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如果把这次 “太空加油” 涉及到的参数信息写到白纸
上，四五百个参数可以写满好多张。这些参数信息就是“太
空加油”是否正常进行的生理指标，在任务中动态变化，需
要地面科技人员实时监视判断。然而，完成一次“太空加油”
需要5天时间。为了提升效率，中心科技人员汪广洪在深入
研究上百套推进剂补加故障预案基础上， 设计了推进剂补
加故障诊断系统。 打开故障诊断系统， 推进剂补加过程全
部可能出现的故障信息都在里面，只要补加过程中，哪一条
参数不正常，这里实时就会有告警的声音，并且能够立刻定
位故障源，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大大提升了故障诊断和应急
抢险的效率。 （据新华社北京4月27日电）

为“太空加油”
提供强大助力

� � � � 4月27日晚，天舟一号与天宫二号首
次推进剂在轨补加试验取得圆满成功。在
这次任务中，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创新
突破多项关键飞控技术———

� � � �与空中加油相比，“太空加油” 高出的不仅是距离地
面的高度，更体现在技术复杂程度上。特别是在补加流程
的设计上，面临着多目标、多约束、多变化的系统级难题。

中心飞控总体主任设计师姜萍和同事们经过两年
多集智攻关， 创造性地设计出推进剂补加协同控制流
程，解决了推进剂补加过程的强耦合问题，实现了补加
过程的快速重新规划， 以及正常和应急情况下各类分
支的快速重构和切换。

管路吹除是“太空加油”的一个关键环节，既要根据
实际吹除时间动态调整控制序列， 又要严格按照时序对
目标进行协同控制。任务中，阀门打开顺序、时间间隔都
必须分毫不差，否则就可能造成推进剂冻结，堵塞补加管
路。“我们的推进剂补加流程动态规划技术很好地解决了
这个问题，确保了补加过程顺利进行。”姜萍说。

� � � � 从4月23日到27日，连续持续5天的“太空加油”期
间，有一幅画面从未离开飞控大厅正中央的液晶屏，那
就是“推进剂补加态势图”。这幅态势图出自中心年轻
的软件工程师王兆岩之手。 态势图基于推进剂补加原
理和管路原理而设计，采用模型构建和逻辑抽象方法，
实现了推进剂补加过程的动态可视化展示， 对补加过
程实时状态判断和辅助决策具有重要意义。

飞控大厅的科技人员告诉记者， 态势图的可贵之
处不仅在于它能够将“太空加油”从九天之上搬到人们
眼前，还在于它提取了补加过程的关键参数信息，在实
时数据驱动下， 可以使科技人员从繁琐复杂的参数信
息中解脱出来， 可以让决策指挥层能够更加直观地掌
握任务状态，从而更加准确高效地进行判断决策。

2017年4月28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肖丽娟 周倜时事聚焦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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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北京 4月 27日电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对天舟一号飞行任务
圆满成功的贺电

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实验室飞行任务
总指挥部并参加天舟一号飞行任务的各
参研参试单位和全体同志：

在天舟一号飞行任务获得圆满成功、空
间实验室飞行任务实现完美收官之际， 中共
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参加天舟一号飞行
任务的全体科技工作者、干部职工、解放军指
战员，表示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

天舟一号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突破和

验证了空间站货物运输、推进剂在轨补加等
关键技术，标志着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第二步
胜利完成， 对于实现不懈追求的航天梦，具
有十分深远的意义。这是工程全线紧密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决
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军民融合发展战
略，在建设航天强国和世界科技强国的历史
征程中取得的新成就，将激励全党全军全国
各族人民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舍我其谁的
使命感，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
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断开创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你们为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祖国和人民感谢
你们！

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以这
次任务圆满成功为标志，我国载人航天工
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后续任务更加艰
巨、使命更加光荣。希望你们更加紧密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
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
六中全会精神，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大力弘
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撸起
袖子加油干，开拓创新攀高峰，以优异成
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为实现“两
个一百年”宏伟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中共中央
国 务 院
中央军委
2017年4月27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

电贺天舟一号飞行任务圆满成功

� � � �据新华社北京4月27日电 随着天舟一
号与天宫二号27日晚间成功完成首次“太空
加油”，中国航天稳步迈入空间站时代。

19时30分， 7天前发射的天舟一号
与去年中秋之夜升空的天宫二号， 正携
手高速飞行在距离地球393公里的太空。

天舟一号是我国首艘货运飞船， 全
长10.6米， 上行物资总装载量不小于6
吨。 天宫二号全长10.4米， 是我国第一
个真正意义上的太空实验室。

19时07分， 天舟一号与天宫二号
首次推进剂补加顺利完成。 中国载人航
天工程总指挥张又侠宣布： 天舟一号飞
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这是我国实施的首次太空推进剂补
加试验， 标志着空间实验室飞行任务全
部完成，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
发展战略第二步全面收官， 空间站时代
的大门向中国人豁然打开。

1992年， 党中央作出实施载人航天
工程“三步走” 发展战略： 第一步， 发
射载人飞船， 建成初步配套的试验性载
人飞船工程并开展空间应用实验； 第二
步， 突破航天员出舱活动技术、 空间飞行
器的交会对接技术， 发射空间实验室， 解
决有一定规模的短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
问题； 第三步， 建造空间站， 解决有较大
规模的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

从无人飞行到载人飞行， 从一人一
天到多人多天， 从舱内实验到太空行
走， 从单船飞行到组合体稳定运行……

中国航天用25年时间， 跨越了发达国家
近半个世纪经历的路程。

“空间实验室任务完成后， 我国将开

始建造空间站。”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
计师周建平说， 目前， 我国空间站研制进
展顺利。 根据计划， 我国将在2022年前

后建成载人空间站。 如果国际空间站按
计划在2024年退役， 届时中国将成为唯
一拥有空间站的国家。

中国稳步迈入空间站时代天舟一号成功“太空加油”天宫二号

突破推进剂在轨补加等多项关键技术

“推进剂补加态势图”动态展示补加进程

故障诊断系统提升应急抢险效率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