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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于智造 臻于至善

在航天人的记忆里，2017年7月2日的夜晚是以一种
急速下坠的方式到来的。

那天晚上，长征五号火箭副总师王维彬的心情就像坐
过山车，车最后栽倒在谷底。巨大的长征五号在塔架上静
静矗立，媒体架起了摄像机，老百姓等候在电视机前。发
动机点火，正常。点火170秒后，4个装有液氧煤油发动机
的助推器完成使命，成功分离；346秒时，发动机提前熄
火，问题出在一台芯一级上的YF-77发动机。王维彬感
觉浑身麻木，“心像被撞了一下”。

正在北京家中的主推进发动机设计部主任郑大勇接到
所里的电话，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发动机转速没有了”。

郑大勇赶到单位。位于北京东高地的测控大厅里集
结了一群人。他们全部被电话“召回”，围到一处，盯着屏
幕看一级发动机传回的数据，现场鸦雀无声。

多年来的经验与初步分析的结果基本吻合：火箭芯一
级发动机问题比较大。但屏幕上的数据只能描绘出问题
的大致轮廓，还不足以精准地找到病根。

发动机出现故障之后，长征五号火箭已经偏离了轨道，
坠入太平洋。没有残骸，就看不到病症，也就无法用药。与
此同时，舆论很快通过网络发酵。甚至有网友评论：中国航
天进入至暗时刻。

当时在北京家中收看发射直播的吴平，和身处海南文
昌发射场的王维彬，至今回忆起那一晚都还会有些恍惚。
吴平与王维彬结婚32年，也一起在北京11所工作了30多
年，她了解王维彬，发射失利后并没有立即联系他。“我唯
一能做的，就是等。”吴平说。

“失联”几天后，她等到王维彬发来的第一条信息——
“马上登机”。几个小时后，王维彬落地北京再度“失联”，
直至半夜才推开家门。

“心像被撞了一下”

从那天起，吴平在近两年的时间里都处于“等待”
中。王维彬早上一出门，经常后半夜才回家。晚上 12点
如果人还没回来，吴平就先睡了。尽管两人同在所里上
班，却形同路人。

和王维彬一同进入“归零”作息时间的，有一大批
YF-77液氢液氧发动机研制人员，还有火箭抓总研制单
位航天科技集团一院的研制人员、火箭发动机抓总研制
单位航天科技集团六院的研制人员，以及我国知名院士
专家……

长征五号遥二飞行失利，牵一发动全身，整个航天
科技集团乃至国家有关方面都开始痛定思痛，在全面反
思中前行，在质量整改中蓄势，准备下一次起飞。

对于当事人来说，这次难度极大的归零是在“先天不
足”中开始的。火箭残骸沉入万丈深海，研制人员掌握的
数据远远不够。

“想了很多办法，尽可能地收集数据，也没能精确定
位故障，要做到故障复现，太难了。”年轻的涡轮泵设计
师黄克松回忆。从各级领导到各行专家，陆续登门北京
11所，大家也只是把故障粗略锁定在氧涡轮泵上。

液氢液氧发动机的涡轮泵，一头是极低温的泵，另
一头是高温的涡轮，这让涡轮泵在发动机工作时的受力
情况显得尤为复杂。它在高速转动中，负责动力传输，
将热能、动能转化为机械能。研制人员一开始是从工艺
层面对涡轮泵进行“加固”，黄克松解释：“主要是一些局
部改进。”

归零进展缓慢，很多人的关切询问不时传来，研制人
员经常只能报以沉默。家里的耄耋老人曾有一个多月没
见到王维彬。好不容易，王维彬有空回来吃饭，老人惊讶
道，“你现在怎么身体跟我一样差了？”

“要做到故障复现，
太难了”

在归零工作最紧张的时候，胡鹏的妻子商蕾也陷入
了崩溃。那次胡鹏去了海南文昌，老父母没在家，单位开
展保密检查，装修师傅还让商蕾上门看涂料。孩子晚上
等不来妈妈，一连打了20多个电话。焦头烂额的商蕾回
家后，对儿子发了一通火。

胡鹏在型号处工作，俩人在单位见不着面，在家里也
说不上几句话。经常是胡鹏接到一个电话，然后一口气
拨出几个电话。“接电话是有任务来了，拨出电话是立即
执行”，商蕾说有时候想跟丈夫聊聊天，但他已经披上衣
服准备出门了。

王维彬的血压开始升高，严重的痛风让他的双腿失去
了活力，一度只能一瘸一拐地挪向会议室。有时候赶上出
差，他坐早上6点的航班离开北京，当天半夜又搭乘红眼
航班回来，吃点安眠药，第二天出现在发动机试验现场。

吴平憋不住了。
——“工作上的事我不过问，就希望你

能多睡会儿。”
——“我也希望有陪伴。”
——“你怎么病没好又跑走了，连自己都管

不好！”
吴平语气慢慢加重，面前这个在同事眼中温文尔雅

的安徽男人也开始生气。
——“你不懂，你还是不能理解我。”
——“你就不能对我耐心一点？”
平时讲话都客客气气的两口子，争吵了起来，搅动了

平静的生活。
偶尔在家里落脚时，王维彬也是沉默不语，一心思考

归零工作。长五遥二飞行失利是YF-77发动机研制人

员心里
的伤口，

大 家 变 得
比过去敏感，尤

其不希望伤口被触
碰，家人也不例外。

“其实我就希望他能安稳睡上一觉。”归零期间，吴平
尽量不打扰王维彬，只想让他挤出时间多睡一会儿。她
最大的愿望是盼着退休后两人能手牵手过上自己的生
活。几十年来，两人还没一起休假出去玩过。归零开始
后，家庭聚会和朋友聚会里也都少了王维彬的身影。

吴平说：“他们这些人，为长五耗尽了心血。”

“他们这些人，为长五耗尽了心血”

长征五号火箭总指挥王珏曾经是航天科技集团六
院北京 11所的老所长。王维彬大学毕业后来到这家
单位，与发动机产品日夜相伴，后来跟着王珏一起参与
到长征五号火箭的研制中。

从 1995 年应用于大型运载火箭的液氧煤油发动
机和液氢液氧发动机正式进入工程预研阶段，到 2016
年长征五号首飞，中国的第一枚大火箭研制走过 30年
风雨，一代人从青春年少熬成了白发丛生。

57岁的王维彬说，YF-77是我国首次研制的大推
力液氢液氧发动机，瞄准的目标推力是当时在役氢氧
发动机的 9倍，技术跨度大。这么多年我们克服了很
多困难，有技术上的、人才上的、经费上的、条件上的
……事非亲历不知难，这是很多局外人所不能理解的。

涡轮泵，长征五号运载火箭芯一级YF-77液氢液
氧发动机上唯一高速旋转的装置。在最高 900 开尔
文温度（626.85 摄氏度）的热环境和极其复杂的力学
环境下，它会以每分钟近 2 万转（约每秒 333 转）的速
度转动。

在此之前，3 台 YF-77 发动机一共进行了 15 次试
车，均顺利通过考核。这次它将在地面接受工况环境

最为恶劣的一次“加试”，迎来 500秒的长程试车。发
动机研制方——北京 11 所的研制人员也在高负荷运
转。昼夜不分甚至让人精神面貌出现“反常”征兆的加
班状态，已经持续了一年多，大家希望这 500秒是黎明
前最后的黑暗。

试车开始没多久，氧涡轮泵的局部结构断裂，“心
脏”停止跳动。这是中国现役最大运载火箭长征五号
发射失利后，出现的首次发动机地面试车失败。此时
是2018年11月末，北京冬天已至。

从那一刻开始，YF-77 发动机研制团队开始了第
二次归零，开展了一系列理论计算、试验验证等工作，
同时发动机产品的生产、交付、试验与优化工作并行，
一切有条不紊。

大家认为，这次故障定位应该是找对了，就在氧涡
轮泵的局部结构上。

北京 11所涡轮泵设计部主任金志磊解释，发动机
启动后，一秒内涡轮泵就可以达到工作转速，高温高转
速下，“从裂缝到断开就是眨眼间的事”，很快，涡轮泵
轴部断掉，发动机熄火。

有了这个认识，第二次归零按计划进行。一个周

末，王维彬一反常态地对着吴平说：“咱俩去散个步
吧，换换脑子。”那是漫长归零开始以来，王维彬向妻
子发出的第一个邀约。两人绕着小区外的街道走了
一圈。

第二次归零于 2019年 4月告一段落。用设计师的
话说，涡轮泵这次经历了“大改”，实际就是对其局部
结构进行了修改。大家都充满信心，势在必得，长征五
号遥三火箭的发射也被安排在2019年夏天。

改进后的发动机进行了一轮试车，共 3次，前两次
一切正常，又到了距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的时刻。最
后一次试车，氧涡轮泵还是出现裂纹，这让王维彬、金
志磊等人陷入崩溃。

4 月 4 日，清明节前一天，晚上 10 点半，王维彬接
到一个电话，报告说氧涡轮泵有故障征兆。有年轻设
计师捕捉到了这个“异常”。这好比换了一个更高倍率
的放大镜，让原来看不到的隐患显形了。

研制团队的第一反应是不敢相信，眼前的希望化
为巨大的失望，信心所剩无几。“难道是我们的设计方
案先天不足？”挫败让设计师们开始怀疑一切，开始否
定自我。

“难道是我们的设计方案先天不足？”

一个产品的研发方案，往往会有好几个，在经过反复
论证后，优中选优，然后开始生产。连续的失败，让大家
开始反思——对“何为最优”的认识，会不会发生改变
呢？生产条件，力学、热学环境制约，等等，这些都一直在
变，当时认为最好的方案，现在是不是会带来一些新的问
题呢？是继续沿用之前的方案，还是换个方案？

问号在大家的大脑里堆积，压迫着他们。金志磊也
开始对最初的设计方案生疑——一个他曾引以为傲的方
案也许并没有考虑周全。

通常情况下，火箭发动机需要一个硕大的涡轮泵来
向燃烧室内压入燃料，其重量通常要占到火箭发动机
的一半以上。在满足火箭总体方案的条件下，设计师
给涡轮泵进行了最优设计——尽量把涡轮泵设计得又
轻又小。

问题恰恰出在了这里。“为了追求性能，设计得太优，
可靠性反而降低了。”金志磊说。

同样的YF-77发动机，同样的涡轮泵，为什么长征
五号火箭首飞前，发动机试车时长累计3万秒，却没出现

问题？黄克松等设计师的理解是：“这是一个很小概率的
事件，但偏偏在遥二身上暴露。”在失利后的前两次归零
中，设计师延长了试车时间，加严了环境工况，问题再次
暴露。

今年 4月第二次归零铩羽而归时，长征五号箭在弦
上，依旧不能发射。研制人员把发动机召回，仔细检测。

金志磊表示，认知边界扩展后，设计师决定用分体结
构替换原来的整体结构，提高可靠性。

一型火箭发动机，从它出生起，便不断累积试车时
间。这个型号一共生产了多少台发动机，每台发动机经过
了多少时长的试车，全部累计形成一串数字，成为证明发
动机性能的 ID。就像军人的肩章，一眼望过去，即知军衔
大小。

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发动机中，液氧煤油发动机地
面试车时间累积超过7万秒。国际上，美国SSME发动机
首飞前试车超过了10万秒。截至目前，YF-77发动机30
余台，地面试车时间累计5万秒。

在火箭发动机领域，试车时长并非唯一的硬性考核

标准。北京 11所设计师给出了一个可靠性模型。这个
模型将试车时长、试车次数、技术状态、试车故障等多种
因素考虑进去，综合计算出一个考核分值。YF-77发动
机的考核分值达到97.5即可首飞。

与此同时，专家还认为，未来在推进YF-77发动机
的“可靠性增长工程”时，地面长程试车丝毫不能打折
扣。在彻底根除氧涡轮泵“病根”后，研制团队也希望把
YF-77发动机 ID上的数字拉得更长一些。

今年 7月，YF-77氢氧发动机进行第三次归零后的
试车，一共考核了 7台发动机。其中，3台为地面研究性
发动机，2台用于长征五号遥三火箭发射，还有 2台用于
明年长征五号B遥一火箭发射。所有发动机均顺利通过
考核。9月，长征五号遥二火箭通过归零评审。随后长
征五号遥三火箭劈波斩浪 1670海里，12月 27日箭起海
之南。

发动机喷管吐出的火焰跳跃上升，黑夜被烧开了一
个洞，大火箭飞出地球，一群航天人也走出了人生中的至
暗时刻。

走出至暗时刻

发动机是火箭的心脏，涡轮泵则是发动机的心脏。它通过高速
转动给来自贮箱的液氢和液氧增压，继而供应到推力室，使之混合燃
烧，产生巨大推力托起火箭飞行。

2018年4月16日，国家国防科工局发布消息称，长征五号遥二火
箭飞行失利故障原因基本查明，故障出自火箭的液氢液氧（YF-77）
发动机，长征五号工程研制团队正在全面落实故障改进措施。

长征五号火箭副总设计师王维彬曾把YF-77发动机的故障归零
工作视为“在黑暗中探索”。谁也没想到，黑夜会如此漫长……

长五长五YF-YF-7777，，如何走出至暗时刻如何走出至暗时刻？？
□ 本报记者 赵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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