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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和核心舱
这六个“秘密武器”
510 所造
本报讯（掌上兰州·兰州晨报首席记者武永明）在“天和”任务中，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五院 510 所聚力研制的主动电位控制子系统、机械臂操作台、舱门快
速检漏仪、空间站综合显示单元、音频单元、照明设备、空间站用电源等产品，将在空
间站天和核心舱中发挥重要作用，
成为航天员的
“秘密武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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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员的
“金钟罩”
——主动电位控制子系统

我国空间站采用高压电池阵，
在电离层等离子体环境中其主体
结构将产生最高约-100V 的电压，
航 天 员 出 舱 活 动 时 ，犹 如 工 作 在
“高压电线”上，生命安全受到极大
威胁。主动电位控制子系统就是
将空间站结构电位控制在安全电
压范围内，保证航天员出舱时的生
命安全，是空间站建设必须解决的
核心关键技术。
主动电位控制子系统集成了
空间电位测量、电位控制、在轨诊
断等新技术，涉及多学科，510 所集
中优势专业成立研制队伍，突破了
空心阴极大电子束流发射、电位探
头伸杆结构优化和绝缘隔离、故障
的实时诊断，微小气体流量控制技
术，发明了测控一体的卫星结构电
位主动控制系统，可将空间站结构
电位控制在-37V，性能指标优于
国际空间站的-40V，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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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机械臂系统的大脑
——机械臂操作台

空间机械臂是我国进行空间
站建造、运营和维护的重要工具，
无论是自主运行还是在轨、抑或
地面遥控，都离不开 510 所研制
的机械臂操作台。
机械臂操作台是空间站机械
臂的管理中心，它一头管理着机
械臂、一头联系着航天员与地面
测控中心，由 3 台电子类设备、2
台机电类设备和 1 台机构类设备
组成。机械臂操作台提供了主从
异构型的交互模式，丰富了我国
航天员在轨人机交互的方式，解
决了航天员对空间机械臂的有效
操控和直接监测。
机械臂操作台基于国产计算
平台研发，实现了在计算资源受
限情况下的并联机构闭环控制、
空间矢量控制、系统微振动抑制
等对实时性要求苛刻关键技术的
突破，整体指标达到了国际先进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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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策群力。
510 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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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员的
“显示器”
——综合显示单元

综合显示单元承担空间站、货
运飞船重要参数显示、报警信息处
理及手控指令的发送、在轨维护等
任务，配备 12.1 英寸液晶显示屏，
是一台集图形显示、语音通报、灯
光报警驱动、指令发送、触摸操作、
多总线通讯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新
一代航天仪表设备。
针对空间站任务对仪表设备
运算数据量大、操作任务复杂等特
点，设计采用高性能处理器平台，
是我国载人航天任务中的首次应
用。为确保在复杂宇宙射线和高能
粒子条件下高速硬件系统正常工作
的能力，
研制组开展了上百次仿真和
实物验证试验，
解决了高速电子线路
抗辐照加固的难题。航天员着舱内
航天服时，
无法操作常见的电容式和
电阻式触摸屏，
为此研制组设计了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GUI 系统，开发
了适应空间环境的红外触摸屏，
使之
不会出现死机、
蓝屏等现象。

不忘初心，
献礼百年
中信银行公司金融
“党建+”工作全面启动
4 月 29 日，中信银行在京举
行公司金融党建“十个 100+”工
作启动会，中信银行合作伙伴、各
基层党支部通过“线上+线下”方
式共同参会。
中信银行作为国有股份制商
业银行，始终坚决贯彻党中央要
求，不忘初心，将党建工作融入银
行经营管理的方方面面。近年
来，中信银行在依托中信集团全
牌照综合金融服务优势，以“党
建+”为突破口，围绕“党建+客
户”
“党建+协同”
“党建+服务”等
场景进行实践，将党建与服务实
体、产融协同、服务一线相结合，
探索
“党建与服务”融合模式。
2020 年，中信银行与合作伙

“财富管理”
新赛道 更需有温度的服务
中信银行依托中信集团的协同优势
中信银行于 2019 年将养老金融服
和综合金融服务优势，为客户提供专业、 务上升为全行战略，与中国老龄协会签
智慧、开放、有温度的财富管理服务。
署战略合作协议，并提出“构建覆盖全生
近年来，中国居民特别是高净值人
命周期养老金融服务体系”的规划。在
群的财富管理需求不断增长，需求结构 “幸福+健康”方面，中信银行 2020 年推
也在发生变化，他们的子女教育问题、医
出幸福专线 95558 转 85，一键接通人工
疗养老需求是一大痛点。子女教育方
客服，除了可以协助老年人办理基本银
面，中信银行一直是有力的推动者、践行
行业务和权益兑换外，还推出了远程健
者。设计开发了自有知识产权的财商课
康顾问服务，协助客户一键连通有三甲
件 ，持 续 开 展 青 少 年 金 融 教 育 普 及 活
医院经验的全科医生,幸福专线自推出
动。出国金融服务方面，中信银行向低
以来，每月进线数量超千通；7×24 小时
龄留学生推出了“护航计划”联名借记
家庭医生服务、慢病管理服务、预约挂号
卡、VISA 标识“留学生”信用卡等专属金
服务等，
让老年人远离疾病威胁。
融产品及服务。此外，该行将“留学生”
财富管理就是一程又一程的“马拉
信用卡附属卡的申请年龄放宽到 15 岁， 松”，面临百年未有之变局，而在决定胜
保障部分无法办理银行卡的低龄留学生
出的因素中，有温度的服务从未像现在
在境外可以顺畅刷卡消费。
这般重要。

空间站服役期内，舱门是否密封良好对保障航天员生命安
全至关重要，因此需精准快速检测舱门的密封性。空间站舱门
快速检漏仪即是在完成舱门关闭后对舱门和对接框密封面进
行快速漏率检测的机电一体化设备。
舱门在关闭后，舱门快速检漏仪利用门体上的两道密封圈
与门框之间形成的小空间，通过向小空间内充入一定量的检测
气体，监测其压力变化来判断舱门的密封情况，能够将气体压
力采集精度控制在十几帕，确保了快速检漏结果的准确性。如
发生泄漏，
舱门快速检漏仪会立刻发出报警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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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员的语音设备——音频单元

音频单元作为空间站中唯一的外放式音频设备，可以支持
多类型、
多通道音频终端的输入输出，
可以接收整个空间站的报
警信息实现对航天员的语音报警提示，还能实现航天员与地面
的天地电话，实现多舱状态下各舱段航天员之间及地面测控中
心的会议通话功能，
为航天员在轨通话提供了多种模式。
为适应空间站任务的变化，空间站音频单元软件可以进行
在轨升级。软件研制团队提出了软件三级加载方案，确保在
最恶劣的情况下，软件不会“死机”。空间站音频单元还具有
免提通话功能，为了保证语音播报质量及通话效果，研制组自
主开发了回声抑制算法、自激抑制功能，并优化了声腔结构，
解决了声学设备容易出现的回声抑制、自激啸叫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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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开展了 300 余场党建联建活动， 用丰富多彩、
喜闻乐见的形式，
带动
不断深化
“活动共建、
组织共建、
载
更多的党组织和党员参与其中。中
体共建、制度共建、人才共建及品
信银行将主动运用科技金融、
交易
牌共建”，在思想、政治、行动上形
银行、
普惠金融、
投资银行等产品，
成统一认识，
共同提升在贯彻落实
与客户共同创新产品和服务模式，
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方面的执
为实体经济注入金融活水，
提升
“党
行力，产生了较好的社会经济价
建+”
工作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值，
形成了良好的示范效应。
同时，中信银行将联动主流
启动会上，
中信银行党委委员、 媒体、科研院校，搭建“党建联盟
副行长郭党怀表示，
为庆祝中国共
平台”，通过举办行业论坛、参与
产党建党 100 周年，
中信银行将全 “我和我的信仰”建党百年系列
面启动“十个100+”
和
“党建联盟
活动，宣传百年中国变化，共话十
平台”
两个专项行动。全行公司金
四五重点行业发展趋势，努力打
融各级党组织将联合央企、
国企、
民
造“有担当、有温度、有特色、有价
企等社会各界同仁，
通过共签联建
值”的最佳综合金融服务提供者，
协议、
共上
“百年党史”
党课、
共同瞻
切实服务实体，向中国共产党建
仰革命遗址、
共同破解发展难题等， 党 100 周年献礼。

空间站的门神——舱门快速检漏仪

航天员的太空家居照明体验——空间站照明设备

510 所承担了天和核心舱大部分照明产品研制，配套照明
类产品共计 12 种 60 余台（套），其中全新设计的照明产品主要
包括情景照明产品、便携照明产品和舱外泛光照明产品。
舱内情景照明产品包括通道照明、生活照明、阅读照明、维
修用头灯、照明控制器等 6 类 30 余台产品。这是我国首次在空
间飞行器上应用情景模式可调照明技术，也是全球首次在大型
载人航天器内部全范围应用情景照明技术。
由于航天员长期在轨生活，以前载人飞船单一的照明模式
会造成航天员工作效率降低，
生物钟紊乱以及睡眠障碍等问题，
情景照明产品通过对色温、亮度、照明区域的可控调节，解决上
述问题。
空间站便携照明设备主要用于舱外精准维修照明和舱内
母线掉电时航天员转舱或逃逸的应急照明，目前在国外空间领
域并无同类产品。满足了在舱内、舱外工况下连续工作 6 小时
的苛刻需求，也是国内首次将锂电池应用于舱外便携式产品设
计中。

吸收合并公告

经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批准，
根据甘肃会展中心（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
“会展（集团）公司”
]、
甘肃会展商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会展商务
公司”
）、
甘肃会展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会展文播公司”
）、
甘肃会展物业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会展物业公司”
）股东研究决定，
会展（集团）公司(合并
前注册资本为 151916 万元)吸收合并会展商务公司(合并前注册资本为100万元）、
会展
文播公司(合并前注册资本为200万元）、
会展物业公司(合并前注册资本为500万元）。
吸收合并后，会展（集团）公司存续(合并后注册资本为 151916 万元)，会展商务
公司、会展文播公司、会展物业公司注销。本次吸收合并后，合并前的会展（集团）
公司及会展商务公司、会展文播公司、会展物业公司的资产、负债、业务、人员、合
同、资质及其他一切权利义务均由合并后存续的会展（集团）公司承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合并各方的债权债务均
由合并后存续的会展（集团）公司承继。债权人自本次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前往甘肃省
兰州市城关区投资大厦申报债权，
债权人可以要求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特此公告！
2021 年 4 月 30 日
联系人:胡女士
联系电话：13893131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