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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快递”首个送往太空的“包裹”
天舟一号飞行任务全解读

新华社海南文昌 4 月 20 日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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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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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天舟一号飞天过程：1 . 火箭起飞；2 .
助推器关机；3 . 助推器分离；4 . 一级关机；5 .
一二级分离；6 . 整流罩分离；7 . 二级分离；8 .
船箭分离；9 . 展开太阳电池翼；图片中央为将
于 2020 年左右建成的中国空间站构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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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沉下海面，天际
线敛去最后一抹金黄。

这个夜晚，海南文昌
的天空注定不只属于漫
天星斗。

4 月 20 日，海风轻
拂椰林，高大挺拔的发射
塔架巍然矗立，天舟一号
货运飞船进入发射倒计
时。

“一号”，意味着曾经
的空白已被填补，意味着
全新的能力正在形成。

这是天舟系列货运
飞船首次飞行，也是天舟
飞船与长征七号火箭组
成的空间站货物运输系
统首次远征。

总长 10 . 6 米，最大
直径 3 . 35 米，整船最大
装载状态下重达 1 3 . 5
吨，可将 6 . 5 吨货物送入
太空……中国载人航天
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介
绍天舟一号时说，从技术
指标上讲，这艘专门为我
国空间站设计建造的货
运飞船比肩甚至优于国
际现役货运飞船。

“各号注意，1 小时准
备！”

18 时 41 分许，发射
任务“01”指挥员王光义
的口令响彻发射场区。

数名来自航天一线
的工作人员在塔架高处有条不紊地忙碌着，将用于生
物技术实验的最后一批载荷装载到位。

未来，具备快速交会对接能力的天舟一号，能在 6
小时左右就把这些宝贵的物资送到空间站。中国人开
发利用太空的征程，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迎来这一天，中华民族走过了 5000 年。

夸父逐日的神奇，敦煌飞天的浪漫，明朝万户的
壮烈……一代代华夏儿女仰望星空，九天揽月的梦想
融入历史长河，生生不息、奔涌不止。

“各号注意，30 分钟准备！”

加注指挥员张继检查设备、清点人员，向安全区
域撤离。起飞重量近 600 吨的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就
是由他们进行液氧、煤油加注的。

无毒、无污染的燃料搭配，不仅让长征七号变得
更加绿色环保，也赋予它更强劲的动力，让它能够发
射我国截至目前体积最大、重量最重的航天器——— 天
舟一号。

迎来这一天，中国航天事业走过了 47 年。
1970 年 4 月 24 日，我国首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

红一号发射成功。这颗重 173 千克、直径约 1 米的 72
面体卫星，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独立研制和
发射卫星的国家。

从此以后，浩瀚宇宙闪耀起越来越多的中国星：
“风云”“北斗”“悟空”“墨子”……

东方文明古国，在茫茫太空焕发出与时俱进的独
特魅力。

“各号注意，15 分钟准备！”

在氮气气源库紧张工作了一整天的陈吉伟和同
事们，把设备切换成远程控制模式，最后一批撤离发
射场区。余下的工作，将由远在数公里之外的工作人
员接手。

高度信息化、自动化，是这座中国最年轻航天发
射场的鲜明特征，也是天舟一号货运飞船的强大支
撑。

发射升空后，天舟一号将首次以天基测控体制为
主实施飞行控制。换句话说，中国航天人把原本在地
面或海上的测量系统“搬”上天，实现了对航天器在轨
飞行关键事件的全程跟踪。

迎来这一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走过了 25 年。

从提出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发展战略，到神舟
一号至神舟十一号接力奔向太空，再到天宫一号、天
宫二号空间实验室表现堪称完美……中国人依靠自
己的智慧和力量，一次次攻坚克难，一步步扎实向前。

这次发射，标志着中国正在迈进空间站时代。
“各号注意，5 分钟准备！”“各号注意，1 分钟准

备！”

扶持火箭的摆杆迅速摆开，天舟一号就要离开祖
国的怀抱，踏上逐梦太空的征程。

观看发射的人群拿出手机，高高举过头顶，点缀
出一片别样的“星空”。

“10 、9 …… 3 、2 、1 ，点火！”19 时 41 分，伴着山
呼海啸的巨响，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拖曳着耀眼的白色
尾焰拔地而起。

“火箭飞行正常”“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飞控大厅内，口令声此起彼伏，火箭飞行数据从各测
控点接力实时奔涌而至。

约 173 秒，火箭助推器分离。

约 215 秒，整流罩分离。

约 596 秒后，船箭成功分离。遥控遥测数据显示，
天舟一号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长征七号运载火箭的首次
应用发射任务圆满成功！

人群沸腾了，人们热情地鼓掌、握手、庆祝，许多
人情不自禁欢呼起来。无数个日夜的辛苦努力与热切
期待，在这一刻发酵成为欢乐的佳酿———

为了这一天，飞船系统努力奋战 6 年时间，组织
了上千小时测试验证，进行了上百次大型试验考核。

为了这一天，火箭系统夜以继日加班加点，在长
征七号遥一运载火箭的基础上，对 75 处细节进行了
优化改进。

为了这一天，发射场系统总结长征七号、长征五
号首飞任务经验，先后改进地面设备 20 余项，优化测
试流程 10 余项。

这一天，恰逢“二十四节气”中的谷雨——— 雨生百
谷；呜鸠拂其羽。呜鸠也叫布谷鸟，拂羽而歌是为了提
醒人们播撒种子、孕育收获。

再过 4 天，就是第二个“中国航天日”。

对飞速发展的中国航天事业而言，天舟一号宛若
一只振翅飞天的布谷鸟，唱响了遨游太空新征程的又
一乐章…… (记者李国利、梅常伟、曾涛)

新华社海南文昌 4 月 20 日电

新华社海南文昌 4 月 20 日电(张晓霞、李
国利、王玉磊)4 月 20 日 19 时 51 分许，我国
首艘货运飞船天舟一号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这
也标志着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首次“零窗口”
发射成功。

根据计划，天舟一号发射升空后，将与天
宫二号进行交会对接和推进剂补加。长征七号
遥二火箭起飞时间每提前或推迟一秒，都会增
加自动交会对接的难度和风险。天舟一号飞行
任务发射场区指挥部指挥长张学宇介绍说，为
提高飞船入轨精度，文昌航天发射场瞄准“零
窗口”发射，让火箭准时点火升空，确保天舟
准时准点入轨。

发射窗口指的是适合运载火箭发射升空的
时间范围。所谓“零窗口”发射，是指在发射
窗口时间内，紧贴窗口上沿即最优时间实施发

射。 2016 年，文昌航天发射场执行的长征七
号、长征五号运载火箭首飞任务，都没有采取
“零窗口”发射。

为了确保“零窗口”准时成功发射，文
昌航天发射场将质量管理延伸到任务“上
线”。今年年初，他们派遣 30 余名骨干参加
火箭出厂测试，准确掌握产品研制和质量情
况，提高任务期间测试操作水平；立足任务
特点，组织识别出 56 项技术状态变化，逐一
制定对策措施；识别系统级风险 35 项，制定
150 余条风险预防措施、近 120 条监控措施，
形成了一整套涵盖人员、产品、设备的安全
管理体系。

特别是针对发射前 6 分钟可能出现的各种
典型故障，文昌航天发射场组织相应系统针对
每一种故障模式写清故障判据、明确指挥协同

口令、制定应急处置措施。“仅 6 分钟的流
程，我们足足讨论了 6 个小时，就是希望用万
全之策确保万无一失。”文昌航天发射场天舟
一号任务 01 号指挥员王光义说。

天舟一号飞行任务期间，正值海南岛气候
由干季向雨季转换，午后强对流、雷暴等危险
天气愈发频繁。发射场气象系统根据海南近
40 年来的气象资料和自主建设收集的海南地
区 10 年气象数据，针对雷电、浅层风、高空
风等影响发射的重要天气因素，进行专题技术
研究和气候背景特征分析，实施场区精细化预
报，短时预报准确率达到 90% 以上，能够提
前 1 小时准确预报，为“零窗口”发射提供可
靠的气象条件支持。

4 月 20 日晚，我国首艘货运飞船在长征
七号的托举下，顺利升空并成功进入预定轨

道。天舟一号飞行任务发射场区指挥部副指
挥长王经中说：“发射场测发、测控、通
信、气象、勤务保障等系统，对设施设备的
可靠性稳定性、任务软件的健壮性适应性、
状态设置的科学性正确性、系统接口的协调
性匹配性、操作规程的正确性适用性等进行
专项复查，这些都极大提高了发射场的可靠
性和整体发射能力，为‘零窗口’成功发射
提供了坚实技术支撑。”

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是我国自主设计建
设的第一座绿色生态环保、完全对外开放的
现代化新型航天发射场，主要承担地球同步
轨道卫星、大质量极轨卫星、大吨位空间
站、货运飞船、深空探测器等发射任务。未
来，我国的探月工程三期飞行器、现代化空
间站等都将从这里发射升空。

文昌发射场的首次“零窗口”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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