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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 19 时 41 分，搭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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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焦点

秒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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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舟一号货运飞船昨晚成功发射并进入预定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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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宫二号，
你的
“快递”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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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疑

准备

神舟和天舟哪个难度大？

“快递小哥”
提前几个月热身
天舟一号是一位强壮的“快递小哥”，只运货，
不运人，主要任务是为天宫二号“快递”。不过，天
舟一号要为这趟旅程提前几个月做准备。
2 月 13 日，天舟一号货运飞船安全运抵中国文
昌航天发射场，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
3 月 2 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科技委主任
包为民接受采访时表示，长征七号遥二运载火箭近
日通过出厂评审。几天后，长征七号从天津港起程
后，经过一周多的海陆运输，3 月 11 日运抵文昌航
天发射场，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承担发
射天舟一号货运飞船任务的长征七号动力系统试
验队，也提前 2 天到达，他们与负责飞船推进剂在
轨补加技术的试验队员联合开展工作。
4 月 10 日，远望 7 号船赴太平洋某海域执行天
舟一号海上测控任务。远望 7 号船自去年 7 月入列
以来，先后完成神舟十一号与天宫二号交会对接、
长征五号火箭首飞等重大任务。
4 月 17 日，天舟一号货运飞船和长征七号遥二
火箭终于不再“犹抱琵琶半遮面”，垂直转运，走出
厂房，总重近 1800 吨的平台沿轨道慢慢移动，10
时许精准停驻在发射塔架前。
4 月 18 日，天舟一号发射任务举行最后一次全
区合练。合练结束后，标志着全区各系统具备执行
发射任务条件。

货物

“飞天”一趟带了 6 吨多货物
天舟一号的任务是运送超过 6 吨的物资与设
备飞向太空。在这些货物中，除了维持天宫二号运
行的各种补给外，还有大量太空实验设备和载荷。
天舟一号是两舱结构：货物舱和推进舱，货物
舱装载货物，推进舱为它提供电力能源，推进控制
动力并装载推进剂。它此次装载的 6 吨货物，2 吨
是推进剂，载货比达到 0.48，赶超了日本，更远超美
国、俄罗斯等国家的货运飞船。其余 4 吨货物主要
是未来航天员生活、工作所需要的物资：生活补给、
精密仪器等等，甚至有为航天员准备的水果。
货运飞船机械总体主管设计师郭军辉介绍，
新研制的高科技货包外观呈清新的乳黄色，采用
新型抗菌防潮防霉布料，可确保货物在货包中存
放一年。为避免货物直接与货架结构相连接，货
包里面还有一层新研制的防火防潮且防震的泡沫
或气囊袋。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航天员系统副总设
计师黄伟芬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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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舟一号货运飞船系统总体副主任设计师张
健表示，要将 1 公斤重的东西送入太空，大约要花

都提供了高精度的时间基准，
确保货物准时送达。

神舟系列载人飞船于 1999 年首次发射成功，至今已经发射了十一艘，天舟一号直到
2017 年才首飞，
这是因为货运飞船研制难度更大吗？
天舟一号货运飞船总设计师白明生表示，神舟系列飞船与天舟系列飞船研发的先后
顺序，
是由我国载人航天工程
“三步走”
发展战略决定的。按照计划，
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
任务结束后，我国将建造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站，这就需要输送航天员所需的生活、工作
物资、空间站运转所需的推进剂。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就是面向我国空间站建造和运营物
资运输补给任务的，
全新研制的载人航天器。

对接

时间从两天左右缩短到几小时

费几十万美元。普通人想通过天舟飞船向空间站
快递货物，
仍然不太现实。

重力环境。也将为空间站高微重力实验平台研制
奠定技术基础。

在天舟一号之前，我国掌握的交会对接技术需
要耗时两天左右。而天舟一号此次将开展自主快
速交会对接试验，将交会对接的时间控制在几个小
时内。快速交会对接的实现，有利于提高飞行器在
轨飞行的可靠性，减少交会对接过程中包括轨道控
制等在内的产生的资源消耗，同时，更大程度上保
障飞行器，
方便空间站突发事件应急处理。
第一次对接：天舟一号升空约 2 天后，与天宫
二号进行交会对接，形成组合体，并在轨飞行两个
月时间。在此期间，它们要检查整体状态，补加推
进剂，
并测试天舟一号对组合体的控制能力。
第二次对接：组合体形成两个月后，天舟一号
从天宫二号后向撤离，再绕到前向与天宫二号对
接。因为天宫二号后方没有对接口，因此做天舟一
号绕飞的过程中，天宫二号也会随之不断调整方
向。这次绕飞试验后，天舟一号再次与天宫二号分
离，二者各自独立飞行三个月，在此期间天舟一号
还需完成搭载的多项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
第三次对接：分开三个月后，重头戏来了！天
舟一号将与天宫二号进行第三次对接，验证自主快
速交会对接技术，这要求两个航天器在约 6 个小时
的时间实现对接。一旦这个试验成功，今后的载人
飞船也可以采取这一对接技术，不仅可以缩短对接
时间，
还能让航天员更舒服一些。

工作

准时

交货

新鲜果蔬也能送上太空？
天舟一号货运飞船副总设计师徐小平表示，天舟系列飞船“只运货、不送人”，运送航
天员是神舟系列飞船的任务。虽然天舟系列飞船个头更大、
空间更多，
但其舱段构型和舱
内布局都是专门为输送物资设计的，更强调的是“大肚能容”，而不是神舟飞船的安全舒
适，
并不能用来运送人员。
天舟一号货运飞船主任设计师王为表示，将来，天舟系列飞船给空间站输送物资
时，地面人员会精心挑选一些新鲜果蔬，在发射前通过整流罩操作口、货运飞船操作口
装进飞船。一切顺利的话，让航天员们在飞船发射后六七个小时，就能品尝到来自祖国
的新鲜美味。

除了“送快递”还要“做实验”

千里送“快递”能分秒不差

若以为天舟一号只负责送货，那你就错了，天
舟一号还是科学家，上面装载着四项重要科学实验
研究、技术试验验证。这些实验、试验只能在摆脱
了地球引力的太空环境中做。
实验一是微重力环境对细胞增殖与分化影响
研究。研究分 8 个课题，包括失重状况下产生的骨
质疏松药物开发、太空微重力环境下定向分化人类
胚胎干细胞为生殖细胞，等等。在生殖细胞研究方
面，空间人类胚胎干细胞定向分化生殖细胞属国际
首创。实验二是两相系统实验平台关键技术研究。
试验一的非牛顿引力实验检验的关键技术验
证由华中科技大学引力中心所承担，是一个有关牛
顿万有引力定律检验的空间基础物理实验，可以为
引力理论的研究提供重要的实验依据。项目将在
轨测试“高精度静电悬浮加速度计”的工作性能，其
分辨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获得的在轨试验结果可
为非牛顿引力实验检验进行关键技术验证，也将对
我国“卫星重力测量”
、
“空间引力波探测”等空间计
划提供重要技术支撑。试验二的主动隔振关键技
术验证项目在轨进行六自由度磁悬浮主动隔振关
键技术验证；同时为非牛顿引力实验检验关键技术
验证装置提供高于飞行器平台 1 至 2 个数量级的微

面对曲折的送货路线和复杂的使命任务，天舟
一号携带了三件
“秘密武器”。
第一件“秘密武器”是力学环境测量系统。天
舟一号的飞行器结构撞击智能感知与定位功能，能
够进行全飞行时段的综合力学环境监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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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件“秘密武器”是网络交换技术使网络
平台。它首次利用在地面通信中已经十分成熟
的网络交换技术，成功构建了一个标准化的、高
速的、大容量的开放性网络平台。它不仅支持船
内高清视频、大批量载荷数据的传输，还可以无
缝接入天宫二号等空间站网络，天舟一号因此也
成为推动航天器数据传输跨入千兆比特高速时
代的“第一人”。
第三件“秘密武器”是相对测量子系统，让“快
递”与“客户”千里相会、签收无误。首次利用北斗
导航星座的相对测量子系统的扩展性和通用性更
高、定位更连续稳定，不仅确保了与“客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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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破“太空加油”技术才能“交货”
作为一名合格的“快递小哥”，天舟一号要如何
把 6 吨货物安全交给天宫二号？这要把货物分成
两类来说。
一类是给天宫二号的补给品——航天员未来
生活、工作所必需的食物、气体、精密仪器等。这些
补给品将通过天舟一号与天宫二号的交会对接来
实现“送货上门”。在此次任务中，天舟一号与天宫
二号将实现三次交会对接。
另一类，就是未来空间站长期在轨所必需的推
进剂，就像汽车需要加油一样，因此给航天器送推
进剂也被称为“太空加油”。一个航天器的寿命长
短与推进剂紧密相关，因为航天器经常是因为推进
剂消耗殆尽而结束使命的。太空中在轨推进剂补
加，
是空间站建造和运营的关键技术之一。
这一关键技术将为我国空间站的组装建造和
长期运营扫清在能源供给上的最后障碍。未来几
天，这项技术即将迎来太空中的考验。天舟一号与
天宫二号将进行我国首次推进剂在轨补加，并计划
开展多次推进剂补加试验。推进剂补加约有三十
个步骤，
相当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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