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6月10日 星期四10 特别报道

打 造 数 字 生 产 力

步 伐 坚 定 奔 向 星 辰 大 海

“十四五”开局之年，中国航天科

技集团各项科研生产任务再创历史

新高。近日，记者走进该集团某

厂总装生产新区，发现偌大的

厂区十分安静，生产车间悄

无声息。原来，该厂研发

中心积极探索数字化

总装转型路径，员

工正忙着学习数

字化设备新知

识 。 数 字

化 总 装

基 于

数

据管理的工艺系统，会结合设计要求和历史

信息，选择出最优工艺路线。工艺文件下发

时，相应的制造资源也随之“流动”起来。“每

道工序和所用零件都写得明明白白，领料和

‘点菜’一个样。”有 10年工龄的部段生产班

组组长刘俊飞演示起了领料操作，只见他在

工位电脑上轻轻一点，大约5分钟，一辆AGV

小车载着所需零件停在工位旁。拿起零件，

刘俊飞表示，如今领料操作比以前便捷多了。

操作界面追求简单、高效，用户体验则

追求舒适、智能。由研发中心青年设计师贺

飞飞主导开发的“1.0 版本可视化装配作业

支援系统”用时 7 个多月，征集各类改进意

见 30余条，迭代优化不下 10轮，终于投入使

用。该系统将操作步骤视频化，并对关键工

序进行语音风险提示，与智能工具柜互联

后，还可进行工具追踪，提升生产现场管理

水平。可穿戴外骨骼系统通过结构外力

让工人以最舒适的姿势进行装配操

作，深受工友们欢迎。

今年，中国航天全年发射次

数有望首次突破40次，面对高

密度任务形势，必须要有一

套与之相匹配的科研生产模式。在各发射

场的总装厂房中，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的检验

员人人胸前挂着一台机器，通过数据线连接

手中的相机。只见他们用手在这台机器上

快速操作，拍摄的照片就按航天器不同部位

自动导出，原本繁杂的检验拍照工作变得十

分便捷。原来，这台机器是总环部自主研发

的便携式结构化影像记录采集系统。通过

这套系统，照片可以实时导入并与产品结构

关联，后期检索也变得十分方便。

变速箱油泵身处国产汽车变速箱研制

供应链的关键环节。目前，国内有能力生产

变速箱油泵的企业只有两三家。航天科技

集团七院航天世源就是国内少数变速箱油

泵生产商之一。该公司厂房面积仅有 4000

平方米，但厂房内设备很多；其中 4 条采取

“黑灯工厂”模式的智能化生产线更是引人

注目。“以前每个班次需要 3~4 人，现在 1 人

就够了。”一线工人坦言，企业实现数字化转

型后，自己的工作重心从操作变成了监督。

依靠智能化生产线，该公司大批量型号全部

实现加工、流转、检测全自动化，不仅效率提

高了2至3倍，还实现了极好的品控。

从东方红一号叩开太空从东方红一号叩开太空

大门大门，，到天问一号勇闯探火到天问一号勇闯探火

之路之路，，从各大应用卫星服务从各大应用卫星服务

经济社会发展到北斗导航系经济社会发展到北斗导航系

统向全世界提供优质服务统向全世界提供优质服务，，

我国航天事业之所以能不断我国航天事业之所以能不断

取 得 新 突 破取 得 新 突 破 ，，靠 的 是靠 的 是““ 三三

件件宝宝””。。

一是靠党中央的坚强领一是靠党中央的坚强领

导导。。新中国成立之初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百废

待兴待兴、、百业待举百业待举，，航天事业处航天事业处

于一片空白于一片空白。。党中央以非凡党中央以非凡

气魄和胆略作出发展航天事气魄和胆略作出发展航天事

业的伟大决策业的伟大决策。。中国航天前中国航天前

进路上的每一次关键技术的进路上的每一次关键技术的

突破突破，，每一次飞行试验的成每一次飞行试验的成

功功，，每一次急难险重任务的每一次急难险重任务的

完成完成，，都凝聚着党中央的决都凝聚着党中央的决

策和关怀策和关怀，，凝聚着党组织和凝聚着党组织和

广大航天党员干部职工的智广大航天党员干部职工的智

慧和力量慧和力量。。航天事业取得的航天事业取得的

辉煌成就证明辉煌成就证明，，坚持党的领坚持党的领

导导、、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党的建设，，是我国航是我国航

天事业不断创造新的力量源天事业不断创造新的力量源

泉泉，，是航天事业持续发展的是航天事业持续发展的

““根根””和和““魂魂””。。

二是靠几代航天人的不二是靠几代航天人的不

懈奋斗懈奋斗。。艰难困苦艰难困苦，，玉汝于玉汝于

成成。。几十年来几十年来，，中国航天人中国航天人

始终牢记国家利益高于一始终牢记国家利益高于一

切切。。在一次次震惊世界的试在一次次震惊世界的试

验成功和技术突破背后验成功和技术突破背后，，是是

航天人不讲条件航天人不讲条件、、不辞辛劳不辞辛劳、、

不求回报的默默付出不求回报的默默付出。。成绩都是奋斗出来的成绩都是奋斗出来的，，只只

有像航天人一样树立有像航天人一样树立““功成不必在我功成不必在我””但但““功成必功成必

定有我定有我””的奋斗精神的奋斗精神，，真抓实干真抓实干、、埋头苦干埋头苦干，，才是真才是真

正对工作负责正对工作负责、、对事业负责对事业负责，，对国家负责对国家负责，，对人民对人民

负责负责。。

三是靠自力更生三是靠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航天精神自主创新的航天精神。。载载

人航天人航天、、月球探测月球探测、、北斗导航北斗导航，，每一项重大航天工每一项重大航天工

程的成绩单背后程的成绩单背后，，都写满航天人自主创新的动人都写满航天人自主创新的动人

故事故事。。事实证明事实证明，，建成航天科技强国建成航天科技强国，，必须扛起加必须扛起加

快科技自立自强的顶梁之责快科技自立自强的顶梁之责，，把创新发展主动权把创新发展主动权

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只有这样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成为中国才能成为

当之无愧的航天强国当之无愧的航天强国，，为人类探索浩瀚宇宙做出为人类探索浩瀚宇宙做出

更多贡献更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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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1年年44月月2424日日，，中国航天大会在南京召开中国航天大会在南京召开，，参观者在参观参观者在参观

航天科普与成就展航天科普与成就展。。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季春鹏摄摄

本版稿件均由本报记者本版稿件均由本报记者姜天骄姜天骄采写采写

上图 2021 年 5 月 22 日，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

心，在“祝融号”火星车安全驶离着陆平台后，我国首

次火星探测任务工程总设计师张荣桥（右）和中国探

月工程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伟仁（左一）在

一起交流。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摄

下图 2021 年 5 月 29 日，搭载天舟二号货运飞

船的长征七号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

场点火发射。 新华社记者 蒲晓旭摄

1970 年 4 月 24 日，中国成功发射了第

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伴随着嘈

杂的电波声，一曲悠扬的《东方红》乐曲响

彻太空，这飘渺而神秘的乐曲让华夏儿女

心潮澎湃，也让世界为之震惊。中国由此

迈出了探索浩瀚太空的第一步。

50多年来，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奔向浩

瀚宇宙的步伐愈发坚定豪迈。从嫦娥探月

到天问探火，从北斗服务全球到空间站开

门纳客，一枚枚火箭拔地而起，一颗颗“中

国星”闪耀苍穹，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发

展到壮大，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自

主创新之路。

蓝图绘到底

对于中国航天来说，2021 年注定不平

凡。这一年，天问落火、空间站核心舱在轨

开工，天舟二号货运飞船稳靠太空港，神舟

十二号载人飞船蓄势待发……一系列重大

突破让国人和世界真切感受到中国航天正

迎来由大向强的飞速发展期。

回顾中国航天的发展

历程，党和国家一张蓝

图绘到底的战略眼光贯

穿始终。上世纪 90 年

代，中国经济基础仍然

薄弱，面对高投入、高

难度、高风险的载人航

天事业，我们没有望而

却步，而是选择迎头追

赶。面对一些国家处

心积虑对我国实施严

密技术封锁，我们没有

被挡住、摁住、掐住，反

而坚定走上独立自主

发展之路。

1992年 9月 21日，

党和国家正式决定上

马载人航天工程，并确

定了“三步走”发展战

略：第一步，发射载人

飞船，建成初步配套的

试验性载人飞船工程，

开展空间应用实验；第

二步，突破航天员出舱

活动技术、空间飞行器

的交会对接技术，发射

空间实验室，解决有一

定规模的、短期有人照

料的空间应用问题；第

三步，建造空间站，解

决有较大规模的、长期

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

问题。

在党的领导下，我

国载人航天事业从一

人一天到多人多天，从

舱内实验到太空行走，

从短期停留到中期驻留……先后突破掌握

了天地往返、太空出舱、交会对接等关键技

术。按计划，中国空间站建设正在稳步实

施：2021 年 4 月 29 日 11 时 23 分，中国在文

昌航天发射场用长征五号 B 遥二运载火箭

发射空间站天和核心舱；5 月 29 日 20 时 55

分，还是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天舟二号货运

飞船直冲云霄，经过8个多小时飞行后，天舟

二号精准对接于天和核心舱后向端口。一

切准备就绪，接下来，计划于6月发射升空的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将带着3名航天员奔赴

空间站进行为期 3 个月驻站生活和工作

……下一步，中国空间站长期在轨运行将充

分用于开展各类科学技术研究，进一步推动

科学技术的进步。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上世纪九十

年代，免费的 GPS 对于全世界民生来说都

是巨大的福利，但是中国没有依赖国外先

进技术，又一次走上独立自主发展之路。

如今，随着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

式建成开通，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够

享受北斗系统开放、免费、高质量的导航、

定位和授时服务。北斗相关产品已出口

120余个国家和地区，向亿级以上用户提供

服务，基于北斗的国土测绘、精准农业、数

字施工、智慧港口等已在东盟、南亚、东欧、

西亚、非洲成功应用。

举国一盘棋

航天事业是“千人一枚箭”“万人一杆

枪”的事业。中国航天起步伊始就得到全

国人民举国同心的大力支持，航天人集国

家资源优势建立了配套的科研生产体系，

在三线腹地建起航天战略大后方。

据统计，在载人航天工程中，直接参与

其中的研究所、单位多达上百家，配合单位

多达上千家，涉及数十万科研工作者。“实

施载人航天这样宏大的工程，没有党中央

集中统揽，没有全国大协作，是不可想象

的。”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表示。

北斗三号提前半年完成了全球星座部

署，开通全系统服务，彰显了中国速度。谈

起北斗经验，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

室主任冉承其表示，北斗高效组网的经验

是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工程中，400多家单

位、30余万科技人员集智攻关，攻克星间链

路、高精度原子钟等 160 余项关键核心技

术，突破 500 余种器部件国产化研制，实现

北斗三号卫星核心器部件国产化率100%。

举国一盘棋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千千

万万航天人把个人理想与祖国命运联系在

一起，把个人选择与国家需要联系在一

起。在美国人眼中，钱学森是最优秀的火

箭专家，美国时任海军部副部长金贝尔曾

说：“无论在哪里，一个钱学森都抵得上 5个

海军陆战师！”但是，钱学森在被美国软禁

了整整 5年后，还是义无反顾踏上坎坷而漫

长的回国路。钱学森的同门师兄弟、著名

力学专家郭永怀，放弃了美国优渥的生活

条件，毅然带家人回到祖国。遗憾的是，他

在一次空难中不幸牺牲。当人们找到他被

烧焦的遗体时，无不潸然泪下，即便是在生

命的最后时刻，他怀中还紧紧抱着装有绝

密资料的文件袋。

在神舟七号任务后，航天员刘伯明云

淡风轻地讲起一次险情。舱门一打开就报

火警，怎么办？当时，刘伯明对翟志刚说：

“如果起火，我们也许就回不去了。不要想

别的，按照程序继续把该干的活干完。”后

来，翟志刚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让五星红旗

在太空留下永恒的瞬间。

探索无止境

2020年，中国共实施了39次发射任务，

其中，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成功首飞，拉开

了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阶段任务序幕；嫦

娥五号首次实现了我国地外天体采样返

回；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成功发射，迈出了

中国行星探测的第一步……党的十八大以

来，中国航天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一步一

个脚印奔赴星辰大海。

航天应用继续取得重要进展。目前，

中国在轨运行应用卫星数量超过 300颗，形

成了以中星、亚太、天通等系列卫星为代表

的通信卫星体系，以风云、资源、海洋、环境

减灾、高分等系列卫星为代表的遥感卫星

体系，以及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共同构成的

空间基础设施，构建了较为完善的卫星应

用体系，有力支撑了各行业的综合应用，带

来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中国航天以积极开放的姿态开展国际

交流，为近 3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实施 50余

次发射任务，提供近 20次搭载服务，宇航产

品成为我国高端装备“走出去”的新名片。

国家航天局积极参与联合国外空委及空间

与重大灾害国际宪章、机构间空间碎片协

调委员会等国际组织活动；发布《中国航天

助力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声

明》，向全球开放共享高分卫星 16 米数据，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重大自然灾害等人

类共同挑战作出重要贡献。

探索永无止境。翻开“十四五”规划蓝

图，中国航天的篇章更加精彩。2021年，中

国航天全年发射次数有望首次突破 40 次；

载人航天空间站工程进入关键技术验证和

建造阶段；天问一号实施中国首次火星

“绕、着、巡”探测……当前，世界航天进入

大发展时代。国家航天局副局长吴艳华表

示，中国航天将弘扬“两弹一星”精神、载人

航天精神、探月精神等深厚博大的航天精

神，坚定不移走自主创新的道路；充分发挥

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汇聚各方面战略科技

力量集智攻关；大力培养领军人才，激发创

新活力；加强开放合作，广泛开展国际交

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航天力量，

使更多人享受航天新发展带来的福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