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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主研制的首个货运飞船天舟
一号20日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
射，这意味着中国向2022年前后建成空
间站的目标又迈进了一大步，承载着为中
国航天“加油”使命的天舟一号由此跻身
全球货运飞船的风云榜。美国航天专家
认为，与世界各国现役货运飞船对比，天
舟一号的“太空加油”能力尤其令人印象
深刻。

全球货运飞船有哪些

今年年初国际空间站迎来了两批“快
递”：一个是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

“龙”货运飞船送来的科学实验设备和补
给，该飞船全长约6米，最大直径约3.6
米，最多可运送约6吨的各种货物；另一
个是俄罗斯“进步MS－05”货运飞船为
站内宇航员送来的物资，它全长约7米，
最大直径2.7米，最多可运送约2.6吨各种
货物。

此外，世界上现役的主要货运飞船还
有欧洲自动货运飞船，全长约10米，最大
直径约4.5米，运货能力可达7吨；大小相
似的日本“鹤”货运飞船，可运送约6吨的
货物与燃料；最多可携带2.7吨货物的美
国“天鹅座”货运飞船。

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制的货运
飞船则采用两舱构型，由货物舱和推进舱
组成，总长 10.6 米，舱体最大直径 3.35
米，物资上行能力约6吨，起飞重量约13
吨，是我国迄今所发射过最大、最重的航
天器。与其他货运飞船对比，天舟一号在
功能、性能以及运载能力上都处于国际先
进水平。

美国行星学会太空专家贾森·戴维斯
介绍说，俄罗斯的“进步”飞船无法给国际
空间站自动加油，只有在空间站上工作人
员的协助下才能“加油”；美国的“天鹅座”
飞船和“龙”飞船都不具备“加油”能力。
相比之下，“天舟一号令人印象深刻，因为

它‘加油’过程完全由地面控制，”他说。

天舟一号只是开始

天舟一号发射入轨后将与在轨运行
的天宫二号实验室先后进行3次自主快
速交会对接、3次推进剂在轨补加，还搭
载了非牛顿引力实验等10余项应用载
荷，将在轨开展空间科学及技术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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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任务是我国天舟货运飞船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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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此次飞行试验任务的最大亮点，要
数天舟一号与天宫二号交会对接后完成
推进剂补给，即所谓的“太空加油”。这是

世界范围内的难题，目前也仅有俄罗斯和
美国等航天强国有类似的工程应用。

但天舟一号只是个开始。据专家介
绍，天舟货运飞船采用型谱化方案，设计
了全密封货物舱、半密封货物舱、全开放
货物舱和推进舱四个模块，形成全密封、
半密封和全开放货运飞船3种型谱，未来
能满足空间站不同货物运输需求。

按计划，中国未来将用长征五号大推
力运载火箭发射空间站核心舱。到2020
年，将建成由核心舱、实验舱、节点舱、载
人飞船和货运飞船组成的总重80吨的空
间站。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董事长雷凡培
曾表示，到2024年国际空间站退役时，中
国可能成为全球唯一拥有空间站的国家。

天舟一号跻身全球货运飞船风云榜

新华社海南文昌4月20日电 我国
首艘货运飞船天舟一号20日19时51分
许，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成功。这
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发展战略
第二步的收官之作，标志着我国即将开启
空间站时代。

天舟一号是面向空间站建造和运营
任务全新研制的货运飞船，全长10.6米、
最大直径3.35米，由货物舱和推进舱组
成。飞船整船最大装载状态下重达13.5
吨，最大上行货物运载量达6.5吨，是我国
飞船中名符其实的“大块头”。

夜晚的滨海发射场，海风轻拂。乳白
色的长征七号遥二火箭，在聚光灯的照射
下，分外耀眼。

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247次

飞行，也是长征七号火箭的第二次飞行。
就在近10个月前，长征七号在这里首飞
成功。这一次，它与天舟一号货运飞船共
同组成的空间站货物运输系统，是空间站
系统的首次飞行。

19时41分，随着“点火”口令的发出，
发射场响起地动山摇般的轰鸣声，拖曳着
白色尾焰的长征七号火箭冲天而上。

此时，在太空已巡游7个多月、绕行
地球3396圈的天宫二号正在期待这次甜
美的“约会”。

2016年9月15日，首艘真正意义上
的空间实验室天宫二号发射成功。目前，
设计寿命为2年的天宫二号运行状态良
好。

约596秒后，飞船准确入轨。天舟一

号发射任务发射场区指挥部指挥长张学
宇宣布，天舟一号货运飞船发射成功。

按计划，天舟一号将在距地面393公
里的轨道与天宫二号进行3次自动交会
对接。这在我国载人航天历史上还是第
一次。

货运飞船系统副总设计师徐小平说，
每一次的交会对接任务特点各有不同：

——对现有技术进行再次验证；
——天舟一号自主绕飞，加速赶到

180度转向的天宫二号，从前侧与天宫二
号进行对接，这是未来空间站建造和运营
的关键技术；

——打破以往由地面完成远距离导
引的模式，改为全程由飞船自主完成。

实施推进剂在轨补加是天舟一号这

次飞行的另一项重要任务。这项技术是
空间站实现长期驻留的必要条件。目前，
仅有俄罗斯和美国有过类似的工程应用。

“掌握这些技术，将填补我国航天领
域的技术空白，实现我国航天领域的技术
跨越。”徐小平说。

天舟一号的设计寿命不少于5个月，
其中，组合体计划飞行2个月，天舟一号
独立运行不少于3个月。

为了避免成为太空垃圾，在轨任务结
束后，天舟一号将携带空间废弃物带回大
气层，并受控至南太平洋预定安全海域上
空陨落。

“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为维护洁净、安
全的太空环境所体现的负责任态度。”徐
小平说。

美国务卿称

重划朝鲜为“支恐国家”
新华社华盛顿4月19日电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

19日表示，美国政府正在考虑是否重新将朝鲜列入
“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

蒂勒森当天在华盛顿对记者表示，特朗普政府正
在评估各种对朝鲜施压以遏制其核武计划的办法，包
括重新将该国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

美国国会众议院本月3日以压倒性票数通过一项
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考虑是否重新将朝鲜列入“支
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若法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
并最终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美国国务院将在之后
90天内就此作出决定。

据美国国务院官网资料显示，现在被美国列入
“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的为伊朗、苏丹和叙利亚。
2008年，美国政府根据美朝双方就朝核设施验证问题
达成的协议，宣布将朝鲜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
中除名。

专家发明“诱红素”

让红叶美景四季“定格”
新华社合肥4月20日电 秋季，香山红叶……

这是许多人的印象。中科院合肥物质研究院技术生
物与农业工程研究所的专家近期发明一种“诱红素”，
可让红叶美景“定格”，春夏两季也能看到秋天的植物
彩叶。

自然界，很多植物叶片颜色在春夏两季呈绿色，
仅秋季有短暂的彩叶观赏期。中科院合肥物质研究
院技术生物与农业工程研究所的吴丽芳研究员课题
组，发明研制出“诱红素”，通过外部喷施制剂的方式
可使新生叶变红。

吴丽芳介绍，课题组以乡土树种乌桕为对象进行研
究取得成功。乌桕是中国四大木本油料树种，也是重要
的园林景观树种，“诱红素”可使彩叶乌桕观赏周期由秋
季短短一个月延长至整个生命周期。实验还表明，“诱
红素”在重阳木、小桐子等十余种植物上也有效果。

据科研人员介绍，“诱红素”不但不影响植物正常
生长发育，对植物叶片增长还有促进作用。因为“诱
红素”以植物提取液为主要成分，由于植物提取液中
含有大量多酚和色素类物质，对叶片内类黄酮及花青
素合成具有很大促进作用。

22日至23日天琴座流星雨

公众可整夜观赏
新华社天津4月20日电 天文专家介绍，天琴

座流星雨极大可能出现在北京时间22日20时。届
时，如果天色晴朗，我国乃至北半球各地，都可目睹到
该流星雨划过夜空的美丽画面。

在美丽的银河西岸，有一颗知名的亮星织女星，
它和周围的一些小星一起组成了天琴座。每年的4月
16日至25日，这一星座的流星雨将在苍穹粉墨登
场。其显著特点是，极大时间持续时间长，高峰值在
流量的一半以上的时间可达32小时，而且亮流星，特
别是火流星较多。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史志成
介绍说，今年天琴座流星雨峰值流量预计发生在22日
20时，当晚一整夜都是它的较佳观测时段，而23日3
时以后才升起的残月对观测也几乎没有干扰，感兴趣
的公众可选择适合的时间段面向东方天空观测。

史志成同时表示，与流量较大的双子座、英仙座
等流星雨相比，天琴座流星雨的流量要小很多，虽然
1982年它曾有ZHR值（极大时假设辐射点位于天顶
的每小时流量）90以上的记录，但此后该流星雨逐渐
沉寂，流量趋于稳定，近些年的ZHR都在20颗上下。

天舟一号货运飞船成功发射
我国将开启空间站时代

中国和伊朗

将签署重水堆改造合同
新华社北京4月20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20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经过中国和伊朗双方共同努
力，两国企业日前在北京草签了阿拉克重水堆改造首
份商业合同，并将于4月23日在维也纳正式签署。

陆慷表示，阿拉克重水堆改造是伊核问题全面协议
核心内容。伊核问题六国专门成立了工作组，由中国
和美国共同担任双组长，与伊朗合作实施改造项目。
自全面协议起步执行以来，在各方不懈努力下，改造
项目逐渐步入正轨，并不断取得积极进展。此次签署
合同将为实质性启动改造工作创造良好条件。中方
愿继续根据全面协议和各方共识，与各方一道做好后
续工作。

陆慷说，中方始终坚定支持全面协议。六国与伊朗
将于4月25日在维也纳举行全面协议联合委员会第
七次会议。当前形势下，中伊成功签署上述合同，将
为本次会议注入正能量。

新华社北京4月20日电 针对夏季
天气炎热，火灾隐患增多等问题，公安部
20日发布夏季消防安全提示，提醒公众和
社会单位对消防安全要引起高度重视，落
实防范措施，提高自防自救水平。

单位、居民家庭要及时检查和更换残
破老化的电线，正确敷设电气线路并安装
漏电保护开关和过载保护装置，禁止超负
荷用电。

居民应当正确使用燃气设施和器具，
严禁私自拆除、改装、迁移，发现室内燃气

设施或器具损坏、泄漏时，应立即关闭阀
门、开窗通风，及时报修。

使用电动车应选择合格产品，出现故
障及时维修。避免车辆曝晒和淋雨，充电
时间不宜过长，不可在高温、高热环境及楼
梯间、安全通道处充电。

进入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携带易燃易
爆物品，要留意安全出口、灭火器材位置，
熟悉疏散逃生路线；遇有火灾发生时，要保
持镇定，可将毛巾、衣服等浸湿捂住口鼻，
选择就近安全出口有序撤离，勿乘坐电梯。

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罐装喷剂等
受热易发生爆炸的物品；车主应定期对车
辆维护保养，防止电线老化和接触不良；车
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

文物古建筑单位要完善消防设施，谨
慎使用大功率电器，禁止超负荷用电和乱
拉乱接电线；要严格落实岗位消防安全责
任制，加强值班巡查，严格用火管理，严防
火灾发生。

KTV、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
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私拉乱接

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
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此外，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危险
品的单位要及时开展消防安全风险评估，
依法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建立健全消防
力量和应急处置机制，确保消防设施完好
有效。社会单位应建立健全用电安全管理
制度，规范电器产品、电气线路安装敷设，
并定期维护保养和检测，切实防范电气火
灾。

公安部发布夏季消防安全提示

新华社北京4月20日电 国家统计
局20日正式成立统计执法监督局。国家
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兼国家统计局局长宁
吉喆说，要充分发挥统计执法监督的“利
剑”作用，严肃查处统计违法违纪案件，构
建防范统计造假、提高数据真实性的长效
机制。

据了解，国家统计局统计执法监督局

主要职责是组织实施对全国统计工作的监
督检查，依法查处重大统计违法行为，预防
和查处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组织实施统计
执法“双随机”抽查制度，受理、办理、督办
统计违法举报，建立实施对统计造假、弄虚
作假的联合惩戒机制；建立完善统计信用
制度；起草统计法律法规草案，组织开展统
计普法宣传等。

宁吉喆说，成立统计执法监督局是深
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标志着
全面依法统计依法治统工作开启了新的
征程。要通过查办具体案件，对统计造
假、弄虚作假的行为保持高压态势，加快
形成不敢、不能、不想弄虚作假的统计生
态环境。

宁吉喆还表示，统计执法监督机构和

广大统计执法人员要以防范和惩治统计造
假作假、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准确为根本着
力点，推动健全统计法律制度，加大统计执
法力度，加强统计领域信用建设。要加大
对统计违法违纪行为的监督检查和责任追
究力度，发挥好典型案件警示教育作用。
要加强统计诚信制度建设，强化对统计失
信行为的公示和惩戒。

国家统计局成立专门机构“剑指”统计造假

俄太平洋舰队访菲
新华社马尼拉4月20日电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

旗舰“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20日上午抵达马尼拉南
港码头，对菲律宾展开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

菲律宾海军公共关系主任卢埃德·林库尼亚介绍
说，此次随同“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到访的还有俄海
军“佩琴加”号燃油补给舰。访问期间俄菲海军将开
展一系列交流活动，“瓦良格”号22日将会开放给当地
民众参观。

今年1月，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特里布茨海军上
将”号反潜驱逐舰和“鲍里斯·布托马”号补给舰曾到
访菲律宾，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曾登舰参观，并希望
俄海军官兵“常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