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舟飞天、嫦娥奔月、北斗组网……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不断实现突破——

逐 梦 苍 穹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姜天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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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北京城的中轴线一路向南，出永定
门不到十公里，坐落着一个神秘的单位
——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中国运载
火箭技术研究院。这里被誉为“中国航天
事业的发祥地”，是我国历史最久、规模
最大的导弹武器和运载火箭研制、试验和
生产基地。

1956年10月8日，中央成立国防部第五
研究院，研制火箭导弹。1957年11月16日，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今航天科技集团
所属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正式成立，至
今已有60多年的历史。

60 多年来，一代代科学家、工程师接续
奋斗、自主创新，不断把航天事业推向新的高

峰。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经历了从无到有、从
一箭一星到一箭多星，成功完成了以神舟飞
天、嫦娥奔月、北斗组网、高分观测、对外商业
发射等为代表的国家重大工程的发射任务，
有力地支撑了我国从航天大国向航天强国
迈进。

下定决心搞科研

1958 年，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迁
往北京南苑，开始建设我国最大的导弹和火
箭研制基地。火箭院的创业者们面对艰苦
的生活条件，毅然投入到航天事业中。据导
弹总体设计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刘宝镛回
忆，当时听说要搞国防尖端科研，他和同学
十分兴奋。然而，当接他们的卡车一路向
南，走进一片荒地时，他和同学们都傻眼
了。“现在的办公区域当时还是农田和原始
森林。我们的宿舍是机场旁的一排小平房，
很潮湿，夏天蚊虫猖獗，冬天墙壁结冰，取暖
用煤炉，生炉子弄得满屋子都是烟。一点儿
也看不出‘尖端’。”

但创业中的年轻人有说有笑，觉得很快
活。在苦中作乐的氛围中，年轻的航天人在
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的引领下，走进神
秘的航天之门，踏上了导弹研制的征程。

我国导弹事业起步时期，还没有电子计
算机。科技人员只能用简陋的手摇计算机进
行复杂的弹道计算，一个多月才可算出一条
初步弹道。科学家在计算时，先按数字拨动
齿轮，每摇一次可完成一次加法，乘法则需摇
动多次才能完成。

当时的计算员顾循珍初次计算“1059”
弹道时，用了5张道林纸，用手摇计算机每天
计算十几个小时，纸破了就用报纸糊上几层，
在简陋的办公条件下，他们发扬“蚂蚁啃骨
头”的精神，用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终于算
出了第一条弹道。

火箭弹道设计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余
梦伦，当时经过2个月的手摇计算后，右臂整
整比以前粗壮了一圈。后来，他依据地球物
理和天体测量知识，终于弄清了地球扁率对
弹道的影响，又推导出了导弹在新坐标系中
的运动方程式，提高了弹道计算的精度。

在那个艰苦创业的年代，余梦伦说航天
人有两个相信：一是相信中华民族有能力攻
克科学的难关，二是相信广大知识界人士都
是爱国的。“就是在这种强烈的爱国情结激励
下，全体科研人员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也要搞
好这个尖端事业。”余梦伦说。

大胆创新永登攀

技术民主是老一辈航天人在中国航天
创建之初就倡导形成的创新文化，也是航天
事业 60 多年发展历程中沉淀积累的宝贵
经验。

1964 年夏天，我国在酒泉基地发射东
风二号导弹，那天戈壁滩气温高达 40 多摄
氏度，导弹加注推进剂后，随着时间的推移，
装入导弹的推进剂温度越升越高，最后出现
了由“气化”导致的部分推进剂外溢的问
题。若不及时补救，将影响导弹的射程，致
使导弹无法达到预定目标。指挥部当即召
开紧急会议，专家们谈了不少补救方案都不
合适。当时还是中尉军官的王永志听到不
少专家提出补充推进剂、增大火箭射程的方
案，便站起来说道：“不能增加燃料，而是应
该调整推进剂的混合比。”王永志话一出口，

语惊四座，有人当即反驳：“这种想法简直就
是开玩笑！”

王永志不甘心，鼓足勇气找到院长钱学
森汇报。钱学森认真听完他的建议，对他大
胆的逆向思维给予了肯定，并采纳了他的建
议，最后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创新对于科学家最大的挑战莫过于对
自身进行重新创造、重新调整、重新审视。
时任火箭院一部结构室导弹箱体结构设计
师陆友人就曾经与我国导弹与航天技术的
开拓者、火箭总体设计专家屠守锷有过一次
技术上的争辩。那次，屠守锷生气地指着一
张图纸问陆友人：“贮箱箱底衔接处，为什么
不加框？”

面对学识渊博、对待技术分外严谨的老
前辈的质疑，陆友人却一点儿都不害怕。因
为他知道火箭院是一个讲技术、讲民主的地
方，每一位老前辈都尊重事实、尊重科学，常
鼓励年轻人创新设计方案，只要是对的方案，
他们都会支持。

陆友人对自己的设计有充分的信心，他
坚定地回答：“我认为这个地方不需要加框。
我一定会拿出试验结果证明我是对的！”回到
研究室，陆友人就与试验生产车间的工人师
傅商量，先按照图纸生产出试验样品，用试验
证明设计是否合理。一个月后，样品生产出
来了。屠守锷也去现场参观了试验，当看到
工人们往贮箱里注水加压，整个过程箱体滴
水不漏，顺利通过了加压试验，屠老总笑着拍
了拍陆友人的肩膀，当场表态：“你的方案我
批准了！可以在型号上使用！”

超越自我争一流

近半个世纪以来，火箭院的发射次数快
速攀升，发射密度也越来越大。以长征三号
甲系列火箭为例，2018年10月15日至12月
25日，短短 70天时间，该系列火箭成功完成
了 5 次发射任务，平均一枚火箭的发射周期
仅 14 天。如此高效的发射离不开科研人员
的创新实践。

“上面级”有太空摆渡车之称，与火箭分
离后，它能直接将卫星送入工作轨道。在发
射前，要将上面级贮箱和气瓶中的压缩空气
排出，再充入氦气，称为“气体置换”。这个环
节听起来简单，但操作起来，却是一项急不得
的“精细活”。

远征一号上面级动力系统总体设计师李
欣告诉记者，一个上面级搭载的贮箱和气瓶
有近 10 个，体积、形状各有不同，最大的约
0.5立方米，最小的仅相当于一个矿泉水瓶，
它们对充气和排气的速率要求都不同，速率
控制必须精确。并且，为了最大限度减少空
气残留，每个贮箱和气瓶都要置换 3 次到 6
次，挨个排气再充气，通常要加班加点才能
完成。

一天，李欣和同事们在发射场车间进行
气体置换，其中一个气瓶完成置换需要半个
小时，另一个贮箱需要5分钟。充气开始后，
他一边观看仪表上的数据一边想：“过去我们
采用一个一个置换的方法，虽然能保证可靠
性，但重复枯燥的操作极耗费时间。现在我
们积累了经验，准确掌握了置换时间和速率，
如两个置换同时进行，既能保证质量，还能节
省5分钟，累计算下来，能省不少时间。”在李
欣和团队的努力下，新方案顺利完成，在保证
所有贮箱和气瓶气体置换都合格的前提下，
效率提高了一倍。

在火箭院，像李欣这样爱动脑筋、爱思

考、爱创新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在他们当中，
不断创新、不断改进流程以提高工作效率已
经成为一种自觉追求。

加注推进剂，是火箭点火前非常关键的
环节。长征三号乙火箭（简称“长三乙火箭”）
在点火前，需要补加两次推进剂，这一流程已
沿用了近30年。两次补加听起来简单，实际
操作却并不容易。仅一次加注，口令就达上
百条，需要四五十个工作人员，不断打开、关
闭各种阀门才能完成。火箭设计师朱平平大
胆地提出将两次补加合二为一，这样做既精
简了对贮箱加压、泄压的流程，又减少了推进
剂挥发。

2018年3月30日，长三乙火箭与远征一
号上面级将两颗“北斗三号”卫星送上太空。
在这次发射中，30年不变的火箭加注流程被
改变，未来长三乙火箭发射，推进剂加注流程
将更加优化。

从过去一次发射需要准备50多天，到现
在只需20多天，长三乙火箭发射流程在不断
地优化改进。每一步改进，都是在汲取前人
经验的基础上，千锤百炼反复推敲，正是这种
敢于超越、严慎细实的航天精神推动着我国
航天事业不断攀向新的高峰。

目前，长征火箭家族中备受关注的新成
员——长征九号重型运载火箭也正在开展关
键技术深化论证工作。长征九号火箭工程的
实施，将进一步促进航天科技和工业发展，使
我国运载火箭技术在 2030 年前迈入世界一
流梯队。

团队协作出成果

由于火箭整流罩容积有限，以往密集的
卫星布局，已经留不出空间供工作人员总装
操作了，怎么办？

一天，长十一火箭总体型号设计师布向
伟正在街上走着，忽然看到一个小孩在玩积
木，他灵光一现：“积木能搭出各种形状，也能
拆分开，卫星支架是不是也可以拆分开呢？
先把它拆分成5个部分，分别与卫星对接，再
把连同卫星的支架像搭积木一样拼接在一
起，不就解决了吗！”

在火箭箭体里，有各种测量仪器，为了把
这些仪器放进火箭，火箭的舱段上有很多窗
口，每个窗口都有一个口盖，平时是打开的，
临发射前才锁上。每个口盖都有十来把锁，
以前一个口盖要十几分钟才能锁上，多有不
便。火箭发射前，如果这些锁能够在更短的

时间内锁上，就能给发射队员撤离留出更多
的时间。

在一次讨论中，技术员季宝锋看到同事
无意中按动圆珠笔，突然想到可以巧用圆珠
笔弹力，他立即把圆珠笔弹簧拆下，用钳子剪
断，尝试着放到快速锁里面，在此基础上，季
宝锋和研制团队又进行了改良，加大弹簧弹
力，最终发明成功了“快速锁”。

航天工程是“万人一杆枪”的事业，在火
箭院，有很多具体的岗位，每一个岗位都是一
份责任。在这样的氛围里，航天人形成了团
结协作、同舟共济的大局观，在团队精神的推
动下，中国航天事业得以在创新中发展、在困
境中超越。

走进火箭院“余梦伦班组”，小小的办公
室墙上，挂着一幅书法作品：不同轨道、相同
梦想，弹道有痕、进取无疆。16个大字，生动
展现了这个弹道设计班组的形象。

火箭院党委书记梁小虹说：“他们中的
每一个人，虽然发展轨迹各不相同，但都怀
揣着对弹道设计相同的热爱和追求，就像太
阳系不同轨道的行星那样，围绕着同一个中
心旋转，而每条轨道的交汇和融合处，便会
闪现出班组的精彩亮点：创新、人才、合作
……这种运行模式形象地被称之为‘太阳系
团队’。”

“余梦伦班组”正是这种团队合作文化的
典型体现。在这里，从来没有密不告人的闭
门设计，也没有相互封锁的计算方法，一旦某
个人钻研出了新的设计工具，就会上传到共
享平台，与所有人分享，并共同优化、改进。
对于这一点，宋强有很深的体会。两年前，因
为英语能力最强，宋强被委派了一项重大任
务：申报一项国际标准。“国际标准是获得国
际话语权的基础，难度很大，要是光靠我一个
人的力量，绝对完不成。”入职刚刚两年的宋
强这样说。

组里成立了一个工作团队，由老中青三
代员工组成：宋强为组长，负责技术抓总、对
外公关、参加国际交流会议；弹道专家余梦伦
院士和茹家欣研究员，是团队的技术掌舵人，
主要负责技术把关；而青年技术骨干周天帅
等人，拥有大量的标准资料和丰富的实践经
验，为宋强提供了快速学习的途径。2012年
3 月份，这项名为“星箭分离远场要素分析”
的国际标准几经周折，终于得到美国、加拿
大、日本等国家的支持，正式获得立项。

每个人都将自己的最大努力聚合为团
队力量，这就是航天事业发展的动力源泉。

2003年，我来到航天科技集团所属运载

火箭技术研究院工作，研究迭代制导技术。

但在当时，要将这项技术应用到火箭上，还只

是一个梦想，因为我国运载火箭主要采用摄

动制导技术。

有人说，航天人没有星期六，也不一定有

星期天。对我来说，连春节假期也没有。为

了确保研制任务一次成功，有一年春节，大年

初四，浓浓的年味还没散去，我和同事就早早

来到单位，开始集中复查试验数据。那几

天，我们查数据、编程序、复核复算、写报告

……高效完成了所有复查任务。类似的场

景，还有很多，每一次的复核复算，都离成功

更近了一步。

要将一项新技术应用到火箭上，就要谨

慎更谨慎。否则，可能导致成千上万航天人

的辛苦付诸东流。我一次又一次告诫自己，

迭代制导技术必须一次成功，决不能出现任

何问题。

无数个日日夜夜，我和长二F火箭制导系

统设计师团队聚在一起，从型号总体方案到

系统设计，再到具体的仿真计算，每一个技术

难点的攻克，都凝聚着大家的心血。

2011年 11月 1日，迭代制导技术迎来了

“期末大考”。5时58分，长二F遥8火箭腾空

发射，顺利托举“神舟八号”飞船进入太空，

583 秒后，飞船精确入轨，大家都在鼓掌欢

呼，而我却放松不下来。因为成功入轨后的

具体精度，才是评价迭代制导技术成功与否

的关键。与型号队伍成员简单庆祝之后，我

们又回到了工作岗位上，进行数据判读。

最终，长二 F 遥 8 火箭入轨高度误差在

10米以内，入轨角度误差是0.001度，这相当

于用步枪在 2 公里以外打靶，误差不到 2 厘

米，创造了中国运载火箭发射史上的精度新

纪录。

终于成功了！为了这一天，我奋斗了整

整10年。10年的努力，让我国迭代制导技术

追上了与国外40年的差距，创造了奇迹。面

向未来，我会加速前行，还有第二个、第三个、

第四个 10 年等着我，去实现更多目标，创造

更多奇迹。

(作者为长二F运载火箭控制系统主任
设计师）

2017年4月20日，长征七号遥二任务火箭成功发射天舟一号货运飞船。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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