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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中 国 航 天

60 多年的发展史

上，从未有这样一

枚火箭让人如此关

注、如此揪心。

有人说，它的

成功，至少关系中

国航天未来 20 年

的发展。

它就是我国目

前运载能力最大的

火箭——长征五号

运载火箭。

从 2017 年 7

月 2日长五遥二失

利，到 2019 年 12

月 27 日长五遥三

任 务 发 射 成 功 ，

908 个日夜，对于

长五研制团队这支

钢铁之师而言，究

竟经历了什么？

从 失 败 到 成

功，这背后又要经

历哪些“不可承受

之重”？

娄路亮比规定的时间更早一些到位，

今天他的工作岗位是在指控大厅。

作为长五副总师，他已经在发射场工

作了 60 个日夜。长五遥二火箭在发射场

的各项工作进展都很顺利，再加上有首飞

成功作为托底，他对这次发射很有信心。

火箭点火前，娄路亮特意和身边的火

箭总师李东握了一下手，给了彼此一个鼓

励的眼神。

一切都很顺利，晚上 7点 23分，火箭按

时点火，娄路亮长舒了一口气。对于一个

新研型号而言，“点火”时的那一团熊熊火

焰，意味着发动机顺利“点着火”了，最大的

不确定因素得以排除。此前长五遥一的成

功首飞，证明团队把惊心动魄的发动机预

冷问题给攻克了。

随后火箭起飞、助推器分离、整流罩分

离，无论是参数还是大屏幕显示的火箭飞

行轨迹，一切都在向着“完美的结局”奔去。

然而，意外出现了。

当火箭飞行至 346 秒时，大屏幕上的

参数突然出现跳变，数据显示：有一台发动

机突然熄火了。

娄路亮的心一紧，大脑瞬间闪过多种

故障模式，他感觉时间都已经停滞了。他

脑海里始终盘旋着一个疑问：发动机是肇

事者还是受害者？

此刻，大厅里的人已经聚集在“两总”

周围了。由于一台发动机熄火，另一台发

动机仍在工作，给了火箭加速下降的动

力。火箭的飞行形成了加速向下的曲线，

很快，火箭就掉了下来，坠入海底。

事后有专家分析，如果火箭再坚持飞

行 50秒，还是有机会入轨的。很多入职不

久的“90 后”在现场悲伤地目睹了这一场

景，见证了航天发射失利的残酷。

晚上 8点多的文昌，暑气渐渐消退，此

刻已经完全被夜幕笼罩。很快，长五试验

队员陆陆续续回到了大本营。长五质量主

管杨慧留意到，往日里熙熙攘攘的食堂此

刻没有一个人说话，给“两总”留的饭桌空

空荡荡，不见一人。原本等着庆功的烟花

被孤零零地堆放在食堂门口。此刻，再多

看一眼都让人觉得悲伤。

娄路亮和其他“两总”饭都没吃就直接

从指控大厅回到会议室，一起判读数据，分

析原因。

通过初步分析，大家的意见很一致：问

题出在火箭芯一级的发动机——YF-77发
动机身上。可是，导致出现问题的原因是

什么？是诱因还是自身出了问题？

这批次的发动机在地面试车从未出现

过类似问题，首飞前 3 万秒的地面考核全

部通过。

会不会还有其他的问题没有发现？

大家前后方通力合作，紧急排查，初步

定位是发动机本身的原因。当娄路亮他们

再次从会议室出来，已经是天亮了。经历

了一天一夜的紧张工作，再加上失败情绪

的冲击，娄路亮感觉自己走路时双腿都发

软了。

7月 3日，火箭核心团队迅速处理完发

射场的工作，7月 4日就乘坐第一班海口飞

北京的航班回京。当乘坐的大巴驶出发射

场大门时，看着远处空荡荡的长五塔架，杨

慧没忍住，眼泪终于落下来了。

回到北京的第一站，大家不是回家，而

是直接前往会议室。

此刻，后方的数据已经同步分析出来

了，证实了大家的判断是正确的。大家迫

不及待地想捉住这个“鬼”——火箭发动机

的故障出自哪里？

2018年秋冬时节，长五遥三火箭

总装工作已经进入尾声，火箭即将出

厂，要去发射场执行任务的试验队员

已经开始做出差的排期了。就在这

个时候，位于北京云岗的试车台突然

传来让大家震惊的消息。

11月 30日，有一台发动机试车出

现了故障！从数据来看，故障参数和

遥二非常接近。

在座的所有人都“感觉不好了”。

此刻，和这台故障发动机同批次

的产品已经有两台安装在即将出厂

的遥三火箭上！

直觉告诉王维彬，这说明过去为

“遥二”开的药方还没有开准，或者

说，还有问题大家没有找到。

这让很多人再次惊出一身冷汗。

这意味着，火箭如果就这样出厂

进入发射程序了，后果不堪设想。

“对于长五这个复杂巨系统工程，我

们还有问题没有吃透，没有找准。”王

珏总指挥和李东总师立即上报集团

公司，建议暂停发射计划，火箭重新

进行归零，决不能带着隐患上天。

此刻火箭装配工作已经完成了

80%，装配师傅需要把火箭尾段进行

拆解，让“整体变成部段”。

发动机专家们再次回到原点，对

发动机的结构进行强化，确保发动机

在火箭高温、强振动的“恶劣飞行工

况”时能够“岿然不动”，全面提高发

动机的可靠性。

随后发动机经历了两次试车考

核，全部过关。遥三火箭再次准备出

海，瞄着 2019年年中进行发射的窗口

来进行准备。

2019 年 4 月 4 日——这一天，对

王维彬来说是一个比自己生日还要

记得清楚的日子。

交付后续飞行的发动机已经经

过了地面考核，性能参数全部正常，

不出意外的话将执行任务。但是细

心的设计人员在分辨振动数据时，发

现了一条异常频率线。

绝不带疑点和隐患上天，是中国

航天的一条铁律。接下来的分解检

查，大家发现发动机依然存在着隐患。

这个问题绝对不是偶然，YF-77
发动机氧涡轮泵出问题的原因究竟

是什么？

这让所有人陷入沉思，火箭副总

指挥曲以广觉得似乎总有一种无形

的力量一直在牵制整个研制工作。

大家要找的那个“鬼”还隐藏在黑暗

深处，正虎视眈眈地看着他们。

大家迅速回到厂房，把所有之前

经历过试车考核的 YF-77 发动机全

部找出来，采用新手段进行加严检

测。结果发现在同一个位置，多台发动

机都产生了微小裂纹。

随着一次次暴露问题，长五研制

团队对发动机问题的认识更深入了，

也越来越逼近真相。“这就等于之前

所有吃的药都是强身健体，但没有根

除病根。”王维彬说，这次终于击准要

害了。

找到遥二失利的原因之后，火箭

团队发现产品状态再也回不去了。

一方面是亟待破解的“发动机之困”，

一方面又是等不及的“时间后墙”。

长五团队再次到了绝地反击的紧要

关头。

一院党委书记李明华临危受命，

被任命为长五遥三火箭的第一总指

挥。在他的记忆中，这是中国航天 20
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第二次启动“第

一总指挥”的模式。历史就是这样巧

合，两次都是他来担任。他也被很多

人称为“救火队员”。

李明华把自己的工作总结为“把

方向、出方法、调资源”。当务之急，

他急需带领团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

法，重拾信心，带领大家冲出重围。

6 月 24 日，李明华把王珏等一众

核心人员叫到了他的办公室，集中破

解难题。

大家围绕 3种解决办法迅速进行

讨论。

一种方法是“加强”，扛过去。可

是加强到什么程度，上限在哪？

未知！

一种方法是“躲过去”。可是大

家发现面对长五这个“复杂巨系统工

程”，技术状态一直在修正，根本回不到

过去。

“躲过去”不可能！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改”，“大改”

还是“小改”？“大改”肯定时间不允许。

只能“小改”！

大家很快就“小改”的方向达成

一致。最终通过结构设计优化的方

式来提高发动机的可靠性，将发动机

的性能再提高一个数量级。

一个月后，修正后的 YF-77 发动

机再次被拉到了试车台。7 月 31 日，

紧张的试车工作再次展开，大家都知

道“背水一战”意味着什么。

经过一系列试车考核后，王维彬

向大家宣布：试车成功。所有的人都

欢呼起来，掌声雷动。

这个答案，他们已经等待了太久。

长五，这两年你经历了什么？
□ 本报记者 黄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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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墙，确保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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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摄影本版摄影 记者记者 宿东宿东

搞航天的人都会“谈归零色变”。“归

零”意味着失败，意味着“地毯式搜查”……

对于长五这项国家重大型号而言，“归零”

只会严上加严。

从 7月 4日开始，长五团队开始了为期

100天的归零工作。说“归零”之前，可以简

单说一下长五发动机的构成和作用。

长五起飞重量为 800吨，相当于540辆
奥迪小汽车，火箭点火时需要将这个庞然大

物送出大气层，靠的就是自身的动力系统。

长五的飞行靠 12台发动机提供推力，

点火时，8台液氧煤油发动机为 4个助推提

供动力，两台 YF-77 发动机为芯一级提供

动力，10 台发动机同步点火。火箭飞行

170 秒后，4 个助推分离，由两台 YF-77 发

动机继续工作，为火箭飞行提供动力。

飞行约 500 秒时，YF-77 发动机使命

完成，关机，此刻芯一级和火箭分离，芯二

级里的 YF-75D 发动机工作。第一次工作

350秒左右，关机后火箭滑行一段时间，之

后再次点火工作约 350 秒后关机，直至把

航天器送入预定轨道。

火箭飞行成功与否，动力系统至关重要。

很多人都知道长征五号火箭是在 2006 年

年底立项，却鲜有人知道 YF-77 发动机的

立项比火箭立项还要早 4 年，这说明了作

为火箭核心关键系统的发动机的重要性和

复杂性。这也就不难想到，为什么火箭一

出问题，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会不会是

发动机出了问题？”

长五遥二的问题在随后 100天的归零

工作中逐步得到了聚焦：一台 YF-77 发动

机出了问题。简单说，就是为泵输送燃气

做功的通路堵了，影响了氧燃料的正常输

送，缺少燃料的发动机自然很快就宕机了。

找到了问题，接下来就要找原因，然后

对症下药，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为什么会出问题？出问题的发动机产

品最后是什么样子的？

搞了一辈子发动机研制工作的长五火

箭总指挥王珏百思不得其解。2017 年 10
月，由国防科工局协调国家海洋局甚至还

派出了蛟龙号，打算在发动机入海的海域

进行打捞，让科学家们看到断裂后的氧涡

轮泵的“真容”。很可惜，“大海捞针”没有

成功。

看不到实物，只能靠大量的地面仿真

和试验参数来进行验证。

航天科技集团六院北京 11 所的发动

机专家王维彬是长五团队里的另一位副总

师，主要分管 YF-77 发动机的研制工作。

他对遥二的失败表示“不可思议”。在遥二

飞行之前，YF-77 发动机已经经过了地面

大大小小的试车考核，全部过关，从未出现过

类似的问题。无数次的“彩排”从未有过差

错，却怎么恰恰在正式演出时“掉链子”呢？

这是一个个案，还是一个批次问题

呢？他的脑子里始终琢磨这个问题。

2017 年 10 月 2 日，YF-77 发动机故障

定位工作完成；经过半年的改进，2018年 4
月，长五火箭完成归零评审。其间，YF-77
发动机连续经历了 14次试车考核，其中前

13次为长程试车。试验很成功，大家都很

高兴。

与此同时，火箭总体也加紧了对其

他分系统、单机的 200 余项改进升级工

作。YF-77的失利，让很多人感到头上

都悬着一把无形的“达摩克利斯之

剑”，同时也对长五这个复杂巨系统更

加充满了敬畏之心。

虽然这半年对很多人来说是

昏天黑地、没日没夜。但成功找到

了“拦路虎”，大家又有了前进的方

向。瞄着让火箭尽快出厂、矗立在

发射塔架上的目标，他们收拾行

装，准备再次出发。

中国航天一向秉承“质量至

上”的理念。在“进度”和“质量”

的天平上，一定是毫不犹豫地

偏向后者。

7 月底，发动机的顽

疾才被真正破解，此刻瞄

着 12 月 31 日的发射窗

口，时间不足 5 个月。

除去发射场两个月的

准备流程，留给长五的

时间只有 3个月了。

此刻，还有这些

工序需要完成——

需要拆卸原来

带 有 质 量 隐 患 的

YF-77发动机；

需要将发动机

运至天津上箭装

配、检测；

火箭从整体

恢复 到“ 运 输

状 态 ”；

已经两年

多没有执行任

务 的 发 射 场

地面设备进

行 检 修 恢

复；

火箭“打包运输”；

……

对“长五”这个约 57 米高的“巨

无霸”而言，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

身”。这其中还有多次评审会的流

程，以及与外协单位的沟通配合。

遥二期间负责长五质量工作的

杨慧此时开始负责长五的计划调度

工作。为了确保长五的时间进度，

她们把对长五的管理精确到小时，

把每一道工作的责任都落实到每一

个人，一分一秒抢时间。而集团公

司上下也以空前的力度全力保障长

五遥三发射。

杨慧举了一个例子，发动机加

工时需要的一种螺栓，按照正常的

加工进度，产品交付需要 3个月的周

期。在长五这里，3天拿货！设计师

几乎是拿着刚下线的产品，第一时

间飞抵北京。

产品到手，会被迅速送到总装

厂房。“大国工匠”高凤林师傅早已

等候一旁。焊接一气呵成，完美！

很快又进入下一个操作程序，一环

扣一环，一分钟也不能耽搁。

中国航天 60 多年沉淀的“大力

协同”的精神在长五遥三这里体现

得淋漓尽致。

9 月 26 日，第一台 YF-77 发动

机如期上箭装配。按照李东总师的

建议，首次采取了“垂直上箭”的操

作方式，3天后，发动机就装配完成。

10 月 6 日，第二台 YF-77 发动

机上箭装配。

10月14日，发动机测试工作完成。

10 月 16 日，芯一级箭体恢复至

运输状态。同一天，远望号抵达天

津港。

10月 17日~21日，完成装船。

10 月 22 日，装有长征五号的两

艘远望号从天津港出发。

长五遥三火箭，这次终于踏上

了征程！

为长五而战的勇士们，此时已

经集结！

当听到远望号那声清脆的汽笛

声时，到港送船的人群中有人默默

擦拭着眼泪。

遭遇失败时，没有哭；

归零没日没夜时，没有哭；

一波三折看不到希望时，没有哭。

而当目送着长五远去的时候，

很多人才发现，这些年，投入到长五

这项“国之重器”的航天工程中的，

不仅仅是时间、智慧、精力、心血，还

有对她深沉的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