艇内也
装备了航天药箱、 小药包和
集体急救小药包， 能满足罕
见疾病医治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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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雨绸缪提前应对
首先， 多关注天气预报预警， 特

别是预警信息。 如果发现所处或即将
前往的地区有灾害性天气预警， 一定
要合理安排行程， 不要掉以轻心。

其次， 根据天气预警做好自我防
备， 一般可在安全条件比较好的屋内
暂避。 暴雨比较大时注意防内涝、 滑
坡、 泥石流等； 台风影响时注意防范
大风大雨。

住在城市低洼地带的居民， 在收
到暴雨预警后， 需要提前因地制宜地
采取围挡措施。 可以采取 “小包围”
措施 ， 如砌围墙 、 大门口放置挡水
板、 堆砌土坎、 配置小型抽水泵等。
最好在门槛外侧放上沙袋， 沙袋可用
麻袋、 草袋或布袋、 塑料袋， 里面塞
满沙子、 泥土、 碎石。 如果预料洪水
还会上涨， 那么底层窗槛外也要堆上
沙袋。

常备内涝防范用品。 哨子是求救
工具； 手电可以帮助我们在晚上的时
候安全撤离， 也是重要的求救信号；
救生衣和救生圈是防止溺水的保护工
具； 应急锤和五金工具箱可以帮助我
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门逃生。 车窗
玻璃边缘和角落是容易破碎的位置，
当遭遇车辆溺水时可以尝试敲击这些
部位。

汛期出行和居家要注意什么？
居家时， 应注意关闭门窗， 关闭

燃气并远离水管 、 燃气管等金属物
体； 关闭家用电器拔掉电源插头， 防
止雷电从电源线入侵。 一旦室外积水
漫入屋内， 需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
气源， 把容易浸泡损坏的物品放至高
处， 尽量采取各种措施排水。 如屋内
积水加深， 要及时转移， 不要在屋内
停留， 以免有生命危险。

下雨时要尽量减少外出， 必须外
出时建议乘坐公交车， 并注意路况信
息， 避开积水和交通不畅地区。 应减
少户外活动。

行人在下雨时不要在有积水的道
路上行走， 要注意观察， 注意路边防
汛安全警示标志， 尽量贴近建筑物，
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 防止跌入缺
失井箅的水井、 地坑等危险区域。 暴
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 减速慢行，
注意预防山洪， 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

出行要尽量避开灯杆、 电线杆、
变压器、 电力线、 铁栏杆及附近的树木
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以防因为暴雨导

致漏电之后触电； 发现有电线落入水
中， 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

遇到大暴雨时， 最好找遮蔽处避
雨， 在城市高楼房内最安全， 应及时
撤离到楼内 ， 且尽量往高楼层上避
险。 如附近无高楼， 不要在涵洞、 立
交桥低洼区、 地下通道等地势较低的
地方。

如遇各类灾害该如何自救？
洪水 1. 高处转移， 如果时间充

裕应按照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 高地
等处转移。

2. 水上转移， 在受到洪水包围的
情况下， 要尽可能利用船只、 木排、
门板、 木床等做水上转移； 来不及转
移时， 要立即爬上屋顶、 楼房、 高层、
大树、 高墙等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

3. 寻求救援， 有通信条件———可
向当地政府和防汛部门报告洪水态势
和受困情况 ， 寻求救援 ； 无通信条
件———可制造烟火、 挥动颜色鲜艳的
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 不断向外界发
出紧急求助信号。

注意 不要游泳转移； 不可触摸
或接触高压线铁塔 、 电线 ， 防止触
电！

泥石流 1. 往两侧跑 。 在河边
时———要往河两边跑 ； 在山谷徒步
时———要往与泥石流呈垂直方向的两
边的山坡上爬。

2. 到平整高地躲避。 要到平整安
全的高地进行躲避； 不要在陡峻的山
坡下面躲避， 不要爬到树上躲避。

山体滑坡 1. 往两侧跑。 往山坡
两侧稳定地区逃离； 不要向滑坡体上
方或下方逃离。

2. 躲在结实的障碍物下。 当无法
逃离时， 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
定物体， 躲避在结实的障碍物下， 注
意保护好头部。

注意 发现山体滑坡停止后， 不
可立即返回。

山体崩塌 往两侧跑。 位于崩塌
体底部———迅速向崩塌体两侧逃生；
位于崩塌体顶部———迅速向崩塌体后
方或两侧逃生。

综合自国家水利部
贵州省消防救援总队

怎样做好安全防护
缺氧？ 失重致身体萎缩？

航天员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

汛期到来， 连续降雨或强降
雨天气逐渐增多， 增加了发生洪
涝灾害的可能。 暴雨、 台风、 高
温、 强对流 （主要包括龙卷风、
雷电、 冰雹） 等天气本身和其导
致的次生灾害极易威胁公众安
全。 例如持续暴雨就容易导致山
洪、 泥石流、 滑坡、 内涝等次生
灾害和农业灾害。

暴雨引发多种地质灾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