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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KSP 在 1.1 版本中加入了 KSPedia——一个游戏内的使用手册。 

但是是英文的。 

但是是英文的。 

但是是英文的。 

因此，我开启了这个汉化计划  

反正不是汉化游戏本体不用牵扯到不同译名的事情  

看着违和感也没有汉化游戏本体或者 mod 拉磨（？）大  

——Lithane 

既然原版 KSP 已经提供了汉化的 KSPedia，为啥还有这个呢？ 

KSPedia 汉化计划在 KSP1.3 本地化更新之前就已经开始且在 1.3 发布前半年完

成了。KSP 本地化志愿者在本地化工作时参考了本汉化计划的文本。 

KSPedia PDF 版本经过汉化人员精心的排版，适合于手机端阅读，是新人的绝

佳入门读物。并添加了原版所没有的一些重要信息。 

——050644zf 

祝您发射愉快！ 
  

《坎巴拉太空计划》（Kerbal Space Program、KSP，又称坎贝尔太空计划）是由 Squad

开发的一款拥有极高自由度的沙盘风格航空航天模拟游戏。于 2015 年 4 月 27 日开始发

行。在这里玩家可以扮演 Kerbals 航空航天工作者，设计、建造并发射自己的火箭、航

天飞机以及亚轨道飞行器，将航天器送入轨道，并探索整个行星系。 

 

目前这个游戏已经变成了坎巴拉航空计划坎巴拉战机计划坎巴拉榨汁机计划坎巴拉老司

机计划坎巴拉潜水计划坎巴拉草船计划坎巴拉舰队计划坎巴拉战争计划，总之就是坎巴

拉打死不上太空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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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说明 

建造界面 

在这里你能做很多事情，比如说选择、放置和对齐组件，调整分级列表，以及赶回来

加你之前忘了加的降落伞。 

部件工具箱 

在这里你能找到你建造一个载具所需要的组件。合理使用过滤器，你可以快速找到你

所想要的那个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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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详情 

当你在部件工具箱中把鼠标悬浮在某个部件上时，可以在弹出窗口中查看该部件的详

细信息。 

你可以右键点击工具箱中的图标，调整显示信息的数量。还可以通过右键点击将该窗

口锁定，这样就能滚动查看更多信息了。 

 

动作组 

有了动作组，你只需点击一个按键，就能完成多个动作。比较常见的设定可能是一键

开关所有太阳能板，或一键展开所有散热板。在当前界面，你可以点击列表中的动

作，更改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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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止动作组： 

这个通用组可以用于在发射出现故障时打开逃逸塔，营救你的机组。这种事不一定真

的会发生，但意外总是难免的。 

航天器乘员 

建造页面的机组标签能让你将坎巴拉人分配到航天器中的座位上。 

 
移动坎巴拉人： 

你可以通过拖动坎巴拉人将他们移动到指定位置，或是在光标移动到他们头上时，使

用标记按钮进行移动。有很多种方法确保你不会让座位空着，但是有时你依然会疏

忽。 

场景动作和航天器详情 

 

 



KSPedia 汉化版 

 

12 

分级队列和应用启动器 

有了分级队列，你可以设定飞行的各个分级要进行的行动。在飞行中，你能看到本页

面的另一个版本，包含一些额外信息。旁边还会有建造场景的应用启动器。 

  

工程师报告 

攻城狮报告可以从让你脱非入欧——当然首先你先要能注意到它。它列出了当前建造

的载具的问题列表。 

 
  



KSPedia 汉化版 

 

13 

“中心”和成本 

在限制和对称控制按钮附近，你能找到一些按钮，它们被用于切换显示各种“中心”的标

记。 

 

航天器成本和资金 

这里是当前航天器的，包括其所装载的

资源的成本信息。第二个值则是你的可

用资金 (在生涯模式中显示) 

 

 

 

建造小工具 

若是要造出一个完美的载具，你需要熟练掌握建造界面左上的四个工具。 

平移旋转小工具参考系： 

你可以在工具按钮下方看到选

择当前参考系的选项。该按钮

可以改变当前小工具调整部件

位置/旋转角度等的方式。 

 



   

 

 

对称和角度限制 

这两个功能能帮助你在建造航天器时确保航天器的平衡。 

角度限制 

角度限制工具使得在航天器中轴线周围测量精确角度更

容易了。默认设定下，其最小增量为 15°；长按

LeftShift 可以调整为更精细的 5°模式。 

 

 

对称 

对称分为两种—径向对称和镜面对称。径向对称一般用于在火箭上围绕中轴放置 2

个、3 个、4 个甚至更多部件。镜面对称则是你在飞机上一般会使用的将两个部件置于

中轴线两侧的方法。 

 

  

精准控制：在角度对齐模式开的情况下，按住 左

Shift 可以减小平移、旋转模式的单位长度。旋转模

式将会变成 5°每格，平移变成 5cm 每格。 



KSPedia 汉化版 

 

15 

 

飞行界面 

以下是飞行界面，你将会花费很多时间盯着下面的这玩意，所以每个被标记的区域将

会在以后的页面有更多的介绍和信息 

 

导航球  

这能帮助你理解航天器的方位。可以将其想象成一个三维指南针，球体蓝色的一半指

示的是远离你的轨道所环绕的天体的一侧 (也就是着陆时所说的天空方向)，棕色的一

半则朝向天体 (地面)，两者中间的那条线就是人工地平线。 

 

在导航球上有一大堆指向参考方向的标志： 

 

 

  
顺向 

逆向 

法线方向 

反法线方向 

径向朝内 

径向朝外 

机动方向 

水平指示 

快捷键 

开关 SAS T 

临时开关 SAS 按住 F 

开关 RCS R 

增大节流阀 左 Shift 

减小节流阀 左 Ct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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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控制 

模式控制界面上显示着一些对载具控制很重要的信息。操作模式可以在分级、对接和

地图模式之间切换。 

 

分级列表 

你可以从分级列表中看到每一级的内容。在飞行界面，你可以看到已激活的引擎剩余

的燃料量，你也可以边飞边调分级。但是最好在发射之前弄完。 

 

快捷键 

激活下一分级 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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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计 

*以及高度计旁边的几个按钮 

这是个高度计，和起落架切换按钮，和刹车切换按钮，还有发射中止按钮，还有...... 

这样的高度计请给我来一打！ 

好吧这不只是高度计，还有一堆功能，具体介绍如下： 

 

快捷键 

开关刹车 B 收放起落架 G 开关灯 L 中止 Backspace 

增大/减小时间流速 . [句号]和,[逗号] 

 

时间加速/动作菜单 

你可以使用时间控制功能调整或“加速”时间+1s，或是在任务消

耗时间 (MET)和公共时间 (UT)之间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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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启动器 

你可以从这里面点出一大堆信息和工具。以下是一些例子。 

 

如果你装了 mod，一些 mod 的图标也会在这里显示。



   

 

 

坎巴拉人头像 

在飞行过程中，你可以通过右下角的头像监控飞行员的兴(kong)奋(ju)程度。将鼠标悬

停在某个坎巴拉人上，可以看到其详细信息。 

 

*在大气层中飞行时进行 EVA 可能对坎巴拉人的健康造成严重伤害。 

舱外活动（EVA) 

当坎巴拉人出舱活动时，你可以通过动作菜单指挥他们和周边事物互动。   

 
下面是一些可以进行的活动： 

➢ 维修轮子。 

➢ 收集地表样本 

➢ 从实验中提取科技点 

➢ 插旗。 

➢ 展开和收起面板。 

➢ 展开和收起起落装置 

➢ EVA 报告。 

➢ 回收降落伞。 

➢ 等等… 

*在生涯模式中，有一些行动仅限于特定角

色和级别。例如只有级别在 3 级或以上的

工程师可以执行“维修轮子”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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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界面 

这是地图界面，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当前控制的航天器和邻近的太空物体。 

 

快捷键 

进入/离开地图 M 开关导航球 小键盘[小数点] 以当前载具为中心 Backspace 

关注下一物体 Tab 关注上一物体 左 Shift+Tab 

 

轨道节点 

 

  
目标载具 

当前载具 

注：当前载具轨道和目标轨道颜色

是有差别的，注意区分。 

远拱点/近拱点：载具距离当前环绕天体几何中心最远/近的点。 

升交点/降交点：活动载具与目标轨道平面相交的点。升交点是当前轨道由下向上穿过目

标轨道，降交点则相反。 

相交点（最近距离）：标志活动载具与目标距离最近的地方。向下的箭头标志活动载具的

位置，向上的箭头标志那时目标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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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标记（二） 

 

 

 

 

 

 

 

 

 

 

 

 

 

 

变轨点 

建立变轨点 

左击 轨道的任何一处——无论是当前的真实轨道还是预测轨道都可以哦~ 

修改变轨点（主要模式） 

在变轨点被点开的时候，你可以通过六个手柄来调整计划的变轨： 

 向外拖 来增加向该方向的燃烧； 

 向里拖 来减少向该方向的燃烧； 

 鼠标移到手柄上 滚动滚轮 来微调变轨参数。 

变轨点次要模式 

右击 来让变轨点在两个模式之间切换。 

次要模式可以让变轨点以一个轨道周期为单位提前或错后，也可以 点击小红叉叉 删除变轨。 

预测轨道 

第三段 

活动载具 

预测轨道 

第一段 

预测轨道 

第二段 

Mun 在载具所在 SoI 改变时的位置 

 

轨迹与颜色 

轨迹的颜色和形式提供了轨道的一些重要信息： 

 一个载具的轨道颜色是顺着运行方向从暗逐渐变亮的； 

 预测的轨迹（在变轨点之后）以虚线显示。 

所在天体影响范围改变标识（SoI Change）：当载具的轨道离开一个天体的影响范围进入另一个时显示。每次改变时

轨道颜色将发生变化。 

变轨点（Maneuver node）：计划在此处执行变轨。变轨点前后轨道颜色相同。 



   

 

 

控制 

如何控制航天器和坎巴拉人进行建造和探索。 

 

*说明：这里显示的是默认游戏控制，不影响自定义设置。 

通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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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和时间 

 

飞行方向 

飞行中的轴向 

俯仰、偏航和滚转是飞行中的三个控制轴。右侧

的图标展示了飞机的相对轴位置，对多数人来

说，这场景看起来更熟悉。 

 

下面的图标显示了同样的控制轴在带有 Mk1 载

人舱 (座舱是轴方向的定义部件)的飞船上的情

况。 

用导航球控制旋转 

尽管在很多飞机上你都能一眼判断出俯仰、偏航和

滚转轴的位置，但有时也不尽如此。 

导航球能够帮助你精确地判断飞船的旋转情况。 

 

*座舱的舱门上标明了“顶部”，能帮助你判断哪边是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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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飞控 

 

飞行界面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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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S 和配平 

 

对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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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 

 

编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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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器小工具 

 

飞行中鼠标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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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中鼠标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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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页面 

了解坎巴拉航天中心设施的使用方法和功能，为自己规划一个成功的职业生涯。 

 

PS:不附赠香槟 

坎巴拉太空中心 

这里是你与 KSP 有关的一切的主页面。从不同的设施中你能看到大量信息，从而让你

手下的所有坎巴拉人有序工作，完成史诗级的太空冒险。 

时间控制             资金/声望/科技点            退出/暂停 

 

建筑快捷入口                                     应用启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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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航员之家 

你可以在这里管理你的飞行员名单。

 

管理大厦 

管理界面有三个主要部分，用于管理你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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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控制中心 

任务控制中心有大量合同信息，包括待接受、进行中和已完成的合同。你可以挑选和

选择你的太空计划目标，并查看能够获取的奖励。 

 

研发中心 

你可以在研发中心的科技树中查看已解锁的科技和部件。这座生涯设施会向你展示随

着科研实践的进程，已经解锁和还可以解锁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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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科学档案 

科技研发档案展示了你的科学发现进度。这里存储着你收集的珍贵实验结果。 

 

追踪站 

这里可以看到飞行中的飞船、附近的物体，还能看到所有插过旗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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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你需要这里的帮助来使坎巴拉人能去更多的地方、看见更宏大的风景。 

 
 

天体 

 

坎星系由七颗行星、九颗卫星组成。自从文明的曙光照亮，坎巴拉人们

就开始仰望并思考如何才能探索天上的每一颗小亮点。 

Gilly Mun 

Minmus 
Laythe 

Vall 

Tylo 

Bop 

Pol 

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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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中心 

这里是 Kerbal Space Center(KSC)，真正的宇宙中心（除非你抬头看）。我们现在来了

解一下各种设施、它们在生涯模式里的等级和限制。 

 

载具组装大楼（VAB） 

载具组装大楼（知情人士管它叫 VAB）是用来设计火箭和其它竖直发射的航天器的地

方。 

它们被从这里运到发射台起飞。 

 

  

 

30 个组件、没有动作组 

255 个组件、基础动作组 

不限制组件数量、全部动作组 

生涯模式限制 

注意：VAB 内测试火箭引擎有违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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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飞机机库（SPH） 

这座建筑和 VAB 有些类似，两种同样用于建造。最大的区别在于 SPH 中涉及的载具横

向发射，在跑道起飞。 

许多用于探索母星的飞机就是这里设计的。 

 

跟踪站（Tracking Station） 

在跟踪站，你可以观察并操作所有进行中的任务。着陆的载具也可以从此回收。 

这里很适合纵观你的太空计划并获知谁还在外探索。 

 

 

  

 

30 个组件、没有动作组 

255 个组件、基础动作组 

不限制组件数量、全部动作组 

生涯模式限制 

 

地图中的轨道和飞行规划（需要升级 MC） 

  

 以及对未知物体的跟踪 

生涯模式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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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航员中心（Astronaut Complex） 

宇航员招募中心是你所有人员的居住和娱乐中心。你也可以在这里招募求职者。 

你可以用这座设施来管理你的名单，并检查那些可能不幸失踪的坎巴拉人的状态。 

 

 

指挥中心（Mission Control） 

你可以在指挥中心管理所有可用的合同。对敢于近距离观测发射现场的人来说这里也

是不错的观测地。 

你可以在这里决定太空计划的下一目标，看看未来的奖赏。 

 

 

 

最多 5 人，可以在坎星地表出舱 

最多 12 人，可以在任意地点出舱 

无人数限制，可以在任意地点出舱 

生涯模式限制 

 

2 个生效合同，不可做飞行规划 

7 个生效合同，可做飞行规划 

不限合同数量，可做飞行规划 

生涯模式限制 



   

 

 

彩蛋 

所有彩蛋及详细图解请看此贴： 

http://tieba.baidu.com/p/3291850902（翻译 by sxxshy，0.23.5 版本的） 

原文见： 

 http://forum.kerbalspaceprogram.com/index.php?/topic/55155-spoiler-easter-

egg-stocktake-104/ （更新至 1.0.4 版本，与当前版本基本相同） 

http://tieba.baidu.com/p/3291850902
http://forum.kerbalspaceprogram.com/index.php?/topic/55155-spoiler-easter-egg-stocktake-104/
http://forum.kerbalspaceprogram.com/index.php?/topic/55155-spoiler-easter-egg-stocktake-104/


   

 

 

太空旅行 

大胆地前往一些其他坎巴拉人还没去过的地方！ 

太空旅行的核心就是前往并探索那些遥远的星球。 

在这一章你将可以学会在太空中成功地航行。 

 

航天入门：轨道的定义 

如果你不知道一个轨道的描述方法，你很有可能发现把载具放进一个指定轨道是一个

麻烦事。这也就是为什么了解一个轨道的组成会对你的太空计划产生极大的帮助的原

因。 

在这一节我们会讨论有关轨道的事情，帮助你更好的向星辰大海进发。 

*对以下内容的理解可能需要高中数学有关圆锥曲线以及高中物理关于天体物理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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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方向 

轨道与天体自转方向之间的关系被描述为轨道方向。顺着天体自转方向为正向轨道，

逆着天体自转方向为逆向轨道。 

 

 

 

 

 

 

 

 

 

 

 

 

轨道倾角 

 

 

 

 

 

 

 

远/ 近拱点 

 

  

正向轨道 逆向轨道 

载具运行方向 

本图为从坎星北极往下看 

赤道平面 轨道倾角 

轨道倾角(Orbital Inclination)就是轨道平面

与（当前星球的）赤道平面所成的角。 

应当注意到，这个角度是相对于正向轨道

来计算的，所以可能出现大于 180°的轨道

倾角。如与赤道平面重合的逆向轨道的倾

角应是 180°而不是 0°。 

远拱点 (Apoapsis) 

轨道上距离当前所环绕天体最远的点 

 

近拱点 (Periapsis) 

轨道上距离当前所环绕天体最近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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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心率 

偏心率(Eccentricity)是描述你轨道有多圆的量。在数学上，圆锥曲线的偏心率定义为 

e =
a

c
  

 

载具朝向 

在太空里有六个方向。这些方向是建立在轨道的基础上的，所以当你的轨道变化时这

些方向也会相应的移动。 

椭圆轨道 

0<Ecc<1 
圆轨道 

Ecc=0 

双曲线轨道 Ecc>1 

抛物线轨道 Ecc=1 

法线方向 NRM+) 

反法线方向(NRM-) 

径向朝外(RAD+) 
(RAD-)径向朝内 

(GRD-)逆向 

顺向(GRD+) 



   

 

 

基础航天：入轨与返回 

本章将教你如何入轨再飞回来。 

 

什么是轨道？ 

轨道有时被描述成“永远不会停止的下落”。在上文中，太空旅行就是一种太空中物体

环绕另一个天体的方式，在这里我们将会教你如何环绕一个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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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KSP 最基本的太空旅行就是进入和离开轨道。 

大气层 

在 Kerbin 的外围有一层薄薄的大气层①，在地面附近为一个大气压，越高越稀薄。

Kerbin 并不是唯一一个有大气的天体②，但在本节，我们讨论的是 Kerbin 的大气。 

为了入轨你必须进入太空，不然你会被大气减速而掉下来。如果你真的想在大气里面

“入轨”，你就必须一直把引擎开着，但是这就不叫环绕了。 

大部分新手都会犯的错误——直上直下 

我们来看一个最简单的方法：一直向上，当到达预定高度时向东飞行。 

这个方案有两个大问题： 

1． 当你到达预定高度时，你必须立刻停止上升。 

2． 然后你必须一瞬间把你所有的水平速度加上去。 

 

 

 

 

 

 

 

 

 

重力转向（重点） 

在下图这种上升轨迹中，可以借助引力将一部分推力转化为水平速度，意味着在远地

点你需要更少的燃料即可圆轨。 

重力转向的关键点是在大气层内不要加速得太快以免浪费太多燃料。  

                                                 
① 高度为 70km 
② 还有 Eve, Duna, Jool, Laythe 

别忘了，上去的东西

终究还是要掉下来的 

*敲黑板* 目标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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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轨 

重力转向能将你的载具以一个省油的方式送到预定高度，但这不足以将你送入轨道。 

一旦你到达远地点，你就得向轨道正方向加速到你的速度足以维持轨道（此过程通常

被称为“圆化轨道”（圆轨），对于低轨道，这个速度一般是 2300m/s 左右；可以在地

图模式通过轨道规划器来规划这次燃烧）。 

 

返回 

返回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你只需要冲着轨道逆向减速直到速度低到重力把你能拉回地

面。 

事实上你只需要把轨道拉到大气层以下就足够了，空气会完成你想做的事情的。 

哦对了，别忘带降落伞····   

向着轨道逆向减速 

落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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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阶航天：变轨 

Delta-V 

在太空中挪动的要点就在于更改你的速度。每一次变轨都是你用燃料换取速度的改变

的过程。这一过程的衡量单位是 Delta-V，中文翻译为“速度增量”，常被缩写为“Δv”或

者“dv”(常见于贴吧)。 

下面以一条直线上的移动为例： 

为了加速到 200m/s，你需要在一个方向上耗费 200m/s 的 dv； 

如果要减速到 100m/s，需要冲着速度的反方向继续耗费 100m/s 的 dv（因为太空里既

没有阻力也没有刹车）。 

选学：Delta-v 的计算公式 

∆V = 𝐼𝑠𝑝 ∙ 𝑔 ∙ ln
𝑚

𝑚 −𝑚𝑓
 

其中： 

Isp是引擎的比冲，单位是秒； 

g=9.801m/s2； 

m 为飞行器总质量； 

mf为（当前级）所带燃料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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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轨初步 

GRD+/- 

向轨道正向/逆向燃烧可以调整轨道偏心率。 

选学：椭圆轨道速度与变轨所需 Delta-V 

在一个椭圆轨道中 Ap 或者 Pe 点的速度计算公式： 

𝑉1 = √
2𝐺𝑀(𝑟2 + 𝑅0)

(𝑟1 + 𝑟2 + 2𝑅0)(𝑟1 + 𝑅0)
 

在此处调整另一个拱点高度所需要的 Delta-V： 

∆𝑉 = √
2𝐺𝑀(𝑟2

′ + 𝑅0)

(𝑟1 + 𝑟2
′ + 2𝑅0)(𝑟1 + 𝑅0)

− 𝑉1 

其中： 

R0是环绕天体的半径（米）； 

r1为飞行器 Ap/Pe 点（计算位置）的高度（米）； 

r2为另一个拱点的高度（米）； 

r2
′是想要调整到的目标高度（米）； 

G是万有引力常数，约等于6.67 × 10−11𝑚3𝑘𝑔−1𝑠−2； 

M是环绕天体的质量（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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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RM+/- 

向垂直于轨道平面的上方/下方变轨可以改变你的轨道倾角。 

RAD+/- 

沿半径向外/内变轨将会将你前方的轨道抬高或降低，看起来就像你的轨道在向左或向

右“滚动”一样。（译者注：单独的这种变轨不常用，通常用于微调捕获轨道或者与

GRD+/-配合使用以在指定高度圆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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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曼转移 

霍曼转移是一种消耗燃料较少的轨道转移方式，包含两次或三次变轨燃烧。 

升轨与降轨 

一次典型的霍曼转移包含两次燃烧，即抬升轨道 Ap 点的 Δv1和抬升轨道 Pe 点的

Δv2。部分霍曼转移需要变换倾角，这次燃烧一般会被平分进两次燃烧中，或在初始轨

道平面和目标轨道平面交点进行。 

选学：霍曼转移有关公式 

对于两个圆轨道之间的霍曼转移，消耗的 Δv可以用如下公式计算： 

∆𝑉 = √
𝐺𝑀

𝑅0 + 𝑟1
(√

2(𝑅0 + 𝑟2)

2𝑅0 + 𝑟1 + 𝑟2
− 1)+ √

𝐺𝑀

𝑅0 + 𝑟2
(1 − √

2(𝑅0 + 𝑟1)

2𝑅0 + 𝑟1 + 𝑟2
) 

消耗的时间为： 

𝑡𝐻 = 𝜋√
(𝑟1 + 𝑟2)

3

8𝐺𝑀
 

对于霍曼转移到指定轨道上的物体，开始转移时两个物体的夹角应为： 

𝛥𝜙 = ((
2𝑅0 + 𝑟1 + 𝑟2

2𝑟2
)
1.5

− 1) × 180° 

上式中角度为出发轨道物体的提前角度。 

有关霍曼转移的更多知识请参考维基百科页面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ohmann_transfer_orbi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ohmann_transfer_or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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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学：行星间霍曼转移 

对于在两个行星间的霍曼转移，有如下公式： 

ΔV = √
2𝐺𝑀

𝑟 + 𝑅0
+

2𝐺𝑀𝑠𝑟2
(𝑟1 + 𝑟2)𝑟1

− 𝑉0 

其中 r 是出发轨道高度； 

Ms是星体环绕的天体的质量（通常是 Kerbol，当然也有可能是 Jool）； 

V0是当前圆轨道的环绕速度。 

 

当出发轨道很高时，公式转化为： 

ΔV = √
2𝐺𝑀(𝑅𝐸 − 𝑟)

(𝑟 + 𝑅0)(𝑅𝐸 + 𝑅0)
+

2𝐺𝑀𝑠𝑟2
(𝑟1 + 𝑟2)𝑟1

− 𝑉0 

其中RE是出发星体的引力作用范围。 

 

到达目标星体减速的公式与上面的公式相同，只需将r1和r2互换并代入目标轨道的速度

即可。 

 

 

以上大部分公式来自 http://tieba.baidu.com/p/3022543487，感谢 Magasics 做的总结

和整理。 

Alex Moon 做了一个网页版的转移窗口计算器 http://alexmoon.github.io/ksp/ ； 

TriggerAu 做了一个 mod 也能完成同样的工作，名字叫 Transfer Window Planner。 

  

http://tieba.baidu.com/p/3022543487
http://alexmoon.github.io/k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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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轨效率 

对于相同的目的，在不同的地方变轨效率会有差别，有时能达到数百甚至数千 dv。 

 

调整 Ap/Pe 高度所需 dv 最少的点在轨道的另一头。比如，在下图中调整 Pe 至 50km

所需的 dv 分别为： 

 

调整轨道平面所需 dv 最少的点在当前轨道平面与目标平面交点，即 AN 和 DN 点（当

你双击选取目标的时候会出现在你的轨道上）。对于单纯的不关心轨道位置的倾角调

整，最优变轨点在轨道平面与赤道平面的交点。 

特殊的轨道 

环绕坎星的轨道中，高度低于 200km 的轨道被称为坎星低轨(LKO, Low Kerbin Orbit)，

高度为 2868km 的轨道被称为坎星同步轨道(KSO, KerbiSynchronous Orbit)，此轨道周

期为 6 小时。 

倾角为 0°的轨道被称为赤道轨道(Equatoral Orbit)，倾角为 90°的被称为极轨(Polar 

Orbit)。

位置 1 2 3 

Δv (m/s) 260 128 62 



   

 

 

火箭科学 

与火箭学有关的一切，可能还有点别的。 

 

基础 

飞向太空是坎巴拉人一直以来的梦想。这些信息能告诉

你如何将其变成现实。 

 

这些信息能够帮助你把像下面那样的一堆部件，变成一

枚可控制的火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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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 

火箭的动力由发动机提供。原版的火箭发动机有五种类型，分别是液推（燃料为 LF 和

OX①）、固推（燃料为 SF）、单组元推进器（燃料为 MP）、核推（燃料为 LF）、电

推（燃料为 XE，同时消耗 EC）。 

这些推进方式各有利弊： 

液推推力可控，比冲适中，是绝大多数火箭的主要推进器。 

固推自带燃料，推力大比冲低，不能节流或关机，适合做助推器，也可以做小型上面级； 

电推和核推推力小，比冲高，适合做卫星和远航船的推进器； 

单组元推进器推力小且只消耗一种燃料，适合做轨道机动发动机。 

发动机种类 大气比冲(s) 真空比冲(s) 推力 燃料 节流 

液推（下面级） 285-315 ~310 较大 LF/OX √ 

液推（上面级） - ~340 较小 LF/OX √ 

固推（下面级） 140~195 160-225 大 SF × 

固推（上面级） - ~260 较大 SF × 

单组元推进器 ~120 ~250 小 MP √ 

核推 - 800~ 小 LF √ 

电推 - (2400)-4200~ 超级小 XE/EC √ 

阻力、稳定与魔法 

这一段应该比较简略，因为谁不知道要维持一个火箭的稳定需要让合推力和重心共线呢呢？ 

为了实现最基本的稳定，火箭推力方向和重心应该在同一条直线上，否则会造成火箭

的旋转。 

                                                 
① LF = Liquid Fuel 液体燃料，OX = Oxidizer 氧化剂，SF = Solid Fuel 固体燃料，MP = Monopropellant 单

组元推进剂，XE = Xenon 氙气，EC = Electric Charge 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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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力中心应该尽量在重心之后，否则火箭将会成为静不稳定构型，容易在发射时翻转
①。在尾部加上几个小小的尾翼一般就可以解决问题。 

 

这一段也应该会比较简略，除非有人不知道有种形状叫流线型。 

好的设计： 

符合基本的原版魔法②空气动力学原理； 

在平面上覆盖尖尖的头锥以减小阻力。 

 

 

 

 

不好的设计： 

虽然俗话说“只要推力足，板砖都能飞上天”③，但是你不必真造一个板

砖来飞吧= =# 

  

                                                 
① 稍微有一点静不稳定是没有关系的，SAS 会帮你修正。现实中的火箭带尾翼的很少，主要靠的就是精细

的稳定控制系统。 
② 原版气动是魔法，使用 FAR 会科学一点。 
③ 坎吧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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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 

电力是航天器所必须的资源，但是单用电池肯定会不够①。幸好我们有数个产生电力的

方法。 

降落 

上天的东西总是要下来的……当然，在一个有大气的星球，用降落伞着陆要比引擎反推

要经济的多②。 

 

只须记住一点： 

不是所有星球都叫特仑苏都有大气层。  

                                                 
① 生涯模式初期你只有电池，这时你就需要合理规划电力使用了。 
② 但是如果降落伞不够大你就需要用引擎反推了…… 

太阳能板 

轻便，产电多，唯一的缺点是离太阳

太远的地方发电效率会降到很低。 

*注：发电需要阳光直射 

同位素温差发电机 (核电，RTG) 

持续稳定的电力输出，但是略重。 

适合探测外行星时提供电力。 

燃料电池（Fuel Cell） 

发电量大，但是最大的问题

是他们消耗燃料(LF 和 OX)。 

常用于火箭上面级和……阿波

罗计划 0v0 

电池 

电力储存装置。无须赘述。 

引擎内置的转换器 

在引擎工作的时候他们可以发电，发电量与

引擎参数（参数列表中 Alternator 面板）和

油门大小有关。 

降落伞标识图例： 

尚未开伞 

等待开伞条件 

已经开伞 

已切伞 

 

可以开伞 

开伞有风险 

环境恶劣不能开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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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分级 

在火箭上携带已经无用的设备会额外耗费许多燃料。大部分火箭采用分级的形式，抛

弃用过的 SRB、引擎、燃料箱或其他不需要的部件。 

 

分级序列从编号最高的一级

开始。每当你“完成”一个分

级时都会激活下一级。 

 

另一个好处是你不需要考虑

如何将发射的航天器完整降

落，只用考虑那些重要的部

件。 

 

 

 

 

 

说明：在引擎启动时分级可能

引发爆炸性后果。 

舱门与梯子 

坎巴拉人通过航天器的舱门进出航天器。舱门不一定

总在相同的位置，但是都会有醒目的标记。 

 

如果你想使用一个舱门，注意不要降落在它上面，或

将其堵住。 

 

 

 

有时由于没有辅助阶梯，无法

到达舱门处。因此有各种梯子

可以帮助你返回船舱，踏上回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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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辅助系统(SAS) 

坎巴拉飞行员和许多探测器都能使用稳定辅助系统 (S.A.S.)。该系

统可以帮助你的航天器始终朝向正确方向。可以在导航球左边这部

分看到 S.A.S.模式。 

 

基本来说的话，S.A.S.能够维

持你的航天器的行进方向，这

叫做稳定模式。 

 

更高级的模块让你能设置指向

其他方向，即相应的导航球标

志展示的方向。 

 

哪儿来的推力？ 

S.A.S.通过控制源，向飞船施加作用力，维持你朝向目标。如果稳定力不够大，你可能

需要更多控制部件，或改变设计。 

 

*说明：这些都会消耗资源，所以在你长期开启 S.A.S.之前一定要考虑清楚。 

服务舱和科学仪器 

考虑到我们是在把东西扔进太空，有时的确需要采取保护措施，

包括发射和返回阶段。 

你可以开展各种试验，能够利用的设施大到先进的实验室，小

到精致的重力探测

仪。 

 

 

多用容器 

这些设施部件能承载一定数

量的小型组件，保护其免收

阻力、热量和小型撞击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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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眠模式 

该探测器核心模式可以节省核心用电量，从而节约电池

剩余电量。代价则是当探测器核心进入休眠状态时，其

将失去一部分功能，并进入受限的控制模式。休眠可以

通过部件动作菜单激活，开启高级控制选项之后你也可

以设置在时间加速的时候自动进入休眠。 

 

对于多数探测器核心，休眠状态下的耗电量会降

到通常状态的 1%。一部分高科技探测器核心还能

更加省电！因此在你前往阴暗的外星系执行任

务，太阳能发电量低得几乎没有了的情况下，休

眠是相当有用的。 

 

 

 

受限控制模式 

受限指的是*探测器核心会失去设置轨道机动节点的能力，以及不能转向（除非选择

SAS 模式）和精确控制节流阀。当然，如果你的载具上有坎巴拉人（或者额外的探测

器核心）的话，还是能提供上述功能的。 

* 如需进一步了解控制模式，请参阅：通信网络/通信网络/控制链接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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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 

有了足够的实践和一点点欧洲血统，这种事你也能做到。 

 

钢架、钢板和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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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流罩 

一旦航天器进入轨道，空气动力就不再重要，除非要在某个

行星降落。也就是说像这里的卫星这样的物体在进入太空

后，就不需要流线型设计了。 

 

 

 

包裹卫星 

整流罩安装完毕后，你可以用鼠标“画”出整流板的形状。下面你可以看到这颗卫星的存

放方式。 

 

 

 

 

  

将卫星装在火

箭顶部的整流

罩底板上。 

将卫星装在火

箭顶部的整流

罩底板上。 

用鼠标制造整

流罩，保护卫

星。 

抛弃整流罩，

释放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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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 

睾♂贵的坎巴拉人们与他们的飞行器的伟大史诗！ 

坎吧特色部分 

 

飞机基础 

当坎巴拉人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在太空探索上

时，在坎星上兜风成为了他们的日常消遣。 

坎吧吧友：嗯，日常，但不是消遣。 

你可以在这一节中学到许多成为优秀设计师和

飞行员的技巧，我们将带领你从入门到精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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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受力分析 

PS：不包括撞到地面时的受力。 

 

 

飞起来！ 

对飞机来说，升力来自于机翼对气流造成的改变，这种改变使机翼上方气压减小，机

翼下方气压增大，从而产生升力。但在 KSP 中，所有的机翼都是上下对称的，这意味

着和现实不一样，KSP 的机翼需要一些攻角(机翼与气流所成角度)才能产生升力，没有

攻角就没有升力。 

对飞机来说，升力来自于机翼对气流的改变。气流在向下偏转的同时会对机翼产生一

个向上的反作用力。 

基本原则如下： 

1. 机翼越大升力越大。 

2. 气流越快升力越大。 

3. 当攻角过大时，飞机

收到的阻力会远远大于升

力，这是飞机就会失速。 

  

升力 

阻力 

重力 

推力 

升力来自于吹

过机翼的气

流。 

阻力来自于飞

机在穿过气流

时产生的阻

碍。 
还需要解释

吗？ 

推力来自于引

擎产生的反冲

力 

升力 

气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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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气式引擎 

这种引擎通过进气口获得氧气，这意味着你不需要携带氧化剂(Oxidizer)，但你必须在

氧气浓度足够的地方飞行。(对原版坎系来说，只有 Kerbin 和 Laythe) 

 

如果你想建造单级入轨 (Single Stage To Orbit,SSTO) 飞船，你需要喷气引擎将飞船送

出大气层并使用火箭引擎入轨。 

 

 

三角翼，RWA=2.0 

小三角翼，RWA=0.5 

在建造中，机翼的详细信息会

显示机翼的 RWA(Relative Wing 

Area,相对翼面积),通过 RWA 你

可以很简单地比较两个机翼。 

喷气式引擎需要进气

口进气以及液态燃料

(Liquid Fuel)罐提供燃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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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呼吸 

进气口同引擎一样有很多不同的外形与尺寸，但它们都通过获取空气并提供给引擎，

并且进气量取决于速度与高度。 

 

选择正确的进气口 

即使所有的进气口的功能都一样，你应该选择那些在视觉上或功能上更符合你设计的

进气口。除此之外，选择好规格也很重要。 

这就是阻力！ 

当你的飞机在天空翱翔的同时，气流也会为你的飞机带来阻力。 

克服阻力的方法无非两种，更多的引擎(当然意味着更多的燃料，所以不推荐),或者改

进气动外形。 

 

阻力对升力的影响 

阻力会使你的飞船减速。前面提到速度越快，升力才

会越大。所以更大的阻力意味着更小的升力(局座:飞不

起来) 。(右图为某想一口气带走所有设备上天的坎巴

拉人) 

速度越快，进气越多。 

海拔越高，进气越少。(气压随海拔高度增

加而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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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参见【火箭科学-SAS】 

控制面 

在大气层内你可以用机翼控制面来改变气流的方向。气流的改变会给飞机的运动状

态带来改变。有许多部件能够实现这些功能。 

 

  

副翼 

襟翼 

升降舵 

方向舵 

下面给出了每种控制面对飞机状态

的影响。 

副翼：影响滚转角(ROLL) 

升降舵：影响俯仰角(PITCH) 

方向舵：影响偏航角(YAW) 

减速板：影响阻力 

襟翼：影响升力 

 

注：你可以通过使用副翼并禁用三

轴控制(Three Control Axis)的方法

来创建一个襟翼。在动作组中设置

后可以进行开关。 



KSPedia 汉化版 

 

68 

 

升力的施加 

设计飞行器时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升力中心(Centre 

of Lift,CoL)。它的位置对于飞机的平衡至关重要。 

CoL 在从一个部件到整个机身都有分布。升力通过机

翼，控制面甚至机体(通过一种叫做机体升力的效应实

现)产生。 

注：你只会在编辑器看见 CoL. 

 

 

 

 

 

平衡即是一切 

一架能飞的飞机必须能在上面所说的 4 种力中取得平衡。在建造界面中使用上述查看

各种中心的功能可以给你很大的帮助。 

下面给出了一些基本原则可以帮助你建造飞机 

当然，在你足够熟练之后，能阻碍你的只有想象力(和物理学)了。 

 

使用对称建造：在中线左右对称地建造飞机。 

推力向重心：确保 CoT 与 CoM 在一条直线上。 

升力中心在重心附近：CoL 和 CoM 应该离得很近。 

图例(编辑器内) 

         重心(CoM) 

          

         升力中心(CoL) 

 

         推力中心(CoT) 

机翼升力 机体升力 总升力 

控制面也是有升力的，

但在这里不标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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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的艺术(大雾) 

下面给出了三个因为平衡问题而失败的设计，希望你能从中吸取教训。 

 

 

 

着陆架 

为了能安全地着陆，你需要着陆架，当然这里也有很多种着陆架供你选择。 

 

在这个设计中 CoT 没有正对

CoM,这回导致飞机严重右偏。

这是个 CoT 错误。 

在这里 CoL 没有在飞机的中线

上，会导致飞机向左翻转。 

这里 CoL 离 CoM 太后，会使飞

机爬升极其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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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分布着陆架 

你需要确保有前后起落架，并且位置要对称。 

平衡与稳定的最好布局                     这种布局更难保持平衡，容易侧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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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 

在这里你将会学习有关通信网络和 KerbNet(目前无译名)的功能。 

 

通信网络 

通信网络(Communication Network,CommNet)允许你的载具向其他载具或者坎星传递

信息。你可以建立一个由许多天线构成的通信网络并最终建成一个坎星深空网络(Deep 

Space Network,DSN)。 

这些通信链接将会用于控制及科研。你可以通过升级跟踪站(Tracking Station)或增加中

继天线的覆盖率和信号强度来扩展 DSN 的范围及提升信号强度。 

 

信号被阻挡 

地面站 

轨道中继 

信号强度 

远程控制点 

卫星 

科学探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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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网络界面 

在跟踪站或者轨道视图中，你可以调整轨道显示为第一跃点、通信链路、航天器链

接、通信网络。同时会有一个面板会显示与通信相关的信息比如控制等级，信号强度

和目的地类型。 

 

 

控制链接 

一个控制链接是一种从控制源到载具的链接。控制源可以是来自于另一个载具里的坎

巴拉人，也可以是地面站(的资深坎巴拉人).一个缺乏控制源的载具将会遭到控制权限

的降低。具体见下表。 

 

 

完全控制 

 

部分控制 

（来自乘员） 

 

部分控制 

(来自卫星) 

 

失联 

部件动作菜单 √ √ √  

进级 √ √ √  

自动驾驶 √ √ √  

保存当前变轨点 √ √ √  

节流阀全开/关闭 √ √ √  

切换 SAS/RCS/灯/起落架 √ √ √  

俯仰/偏航/滚转 √ √   

节流阀微调 √ √   

添加/编辑变轨节点 √    

任何无人载具都需要一个控制源。在其他载具中的坎巴拉人可以提供无人载具一些控

制权限但不能完全控制。 

 

信号强度 

控制等级 

数据流向 

上一次中继的类型 

链接显示方式 

(点击可切换) 

你也可以在编辑器或地图

中找到有关于通信网络的

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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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科研数据 

如果有正确的设备(天线，电力等-译者注)，一个载具可以通过通信网络把科研数据传

回地球。信号强度越高，得到的科技点越高。把科研数据直接送回地球当然是最吼

的，但是如果你有强大的通信系统你可以使传输数据变得更加划算。 

TIPS：信号强度的计算 

总信号强度来源于载具到控制点之间的 DSN 内所有信号强度的乘积。 

举个栗子: 

 
信号强度=100% x 80% x 95%=76% 

遮挡问题 

通信系统使用软遮挡以使目标在落下地平线时信号不会立刻中断。 

此外，有大气的星体允许信号在大气中反射(由于电离层的反射-译者注)，所以在这种

情况下即使目标在地平线以下仍能收到信号。 

中继 

有时，你会由于距离过于遥远而很难得到一个控制源，或者可能是某些东西的阻挡(地

形，星体，等等)。于是中继天线就来拯救你了！它能将信号中继到下个控制源，甚至

下个中继天线！ 

 

 

 

这样可以解决遮挡的问

题。 

如果天线功率过低，你可以用

一个强大的中继天线来增强信

号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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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 

两个天线的最大链接距离是他们的几何平均数。天线的功率被分为 6 个等级，从

Class0 到 Class5。 

Class0 的天线是每个载具的内置天线，其他等级都是独立的部件。DSN 也有三个通信

等级，每个追踪站级别对应一个大部分天线的功率可以同航天器的其他天线相加，但

是这样传输效率会有损失。 

不废话，上表。 

 Class0 Class1 Class2 Class3 Class4 Class5 1 级

追踪 

2 级

追踪 

3 级

追踪 

C0 5K 50K 158K 3.1M 8.6M 22.3M 3.1M 15.8M 35.4M 

C1 50K 500K 1.58M 31.6M 86.6M 223M 31.6M 158M 354M 

C2 158K 1.58M 5M 100M 273M 707M 100M 500M 1.1G 

C3 3.1M 31.6M 100M 2G 5.4G 14.1G 2G 10G 22.4G 

C4 8.6M 86.6M 273M 5.4G 15G 38.7G 5.5 27.4G 61.2G 

C5 22.3M 223M 707M 14.1G 38.7G 100G 14.1G 70.7G 158G 

注:本表单位为 m(米),1K=103,1M=106,1G=109。 

常用距离对照表 

 1 级追踪 2 级追踪 3 级追踪 

C0 到 Mun 距离的 25% 到 Mun 到 Minmus 距离的 75% 

C1 到 Minmus 距离的 67% Kerbin 的 SOI Kerbin 的 SOI 

C2 到 Minmus Kerbin 周边的行星际区

域 

Kerbin 周边的行星际区域 

C3 Kerbin 周边的行星际区

域 

Moho、Eve、Duna 较近

时 

Moho 全覆盖，Eve、

Duna、Dres(极罕)较近时 

C4 Eve 达到最近时 Moho、Eve 全覆盖，

Duna、Dres 较近时 

Dres、Jool、Eeloo 较近

时，其他行星全覆盖 

C5 Moho、Eve、Duna 较

近时 

Jool、Eeloo 较近时 

其他行星全覆盖 

所有行星全覆盖 

注意：以上距离参考仅在卫星上仅有一个天线时适用 

常用通信计算公式 

1.载具天线总功率 = 最强天线功率× (
天线功率总和

最强天线功率
)载具平均加权结合指数 

其中：载具平均加权结合指数 =
∑ (天线𝑛的功率×天线𝑛指数)𝑛
1

∑ 天线𝑛功率𝑛
1

 

其中：普通天线默认天线指数为 0.75，通信者 16 的天线指数为 1，通信者 16S 的天线

指数为 0。非原版的天线的天线指数可在部件 cfg 文件中找到。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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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一个拥有一个通信者 88-88 天线（功率 100E9，天线指数 0.75）和通信者

16 天线（功率 500E3，天线指数 1）的载具的载具平均加权结合指数 

=
100𝐸9 × 0.75 + 500𝐸3 × 1

100𝐸9 + 500𝐸3
= 0.75000125 ≈ 0.75 

注：100E9 表示100 × 109，以此类推 

2.天线最远距离 = √载具 1天线总功率 ∙载具 2或跟踪站天线总功率 

3.连接点相对距离 = x = 1 −
到连接点距离

天线最远距离
, 𝑥𝜖(0, 1) 

4.将上式中的 x 代入贝塞尔曲线y = −2𝑥3+3𝑥2, y 即为此时的信号强度。 

5.对于有多次中继的通信网络，总信号强度由通信链路所有链接信号强度相乘得到。 

一个栗子 

计算从 3 级跟踪站到到 73.4Gm 外的 Jool 上的一个带有两个通信者 88-88 天线的探测

器的信号强度。 

已知：3 级测控功率：250G，通信者 88-88（Class5 天线）单个功率：100G. 

载具平均加权结合指数 =
100𝐸9 × 0.75 + 100𝐸9 × 0.75

100𝐸9 + 100𝐸9
= 0.75 

探测器总功率 = 100E9 × (
200𝐸9

100𝐸9
)0.75 = 168,179,283,051 ≈ 168𝐸9 

探测器最大连接距离 = √168𝐸9 × 250𝐸9 = 205,048,337,625m ≈ 205E9m 

连接点相对距离 = x = 1 −
73.4𝐸9

205𝐸9
≈ 0.642 

信号强度 = y = −2𝑥3+3𝑥2 ≈ 0.707 ≈ 71% 

 

 

本节所用内容翻译自 http://wiki.kerbalspaceprogram.com/wiki/CommNet 

  

http://wiki.kerbalspaceprogram.com/wiki/Comm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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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rbNet 

（由于没有正式名称，故用英语原文代替-译者注） 

KerbNet 是一个信息网络，允许你把卫星上的传感器直接连接到坎星的科学社区。这

会让你更有效率地规划任务。 

KerbNet 在所有无人模块都有搭载，同时包括一些特定的部件。每种部件都有其不同

的影响数据细节与排列的能力。KerbNet 需要链接到 KSC 才能管理数据。 

 

KerbNet 界面 

KerbNet 界面可以从任何支持 KerbNet 的部件的右键菜单打开。 

KerbNet 模式 

点击切换可用的扫

描模式 

扫描地图 

显示在当前扫描模式下

的中心天体。 

拖动目标十字可以获取

该目标的信息或者放置

一个路径点。 

视野调整 

让你在当前高度所获图

像中放大图像。 

一些部件在特定的情况

下会有极好的视野。 

覆盖物可见度 

隐藏地图上一些物

体以使数据更清

晰。 

自动刷新 

点击切换刷新频率

或关闭自动刷新。 

信息面板 

显示目标天体，相

关信息和经纬度。 

路径点 

点击创建一个以上

面框为名字的路径

点。 

刷新当前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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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rbNet 扫描模式 

基于 KerbNet 部件的能力，有 3 种模式可以选择。 

地形模式 

显示当前中心天体地形的基础单色扫描。 

放置目标十字会显示目标的高度。 

 

在所有 KerbNet 扫描仪都可用。 

可以帮助你找个着陆的好地方。 

 

 

 

生物群系模式 

在一些高级的 KerbNet 扫描仪可用。 

允许你查看中心天体的彩色生物群系图。 

 

这可以让你了解生物群系的位置和种类。 

 

 

 

 

 

 

 

资源模式 

在特定的 KerbNet 扫描仪可用。 

允许你查看详细的中心天体的矿产分布，矿产浓度和种类。 

 

这让你能更简单地决定你的采矿基地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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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点 

所有的扫描模式都可以设置并命名导航

点，只要移动目标十字到指定处，点击

路径点即可。 

在地图上点击导航点可以让它显示在导

航球中。 

 

 

异常点 

有时在扫描中你会发现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科学家

会给他们打上问号。 

这些异常点会偶然地消失和重现，如果你需要探索他

们请务必标上导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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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力学 

在太空计划中，热量管理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部件与内能 

热管理和内能系统是一个相对复杂的部分，不过既然你已

经会玩绕着球球转圈了那么热力学就是下一个你要面对的

问题。 

 

KSP 的内能系统有以下几个“基本”准则： 

1. 每一个部件都分为表面和里面； 

2. 连接的部件之间表面与里

面的热传输是分开的； 

3. 部件之间的热流趋向于使

两边的温度相等【废话； 

4. 通过对流和辐射散热表面

能够与外部环境（大气／宇宙）交

换热； 

5. 太阳和星体都会通过辐射

加热船体； 

热流符号（下同） 

   部件到部件 

   部件到环境 

     热量流动 

来自恒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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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量交流图 

这个图直观的展示了热量在两个连接部件的交换情况。后面几页内容将包括一些特定

的部件类型，最终会给出一整艘航天器，让你有机会看到完整的运作情况。 

 

引擎 

尽管太阳和行星辐射也会让你的

飞船受热，但航天器内的部件产

生的热量一般来说要大得多。 

这里主要使用引擎举例，但是还

有很多会产生热量的部件，例如

同位素温差发电机（RTG）。 

引擎消耗资源，将其转化为推

力，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热量。这

些热量大部分都会以废气的形式

离开船体，我们不需要担心这一

部分。但是还有一些会“渗透”进

引擎部件本身。 

将热量产出视为内部构件中的一个模块(比如燃烧室)可能会比较好理解。 

尽管废气能带走很多热量，但是其中一部分热量也会渗透进部件里。 

*说明：热量传输并非瞬间完成，而是需要花费一定时间转移能量。 

内核热量 

还有另外一种生成热量的部件。有些部件的核心组件有其他的重要功能（例如钻头和

ISRU 转换器）。 

以 ISRU 为例，你可以把核心想成是一个熔化矿石，制造资源的锅炉。这个过程有三个

重要的热控点： 

➢ 核心达到最佳温度，如果

没有足够的冷却，就会过热

（效率降低）。 

➢ 整个过程中，有大量热能

以废气的形式直接排入环境

（对于钻探项目，你可以将其

视为钻探过程的尾声） 

➢ 有一部分热量的确会“渗

透”到部件的内部组件； 

热量渗透到其他部件并不足以

避免核心过热，你需要散热器

才能解决问题。 

 

幸运的是，接下来就要介绍这个了。 

燃料罐 

 

燃料罐 

 

燃料罐 

 

火箭引擎 

 

废气 

 

*为节省空间，未显示航天器散热。 

燃料罐 

 

转换机

iuanjiji 

 

废气/废弃物

/iuanjiji 

 

*为节省空间，未显示航天器散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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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热 

你将会遇到很多需要冷却你的航天器的情况。这时候散热器就该发挥作用了。 

散热板 

这些设备分为侧面安装和边缘安装型，

能从临近的部件，以及邻近的核心模块

之中排出热量。 

 

它们通过传导完成这个过程，并利用宽

阔的表面空间将热量散入太空。 

 

什么是“附近”部件？ 

 

 

 

散热板从与其相连的部件，以及与该部件相连的部

件中吸取热量。 

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散热器的父部件，以及再

往上一级的父部件。 

 

 

热控系统（Thermal Control System, 

TCS） 

这些部件将液体通过泵压传输到整个船体，为仪表板提供散热功能。   

和散热板相似，这些部件也同时为部件和核心模块

提供散热，但并没有“临近”部件的限制。 

 

两种散热板都需要耗电以启动散热泵，但热控系统

是需要展开的部件，因此你需要额外的电力来展开

它。PS:最大的在这里放不下。 

在这个造型奇特的部件组合

中，一块与部件 C 相连的散热

板将热量从该部件和其他相邻

的部件 (B、C 和 D)中排出。 

散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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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热量流动 

 

防热盾 

如果航天器高速进入大气层，那么再入时就会产生大量热量。这些热量可以用热防护

罩“吸收”，也就是通过燃烧烧蚀层来保持船体温度稳定。 

固定式热防护罩 

这些重型热防护罩有各种尺寸，在再入大气层时能起到

多重保护作用。 

切记，为了承载它们的重量，你可能需要在航天器上准

备减速伞。 

充气式热防护罩 

这个部件没有充气时看上去很小。然而一旦展

开完毕，却能够形成直径达到 10 米的热防

护罩，来保护大型航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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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生涯 

坎巴拉太空计划的生涯模式为游戏增加了一些方向性，大部分是随着游戏进程决定

的，所以每次游戏过程都会有所不同。 

 

生涯模式的目标是将一个萌芽分级的太空计划打造成探索太阳系的极限的史诗事业。

当你在设施先进的坎巴拉航天中心看着坎巴拉人在整个太阳系的行星周围飞行或登上

行星时，会感到这就是无上的回报。 

 

在这个模式下，本来已经忙于建造和飞行任务的你，还需要针对合同、机组分配、策

略和各种其他活动进行决策。我们来看看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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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 

随着生涯的发展，你会发现最初的航天中心已经变得太小。幸运的是，坎巴拉工程部

会支持你，只要合理运用资金，你就能把所有设施从入门级提升到世界一流水平。 

 

设施损坏 

无论是由于偏离轨道、分离器问题或其他更险恶的

情况，你都有可能遇到航天中心设施损坏的情况。 

你可以通过修复设施，来消除事故的影响 (当然是要

付出代价的)。 

货币 

在你的职业生涯中，需要注意三种货币。   

资金  

你的资金用于建造航天器、雇佣宇航员、升级/维修设施，在更高难度下，甚至需要在

研发过程中购买部件。 

拥有充足的资金，对于完成预定计划是非常重要的。 

声望  

成功完成合同，就能获得声望。你的声望越高，收到的合同也就越好 (奖励越多)。声

望可以通过策略用于兑换其他货币，如果出现了坎巴拉人失踪的情况，也会降低声

望，所以不能掉以轻心。   

科学点数  

有人会说，任何太空计划的目的都只有一个，那就是科学点数。完成实验，让你的坎

巴拉人在宇宙中走得更远是获取科学点数的首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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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整个坎巴拉社会都迫切期望加入你的空间计划。面对这份看上去没有尽头的申请人名

单，你可能会发现，坎巴拉人的特长可以划分为三个领域（或角色）。 

飞行员 

飞行员有时被认为是太空探险中的摇滚明星，专注于飞船控制，随着

他们经历更加丰富见得多了，技术也不断提高。 

 

工程师 

这些坎巴拉人都是机械天才。他们能修理各种损坏的部件，还可以

提高钻探工作的效率。他们都努力向着获得像他们的英雄麦克戈威

尔·科曼一样的伟大成就而努力。 

科学家 

坎巴拉的科学天才。这些人把时间都用于把宇宙刨开看个究竟上 (但

愿他们能在吃晚饭之前再给拼回去)。他们待在空间实验室中的时

候，获得的科学点数会显著增加。 

 

坎巴拉人经验 

当你的坎巴拉人出发探索时，他们会遇到很多激动人心的新情况。这些经历会提升每

个坎巴拉人的经验等级和技术等级。 

坎巴拉人可以在定点起飞、轨道飞行、着陆和在行星上插旗获得经验。他们离家越

远，每人得到的经验也越多。但需要注意的是他们只会在第一次到一颗行星上完成上

述任务时得到经验。 

经验和等级 

坎巴拉人的总经验值达到下表中的值就会升级： 

总经验值 0 2 8 16 32 64 

等级 0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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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和职业 

坎巴拉人根据角色和等级不同，会掌握各种技能，这些技能随着坎巴拉人的成长会逐

渐完善： 

等级 飞行员（S.A.S.控制） 工程师 科学家 

0 S.A.S.和稳定性 N/A EVA 与实验互动 

1 顺向/逆向 降落伞打包 5x 实验室研究 

2 轨道法线方向/轨道反法线方向 着陆器修理 9x 实验室研究 

3 目标和动作 轮子修理 13x 实验室研究 

4   17x 实验室研究 

5   21x 实验室研究 

*说明：濒死体验与这里说的经验无关，不过的确是坎巴拉人一生中很可能经历到的事。 

合同 

为了生涯的进一步拓

展，你需要从 Kerbin

的各种公司承接合同。

这些合同的奖励、目标

和时限会依据你的系统

解锁进度和声望而有所

不同。 

 

有时你也会接到与你管

辖下的航天器或坎巴拉

人有关的合同，所以要

时刻关注各种机会。 

 

注意，拒绝 (或未能达成)合同将扣减你的声望，有时连资金和科学点数也会受影响。 

世界第一纪录保持协会 

这个坎巴拉慈善组织对太空探索的进步非常关心。他们会奖励有开拓性成就的太空计

划。在与这个组织的合作过程中，你也许会得到一些意料之外的奖励。 

*说明：必须与太空计划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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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研发 

任何太空计划 (除了真正在太空的部分以外)的核心，都是为了进一步探索而进行的研

发工作。你可以通过在研发设施中使用科学点数完成研发。 

科技树 

这张蓝图表明了研发部门发现世间万

物的宏大计划。每个节点都代表一个

发展领域，完成该研究将会解锁该领

域的相关部件。 

展望未来 

查看科技树，筹划要研究的项目时，

一定要看看未来的发展分支。如果你

想造一个漫游车，但是没有研究轮子

相关的领域，那就要变成一次被各种

结构支架翻滚着颠到散架的旅程了。 

策略 

在管理大厦中，你会见到来自一些坎巴拉航天中心部门的代表，他们会帮助你调整资

金、声望和科学的消费和收入方式。 

策略分为两种类型，但是都需要支付启动费用，并且支持通过调整自己的目标，改变

投资回报。 

 

转换策略 

这些策略通过调整成本和奖励回

报，在较长时间内实现用一种货

币交换另外一种。根据做出的调

整如何，你需要支付一笔初始启

动费用，随后就会看到成本和奖

励随着你的游戏进程进行调整。 

 

 

 

 

即时策略 

这些策略即将一种货币转换为另外一种。启动成本就是你为了获取奖励需要付出的成

本，并且会立即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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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太空计划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发展科学技术。 

 

科研点 

研究科技和解锁相关部件都需要花费科研点。科研点可以通过

在坎系里不同地方完成科学实验和观察报告获得。 

达成里程碑和完成部分任务也能获得科研点。 

 

科研时载具的状态 

进行科研的时候，弄清楚载具的状态尤为重要。这包

括你的位置——所在星球/所在生物群系，运动状态

——大气内飞行、轨道飞行、已着陆等等。 

 

将这些东西结合在一起就成了载具状态——例如 已

着陆在 Minmus 的平原上 

获得科研点 

大部分科研数据都是通过科研组件和坎巴拉人获得的。利用实验室处理数据可以获得

更多科研点。 

舱内/舱外报告 

在载人舱和坎巴拉人的右键菜单里。一

般来说这类报告做完一次后，在同一地

点再重复就不会获得更多有效数据了。 

 

 

 

 

实验报告 

通过使用科研组件可以获得更有价值的数据，但一些

科研组件只能在特定状态下使用。 

 

比如说，在真空中使用气压计不会得到任何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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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数据转化为科研点 

当你进行活动时，就会生成数据

报告。 

最主要的从数据中提取科学点数

并增长坎巴拉人的知识的方法，

是将数据带回 Kerbin。  

 在结果页面，你能看到所有报

告选项。 

说明：发现和传输条显示总共可能获取的科学点数，和当前报告能够获取的点数。 

带回 Kerbin 

选择“保留试验结果”后，报告将会被存储，

等待 Kerbin 表面的坎巴拉人或航天器发

现。这样做通常会帮助你获得最大的科技点

回报，而且是从任何试验和课题组合中提取

全部科学点数的唯一方法。 

 

 

打电话回家—远程数据 

另一种将数据带回 Kerbin 的方法是数据传

输。 

发送报告意味着你无须飞回基地就能获取科

学点数，但是会损失一部分获取点数。 

另外一个缺点是无论你尝试多少次相同的试

验/课题组合，都无法得到全部科学点数。 

传输选项 

发送报告时，你需要通信天线和足够的电能完成数据

传输。如果你的电能不足以一次发送所有数据，可以

选择接收部分结果 (选择“允许部分返回”模式)或是撤回

报告，再次尝试 (“要求完整结果”模式，即默认模式)。 

和通常一样，可供选择的部件有很多种，在数据吞吐

量和电能消耗量方面的属性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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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地处理数据 

另外一种使用数据的方式是使用 MPL-LG-2 移动处理实验室。你需要在职业生涯中逐

渐解锁这个大型部件，但最终获得的好处会非常多。 

 

如果你的飞船上有科学家，就可以在实验室中处理报告。他们会将数据逐渐处理成科

学点数 (消耗大量电能)，然后将报告返还给你，供你发回 Kerbin。船上的科学家数量

和级别决定报告数据转化为科学点数的速度。 

 

另外一个额外效果是实验室能“清理”黏性物质和小型科学实验室模块，这样在提取数据

后就可以再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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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太阳系物产丰富，矿石就是其中之一。 

 

寻找矿石 

你可以在两种不同的环境中发现矿石—星球上和小行星中。让我们从星球采矿开始。

要想找到好的采矿点，最重要的是收集情报。为此设有三个扫描装置，帮助你定位良

好的矿点。 

轨道扫描器 

如果需要了解某行星的矿石丰富度概况，可以在极地轨道部署一艘航天器，随后使用

M700 探索扫描器进行扫描。这样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带有矿石信息的行星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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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扫描 

既然你已经对矿石集中分布的地区有了一定了解，接下来该做什么？ 

窄带扫描器 

这台扫描器的功能是获取行星表面的高分辨度图像，扫描范围是航天

器正下方的区域。在完成轨道扫描后，这些结果可以用于提供更多关

于矿石密度的信息。 

 

 

 

 

这里提供了大量信息和选

项，帮助你找到着陆并开始

开采的最佳位置。 

 

 

 

 

地面扫描器 

着陆后，这台扫描器的使命是在行星上“挖掘真相”，并且将轨道扫描得到

的成果进一步优化。 

说明：你不需要绕轨道一周也能使用地面扫描器。 

小行星采矿 

太阳系中的每颗小行星都含有一定矿石。一般来说，小行星体积越大，矿石含量也越

多。 

但是，发现矿石存量的难度比较大。 

要想探知一个小行星包含的矿石量，你需要靠近

小行星，然后查看它的属性。 

也就是说在你能够确知矿石存量之前，需要先前

往该处。 

采矿的影响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当你从小行星中提取矿石

时，小行星的质量会减少。开采出的矿石会使开

采航天器的重量增加，所以除非你在开采后将矿石丢弃，否则你的航天器会变得很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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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探 

要想把矿石从地底取出来，你需要钻头！钻头是一种电能消耗量很大的设备，在开采

矿石的同时会产生大量热量。这也意味着钻探时需要多加考虑，细心管理。 

坎巴拉工程师为你准备了两种型号的钻头。 

大型钻头 

专为长期开采行动设计，能将最后一点矿石都发掘出来，可能适合做

加油站的一部分。 

 

 

 

小型钻头 

如果你在执行短期跳跃式任务，只想着陆，开采一些

矿石然后继续前进，那么这款钻头是你的完美选择。 

记住，你需要在正确的位置钻孔，这款钻头能开采的

最低矿物密度为 2.5%。 

 

存储与转化 

矿石是一种含有多种化学物质的资源，用途十分广泛。钻头发掘出矿石之后，你需要

准备用于存储矿石的容器。 

矿石存储 

存储开采出来的矿石时，有多种选择。 

 

 

 

 

 

矿石转化 

坎巴拉版的简易烤箱。转换器将矿石熔

化，制作出液体燃料、氧化剂、单组元推

进剂或是三者的混合物，这取决于你使用

的配方。 

和钻头一样，转换机有两个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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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转换管理 

由于开采和转换都是耗时较长的过程，保持资源流动性需要进行战略思考。在回顾过

去时，发现去年一年什么也没做，就糟糕了。这里有一些需要考虑的事情： 

核心热量 

管理部件的核心热量是长期运转的关键。如果核心热量无法维持，那么效率就会受到

影响。最佳核心温度是：    

钻头：    500K     

转换器：  1000K 

部件热量 

所有的热量肯定要排出去，通常是通过你的航天器完成。因此通常你需要在船上准备

多个散热器，管理热量。   

容量 

在提取矿石或将其转换成其他资源时，你必须有存储终产物的空间。如果你开始开采

和转化，就意味着需要考虑存储两种资源。 

电能 

这些过程的电能消耗非常高，所以你需要良好的电源 (例如太阳能或燃料电池)以支持

其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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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历史 DLC 

 

创造历史 DLC 是坎巴拉太空计划的第一个扩展包，包含了一系列全新历史组件和功能

强大的任务编辑器。本章是创造历史 DLC 的简要说明。 

任务编辑器 

 

在任务编辑器中，你可以创建属于自己的飞行任务和挑战。然后你可以自己启动任务

或者与全世界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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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器工具栏 

工具栏位于任务编辑器顶端，你可以在这里找到创建、加载、启动任务、任务概览和

测试任务的一系列按钮。 

 

 

 

 

 

 

 

 

侧边栏 

任务由画布上的节点连接所构成。你可以在侧边栏找到所有创建任务所需的节点。 

 

 

 

 

  

新建任务 打开任务 

保存任务 

在构建任务时 

逐步测试任务 

退出编辑器 

任务简介： 

在这里查看任务简介并修

改全局得分或成就。 

在跟踪站观看： 

跟踪站会显示任务的关键

信息。可以查看坎巴拉系

内的关键任务点。 

使用搜索功能快速查找节点 

每个分类的节点具有 

相似的功能 

 鼠标悬停于节点上 

可查看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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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画布 

你可以在任务画布放置节点，将节点互相连接即可构成任务。当画布上有两个以上的

节点时你可以连接这些节点作为任务的初始路径。你可以移动画布、放大/缩小视角来

获得更多/更少的屏幕信息。 

 

 

 

 

  

撤销/还原 

最大化/还原 适合屏幕 

自动排列节点 

重置面板 

运行验证 

验证报告 

隐
藏/

取
消
隐
藏 

放
大/

缩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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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节点/连接器 

任务节点可以放在任务画布上的任何位置，且在放置后仍可以拖动。任务节点拥有输

入/输出连接器，连接器引出的连接线可以连接节点。可以从一个节点引出多条连接线

来创建不同的分支。灵活运用分支可以提高任务难度。用鼠标在输入/输出节点分别单

击以引出连接线，按 Delete 删除。 

 

节点合并 

若干节点可以与其他节点合并，并生成更多的任务选项。例如：逻辑节点可以与除起

始节点和得分节点以外的所有与节点合并，生成节点可以与起始节点合并等等。 

 

任务若进行到合并节点，就会立刻执行所有合并的节点，你也可以借此将玩家引至不

同分支。 

  

设置终端节点： 

在设置中将节点设为终端节点，

当任务进行到该节点时结束。 

若要查看哪些节点能合并到其他

节点，可以在画布拖动节点时查

看是否有合并标记。你也可以从

侧边栏的节点详细信息中取得相

关信息。 

某些节点可以与其他已经合并

的节点合并来创建更多的连接

器。尝试一下，看看能创作出

哪些组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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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动作窗格 

你可以在设置动作窗格(Setting Action Pane, SAP)中定义选中节点的设置。你可以上下

滚动 SAP 并可以折叠/展开标题来显示更多/更少信息。 

 

图像动作窗格 

图像动作窗格(Graphic Action Pane, GAP)会以图像来直观地表

示 SAP 的一些设定。如果该设置选项支持 GAP，则选项旁会

有一个眼睛图标。 

 

你可以用 GAP 实现许多设置，如选取可用或禁用的部件、变

更天体轨道、在天体上放置目标等等。 

 

GAP 可以通过拖动、旋转、缩放等不同方式互动，这取决于

要查看的选项。 

  

你可以在此设置节点标题 

点击图钉图标将在任

务画布上显示该项设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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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P 工具 

GAP 中显示的各种图标能够让你方便地使用各种功能。此处显示的图标因显示内容而

有所变化。 

 

 

 

 

任务简介 

你可以在任务简介窗口查看任务相关信息，如横幅、标题、得分、奖励等等。 

 

 

 
  

天体选择器 

显示资源 

筛选按钮 

环境界面 

缩放滚动条 

光照滚动条 

最大化 

锁定 

重置面板 

目标概述 重命名任务 

奖励设置 

得分设置 

横幅设置 导出任务 

MOD 信息 

任务简介 



KSPedia 汉化版 

 

101 

导入/导出/验证 

任务需要导出才可分享。导出任务即可将任务所有数据打包成一份压缩文件以供分

享。如需导入任务，请将需要导入的任务压缩包解压到 ksp 根目录的 Missions 文件

夹。 

 时刻关注任务验证报告图标，如果为红色则说明出现问题，绿色则一切正常 

 

  在此处可以设置任务验证方式为手动。 

任务将会导出到： 

KSP 根目录/Missions/_Ex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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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时的界面 

任务小应用 

任务小应用有两种版本——建造和飞行版。它们可以在进行任务时起到不同的帮助作

用。 

建造版可以在建造时提供帮助，让你了

解飞船的限制以及其他必须遵守的规

则。你可以在这里切换当前飞船，也可

以在 VAB 和 SPH 中转移。 

飞行版可以显示已完成/未完成的目标、

任务的终点及可能的支线任务。 

测试/检测点 

【原版错误太多，正在施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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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得分/结束 

为玩家设定分数是一种衡量成功和帮助他们进步的绝佳方式。你可以通过得分节点为

玩家设定得分。 

任务结束时，玩家可在任务总结界面中查看自己的表现。单个目标得分及总分都会在

任务总结中显示。 

 
  

作为任务的创建者，你也可以为达到特定分数的

玩家发放奖励或是成就。 



KSPedia 汉化版 

 

104 

常用 MOD 推荐及简单教程（待补完） 

CKAN 

Forum/90246 

这是一个游戏外 mod 下载器，以下提到的 mod 都可以用它下载。使用过程中可能需

要爬梯子以获取部分下载地址。 

MechJeb 

Forum/111978 

MechJeb 坎巴拉太空计划里的自动驾驶系统，火箭进入发射阶段后右侧就会出现控制

面板可以打开 MechJeb 的各个界面，对于火箭发射的控制,入轨等都非常有帮助。此外

它的自定义面板（Custom Window）可以被用来看各种飞行数据，非常有用。 

 

Ferram Aerospace Research (FAR) 

Forum/19321 

它可以有效提高空气动力学的真实性（和造飞机的难度）。如果你发现你的自虐倾向

已经饥渴到普通 FAR 都无法满足你了，你可以去坎巴拉太空计划吧精品区去找找

HoneyFox 的魔改版 FAR。 

飞机建造完成之后可以参照 MMG 的教程《带你进入飞机魔改的大门》进行修改。 

 

 

  

http://forum.kerbalspaceprogram.com/index.php?/topic/90246-the-comprehensive-kerbal-archive-network-ckan-package-manager-v1161-13-mar-2016/
http://forum.kerbalspaceprogram.com/index.php?/topic/111978-110-anatid-robotics-mumech-mechjeb-autopilot-257-19-apr-2016/
http://forum.kerbalspaceprogram.com/index.php?/topic/19321-11-ferram-aerospace-research-v01561-von-k%C3%A1rm%C3%A1n-42316-now-with-win64-compatibility/
http://tieba.baidu.com/p/4346762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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