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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 5月 10日的天舟四
号发射任务中，航天科技四院为长
征七号火箭液氧/煤油发动机提供
C/C 密封环产品关键构件；为“天
舟”飞船提供舱体动、静结构，机构
密封件与温度传感器。

在发射过程中，该院 43所自主
研制的C/C密封环产品经受住了高
低温、高密封压差、高速旋转以及剧
烈震动的氧化气氛等苛刻工作环境
的考核，确保了火箭发动机发射任
务的圆满完成。

由该院44所研制的两种型号的
温度传感器应用于天舟四号上的低
温锁单机内，为该设备提供实时温
度监测，为精准实现温度控制提供
技术支持。

该院42所为天舟四号货运飞船
及空间站提供的所有动、静结构与
机构密封件，为舱体结构提供严丝
合缝的密封系统，对隔离舱体与外
层空间、支撑舱内环境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为航天员提供了可靠的
长寿命密封防护。

该院还为航天员生活的空间站
提供了日常易耗品，包括舱外航天
服备件、结构密封件备件、“太空厕
所”上盖组件、二氧化碳吸附药盘等
产品，随飞船一同进入空间站，为后
续飞行任务做好保障准备。

航天科技四院

多项产品助力天舟遨游

本报讯 航天科技六院 46台发
动机全程护送长征七号遥五火箭和
天舟四号奔赴天宫，并为后续即将
实施的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行任务运
送补给物资，做好动力准备。

在本次发射中，航天科技六院
为长征七号遥五火箭和天舟四号货
运飞船配备全部动力。其中，为长
征七号遥五火箭配备 6台 120吨级
液氧煤油发动机及4台18吨级液氧
煤油发动机，这 10台发动机接续发
力，将货运飞船准确送入预定轨
道。承担货运飞船推进及补加系统
研制项目，配备了25N、120N、150N、
490N四种不同推力量级的共 36台
空间发动机，主要提供货运飞船及
组合体姿态及轨道机动所需的冲
量，并为空间站/空间实验室在轨补
加推进剂，以延长空间站/空间实验
室在轨运行时间。

因推进剂加注具有一定的安全
风险，该院货运飞船发射场试验队
全体队员先后进行了5次口令演练、
3次岗位演练以及 1次联合故障模
拟演练。此外，通过不断总结天舟
一号至天舟三号的推进剂加注经
验，货运飞船推进分系统试验队优
化了加注口令细节以及加注工作安
排，从而高质量控制目标。

航天科技六院

46台发动机护航发射

在历经数小时的飞行后，天舟四号顺利
完成与空间站核心舱后向对接。这次发射的
圆满成功，其背后有哪些看点呢？

看点一：天舟四号肩负什么重要使命
天舟四号任务是中国空间站开启建造阶

段的揭幕之战，也是全面完成中国空间站建
设、实现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战略目标的
关键之战，将为稳步推进我国空间站工程任
务、打造国家太空实验室奠定坚实基础。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天舟货运飞船系统主
任设计师杨胜介绍，作为空间站地面后勤补
给航天器，天舟货运飞船采用型谱化方案，设
计了满足不同货物运输需求的全密封、半密
封半开放、全开放 3种货物舱模块，与通用推
进舱模块组合形成全密封货运飞船、半密封
半开放货运飞船和全开放货运飞船3种型谱。

“天舟四号货运飞船为全密封货运飞船，
是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
全面的货运飞船。”杨胜说，它承担着为神舟
十四号乘组提供物资保障、空间站在轨运营
支持和开展空间科学实验的使命，停靠空间
站期间将实施货物补给、推进剂补加任务。

看点二：为空间站带去哪些“大礼包”
为保障各项任务顺利完成，天舟四号携

带了哪些“大礼包”？杨胜介绍，此次任务中，
天舟四号装载了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空
间应用领域、货运飞船系统共计200余件（套）
货物，其中包括货包货物和直接安装货物，携
带补加推进剂约 750千克，上行物资总重约
6000千克，将为神舟十四号乘组 3人 6个月在
轨驻留、空间站组装建造、开展空间科学实验
等提供物资保障。

为保证货物安全快递到“太空之家”，天
舟四号采用货包、支架、贮箱等多种货物装载
方式，货物种类、数量可根据空间站需求动态
配置。同时，还具备承担空间站姿态轨道控
制、并网供电以及空间站遥测、数据传输支
持、空间科学实验等任务的支持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天舟四号有更为人性化
的设计——根据航天员乘组的在轨使用意
见，为了查找货物更加方便和直观，天舟四号
通过标签和提手的色彩设计，增加了货包色
彩标识；为方便航天员在轨操作，天舟四号开
始为适配板和对应货架增设搭扣带，实现便
捷防漂；为便于收纳存储，对货包内的缓冲泡
沫进行分块小型化优化设计，并增加气柱缓
冲方案以减重。

看点三：“万里穿针”精准实现“太空之吻”
要在茫茫太空中将“时鲜货”送达，天舟

四号需“万里穿针”，与空间站精准、安全、可
靠对接，实现“太空之吻”，这对货运飞船的对
接机构是一场考验。

承担对接机构分系统研制的航天科技集
团八院相关设计师介绍说，我国空间站的建
造犹如“搭积木”，而连接起各个舱段的“关
节”正是对接机构。在对接机构设计之初，设
计师就充分考虑到了未来空间站建造需要适
应8到180吨各种吨位、各种方式的对接。

对接过程中产生的巨大对接能量，给对
接机构的缓冲耗能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为
了让两个重量级的航天器在对接时可以“轻
盈优雅”，设计师们通过大量的技术攻关和方
案论证，系统性地提出了可控阻尼的控制思
路，通过缓冲等措施，既不影响捕获性能，又
可以抵消撞击的能量，突破了这项关键技术。

看点四：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有何变化
长征七号运载火箭与天舟货运飞船已是

一对“老友”。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七号运
载火箭总体主任设计师邵业涛介绍，本次是

长征七号运载火箭与天舟货运飞船第四次携手奔赴太空，“太空快递小哥”
与它的乘客已十分默契，火箭总体技术状态也趋于稳定。

为满足未来空间站的运营需求，航天科技集团一院抓总研制的长征七
号遥五运载火箭对发射前的流程进行了优化，将测试、发射周期减少4天，
由原来的31天缩减到27天，这也是长征七号运载火箭首次在一个月内完
成测试、发射。

本次任务中，火箭共有发射前流程优化和可靠性提升等 17项技术状
态变化。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总指挥孟刚介绍，将火箭测
试、发射周期减少 4天是长征七号遥五运载火箭一项重大流程改进任务，
这不仅挑战着火箭的综合性能，也考验发射队员在高强度工作环境下的应
变能力，火箭各个分系统必须同时开展流程优化工作才能达到最终目标。

看点五：何时完成空间站在轨建造
根据任务安排，发射天舟四号货运飞船后，6月将发射神舟十四号载

人飞船，7月发射空间站问天实验舱，10月发射空间站梦天实验舱，空间站
的三个舱段将形成“T”字基本构型，完成中国空间站的在轨建造。之后还
将实施天舟五号货运飞船和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

据介绍，神舟十四号和神舟十五号两个乘组均由 3名航天员组成，都
将在轨飞行 6个月，并将首次实现在轨乘组轮换，实现不间断有人驻留。
两个乘组6名航天员将共同在轨驻留5到10天。

“今年完成空间站在轨建造以后，工程将转入为期10年以上的应用与
发展阶段。初步计划是每年发射两艘载人飞船和两艘货运飞船。航天员
要长期在轨驻留，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并对空间站进行照料和
维护。”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郝淳说。

此外，我国还将研制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和新一代载人飞船。其中，
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和新一代载人飞船的返回舱都可以实现重复使用；新
一代载人飞船综合能力也将得到大幅提升，可以搭载 7名航天员。另外，
还将开展更大规模的空间研究实验和新技术试验。

“载人航天工程是一项‘既高大上，又要接地气’的伟大事业。”郝淳表
示，未来，中国空间站还将开展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航天医学等
一大批科学实验和新技术验证，有望在科学探索和应用研究上取得重大成

果和突破。同时，这些技术会更多地进行转化，服务于
社会经济发展和国计民生。

（胡喆 李国利 宋晨 陈凯姿）

本报讯 天舟四号货运飞船进
入太空后，由航天科技五院西安分
院研制的中继终端在第一时间开
机。随后，中继终端与天链中继卫
星实现“太空握手”，建立星间链路，
从而搭建了从天舟四号中继终端到
中继卫星，再到地面的“太空天路”。

据悉，地面测控人员以天基测
控体制为主，对天舟四号实施在轨
飞行控制，通过地面遥测遥控方式，
对飞船姿态进行控制，并与地面建
立通信联系，实现对天舟四号货运
飞船的“远程驾驶”。

通过中继终端搭建的天基测控
通信系统，同时实现对天舟三号、天
舟四号和空间站天和核心舱的“远
程驾驶”，对整个飞行器同时进行通
信测控，所建立的星间链路可以实
时向地面传输交会对接画面等数
据，并为天舟四号和空间站天和核
心舱的太空交会对接全程提供通信
链路保障。

天舟四号中继终端与中继卫星
组成的天基测控通信系统是实现

“远程驾驶”的关键，中继终端以及
全部中继卫星的载荷产品全部由西
安分院承担研制。

天基测控通信系统将地面对天
舟四号货运飞船的测控覆盖率提高
到 90%以上，确保天舟四号在绝大
部分时间保持与地面实时通信。

航天科技五院

中继终端搭建“太空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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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凌晨，天舟四号货运

飞船在位于海南文昌的中国文昌航

天发射场，由长征七号遥五运载火

箭成功发射。这是我国空间站建造

阶段的首次发射，也是空间站货物

运输系统的第4次远征。至此，中

国空间站建造阶段的大幕正式拉

开，实现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

走”战略目标的关键之战打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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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李珊）5月10日，陕西西凤酒厂集团有限公司
第六届基酒生产技能大赛暨师带徒活动启动仪式举行。

本次技能大赛由理论知识考试和实际操作竞赛两
部分组成，来自各车间的 110名佼佼者，将在为期两周
的时间内展开激烈的角逐。活动上还进行了西凤集
团 2022年师带徒活动拜师仪式，32名新老基酒一线职
工结成16对师徒对子。

西凤集团

第六届基酒生产技能大赛启动

本报讯（田若楠）5月 9日，省住建厅发布消息：该厅
积极落实全省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视频会议精神，立即
开展城乡自建房排查整治工作。

省住建厅强调，各市（区）要按照“省负总责、市县抓
落实”要求，加强城乡自建房排查整治工作组织领导，区
分摸清底数、查清隐患、科学处置三个步骤持续用力、压
茬推进。聚焦学校周边、医院周边、城乡接合部、疫情隔
离场所、人员密集场所等区域，紧盯改建、扩建、加建、改
变承重结构的自建房开展排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坚决
防止倒塌事故、群死群伤问题发生。

我省开展城乡自建房排查整治工作

5月10日，在西安市阎良区科农瓜菜专业合作
社里，工作人员上门检修线路。在5月甜瓜上市之
际，国网西安市阎良区供电公司围绕冷库、电商安全
可靠用电开展全方位服务。 本报记者 钟洁 摄

本报讯（徐峰）近日，陕煤柠条塔矿业公司工会以线
上测评的方式为全体职工进行职业心理健康测评，旨在
帮助职工减压、疏导情绪，树立积极的健康心理理念，营
造良好的生活及工作氛围。

职工通过微信扫描二维码的方式进入心理健康教育
管理系统，开展心理健康自助评估。公司工会将根据后
台测评结果，为每一位职工建立职业心理健康档案，及时
掌握职工的心理状况和需求，以便后续开展相应工作。

柠条塔矿业公司工会

开展职业心理健康测评活动

本报讯（陈宏江）今年以来，延安市财政共下达普惠
金融专项资金 3029万元，其中，创业担保贷款贴息资金
2630万元、创业担保奖补资金399万元。

为更好发挥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引导作用，延安
市财政局联合人社部门积极推进本年度创业担保贷款工
作，利用普惠金融专项资金推动全市创业、就业工作稳步
健康发展，有效解决了创业人员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问题。

下一步，该市将进一步强化资金保障，优化资金拨付
流程，健全和完善担保服务机制，切实减轻创业者和用人
单位负担，确保创业担保贷款工作有序开展。

延安下达专项资金支持就业创业

本报讯（裴明）目前，铜川市已建立登记失业人员实
名台账，线上失业登记审核办结率 100%，采取定期联系
动态跟踪服务方式，帮助失业人员尽快实现再就业。

为方便失业人员进行失业登记，铜川市采用线下与
线上渠道相结合的方式受理劳动者失业登记申请，不断
拓宽线上办理渠道，使服务便捷高效。并建立定期联系
制度，通过信息比对或工作人员实地走访、电话调查，每
月至少进行1次跟踪调查，了解劳动者就业失业情况。

铜川实现失业人员跟踪服务全覆盖

本报讯（贺鹏）5月 10日，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
公司延安运营维修段团委组织全段团员青年，利用电视、
广播、学习强国APP等平台观看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成立100周年大会盛况直播，深切领会对新时代青年的
嘱托和期望。

广大团员青年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共青团的百年
光辉历史，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坚定信念、紧跟党走，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为
维修段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延安运营维修段团委

组织观看庆祝共青团成立百年大会

本报讯（曹锋 李浚铭）5月 9日，延长石油延安炼油
厂召开安全生产劳动竞赛动员会，标志着为期三个月的
劳动竞赛拉开战幕。

本次劳动竞赛将抓好安全环保工作作为重中之重，
牢固树立安全意识，盯紧盯牢安全红线；抓好装置长周
期运行，做深做实干部走动式管理，做好装置安全巡检；
抓好日常质量管理工作，杜绝质量事故。

延安炼油厂

安全生产劳动竞赛拉开战幕

本组稿件由本报记者薛生贵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