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特刊
2017 年 4 月 21 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方弘
版式策划：苏昊 制图：王涛

□新华社记者 王经国 李国利 陈曦

4 月 20 日晚，中国海南文昌航天发射
场，搭载着天舟一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
遥二运载火箭点火升空，中国首单“太空快
递”正式发出，预计两天后送达天宫二号。

作为中国载人空间站工程的重要组成
部分，首艘货运飞船天舟一号“只运货，不
送人”，因此被形象地称为“太空快递员”，
一亮相便成为了目前中国最受关注的“快
递小哥”。未来几个月，天舟一号将在太空
中独自完成它的首单“太空快递”任务。它
为这次任务都做了哪些“入职培训”？携带
了哪些“秘密武器”？将闯过多少道“关卡”
才能顺利完成首单任务？

大块头有“小心机”：
承载能力与人性化设计的双保障

作为中国太空快递的明星，天舟一号
首先在身材上、体力上就令人瞩目。

不信？先看一组数据：身高 10.6 米，体
宽 3.35 米，最大装载状态下重量达 13.5 吨，
由货物舱和推进舱两舱结构组成，是我国
目前为止体积最大、重量最重的航天器，运
送 6 吨多的货物不在话下。

这次任务，天舟一号就要为天宫二号
带去 6 吨左右的货物和推进剂，其中有大
大小小 100 多个货包。

在货物舱里，按照 3 人 30 天需求量配
置的真实生活物资或质量模拟件、1 套模
拟舱外航天服、2 个模拟氧瓶组件、2 个模
拟氮瓶组件、1 个软质水箱、1 个硬质水箱
等各种货物，放在货架上。

说到货物舱的设计，那咱们的“太空快
递员”天舟一号绝对是个“心机 boy”。

货物舱为圆柱形，舱壁周围为格状结
构的货架，上面装有天蓝色把手，中间形成
一个矩形过道。为了让未来的“客户”在舱
内活动更安全、舒适，内部的地板采用了深
色硬质结构，方便蹬踏，天花板为浅色。

“上浅下深颜色的布局，可以营造出一
种天地感，让人不会眩晕。”天舟一号货运
飞船系统总体副主任设计师张健说，在失
重环境下，把手位置的设计要合理，必须要
装在容易使力的地方，就连舱内的仪表、计
算机的每个旋钮力也都要经过测试，“包括
到位的‘咔’的那一下，都是严格要求的，让
人知道拧到什么位置到位。”

这还不算什么！天舟一号货物舱还能
在简单改造后“变身”为全密封、半开放、全
开放三种形态。

全密封主要用于运输航天员消耗品、密
封舱内设备与试验载荷；半密封除了可以运
输密封舱内货物外，还可以满足包括太阳电
池翼等舱外物资的运输需求；全开放货运飞
船主要用于大型舱外货物的运输。

冲着天舟一号这股子为用户着想的劲
儿，不想打五星好评都难。

“太空快递员”的“秘密武器”：
确保货物安全抵达天宫二号

据可靠消息，为了这一趟远差，“太空
快递员”天舟一号准备了不少秘密武器。
下面就给大家晒几件：

第一件：“防晒霜”
太空中的日晒强度比地球上猛烈千百

倍，在太阳照射的情况下，天舟一号的表面
会迅速升温，为了帮助推进舱中的设备“防
暑降温”，聪明的天舟一号在自己皮肤上涂
了一层“防晒霜”。

这款太空版“防晒霜”其实是一种航天专
用的白漆热控涂层，具有优良的散热性能。

第二件：高科技货包
由于运送的货物中有不少精密仪器和

航天员用品，为了保证货物能够安全不受
损地到达“客户”手中，天舟一号精心准备
了一种高科技货包来装载货物。

这种高科技货包，采用系列化设计，根
据货物尺寸，可调节大小、形状。其外观呈
乳黄色，采用新型的抗菌防潮防霉布料，里
面则使用一种新研制的防火防潮且抗震的
泡沫或者气囊来包裹货物，可确保部分货
物在货包中安全地存放一年。

第三件：保驾护航的利器
早在出发前，天舟一号就“听过”关于

太空垃圾给国际同行带来的困扰：“被小小
一块 10 克的太空垃圾迎面撞上，只刮花了
漂亮帅气的制服都算幸运，好几次甚至差
点穿透制服被送进医院。”于是，为了运输
过程更安全，天舟一号决定随身携带力学
环境测量系统。

这套“高大上”的系统不仅可以在天舟
一号全飞行时段对传统的振动、冲击、噪音
环境进行检测，还可以在第一时间感知到
太空垃圾撞击的位置和受损程度，甚至还
能检验飞船结构设计、货物装载合理性，为
在轨损伤修复和结构优化设计提供帮助。

第四件：相对测量子系统
这套系统不仅可以确保天舟一号与天

宫二号首次交会对接的自主可控，安全性
大大提高，还因为新增的整秒脉冲输出功
能，为全船的相关设备都提供了高精度的
时间基准。

换个通俗的说法，就是能够让天舟一
号快速准确地找到客户位置，在客户要求
的时间内将货物送达。

此外，还有网络交换技术、太空换热
衣、应答机天线网络等，为了这次任务“首
秀”能够顺利完成，天舟一号可谓下足了

“血本”。

不只是“快递员”：
天舟一号将完成多项使命任务

实际上，天舟一号远远不只是一个快
递员这么简单，其他任务也不少。

任务一：“太空加油”
就像汽车需要加油，未来空间站长期

在轨也需要“加油”。天舟一号这次就要进
行一次在轨推进剂补加技术验证，为天宫
二号在轨加注。

别小看这次的“太空加油”，其过程要
比汽车加油复杂得多，分为 29 个步骤，每
步都需要精细控制，整个“加油”过程要持
续好几天。在天舟一号之前，只有俄罗斯
和美国掌握了这项技术，其中，实现应用的
只有俄罗斯。

一旦当天舟一号“学会”这项技能，就
将为我国空间站组装建造和长期运营扫除
在能源供给问题上的最后障碍。

任务二：“太空芭蕾”
在第一次交会对接后，天舟一号将与

天 宫 二 号 上 演 一 场 高 难 度 的“ 太 空 芭
蕾”——天宫二号转体 180 度，天舟一号从
天宫二号下方绕飞，同时转体 180 度，加速
赶到天宫二号前方，最终从“前”向与天宫
二号进行一次交会对接。

大家不要误以为这是天舟一号的“耍
酷”行为，其实，这项名为绕飞至前向交会
对接的试验是为了确保未来航天器能从多
个方向与空间站对接而进行的演练。

任务三：“从绿皮火车到高铁动车的升级”
天舟一号将完成快速交会对接试验，

把之前需要 2 天左右的交会对接过程提速
到 6 个小时左右，就像是从
乘坐“绿皮火车”变为乘坐

“高铁”。
这意味着可以缩短航

天员在飞船狭小空间中滞
留的时间，使载人太空飞行
变得更加舒适、惬意，还可
以让无法经历长时间运输
的货品尽快送达，同时，更
大程度上保障未来空间站
的安全，方便空间站突发事
件的应急处理。

任务四：“带着天宫二号
一起飞”

按照正常情况下的飞行
模式，从地球远道而来的天
舟一号与天宫二号交会对接
后，就可以好好休息一下，由

“主飞行器”天宫二号负责对接后
的飞行。

但是，这次天舟一号可不愿
闲着，将开展货运飞船控制组合
体试验，接过组合体飞行的“控制权”，带着
天宫二号一起飞。

当然这也是有原因的，在主飞行器短
时出现问题的情况下，另一航天器就可以
发挥作用，进行“抢救”。

任务五：高大上的空间应用及技术试
（实）验

虽然，天舟一号的主要功能是“运货”，
但在满足运输货物需求的同时，天舟一号
还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平台效能，随船搭
载了几十台载荷设备，将在轨开展十余项
载荷试（实）验。

看到这里，小伙伴们一定想为天舟一
号“一次飞行，多方受益”的精神点赞吧。

别急，还有最后一个任务呢。
为了避免自身成为太空垃圾，天舟一

号将在完成飞行任务后，首次实施主动离
轨，落于南太平洋预定安全海域，为打造一
个洁净、安全的太空环境做出贡献。

（参与记者王楠楠、梅常伟、曾涛、田兆
运、卜多门、涂超华）（新华社海南文昌 4 月
20 日电）

首个送往太空的“包裹”
——天舟一号飞行任务全解读

天舟一号货运飞船

发射成功

4 月 20 日 19 时 41 分
搭载着天舟一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二运载火箭
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

航天员系统副总设计师：
天舟一号将为未来空间站上行物资补给积累经验天舟一号将为未来空间站上行物资补给积累经验

据新华社海南文昌 4 月 20 日电（李国利、
杨欣）4 月 20 日 19 时 41 分，搭载着天舟一号
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二运载火箭，在我国文
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 596 秒后，飞船与
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
成功。

这是天舟货运飞船和长征七号运载火箭
组成的空间站货物运输系统的首次飞行试
验。飞船入轨后，将按预定程序与在轨运行的
天宫二号先后进行自动交会对接、自主快速交
会对接等 3 次交会对接，3 次推进剂在轨补加
以及空间应用和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多项实

（试）验。其间，天舟一号与天宫二号组合体在
轨飞行约 2 个月，天舟一号独立飞行约 3 个
月。完成既定任务后，天舟一号将受控离轨，
陨落至预定安全海域；天宫二号留轨继续开展
拓展试验和应用。

目前，天宫二号运行在距地面 393 公里的
近圆对接轨道，设备工作正常，运行状态良好，
满足交会对接任务要求。

长征七号遥二运载火箭与之前执行首飞
任务的长征七号遥一运载火箭技术状态基本
一致，为满足发射货运飞船要求，进行了部分
技术状态更改，进一步提高了安全性与可靠
性。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 247 次飞行。

□新华社记者 刘陆 梅常伟 田兆运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航天员系统副
总设计师黄伟芬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在天舟一号货运飞船的发射任务中，涉及
航天员系统的任务主要有四个方面：提供装
船上行货物、获取舱外航天服数据、医学评价
和工效学评价。

黄伟芬说，货运飞船是按照 3 人 30 天的
任务进行配置相应货物，主要包括航天员的
健康、生活和工作保障。这次飞行任务还将
验证货物打包、运输、信息管理、交付、装载、
微生物控制等全过程方案的有效性。

“希望通过这次飞行任务获取相应数据，
为空间站任务做上行物资补给积累经验，提
供设计依据。”黄伟芬说。

她介绍，舱外航天服是航天员实现舱外
活动的重要保障。未来在完成空间站的组建
和设备维修等任务中，航天员都需要身着舱
外航天服。“在这次任务中，我们想通过搭载
舱外服的结构服，安装相关传感器获取力学
和温度等数据，为未来的舱外服设计等相关
方面积累数据和依据。”

空间站长期飞行，微生物问题突出。“针
对这一问题，我们分两次对货运飞船的微生
物进行采样检测。”黄伟芬说，第一次是在封
舱前，第二次是在待发段。

在这次任务中，天舟一号还将为未来的
货运飞船改进提供设计依据和积累数据，包
括舱内空间布局、照明与视觉环境、报警与故
障应急、辅助装置、人机界面安全性等 5 大类
15 项内容进行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