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气闸舱： 航天员的专用
出舱区

空间站任务开启后， 我国航
天员已经进行了多次出舱活动，
天和核心舱上的出舱口名为 “节
点舱”， 兼具航天器对接与停泊
及航天员出舱多项功能， 舱内设
备、 管路和电缆较多。 问天实验
舱升空后， 航天员今后出舱活动
就有了一个专用出舱区———气闸
舱。

据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空间站
系统总体主任设计师张昊介绍，
气闸舱是一个内圆外方的舱体，
具有舱容更大、 舱门更宽、 舱内
更整洁等特点。 未来， 气闸舱将
成为整个空间站系统的主要出舱
通道。

航天员在节点舱的出舱活动
空间大概是七八个立方米， 气闸
舱可以达到十二三个立方米； 气
闸舱比节点舱更加整洁， 舱内只
配置了与出舱相关的设备， 没有
其他管路电缆的羁绊； 舱门直径
达1米， 比节点舱舱门直径大15
厘米。

“航天员从这里进进出出，
可以更舒展、 更从容， 还能携带
大个头的设备出舱工作， 出舱能
力大大提升。” 张昊说。

问天实验舱共有22个标准载
荷接口。 未来十年， 在空间站搭
载的科学实验载荷， 可以通过机
械臂精准 “投送” 到自己对应的

标准载荷接口位置 ， “即插即
用”， 可以不需要航天员出舱进
行人工操作。

小机械臂 ： “短小精
悍”， 可独立完成舱外照料

与天和核心舱一样， 问天实
验舱也搭载了一个机械臂。 相比
于核心舱配备的展开长度达10
米、 最大承载质量25吨的大机械
臂， 问天实验舱的机械臂要显得
更 “短小精悍”。

张昊介绍， 大机械臂手臂够
长， 转移范围更大， 作业半径近
10米 ； 力气够大 ， 简直是一个
“大力士”， 可以抓住并转移一个
完整的航天器。

相比之下， 问天实验舱的小
机械臂长度约5米， 承载能力为3
吨， 但这个 “小手” 的设计目的
就是抓握中小型设备， 进行更为
精细化的操作。

比如， 它可以在不需要航天
员出舱的情况下， 独立完成舱外
载荷的安装、 更换等照料操作，
可以有效节省航天员在轨工作负
荷。

大小机械臂还可以组合使
用， 组成约15米长的组合臂， 开
展更多的舱外操作。 “我们可以
将大小机械臂视为人的两只手，
互相交接东西， 协作使用； 也可
以将两只手臂攥在一起， 形成一
个更长的机械臂， 可以进行覆盖
整个空间站表面的一些操作和爬

行需求。” 张昊说。

柔性太阳翼： 是目前国
内最长最大的一个

问天实验舱所携带的太阳
翼， 是目前国内最长最大的柔性
太阳翼， 刷新了我国航天器在轨
使用太阳帆板的纪录。

据张昊介绍， 问天实验舱太
阳翼单翼展开阵面加上一些安装
结构， 长度接近28米， 两个太阳
翼全部展开将近56米， 比空间站
三个舱组合在一起的舱体尺寸还
要大， 且一个太阳翼阵面面积可
达100多平方米， 将有效收集更
多的太阳能， 为空间站运行提供
充足的能源。

“这么大的太阳翼单翼发电
功率9千瓦， 双翼可达18千瓦，日
平均发电量超过430度。与核心舱
交会对接完成后， 可以满足整个
空间站的用电需求。 ”张昊说。

问天实验舱的太阳翼面积
大、 柔性也大。 航天科技集团五
院问天实验舱GNC分系统副主
任设计师宋晓光说， 这个太阳翼
只比衣服硬一点， 而且采用了双
轴控制， 在舱体姿态不做调整的
情况下， 就能随时调整朝向。

空间站在轨建造完成后， 天
和核心舱的一个太阳帆板将转移
到问天实验舱资源舱的尾部， 届
时， 问天实验舱将成为名副其实
的 “主发电站”， 为组合体源源
不断地供电送能。 据新华社

警惕部分“老年病”年轻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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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岁的童童还在成都读初
中，最近却有了一个“小糖人”的
身份。 “孩子平时喜欢吃肉，长得
比较胖， 没想到这么小得了糖尿
病。 ”童童的妈妈李女士带着孩子
在医院检查发现， 童童的各项身
体指标都显示是2型糖尿病患者。

长期以来 ， 糖尿病 、 高血
压、 脑卒中等疾病被认为是 “老
年病”， 患病群体以老年患者居
多。 然而， 记者近期调查发现，
一些二三十岁甚至十几岁的年轻
人也患上了 “老年病”。

“老年病”年轻患者增多
记者近期在四川多家医院相

关 “老年病” 科室走访发现， 看
病的不少是年轻人。 多位一线医
生说， 糖尿病、 高血压等过去被
视为 “老年病”， 现在确诊患者
越来越年轻化。

“门诊发现年轻的 ‘糖人’
越来越多了， 不少年轻人血糖都
偏高。”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内
分泌代谢病科副主任李华琦告诉
记者， 近年来， 该科室确诊的糖
尿病患者呈年轻化趋势， 不少二
三十岁的青年人也患上了糖尿
病。

21岁的小陈在成都一家互联

网公司工作， 最近总感觉头晕乏
力， 以为是工作较累休息不够，
到医院检查被告知已经是个 “糖
人”， 空腹血糖严重超标， 需要
立即吃药干预。

“平时很喜欢吃甜食， 经常
喝奶茶， 有时候一天好几杯。 总
觉得年轻身体好， 没想到居然得
了糖尿病。” 小陈说。

记者调研发现， 除了糖尿病
以外， 高血压、 脑卒中等传统的
“老年病” 也 “盯” 上了年轻人。
不少医院的临床数据显示， 在过
去30年里， 高血压、 糖尿病、 脑
梗、 心梗等通常被认为是 “老年
病 ” 的疾病 ， 初发年龄持续下
降。

国家卫健委脑卒中防治工程
委员会组织专家编写的 《中国脑
卒 中 防 治 报 告 （ 2020） 》 中 ，
2012至2016年 “国家脑卒中高危
人群筛查和干预项目 ” 数据显
示， 40岁及以上脑卒中患者首次
发病的平均年龄为60.9至63.4岁，
首次发病年龄构成中， 40至64岁
年龄段占比已经超过66%。 该报
告还指出， 发达国家脑卒中患者
平均发病年龄在75岁左右。 从总
体上看， 我国脑卒中发病呈现年
轻化趋势。

“临床上看， 这几年二三十
岁的年轻脑卒中患者增多了。 其
中甚至不乏18岁以下的青少年。”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
任柳华说。

国家心脑血管病联盟发布的
《中国中青年心脑血管健康白皮
书》 显示， 我国大约每6个心脑
血管疾病患者及高风险者中， 就
有一个是 “90后”。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心血管
内科代理主任张震则表示， 曾经
见到20多岁就发生心梗的患者。

三重原因致“老年病”年轻化
为何 “老年病” 的年轻化趋

势日益凸显？
———年轻人不良生活方式的

“催化”。
李华琦、 柳华、 张震等专家

告诉记者， 现在， 工作节奏快、
生活压力大， 很多 “老年病” 的
年轻患者 ， 有一些不良生活习
惯 。 例如 ， 熬夜 、 久坐 、 吃外
卖、 三餐不规律、 暴饮暴食、 酗
酒等 。 除了易感基因的遗传之
外 ， 很多年轻患者确诊 “老年
病”， 都是由于这些后天不良习
惯导致的。

此外， 一些医生告诉记者，

部分年轻人一边酗酒抽烟、 大吃
大喝不顾及身体 ， 另一边却按
“偏方” 乱吃药， 加速了疾病的
发展进程。

———知晓率低 、 检查率低 、
治疗率低。

以糖尿病为例， 全国流行病
学数据显示， 目前中国糖尿病患
者的知晓率在30%左右， 诊断出
患有糖尿病之后， 患者的治疗率
为26%左右， 而采取降糖治疗的
糖尿病患者中控制率能达标也仅
为40%左右。 加强糖尿病患者的
管理， 还有很大的空间。

2019年发布的 《中国中青年
心脑血管健康白皮书》 指出， 近
年来， 我国心脑血管疾病年轻化
趋势明显 ， 64.4%的人并未接受
过医学治疗。

———年轻人营养健康意识淡
薄。

记者采访发现， 不少青少年
喜欢购买各种 “垃圾食品”， 有
的家长采取放任的态度， 认为只
要吃了不生病就没多大关系。 多
位医生表示， 这种行为将给孩子
们的身体健康埋下隐患。

加强提前干预管理
避免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患上

“老年病 ”， 需要全社会共同努
力。 专家呼吁， 加强健康营养知
识的普及， 提升 “老年病” 在年
轻人中的知晓率， 让更多人了解
和掌握常见 “老年病” 的预防措
施。

《“健康中国2030” 规划纲
要》 指出， 要构建国家医学科技
创新体系， 建设心脑血管等临床
医学数据示范中心。 专家呼吁，
要加快建设心脑血管、 糖尿病、
脑卒中等 “老年病” 的临床医学
数据示范中心， 加强国家层面的
年轻人健康风险干预管理。

专家表示， 风险预测模型在
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老年病”
预防中能起到重要的作用， 可加
快对年轻人、 老年人等不同风险
人群制定不同的干预管理方案。

当前互联网医疗平台的融合
应用， 有利于加强糖尿病、 高血
压、 心脑血管疾病等 “老年病 ”
的健康管理。

张震等专家认为， 糖尿病、
高血压、 脑卒中等 “老年病” 的
管理， 是随着病程进展不断进行
调整的长期过程。 随着医疗信息
互联互通， 人工智能等高科技的
融入， “互联网+医疗” 更符合
年轻患者的看病习惯。 据新华社

气闸舱、小机械臂、柔性太阳翼
———解析问天实验舱的 “独门神器”

7月24日下午， 随着长征五号B遥三运载火箭冲上云霄， 我国空间站建造阶
段首个实验舱， 也是我国迄今为止发射的最重航天器———约23吨的问天实验舱
发射升空。

问天实验舱舱体总长17.9米， 直径4.2米， 比天和核心舱更 “强” 更 “壮”；
还拥有三个 “独门神器”： 航天员专用的出舱区———气闸舱； 操作更灵巧、 精
细的小机械臂； 可以为整个空间站收集能量的柔性太阳翼。

新华社电 国家药监局 25日
按 照 药 品 特 别 审 批 程 序 ， 应
急附条件批准河南真实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阿兹夫定 片 增 加 治
疗新冠病毒肺炎适应症注册申
请。

该药物是我国自主研发的
口服小分子新冠病毒肺炎治疗
药物 。 2021年 7月 20日 ， 国家
药监局已附条件批准该药物与其

他逆转录酶抑制剂联用治疗高病
毒载量的成年HIV-1感染患者。
此次为附条件批准新增适应症，
用于治疗普通型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成年患者 。 患者应在医师指
导下严格按说明书用药。

国家药监局要求上市许可持
有人继续开展相关研究工作， 限
期完成附条件的要求， 及时提交
后续研究结果。

国家药监局应急附条件批准
国产新冠肺炎治疗药物注册申请

最高法发布“司法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30条”
新华社电 最高人民法院25

日发布关于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
大市场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
见。 意见共30条， 从加强市场主
体统一平等保护、 助力打造统一
的要素和资源市场、 依法维护统
一的市场交易规则 、 助 力 推 进
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 、
切实维护统一的市场竞争秩序等
方面明确人民法院相关工作举
措。

根据意见， 人民法院要助力
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 依法审理
涉市场准入行政案件， 支持分级
分类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遏
制不当干预经济活动特别是滥用
行政权力排除、 限制竞争行为。
加强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涉企优
惠政策目录清单等行政规范性文
件的附带审查， 推动行政机关及
时清理废除含有地方保护、 市场
分割、 指定交易等妨碍统一市场
和公平竞争的规范性文件， 破除
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

意见提出， 依法平等保护中
外当事人合法权益。 研究制定法
律查明和国际条约、 国际惯例适
用等司法解释， 准确适用域外法
律和国际条约、 国际惯例。 优化
涉外民商事纠纷诉讼管辖机制，
研究制定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

管辖司法解释。
在依法保护劳动者权益方

面， 意见提出， 妥善审理平等就
业权纠纷等案件 ， 推动消除户
籍、 地域、 身份、 性别等就业歧
视， 促进劳动力、 人才跨地区顺
畅流动。 研究出台涉新业态民事
纠纷司法解释， 加强新业态从业
人员劳动权益保障。

在支持提升消费服务质量方
面， 意见提出， 完善网络消费、
服务消费等消费案件审理规则，
服务保障消费升级和消费新模式
新业态发展。 优化消费纠纷案件
审理机制， 探索建立消费者权益
保护集体诉讼制度， 完善消费公
益诉讼制度， 推动建立消费者权
益保护工作部门间衔接联动机
制， 促进消费纠纷源头治理。

为依法打击垄断和不正当竞
争行为， 意见明确提出， 加强对
平台企业垄断的司法规制， 及时
制止利用数据、 算法、 技术手段
等方式排除、 限制竞争行为， 依
法严惩强制 “二选一”、 大数据
杀熟、 低价倾销、 强制搭售等破
坏公平竞争 、 扰乱市场秩序行
为， 防止平台垄断和资本无序扩
张。 完善竞争案件裁判规则， 适
时出台反垄断民事诉讼司法解
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