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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报手机客户端 军报记者 我们的太空

如果梦想可以创造，那么西昌卫
星发射中心或许是探月梦想起航的地
方。

1 个月前，伴随巨大的轰鸣声，
有“探月港”美称的西昌卫星发射中
心迎来“高光时刻”，嫦娥四号发射成
功，开启新的旅程。

将卫星送至月背，这在发射中心
尚属首次。相比之前的发射，此次探
月背难度更高。发射窗口少，2018年
机会仅一次；发射窗口窄，最短不过
1分钟。这一切稍纵即逝，对发射中
心的科研人员挑战不小。

确保探月的顺利起航，科学规划
时间，让发射时间更加精准，是发射
中心首要解决的问题。
“5、4、3、2、1，点火！”这让无

数国人屏息倾听的口令，来自发射场
01号指挥员陈政。这是他第 13次担当
“01”号，在他看来，“01，只是任务
中的一个普通代号，我只是按规定执
行程序。”

从容自信的背后是经验的积累。
点火发射，用“丝毫不差”来形容再
合适不过。和“01”号指挥员陈政一
样，工程师何龙是发射程序中的一
环。按下点火按钮的他，曾在 10多个
控制系统岗位历练，才有如今“金手
指”的殊荣。

不管是“01”号指挥员陈政还是
工程师何龙，为了嫦娥四号成功发射
这个“高光时刻”，他们付出了太多努
力——

一本本翻烂的技术规程，摞起来
比人还高的笔记，以及精细到毫米的
线路图，浸透了他们艰辛的汗水；

发射台前闪烁的状态灯，亮灭时
间点他们都熟记于心，操作无一出错。
“每天叫醒我的，不是闹钟而是梦

想。”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计划部副部
长李本琪看来，时间和效率是他们孜
孜不倦的追求。以往，火箭三级常温
连接器对接，平均时间 16分钟，为了
确保充足的应急处置时间，他们不断
优化对接方法，最终将总用时定格在
9分钟。从 16到 9，“省出来”的 7分
钟，确保“零窗口”发射万无一失。

在吊装操作手刘超眼里，为了实
现梦想，他能做的就是提高吊装效
率。3个月时间的苦思冥想，手工制
作出一个既可以预判吊装位置，还能
确保火箭吊装精准的标校器，工具的
应用大大缩短了吊装时间。

在追梦的道路上，“01”号指挥
员陈政、按下点火按钮的何龙、吊装
操作手刘超……在航天领域，有千千
万万像他们一样的追梦人。他们的岗
位看似平凡，“只是按规定执行程序
而已”，但他们梦想绽放的时刻是那
样璀璨。

嫦娥系列、北斗导航卫星、风云
系列……一个个梦想在西昌卫星发射
中心留下“高光时刻”。“高光”褪
去，走进这些岗位，聚焦这些面孔，
他们在中国航天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刻
下新的高度。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团队——

绽放探月梦想

从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上脱离后，
嫦娥四号开始了她的太空“曼舞”。

飞过漫长的旅途，“四姑娘”登上
“舞台”。动力下降、减速调姿、悬停避
障……嫦娥四号穿上一双量身定制的
“舞鞋”——7500N变推力发动机，时而
“轻手轻脚”，时而“大步流星”……

“舞鞋”，出自航天科技集团变推力
发动机研制团队成员之手，有媒体这样
形容，它让嫦娥四号“不仅飞得稳，还要
落得准”。

这双“舞鞋”，最早“穿”在嫦娥三号
的“脚”上。和嫦娥三号相比，嫦娥“四
姑娘”要在月球背面着陆，面临的环境
更复杂，对发动机的要求更苛刻。因
此，它的外观涂层使用寿命更长、衡量
性能的指标——比冲，也从 308秒提高
到 310秒。

看似不起眼的涂层和 2秒钟的差
距，却是团队成员多年来攻坚克难的创
新成果。

这双“舞鞋”的研制之路，早在
2006 年已经开启。当时，嫦娥三号动
力系统“最后一棒”的重任，落到了航
天科技集团变推力发动机研制团队
手中。

然而，变推力发动机的研制之路困
难重重，他们不仅要面对一无经验、二
无材料的窘境，更为棘手的是，这双“舞
鞋”要求 5年内完成交付。而常规情况
下，从论证设计到产品交付，研制一种
新发动机至少需要10年时间。

时间紧、任务重，研发团队的压力

可想而知。团队带头人兰晓辉知道，除
了“撸起袖子干”，并无别路可走。几年
时间里，他带领团队不断改进和试验，
从现有发动机基础理论和相关技术寻
找突破口。

40 多万公里的“奔月路”，发动机
要长期在轨，必须经受近 200℃的温差
和高强度的震动。为了提高可靠性，研
制团队把发动机工作时间比实际飞行
时间延长了数倍，将空间环境预想得更
为苛刻。

2011 年底，当变推力发动机连续
8 台可靠性试车全部获得成功，研制
团队紧绷的神经，总算稍稍放松。“首
秀”的那一天，探测器要在高速飞行
时进行“紧急刹车”，发动机开机点火
的信号准时传回地面，让所有人为之
欢呼。

多年的付出换来“首秀”的精彩，欢
呼之余，兰晓辉也曾记得——

在产品的质量复查单上，他们曾对
200 多根导管、400 多条焊缝管路、400
多处螺钉连接一一做到精细化处理；

在一次对即将交付的产品进行测
试中，电磁阀开启时间超出了几毫秒。
紧要关头，团队成员顶着压力将产品重
新拆卸、查找问题根源……

这一切，只为让嫦娥四号能在险
象环生、环境复杂的太空上演最美
“舞姿”。

如今，美丽的“四姑娘”再次怀抱月
球车，在星空划出一道美妙的弧线。所
有的艰难跋涉，对他们而言，值了。

航天科技集团变推力发动机研制团队——

定制太空“舞鞋”

“舞台”中央，跳跃的“音符”按
时奏响一曲动人的“乐章”。

来到神秘的月球背面，嫦娥“四姑
娘”翩翩起舞，从容踏上预定轨道。精
确定轨、测站预报、生成计划……

很多人看到了台前起舞的“四姑
娘”，却鲜有人知幕后“飞控人”创新
的足迹。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他们密
切关注着“四姑娘”的一举一动，将来
自各测控站、测量站的实时数据，汇聚
后下达相应指令。用数据“乐章”为
“四姑娘”的太空之旅领航。

从星箭分离到中途修正，从近月制
动到绕月飞行……这些都凝聚着飞控技
术的一次次创新突破。

空间环境的波动、数据传输的干
扰……嫦娥四号的每一步都如同“在
刀尖上跳舞”。在总体室主任谢剑锋眼
里，此次任务最大的特点，是通信需要
通过“鹊桥”中继星传递。难点在于着
陆器、月球车都要占用“鹊桥”的通信
“带宽”。

他们决心研发一个中继资源规划分
配平台，确保信息“带宽”的畅通无
阻。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平台研发团队
查资料、分方案、算效率，一连几个月
吃住在实验室。

最终根据用户需求的优先级和特
点，他们将诸多申请进行编排、计算，
破解了这一难题。这一平台遇到再复杂
的情况，也能第一时间求出“最优
解”，保证中继资源最大化利用。

“创新就是生命力。”在嫦娥三号任
务中，尽管 10余次轨道控制均做到分
毫不差，但“飞控人”仍不满足于现
状。

在嫦娥三号的遥操作控制系统上，
8个不同的系统模块独立开展工作，怎
样简化操作程度？科研团队又一次发起
攻关。

在团队的集智攻关下，2个月的时
间内，嫦娥四号的遥操作控制系统成功
升级。如今，仅需要 4名“乐手”就能
吹奏出同样美妙的“舞曲”。

令人瞩目的嫦娥四号探月之旅，
科研团队更多的创新“音符”还将
在这里奏响，更多幕后的付出也将
被铭记——

为了奏响创新“音符”，北京航天飞
行控制中心启用“天、地、人”合一的工作
模式，进行了上百次轨道控制预演；

为了奏响创新“音符”，北京航天
飞行控制中心每一个团队，把 80%的时
间留给了工位；

为了奏响创新“音符”，平台研发
组组长费江涛，一连几个月铆在实验
室里，终于研发出了中继资源规划分
配平台。

在航天人看来，创新是一场没有终
点的奔跑。梦想不停，创新不止，哪怕
是到了“登台演出”那一刻，飞控团队
仍要根据探测数据随时校准“音符”，
甚至临时“作曲”。

听！创新的“音符”又在太空中奏
响！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团队——

奏响创新“音符”

“新赛道”上，信心十足的“玉兔
二号”，上演了一出完美的“月球接
力”。

作为备份星，嫦娥四号与嫦娥三号
本是一对“双胞胎”。当“三姐”圆满
完成任务后，原本只是替补队员的“四
姑娘”被赋予了新的任务。

握 紧 “ 接 力 棒 ”， 踏 上 “ 新 赛
道”，自信从容的嫦娥“四姑娘”开始
全力奔跑。

自信的底气，源于无数次的锤炼与
考验——

作为嫦娥四号设计研制的主力“教
练员”，航天科技集团嫦娥四号研制团
队深知，月背环境更复杂、地貌状况更
苛刻，他们一刻也不能松懈。

严苛的“教练员”，才能培养出
优秀的“运动员”。在科研团队的精
心设计与研制改进下，如今身为“主
力前锋”的她从“替补队员”已经脱
胎换骨。
“新赛道”看似风平浪静，实则险

象环生。“广寒宫”的夜晚，温度最低
能降到-180℃。为了让“四姑娘”顺
利度过“寒冬”，研制团队大胆创新，
巧妙配置了同位素热源为设备供热。

看似简单的配置，离不开他们背后
的付出。在巡视器主结构生产过程中，
仅是与移动分系统相关的外协产品，就
有数十种。
“需求万变，努力不变。”结构分系

统主任设计师张武带领团队无数次进行
试验和测试。为了追求顶板热控效果和

质量的完美，他们就要对库房中的 200
多张铝蒙皮毛配件进行严格筛选，力求
产品不留瑕疵。

选好材料，制成“衣裳”，为她在太
空中遮风挡雨，支撑起一道安全屏
障。为了编织“衣裳”，副总设计师张
玉花带领团队，用了 1 个多月的时间
完成了 12 类 144 项试验总结，详尽答
复了 20多位专家针对系统提出的上百
个问题和建议，完成了“探测器总体
组”和“着陆与安全分离组”两项独立
评估测试。

发令枪响的时刻终于到来。那一
刻，“教练员”与“选手”都绷紧了神
经。为了“终点冲刺”，他们必须确保
各阶段测试工作顺利完成和万无一失。
发射场阶段的工作是嫦娥四号上天前严
把质量的最后一关，为了提升预想问题
和各项工作的深度，试验队员不断创新
思维、相互启发，确保嫦娥四号各系统
运行稳定。

当嫦娥四号优雅地登上月背，嫦娥
四号研制团队成员们，终于按捺不住内
心的兴奋与激动。比赛正式开始，嫦娥
四号拉开精彩探月的帷幕。

嫦娥四号的奔月路，何尝不是研制
团队的逐梦之旅？在这场逐梦太空的接
力赛中，“玉兔二号”顺利接过老选手
“玉兔”的接力棒，朝着“探月梦想”
迈出了一大步。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张新、韩阜

业、通讯员占传远、曾梓煌、薛子康、张石

水、王玉磊、宋星光、冯鸿嘉综合采写）

航天科技集团嫦娥四号研制团队——

上演“月球接力”

从“嫦娥奔月”到“吴刚伐桂”，围绕月球的传说流传千古。然而，这些

故事的背后，月背之谜始终未揭开。

带着中华儿女5000多年的夙愿，嫦娥四号开启了一条通往月球背面

的“奔月路”。

嫦娥“四姑娘”太空起舞，航天人幕后助力。在这条充满艰险的奔月

路上，凝聚着无数航天人的心血。他们是托举嫦娥四号的幕后英雄，用一

行行创新代码，铺就“四姑娘”奔月路。

梦想起航、太空接力、万里追月……他们在奔月路上书写着怎样的创

新代码？

让我们一起追寻那些台前幕后的故事。

奔月路上的创新代码

“确保‘零窗口’发射万无一失”声音 “创新就是生命力”声音

“不仅飞得稳，还要落得准”声音 “需求万变，努力不变”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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