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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 天 探 月 神 州 梦 圆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姜天骄

为了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飞天揽月之
梦，我国于 2004 年正式开展月球探测工
程，并命名为“嫦娥工程”。自此，一代代
科学家一步一个脚印，一棒接着一棒，推动
着中国航天事业不断攀向新的高峰。

敢上九天揽明月

1957 年 10 月 4 日，世界历史上发生
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苏联成功发射了
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2 年
后，美国“阿波罗 11 号”飞船搭载航天
员奔向月球，完成了人类首次登月的壮
举。而在中国，一颗梦想的种子也在悄悄
发芽。

1978 年，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的布热津斯基访问中国，并赠送了一件特殊
礼品：一块只有1克重的、小指尖大小的月
球岩石样品。当时国内很多科学家参与了对
这块神秘石头的研究。“什么时候我们也能
飞到月球上，采集一块这样的石头呢？”敢
上九天揽月，成为那个年代科学家心头的
执念。

1994 年，在一大批科学家的极力推动
下，中国探月科研进入准备阶段，从必要
性到可行性研究，从发展战略到长远规划
……科学家们最终制定了探月 20 年发展规
划，在 2020 年前后分 3 个阶段完成嫦娥探
月的“绕”“落”“回”。

第一阶段为“绕”，即发射我国第一颗
月球探测卫星，突破至地外天体的飞行技
术，实现首次绕月飞行。

第二阶段为“落”，即发射月球软着陆
器，并携带月球巡视勘察器 （俗称“月球
车”），在着陆器落区附近进行就位探测。

第三阶段为“回”，即发射月球采样返
回器，软着陆在月球表面特定区域，并分析
采样，然后将月球样品带回地球，在地面上
对样品进行详细研究。

2004 年 1 月份，国务院批准绕月探测
一期工程立项，并正式命名为“嫦娥工
程”。但是，当时质疑和反对的声音也很
多，甚至有人表示与其花“冤枉钱”搞探
月，不如搞经济建设。

为了使公众理解并形成社会支持力
量，科学家们在科研之余还开展了月球探
测的科普知识传播。那时，中国月球探测
工程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每年要作 50 多场
科普报告，还写了大量科普读物和书籍。

“当时国务院批下的工程经费为 14 亿元，
仅相当于在北京修两公里地铁的费用。为
了让‘嫦娥’顺利奔向月球，研制人员先
后攻克了卫星轨道设计、大幅度提升远距
离测控技术等多项技术难关。”欧阳自远
说，这项工程投入之少、见效之快、水平
之高，世界罕见。

2007 年 10 月 24 日，我国成功发射首
颗月球探测卫星嫦娥一号。与嫦娥一号一起
奔月的，还有 《歌唱祖国》《但愿人长久》
等 30 首歌曲、戏曲片段，以及 《义勇军进
行曲》《东方红》两首特别选用歌曲。

同年 11月 26日，嫦娥一号开始在环月
轨道上“唱歌”。当时在中央电视台直播的

《拥抱月球》 节目中，主持人请时任探月工
程总指挥栾恩杰和时任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孙
家栋点歌，两人稍加商量，异口同声道：

“我们两个点 《歌唱祖国》。”当“五星红旗
迎风飘扬”的歌声传来，在场者无不为之

动容。

从终点回到起点

嫦娥一号成功完成既定目标，并创造了
多项世界第一，但是科学家对未知领域的探
索没有止步。嫦娥一号不是中国探月工程的
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

考虑到二期工程需要攻克的关键技术
多、技术跨度和实施难度大，再起炉灶会造
成很大浪费，相关部门经慎重研究，决定将
嫦娥一号的备份星改造为探月工程二期的先
导星——嫦娥二号卫星。

据介绍，嫦娥二号实际上相当于“绕
月”与“落月”的桥梁和纽带，目的是为
嫦娥三号实现月面软着陆进行关键技术验
证。在嫦娥二号的工程研制阶段，研制人
员加强自主攻关，实现了 6 大技术突破：
突破运载火箭直接将卫星发射至地月转移
轨道的发射技术，直接将卫星送入地月转
移轨道；试验了 X 频段深空测控技术，初
步验证深空测控体系，为嫦娥三号任务积
累了工程经验；验证了 100 公里月球轨道
捕获技术，为嫦娥三号任务探索了技术途
径；验证了 100 公里×15 公里轨道机动与
快速测定轨技术；对低密度校验码遥测信
道编码、高速数据传输、降落相机等技术
进行了试验；对嫦娥三号任务预选着陆区
进行高分辨率成像试验，成功获取虹湾地
区优于 1.5米分辨率的图像……

如果说，嫦娥一号、嫦娥二号卫星绕月
飞行揭开了中国探月的序幕，那么嫦娥三号
落月，“玉兔”月球车漫步虹湾，则让中国
探月攀上新的高度。

探月活动风险很大，从国际探测数据
来看，在嫦娥三号之前，世界各国对月球
的探测共进行了 129 次，其中任务成功率
仅为 51%，有近一半的探测失败了。我国
要力争嫦娥三号登月一次性成功，难度可

想而知。
为实现嫦娥三号多窗口、宽窄度准时发

射，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对长三乙火箭展开了
提高运载能力、提高可靠性、高精度制导等
6 大专项技术攻关，确保嫦娥三号准确
入轨。

同时，“嫦娥”落下去、“玉兔”走起来
是嫦娥三号任务最大的难点。为了完成任
务，探测器团队大胆设想、小心求证，接连
突破了月球无大气条件下的着陆减速、自主
导航控制、月面生存、月面自主导航等核心
技术。

“从单机到初样再到正样，迈过了上百
个坎。例如，为了给探测器减重，我们做了
很多尝试。最后通过材料选择、结构优化和
设备集成化让‘三姑娘’成功‘瘦身’。”时
任探测器系统副总设计师张熇说。

此外，为了让“玉兔”拥有一双慧眼，
科研人员还为它搭载了一部测月雷达，在这
部雷达的帮助下，“玉兔”完成了人类历史
上首幅月球地质剖面图，揭露了月球雨海区
域火山演化的历史，首次发现了月球上没有
水的直接证据，也展现了月球表面以下330
米深度的地质结构特征，并发现了新的玄武
岩类别。

可以说，以月球探测为起步的深空探测
工程，集成了大量高精尖技术成果，是一个
国家科技水平和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探月
工程的成功实施，提升了我国的系统集成、
测控通信、运载火箭等航天技术水平。探月
中产生的新技术更带动了新能源、新材料等
高新技术的发展。

仰望星空向未来

2018 年 12 月 8 日 2 时 23 分，中国在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
成功发射嫦娥四号探测器，开启了人类首
次月背探秘之旅。经历了长达 26 天的太

空 跋 涉 ， 嫦 娥 四 号 月 球 探 测 器 终 于 在
2019 年 1 月 3 日登上了月球背面，成为了
世界上第一个着落在月球背面的探测器。
此后，嫦娥四号通过“鹊桥”中继星，传
来了首张月背表面全景照，向世界展现了
月背的完整风貌，至此嫦娥四号圆满完成
探月任务。

月球宛若一个巨大的迷宫，引领着人类
走向一个又一个神秘的未知。在这条追梦的
道路上，中国虽然起步晚，但追赶世界航天
强国的脚步从未停歇。一些外国学者纷纷表
示，嫦娥四号着陆月背不仅是中国航天科技
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全人类探索太空的
重要一步。它的意义不仅局限于中国本身，
更是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开辟了广阔合作
前景。

古人曾说，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
观，常在于险远。探月至今，人类得到了不
少来自月球的科学数据，但我们对月球的了
解依然只是一点皮毛。未来，科学家们还要
在月球上开展原位资源利用，建立人类走向
深空的前哨站。也有科学家认为，人类未来
的目标是登陆火星，而月球是非常理想的中
转站，以及测试各种载人航天技术的训练
场，人类或许可以在月球上组装和发射航天
器，再利用原地资源生产所需的燃料，最终
为人类走向深空提供重要支撑。相信中国探
月工程的发展，必将为人类探索太空提供更
广阔的平台。

我国为什么一定要搞探月工程？面对一
些质疑的声音，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
仁这样回答：一个民族如果不抬头仰望星
空，只埋头看脚下，是没有希望的，也是没
有未来的。

“我希望在我们这一代或者下一代能够
把我们这个航天大国建设成为一个航天强
国，不再是追赶世界先进水平，而是能够领
先世界水平，那是我们这几代人的梦想！”
吴伟仁说。

江山代有人才出

2019 年 1 月 3 日 10 时 26 分，嫦娥四
号成功登陆月球背面，实现了人类首次
月球背面软着陆。除了新闻本身令人振
奋，一组科研团队的照片也引来网友热
议，“没想到中国的航天工作者都是年轻
人！”

据介绍，在嫦娥一号任务时，工程
“两总”（总设计师、总指挥） 系统的平均
年龄达到 73 岁。栾恩杰、孙家栋等老一辈
科学家深知，嫦娥一号仅仅是深空探测的
第一步，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拥有世
界上最年轻的航天人才队伍，才意味着中
国航天事业拥有美好的明天，才能给我国
的深空探测打下坚实的基础。为促进探月
团队可持续发展，他们主动退居二线，默
默在幕后奉献，为中青年人才的成长发挥
自己的光和热。

从嫦娥二号开始，一大批中青年勇挑
重担，攻坚克难，成为工程管理和技术实
施的骨干。探月工程二期“两总”队伍平
均年龄比一期工程下降了 5 岁，嫦娥三号
任 务 中 ， 卫 星 副 总 设 计 师 出 现 了 “70
后”，载荷系统中也涌现出许多“80 后”
小将。如今，在探月工程“两总”队伍
中，45 岁以下的中青年技术骨干人才占比
接近一半。

参与过我国多项载人航天工程及月球探
测计划的西安卫星测控中心高级工程师李远
平表示，探月工程磨炼培养了一批航天人，
后续的年轻人还在源源不断进入这个行业。
总体来说，我国航天体系人才结构合理，朝
气蓬勃，充满希望，后继有人。

2018 年 12 月 8 日，长征三号乙运载火

箭成功将嫦娥四号送入预定轨道，开启了

人类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的探测之旅。我

在电视上看了火箭发射的整个过程，当时

特别激动和兴奋。因为，该火箭的发动机

是由航天科技集团六院 7103 厂研制生产

的，是我和“战友”们共同奋斗制造出

来的。

我来自陕北延安的一个小山村，在陕西

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机械制造和自动化专业毕

业后，以实操第一名的成绩，被航天科技集

团六院7103厂录用，成为一名航天人。

多年来，我经手的产品都是各型号火箭

发动机的核心件、关键件。为了尽快熟悉这

些“宝贝”，学习成为了我工作中的首要大

事。每天早上，机床启动要有 20 分钟的热

机时间，这 20 分钟是我揣摩各种先进的参

数和指令的黄金时间。机床正常生产后，则

是我实践学习成果的时间。正是这样一边学

习、一边实践、一边复习的过程，让我真正

熟悉了自己的工作。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和同事们一起

通过钻研技术方法，设计并改进专用工具，

有效解决了某重点型号关键件的生产瓶颈。

并彻底改变了经济型数控设备钻孔深度无法

控制的现状，加工效率大为提升。

2016 年，长三乙火箭发动机喷注器生

产，当时工厂紧急接到该关键产品的生产任

务，其中有项关键部件精度要求极高，相当

于头发丝的十分之一，加工难度是车间现有

设备中最大的，即使是高级技师加工，合格

率也只能保证20%。

经过半个多月的摸索，我们提出了

“设备热稳定性”概念。这个思路颠覆了之

前的传统模式，第一批试加工，合格率直

接提升到了 90%。此后，我们把加工方法

与思路固化形成操作规程，班组同事参照

此法，生产出的第二批产品合格率达到

100%。

汽蚀管是液体火箭发动机上的一个关键

零件，其质量将直接影响火箭的飞行状态。

以前该零件采用的是电铸加工方法，但合格

率不高，一度影响了产品的正常交付。我和

班组成员一起集思广益，通过选择合理的刀

具、工艺顺序、切削参数等手段，实现了发

动机汽蚀管的机械加工，不仅合格率大幅提

高，加工工艺也更简化，而且生产周期大大

缩短。

在工作之初，我觉得技术工人没啥

难 的 ， 就 是 四 个 字 —— 熟 能 生 巧 。 现

在，随着阅历的增长，以及在实践中遇

到的各种新问题，让我明白了不是凭经

验就能解决问题，工匠精神的本质不仅

在传承，还要大胆创新。未来，我们将

继续拼搏，努力创新，不断为中国的航

天事业添砖加瓦。

（作者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六院技术
工人）

在传承中创新
何小虎

图为嫦娥四号着陆器彩色全景图。 国家航天局供图（新华社发）

2019年1月3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科研人员庆祝嫦娥四号探测器降落成功。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摄

2018年 12月 8日 2时 23分，我国在西昌

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

射嫦娥四号探测器。

新华社记者 江宏景摄

2019 年 1 月 17 日，中科院光电技术研

究所研制人员在对嫦娥四号地形地貌相机

进行电路调试。

新华社记者 刘 坤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