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洞被称为飞行器的摇篮，万众瞩
目的新型飞机、神舟飞船、导弹等国之
重器在研制过程中都离不开风洞的“千
锤百炼”；它的学科涉及空气动力学等
现代工程领域的方方面面，每一个“战
场”上都镌刻着创新的足迹。

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是我
国风洞事业的顶梁柱，我国几乎所有飞
机、导弹、飞船等航空航天飞行器都在
中心进行过空气动力试验研究任务，中
心在几乎所有涉及空气动力学的国家重
大研究计划和工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

创新，是这支团队的灵魂和生命。
多年来，他们坚持以创新驱动发展，推
动实验研究能力不断提升，吹响了中国
空气动力事业竞逐世界一流的冲锋号。

迎难而上 夯实根基

空气动力技术是发展先进航空航天
飞行器的重要支撑，是国家间较量的重
磅砝码。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过去许
多年里，西方国家对我国严密封锁，由
于没有风洞设备进行试验，我国刚刚起
步的航空航天飞行器研制工作不得不放
慢速度。

上世纪 60 年代，为打破西方封锁
遏制，自主发展我国“两弹一星”和航
空航天事业，老一辈国家领导人和科学
家们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作出了整合
力量、集中建设我国国家级空气动力研
究机构的战略决策。

喷管是风洞产生均匀高速气流的重
要 部 件 ， 被 形 象 地 称 为 风 洞 的 “ 心
脏”，是风洞设计中的关键技术难点。
我国原有风洞采用的是落后的固块喷
管，效率非常低下。“不创新就要落
后。”设计师刘政崇敢于做第一个吃螃
蟹的人，“要想发展大型跨超声速风
洞，先要从攻破关键核心技术开始”！

为了阅读英文资料，熟悉俄语的
刘政崇从 ABC 起步，恶补英文知识；
为解决柔壁喷管的技术和安装难题，
课题组成员争分夺秒，夜以继日。在
狭小的洞腔内试验，他们一干就是七
八个小时，因为腰部过于劳累，常常
要在风洞外躺很长时间才能站起来。
刘政崇的小女儿出生时，他还在绘图
板前挥汗如雨。

十年磨一剑，他们终于研制出我国
第一座柔壁喷管，于 1982 年底安装到
1.2 米跨超声速风洞中。看着两块巨大
柔板协调地移动，在场的科技人员无不
喜极而泣。

冰花，晶莹剔透、纯洁美丽，却是
飞行器的潜在杀手。据不完全统计，全
世界因结冰导致的飞行事故上千起。为
破解这一难题，欧美航空强国陆续建设
了多座结冰风洞，开展相关试验研究工
作。

因为没有自己的结冰风洞，我国飞
行器研制工作被迫进行调整，甚至不得
不冒险在自然结冰气象条件下试飞⋯⋯

“ 只 有 把 核 心 技 术 掌 握 在 自 己 手
中，才能真正掌握发展的主动权。”从
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建设大型结冰风

洞的呼声越来越高。面对国外技术封
锁，国内缺乏技术储备的局面，气动人
针对我国航空工业对结冰风洞的迫切需
求，主动进行结冰风洞的前期研究，开
始了新的艰难探索。

年逾七旬的刘政崇带领设计团队又
一次站在新的起点，摸着石头过河，历
经 1000 多个日日夜夜，攻克了制冷系
统、喷雾系统和高度模拟系统等多个关
键技术难题，扫清了结冰风洞建设的技
术障碍。

梅花香自苦寒来。2013 年 10 月，
均匀的水雾从上千个喷嘴中喷涌而出，
温度曲线不断下降，从 20℃到 0℃，再
到零下 20℃、零下 30℃⋯⋯试验模型
上的冰凌从无到有，慢慢变白、变厚
时，试验大厅里掌声如潮水般响起，我
国首座多功能结冰风洞首次验证性试验
取得圆满成功。参试科研人员望着“中
国风”吹出的“中国冰”，似乎闻到了
一股浸润苦寒的幽幽暗香，再也抑制不
住激动，热泪盈眶。

设备是基础，技术是关键。依托先
进的试验设备，中心科研人员自主探索
出尾旋、颤振、热防护等一大批配套完
善的先进试验技术，让中国风洞的综合
试验能力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自主创新 勇攀高峰

科研是没有硝烟的战场，惟创新者
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多年
来，中心科研人员在一个个陌生领域拓
荒前行，血液里早已注入勇于创新、敢
于创新的细胞和基因。

尾旋，是飞机的“死亡陷阱”，飞
机一旦进入尾旋不能及时改出，就难以
避免机毁人亡的结局。中心科研人员主
动作为，依靠配套的尾旋试验技术和飞
行仿真分析方法，开展大攻角风洞试
验，最终掌握了飞机失速、尾旋特性及

改出方法，并提出了改进飞机设计和操
纵的建议。

载人航天工程是我国空间科学技术
领域的重大战略工程。发展载人航天，
气动力、热和防热问题是必须首先攻克
的关键技术难题。以返回舱为例，在返
回地球穿越大气层过程中速度最高达到
二十几倍声速，剧烈的压缩和摩擦最高
可能产生数千摄氏度的高温气流，解决
飞船防热问题，是整个载人航天工程的
重要课题。

上世纪 80 年代末，中心科研人员
就瞄准这座航天领域的高峰，全方位投
入关键技术预研攻关，完成了工程研制
各阶段的试验研究任务几百项，为我国
载人航天工程提供了大量准确可靠的
气动试验数据，解决了一系列关键技术
难题。

“科研创新绝不能等待观望，必须
只争朝夕。”中心科研人员创新的脚步
一刻不停，把目光投向了我国航天领域
又一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探月三期工
程。他们开展了返回器再入气动问题研
究、外形优化设计、气动热环境预测等
数十项技术攻关，解决了返回器气动布
局和热防护系统设计等关键技术难题。

2014 年 11 月，中国探月工程三期
再入返回器安全着陆在预定着陆点，任
务取得圆满成功。伴随着中国人探索太
空的脚步越走越远，气动人创新开拓的
勇敢担当，也一同荣耀地写进了浩瀚天
宇。

人才引领 团结协作

实现大发展、大作为，根本在人
才。一流的创新，要有一流的创新人
才。那些关系型号研制成败的气动关键
问题，之所以能够迎刃而解，得益于这
里培养集聚了国内规模最大、能力最强
的国家级空气动力人才方阵。

近年来，他们扎实做好团结、引
领、服务工作，真诚关心、爱护、成就
人才，在领军人才、科技团队、青年英
才培养上持续用力，制定出台高层次科
技创新人才培养实施办法，不断加快人
才国际化培养步伐，推动人才培养与世
界一流接轨，一大批勇立潮头的攻关团
队和科技英才脱颖而出。中心 60%新增
科研课题由 35 岁以下青年骨干担任负
责人，成为推动国家空气动力事业发展
的中坚力量。

青年科技专家易贤潜心空气动力学
与飞行器结冰的交叉学科研究十余年，
在国内首次提出飞行器结冰的数值仿真
方法和试验理论，在实践中得到广泛应
用。

青年科技专家杨党国在高速飞行器
气动噪声控制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经过
潜心研究，提出了一种振动模态预测方
法，发展了工程实用的飞行器部件气动
噪声预测技术，34岁就当上了高速飞行
器气动噪声研究团队主要负责人。

余永生博士参与完成多座大型风洞
设计任务，37 岁就被任命为大型低速风
洞总设计师,迅速成长为我国风洞设计
团队的后起之秀。

女博士胡华雨致力于强场物理研究
和气动-电磁问题理论与试验研究，所
开展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研究项目引起
国际同行关注。

目前，中心拥有 10 位“973”技术
首席、17 位“863”专家，108 人享受
政府特殊津贴，19人次入选国家创新人
才工程，还有“气动热试验功勋研究
室”“科技创新模范”“全国杰出专业技
术人才先进集体”等一大批科技创新典
范，形成了院士领衔、专家众多、英才
辈出的生动局面。

夏日的一天，一阵嗡嗡的
电机旋转声打破了新疆塔克拉
玛干沙漠腹地的宁静。一股股
黑色的积炭，从中石化西北油
田采油一厂一台加热炉的烟道
中喷出，人们欢呼喝彩。原来，
这是西北油田首席技师、采油
一厂采油一区生产运行主任毛
谦明正在测试最新发明的加热
炉烟道吹扫机。

以往清理烟道、烟筒是用
长杆子深入烟道内部进行清
理，因烟道呈“U”形，很难清除
干净。毛谦明发明的烟道吹扫
机是将吹扫管深入到烟道内来
回刮削，直至彻底清理，不但环
保节能，每年还可为厂里节约
费用 443 万元，极具推广价值。

“这就是我的工作，我们的生产
就是在不断改进中，一点点进
步的。”毛谦明一脸谦虚。

单薄的身子，戴着一副近
视眼镜，匆匆地穿梭在地处塔
克拉玛干沙漠北缘西北油田各
井站间的石子路上⋯⋯20 多
年来，毛谦明忙碌的形象已烙
进采油一厂老职工的脑海中。

生于 1973 年的毛谦明是
“油二代”，1994 年来到西北油
田井下作业固井队。毛谦明说，
油田为我们创造了良好的工作
条件，我要努力培育一粒散发
石油味的创新种子，扎根油田，
在沙漠里成长。

固井用的水泥罐虽然“身
躯庞大”，“心脏”却很脆弱，只由几根气管线和气囊组成。
如果使用时间过长，气囊胶皮老化产生裂缝造成出气不
均匀，就会导致水泥成块状进入搅拌系统。水泥罐常因此
停用，影响作业。

刚到固井队工作时，毛谦明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他手
持电筒爬进罐内多次观察实验，最终用透气性能适合的
硬帆布替代胶皮，获得成功，小改进解决了大难题。

工作以来，毛谦明一直奋战在生产一线。“只有多跑
现场，才能发现并解决问题，确保生产安全高效地运行。”
他说。

2001 年 5 月，毛谦明到采油一厂巡检维护队当巡检
工。当时，巡检工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给采油树注脂。一
组 3 个人，一人装润滑脂，两人注脂，由于压力高，一上午
最多注 2口井，还累得够呛。

下班后，毛谦明躺在床上，开始琢磨如何做一个自动
注脂设备。一天，他看到一个脚踩式油枪，来了灵感:“能
否按照这个设备的原理改造注脂枪？”

起初他以为很简单，但总是失败。同事劝他：“别折腾
了。”毛谦明却没有放弃，他打听到库尔勒市有专门经营
高压材料和设备的企业，就主动提供草图，请厂家加工。
来来回回试验几十次，经过一年多改进，终获成功，毛谦
明兴奋地跳了起来。新研制的高压气动注脂泵可自动打
压、操作简便、安全可靠，一个人就能操作，效率提高数
倍。凭着这项发明，毛谦明首次获得国家专利证书。

让毛谦明终生难忘的一项发明，缘于一次手指夹伤
的意外事故。一天早上，毛谦明正在工作，一辆车飞速停
靠在他跟前。“那边出事了，快去想想办法。”来人匆匆说。
赶到现场，只见一名同事正站在采油树上，手指被夹在抽
油机悬挂器上，鲜血顺着胳膊流下来。原来在施工时，刹
车装置打滑，导致了事故。“赶紧调吊车解救。”一时没有
好办法，毛谦明和工友只好轮流扶着伤员，等待救援设
备。一小时后，工友的手指终于脱离悬挂器，被送到医院
救治。

毛谦明连续几晚睡不好觉，他和同事们反复研究，发
明了悬绳器拨叉和传感器装卸工具，这个工具能够代替
人工安装测试仪器，避免了人员再次受伤。

爱琢磨、勤动手，毛谦明攻克了一个个难题。为保证油
井取样的真实性，他主持发明的“螺旋混配取样器”得到推
广安装；井口环保导流罩节约20%的巡检时间⋯⋯

“我们与创新之间的距离，就像隔着一层玻璃门，只
要勇敢地拿起榔头，就会砸开创新之门。”截至目前，毛谦
明主持和参与发明 30 余项，有 7 项获得国家专利，累计
降本增效 5000 余万元。“毛谦明劳模创新工作室”2011
年成立以来，他已累计带徒 56 人次，培训员工达 2500 余
人次，为企业技术革新作出了突出贡献。

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勇于创新、攻坚克难——

让中国“风洞”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本报记者 姜天骄

一路奋斗走来的中国空气动力研

究与发展中心，将创新视为整个团队

的 灵 魂 和 生 命 ， 面 对 复 杂 的 国 际 环

境，他们不愿亦步亦趋、受制于人，

而是将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

手中，用生动实践诠释了：只有主动

创新才能赢得未来。

勇于创新的团队拥有更持久的竞争

力。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科技创

新已经成为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支撑。

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正是因为

从战略高度积极谋划，在很多前沿领域

抢占先机、获得优势，才会在一次次竞

争中赢得主动，立于不败之地。

创新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最关

键的是思想观念要先行一步。中国空

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主动摒弃那些

制 约 创 新 发 展 的 思 想 障 碍 和 观 念 桎

梏，从创业之初就抱定一个信念，创

新成果绝不仅仅是技术的商品化市场

化，而是科技经济紧密结合的全局性

系统工程，每一次创新都在为经济社

会的进步推波助澜。

一流的创新要有一流的人才作为支

撑，未来竞争最根本的是人才的竞争。

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将创新的

触角延伸至“人”的环节，让人才聚指

成拳，形成合力，在尊重知识、尊重人

才、尊重创造的创新氛围中，充分激发

人的主观能动性。正因为有这样一群敢

于创新、善于创新的科研人才，我们的

民族和未来才充满希望。

主动创新才能赢得未来
姜天骄

油田工匠毛谦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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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巴中市南江县黑潭乡元顶村
元顶山半山腰，有一个远近闻名的“留
守儿童之家”，这里有 700 余名留守儿童
和他们的“果爸”和“张妈”。“果爸”
陈果和“张妈”张蓉是一对教师夫妇，
在这里无私地照顾着留守儿童的学习生
活，让这些大山深处孩子们的生活不再
单调和孤寂。

南江县地处大巴山腹地，是国家级贫
困县。元顶村的青壮年大多在外务工，留
下老人在家种地、照顾小孩。在海拔
1000 多米的元顶山半山腰，一座两层白
色教学楼尤为显眼，陈果、张蓉夫妇就在
这里教学。

22 年前，陈果高中毕业后，在巴中城
区一所小学代课，工资很低。为了生计，

他改行做起生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可
一次回乡探亲的经历“刺痛”了他。

1999 年，陈果携妻张蓉回到村里，
当时正是上课时间，几个学龄儿童却在
田间玩耍。他们询问后得知，因学校离
家远无人接送，这几个孩子失学在家。

“回城后，他满脑子都是娃儿上学
的事，寝食难安，痩了一大圈。”张蓉
说，“再三考虑后，我答应同丈夫一起
回村办学”。

当年秋天，一所家庭式学堂出现在
元顶村。夫妻俩最初的设想是让学生能
就近安心读书，渐渐地，外村的孩子也
来了，想在家里寄住，他们就腾出两间
屋子免费给学生住。

随着住宿生越来越多，夫妇俩感到

家庭学堂教学、生活条件有限，压力越
来越大。2005 年，陈果夫妇转入公办元
顶村小学代课。和他们一同转入元顶村
小学的，还有在学堂就读的几十名学生。

元顶村小学在陈果夫妇到来后，开
启了新的办学模式——全托式寄宿制。
学校在负责幼儿园至小学三年级教学任
务的同时，还承担起本村及附近村留守
儿童的全托管理。今年，元顶村小学共
接收了 51 名留守儿童，年龄从 2 岁半到
16 岁不等。除春节，孩子们全年寄宿在
村小，学校成了他们临时的“家”。

陈果夫妇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他
们每天早晨 6 点起床，给孩子们上课、
辅导学习，洗衣做饭，要晚上 12 点才能
睡觉。夜里还要叫醒年龄小的孩子起

夜，两人没有睡过安稳觉、吃过清净
饭。就这样，他们坚持了 17 年，照看过
700 多个留守孩子。“我们累了，孩子们
争着捶背；渴了，争着端水给我们喝。”
陈果笑着说，每当这时，疲劳就一扫而
光。

从办家庭式学堂到转正成为元顶村
小学教师，夫妻俩收入一直不高。然
而，清贫的生活并没有动摇他们的坚
守。有人高薪聘请陈果改行，被他婉言
谢绝——这些孩子离不开他们。

陈果说，从这里走出去的孩子，有
的已经读完高中、大学，有的已经参加
工作。“每逢节假日，他们就回来看望我
们，叫一声‘果爸、张妈’，这就是我们
最快乐的时候，感觉我们的付出值了。”

留守儿童的“果爸”“张妈”
本报记者 吴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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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空气动力研

究与发展中心成功举办第

十届国际应变天平会议。

王 硕摄
◀ 图 为 0.6 米 × 0.6

米连续式跨声速风洞。

余 江摄

▲ 科研人员在高频等离

子体风洞试验现场研究课题。

余 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