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

全长约6米，最大直径约3.6米，
最多可运送约6吨的各种货物；

欧洲自动
货运飞船

全 长 约
10 米，最大
直 径 约 4.5
米 ，运 货 能
力可达7吨；

美国“天鹅座”
货运飞船

全长约 9 米，最
大直径约 3.6 米，最
多可携2.7吨货物。

中国天舟一号货运飞船

总长10.6米，舱体最大直径3.3
米，最多可携6吨货物，可“太空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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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用S频段跟踪引导。”
“跟踪正常！”“好样的！”发射任

务前夕，文昌航天发射场某型号雷
达的方舱里传来阵阵掌声，负责人
罗昊沉着冷静地将目标捕捉后，才
缓缓地舒了一口气。无数次试验，
不厌其烦地创新跟踪，为的就是天
舟一号任务追踪捕获万无一失。
1987年出生的罗昊，年纪并不大。
但已先后经历了长七、长五等多项
任务。在他看来，每一次任务不同，
意义也不一样。这次为天舟一号做
测控，意义更大，对于他的工作要
求，自然更高。

什么叫万里测控第一棒？“简单
的来说，我们的工作就是雷达跟踪，
为火箭起飞后，给火箭飞行弹道做
测量。”罗昊告诉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本次执行发射任务的长
征七号遥二运载火箭和天舟一号可
以看做一个组合体。测控追踪工作
可以看成一个接力赛，而他们的测
控工作，就是万里测控的第一棒。
为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出塔的飞行位
置和状态，进行实时监控，并将数据
反馈给指挥层面。

火箭出塔之后，起飞阶段非常
重要。如果出现追踪空窗期，将是
非常危险。作为测控第一棒，必须

尽快追踪捕获，最好是火箭离开地
面就能迅速跟上。这一次，以罗昊
为主的五人技术小组，经过创新，对
设备进行了技术改进，更是提前两
秒钟就追踪到了火箭信号。“在起
飞阶段，提前一秒和两秒完全是不
同的概念。”罗昊告诉记者，这也就
意味着，以前在5秒时可以捕捉追
踪，现在提前到 3 秒钟就可以实
现。而这关键性的两秒钟，至关重
要。它可以将火箭飞行位置的参
数和数据，更早被获得。为指挥决
策和下一步的任务提供强大的基
础支撑。

为此，罗昊所在的技术团队，早
在驻站之前，就展开了技术攻关。
对信号处理的关键算法进行改进，
提升设备能力。而在此前，他们还
在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发射过程中，
进行了试验测试。

“其实这次发射任务技术上应
用，是无数次试验和改进的结果，当
然也是建立在前期长五稳定跟踪的
前提下，相对来说，技术操作层面有
底气。”罗昊告诉记者，这不仅仅是
作为一个航天人攀登技术高峰的动
力使然，也是中国航天发展必然结
果。未来，他希望能够实现0秒追
踪，最好是超前追踪。

连日来，围绕飞船的各种信息和解读纷至沓
来，记者采访飞船研制单位——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五院的权威专家，梳理了一些有关天舟一号的

“非常规”问题，以便大家更好地了解这个即将承
担起我国空间物资输送使命的中国航天新锐。

货运飞船比载人飞船研制难度更大吗？

白明生（天舟一号货运飞船总设计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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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舟可以运送航天员吗？

徐小平（天舟一号货运飞船副总设计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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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飞天的“行李”交由天舟
来运，神舟飞船就能更加全神贯注地运送航天员
了。

天舟能给航天员补充新鲜蔬菜水果吗？

王为（天舟一号货运飞船主任设计师）：没问
题，这本来就是天舟系列飞船的职责所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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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抗菌防潮的专用
货包包装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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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交会
对接技术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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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舟能够运送的最大货物尺寸是多少？

贾东永（天舟一号货运飞船机械总体主任设
计师）：天舟系列飞船能够运送物资的最大重量超
过6吨。如果从货物尺寸上来说，这次发射中采用
的全封闭飞船，单件货物最大尺寸就会受到交会
对接通道的限制。如果将来采用全开放飞船，运
输二三十米长的大型舱外货物是没有任何难度
的，再加上有些货物运输时可以折叠，最大尺寸到
底能有多大，就看工程技术人员的想象力了。

天舟是否可以给自己加注燃料？

雷剑宇（天舟一号货运飞船系统总体副主任
设计师）：天舟飞船推进舱携带的燃料，除了用于
轨道调整，还要用来控制自身坠入大气层烧毁以
免产生太空垃圾，一点一滴都十分宝贵。但由于
它不需要像空间站那样长期在轨，发射升空时携
带的燃料足够使用，没必要大费周章在太空“加
油”。所以，带给空间站的燃料要“专油专用”。

普通人将来能通过天舟飞船送快递吗？

张健（天舟一号货运飞船系统总体副主任设
计师）：国外有统计数据显示，要将1公斤重的东
西送入太空，大约要花费几十万美元。这个数据
虽说听起来不够精确，却真实反映出航天事业离
不开强大的经济支撑作后盾。换句话说，普通人
如果想通过天舟飞船向空间站快递货物，仍然是
不太现实的。 综合新华社

日本“鹤”货运飞船

全长约 10 米，最大直径约
4.4米,可运送约6吨货物；

俄罗斯“进步MS-05”货运飞船

全长约7米，最大直径2.7米，
最多可运送约2.6吨各种货物；

将火箭出塔捕获时间提前了2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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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
小伙

守护发射第一棒
点火，发射！
长征七号运载火箭腾空而起，带着绚烂的尾巴，直插云霄。绚烂的背

后，在一处静静的角落里，30岁的成都小伙罗昊，默默直视前方，一脸沉
静，没有任何波澜。

“跟踪正常！”成功捕获目标的消息从一旁传来，就像一颗定心丸，让
罗昊彻底放松下来。原本冷静的面庞，也慢慢舒展开，浮现出笑意。

1987年出生的四川彭州小伙罗昊，现任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某型号
雷达负责人，技术工程师。每一次发射任务，都需要强大的测控系统进行
追踪，从而为指挥决策提供数据支撑。如果把捕捉任务当成一个接力赛，

“万里测控第一棒”就是罗昊所在的团队负责技术攻关。
本次天舟一号发射任务，在以罗昊为主的小组攻关下，成功将火箭出

塔捕获时间提前了2秒。这短短的两秒钟，对外界来说，可能根本察觉不
到，但对于航天工作来说，提前一秒，就是一个质的飞跃。

罗昊是地地道道的成都小伙
儿，本科和研究生都是在成都电子
科技大学读的。

作为一个纯理工男，他感性多
情，擅长诗词、写作、绘画、篆刻和书
法。在身边朋友的眼中，他是“大才
子”，也是个标准的文艺青年。

罗昊脑瓜灵活，早在研究生时
期，他便自己开办辅导学校年收入
达几十万，被同学们称作“罗校
长”。毕业前夕，当大家都为应聘求
职而烦恼的时候，他却断然婉拒了
华为、中兴等著名企业的offer。放
弃了在大城市优越的生活条件和良
好发展前景，选择了文昌航天发射
场。

这在很多人看来，难以理解。
在踏上飞机奔赴海南的那一刻，他
写下了一首《成都再见》的藏头诗表
明心志并勉励自己：“成人离家舍故
土，都城入眼渐远处。再问抉择犹
不会，见吾寻梦从军途。”

发射场工作忙，实验任务重，但
是并不耽误罗昊抽出时间来搞自己
的科研。在工作之余，他先后承担5
项科研项目的研制，在核心期刊上
发表4篇论文。罗昊带领团队 3个
月内完成了测控设备一键式跟踪研
究，并成功应用于某型雷达设备，顺
利执行10余次“过路星”跟踪任务。

他告诉记者，所谓“一键式跟
踪”技术就是实现了设备从“五人操

作”到“无人操作”，从“有人跟踪”到
“智能捕获”改进。这种改变，首次
实现了首区段测控设备一键式跟踪
捕获的可行性分析和验证，极大提
升了测控设备智能化运行水平，

在一键式跟踪取得实质性成果
的同时，他又着手远程操控的设计
和研究，率先在某雷达设备上完成
远程操控功能的开发，实现设备的
远程控制功能，有效提升了设备智
能化水平。

记者了解到，作为某雷达设备
数据交互软件国产化的负责人，
罗昊带领组内人员在两周内率先
完成软件国产化开发，并完成联
试联调。2016年他申请课题进行
某频段小型信标机的研发，经过
半年努力现已基本完成样机研
发，该套设备的研制成功将实现
使有针对性的信标机用于实战化
训练，使每次使用成本从2000元
变为 500元。不仅改变了曾经依
靠外购的状况，还在提高了经济
效益的基础上提高了设备实战能
力。天舟一号发射成功，忙碌了
一段时间的罗昊终于可以短暂地
休息一下了。“既然来干航天了，
就一定拿出点成果来。”心中有一
个航天梦，罗昊希望未来自己在科
研创新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颜榆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张想玲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技术攻关达人
提前了2秒之后未来希望能超前捕捉

擅长写诗的才子
“既然来干航天了 就一定拿出点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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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能通过
天舟送快递吗

天舟一号跻身全球
货运飞船风云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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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

核心解读
5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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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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发

罗昊在文昌航天发射场。

中国“快递小哥”
首次太空送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