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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2月的一天，一辆西行列车从北京开
出，窗外寒风凛冽，车内却是另一番景象，年
轻的工程技术人员正在热烈地谈论着他们此行
的目的地——陕西凤县。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
年轻人即将在秦岭大山深处一个小山沟挥洒青
春的汗水，建设一处液体火箭发动机研制生产
基地。这个代号为067的基地就是后来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六研究院 （以下简称“航
天六院”）的前身。

50多年过去了，航天六院自主研制的100多
种不同型号、不同性能、不同用途的液体火箭
发动机及空间推进系统，为“神舟”飞天、“嫦
娥”奔月和各类卫星发射提供了动力保证，因
其高可靠性、高成功率的特点，被誉为中国的

“金牌动力”。
近日，本报记者来到位于陕西西安的航天六

院总部、11所、7103厂、165所抱龙峪试车台等地，
了解液体火箭发动机研制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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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航天，动力先行。火箭发动机，是
火箭的心脏，是人类开展航天活动的核心装
置，它既是航天器问鼎太空的力量之源，又
是一个国家进驻空间能力的重要依托。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六院是中国航天液体
动力的摇篮。在这里，从五湖四海到陕西凤
县，再从凤县到西安市，再到陕京沪汉一院四
地，历经时代变迁，航天六院打造了享誉世界
的一流航天动力，创造了中国航天动力发展
史上的数十个第一，铸造了火箭发动机金牌
品质，托举中国航天飞向一个个新高度。

在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探月工程、北斗
导航等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任务中，航天六院
为包括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神舟飞船、嫦娥月
球探测器等在内的一系列国家重点型号研
制、预先研究和重大飞行试验任务，承担着先
行一步的动力保障和领先一路的技术支持，
形成了技术先进、功能完备、运行高效的上面
级发动机、空间飞行器动力等为代表的液体

动力研发平台，使中国液体火箭发动机可靠
性、经济性、适用性和维护性迈上新台阶。

航天六院为中国航天活动提供了上百种
不同种类和用途的发动机，推力范围从10毫
牛到120吨，应用范围涵盖火箭助推器、一
级、二级、三级、上面级发动机，到末修姿
控动力系统、空间飞行器和空间探测器动力
系统。220吨级氢氧、500吨级与泵后摆液氧
煤油发动机的研发和吸气式动力正在研制并
取得重要成果，将成为重型运载火箭、空间
站建设、火星探测等未来重大航天活动提供
动力支撑，成为中国步入世界航天强国行列
的重要标志。

从 1980 年到 1989 年的 10 年时间，中国
运载火箭总共只发射了 12 次；而 2018 年一
年即完成了 37 次宇航发射的壮举。37 次，
演绎的不仅仅是六院人以梦想为笔、以太空
为纸书写的航天传奇，而且还谱写了六院人
高质量保证成功、高效率完成任务、高效益
推动航天强国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新篇章；航
天液体动力在一次次汇聚能量、托举梦想的
征程中，矗立起一座“重大宇航发射次数高
居世界第一”的新丰碑。

航天六院还将航天液体动力尖端技术，
不断转化为服务国计民生的民用产业，形成
了以航天技术为支撑，高端装备制造业、节

能环保工程为引导的产业布局，重点航天技
术应用产业项目及产品，广泛应用于石油、
化工、煤炭、电力、消防、交通、环保等领
域，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到 2050 年全面
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并将“建设航天强国”纳入国家战
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在第七次工
作会议上提出推进航天强国建设的战略部
署，到 2045 年全面建成世界航天强国，航
天六院深感使命重大，责任光荣，提出到
2040年，全面建成高质量发展的世界一流宇
航动力公司，核心技术和产品指标实现全面

领先，成为航天液体动力发展的引领者。
太空探索的终极目标是建设更美好的人

类家园，这也是中国航天强国航天梦的终极
情怀。

中国航天液体动力走过 50 年风雨征
程，中国人太空征程的每一个如画美景，都
凝聚着液体动力人的心血汗水。我们有幸赶
上了航天事业发展的黄金时代，航天液体动
力事业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新时代的催
征号角已经吹响，激励我们加快步伐，继续
追逐航天强国的美好梦想。

（作者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
六研究院院长）

液体动力一小步 中国航天一大步
刘志让

“那时只想早日完成研制任务，
没有一个人叫苦”

走进展厅，一幅幅黑白照片将时间带回到上世纪 60
年代秦岭的大山之中，中国液体火箭发动机研制的艰辛
之路——这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在记者面前依次展开。

当年，火车停在秦岭南麓一处不起眼的小站时，067
基地的建设者们傻了眼。道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
灵，基础设施什么也没有。上世纪60年代中期，秦岭山沟
中贫困落后的生活状况可想而知。当地老乡第一次见到解
放汽车时，吓得直往玉米地里钻。当随车人员告诉他们这
只是一种运输工具时，老乡们才打消了顾虑。听说这是运
输用的大家伙，习惯喂牛喂马的老乡竟抱着柴草过来，要

“喂汽车”。
毛竹、油毡、铁丝等简易材料搭建的茅草房里正在进

行着中国最尖端的科研工作。当时的科技工作者写过这样
一首诗“竹竿架起座座房，竹帘一挂就当墙，墙上开洞当窗
户，泥巴抹墙两面光，莫道房间太阴暗，同志个个心里亮。”
正是这种积极乐观和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的写照，他们凭
此缔造了远程火箭发动机从无到有的神话。

1965 年，根据中央加强三线建设的指示精神，国家
主管火箭等航天器研制的第七机械工业部把建设大推力
液体燃料火箭发动机研制基地作为一项紧迫而重要的任
务。经过实地踏勘、反复讨论，将一条狭长的“夹皮
沟”作为 067 基地的建设地址。这条延绵 17 公里的小山
沟——红光沟，成了航天人的“广阔天地”，诞生了中国
大型液体火箭发动机的“基本型”——远程火箭一二级
发动机，被航天人称为“山沟里飞出的金凤凰”。

1970年，远程火箭发动机研制生产任务转入067基地，
在方案论证时面临选择什么样的推进剂、研制多大推力的
发动机、采用什么样的系统方案三大抉择，专家们相继克
服燃烧不稳定、系统液体压力脉动与推力室声振相耦合产
生的中频振动危害、涡轮泵研制三大技术难关。

其中姿态控制发动机的研制令记者印象深刻。很难
想象，先进的远程火箭姿控发动机竟然是在一个由厕所
改造的简易试验室里搞出来的！

原 067基地发动机主任设计师傅永贵回忆，当时 067
基地相关试验场所非常缺乏，试验室外河沟边上有一个
很少有人用的厕所，他和同事研究了改装方案后获得上
司同意。随后，大家把蓄粪池里的大粪掏净，用河沟水
冲洗干净后，做污水池。用水泥堵上各蹲坑，女厕所做
试验间，男厕所做试验控制、操作间，兼做装配间，在
男、女厕所中间隔墙上打个洞，安上有机玻璃做防爆观
察窗。在厕所旁边搭个临时棚做介质间，请水电工安装
了电线、电灯，还装了取暖器，终于改造出了一间“厕
所试验室”。

看似又破又小的“厕所试验室”，完成了姿控发动机
除整机和高空模拟试验外的几乎所有肼催化分解推力室
的各种单机攻关试验，以及后来进行的一些其他单组元
研究性试验。“这大大加快了肼催化分解推力室的研制进
度，为单组元肼分解推力室的研制争得宝贵时间。也为
当时进行正规姿控试验室的建设，争取了更充足的人力
和时间。”傅永贵表示。

由于要攻克的关键项目多，要验证的方案也多，试
验频率特别高，经常是一连几周白天、晚上不停地试。
傅永贵回忆，那时防护条件极差，也没什么保健措施，
整天在肼及分解气体环境中熏，头晕脑胀、眼睛红肿、
恶心、吃不下饭、晚上睡不着觉是常有的事，回家全身
都有很大的肼味。“但那时只想早日完成研制任务，没有
一个人叫苦。”

“厕所试验室”建成后，傅永贵所在团队先后突破了
催化剂关、头部隔热关等一系列技术难关，最终成功研
制出中国第一台姿态控制发动机，这台发动机也被幽默
地称为“厕所发动机”，成为火箭精确入轨、飞船完美对
接的关键。而这背后，是“厕所试验室”里用过的200多
台次试验件和多达数十万次的起动测试……

终于，1980 年 5 月 18 日，在广袤无垠的戈壁滩上，
随着指挥员一声“点火”指令，中国第一枚远程运载火
箭发射升空，火箭回收舱准确降落到太平洋预定海域，
全国上下一片欢腾。

“中国航天未来要想在世界占有
一席之地，就要尽快研制新一代火
箭发动机”

1985 年夏末的北京酷暑难耐，热风在树叶间打转，
发出“沙沙”的声响。在国务院第一招待所，中国宇航
学会代表大会上，中国航天界的耆宿新秀济济一堂，正
在共商中国航天发展大计。

当时中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发动机虽然已经取得了
很大的进步，但与苏联、美国等航天大国相比还有不小的

差距。推力小，循环方式落后，性能低，推进剂偏二甲肼有
毒有污染，是第一代液体火箭发动机存在的主要问题。

轮到时任 067基地主任张贵田发言，针对这一问题，
他的一席话激起千层浪：“中国航天未来要想在世界占有
一席之地，就要尽快研制新一代火箭发动机，而且要高
起点、高标准、向国际一流水平看齐。”这一观点立即引
起与会专家的热议。随着国家“863”委员会提出相关构
想，航天动力系统的发展迎来转机。

从 1985年提出研制中国航天新动力的设想开始，到
确定攻关液氧煤油发动机，再到 2000年液氧煤油发动机
正式得到国家立项批复，067基地走过了整整15年，克服
了材料稀缺、结构复杂、设计难度大等一系列挑战，终
于在 2001年 4月 15日，液氧煤油发动机第一台整机在航
天六院7103厂总装厂房诞生。

与常规发动机相比，液氧煤油发动机具备 4大优势。
首先，从推进剂原料方面来说，液氧、煤油来源广泛、
价格低廉。其平均价格比现役火箭的推进剂低一个数量
级。同时，更加绿色环保，能有效减少火箭发动机试
验、检测、发射给周边环境带来的影响。在秦岭终南山
中的165所新一代火箭发动机试车台，每次试车都有慕名
前来的航天爱好者和游客观看，试车产生的烟雾中主要
是水蒸气和氧气，对人体没有危害。液氧煤油发动机的
研制成功并实现太空飞行，实现了中国火箭动力从常规
有毒至绿色环保的巨大跨越。其次，液氧煤油发动机采
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高压补燃循环系统，性能高；120吨
级液氧煤油发动机，采用自身起动，起动系统的可靠性
更高。三是推力可调节。四是地面热试车可重复使用。
与常规发动机只能一次性使用相比，液氧煤油发动机在
地面可重复试车，从而节约研试成本，缩短研制周期。
而且，每台发动机交付前，均要进行工艺检定试车，大
大提高了火箭飞行的可靠性及性能。

2012年5月，120吨液氧煤油高压补燃发动机通过国
家验收，7月29日，12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在极限环境
下试车成功，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完全掌握液
氧煤油高压补燃循环液体火箭发动机核心技术的国家。
2015年9月，中国新一代运载火箭首飞箭——长征六号运
载火箭首飞成功。液氧煤油发动机相继助推长征七号、
长征五号等新一代运载火箭成功首飞。

“中国正在研制的最大推力火箭
发动机，对支撑载人登月及深空探
测具有重要意义”

从万户飞天到嫦娥奔月，千百年来，浩瀚无际的宇
宙始终是中国人向往的神秘所在，无数文人骚客留下了
吟咏太空的华章。然而，真正实现在宇宙中遨游的夙
愿，实现登月梦想、进行深空探测必须研制出更大推力
的火箭发动机。

“发展航天、动力先行。”火箭是目前实现宇宙飞行
的唯一动力装置，而火箭的心脏就是发动机，发动机的
推力大小决定了其有效载荷的多少，通俗地讲，就是能
带多重的东西上天。目前中国航天技术在国际上处于领
先地位，据介绍，中国有30%的航天技术指标达到国际一
流水平，但与俄罗斯、美国等航天强国相比还有很大
差距。目前，中国已启动实施重型运载火箭与火星探测
等一批新的重大科技项目和重大工程，大推力火箭发动
机的研制迫在眉睫。

载人航天、深空探测已经成为各航天大国竞争的前
沿，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大幅度提高液体火箭发
动机的有效载荷成为影响登月工程、深空探索的关键因
素之一。今年3月，由航天六院研制的500吨级液氧煤油
发动机燃气发生器-涡轮泵联动试验取得成功，标志着中
国500吨级重型运载火箭发动机关键技术攻关及方案深化
论证达到预期目标。

“推举重型运载火箭的三型液体火箭发动机，能够将
发动机最大推力提高到500吨级，是中国现役发动机最大
推力的 4 倍以上。中国正在研制的最大推力火箭发动
机，对支撑载人登月及深空探测具有重要意义。”航天
六院院长刘志让说：“目前已经完成的燃气发生器涡轮
泵联动试验，这也是极为重要的一环，未来还有优化设
计、生产制造、试验验证、可靠性提升等一系列工作，
距离工程化应用还需要较长的路要走，唯有高质量保证
成功、高效率完成任务、高效益推动航天强国和国防建
设，方能彰显航天六院作为中国航天液体动力国家队的
使命和责任。”

5月的终南山云雾缭绕，天空飘着蒙蒙细雨，站在秦
岭终南山165所抱龙峪试车台，想象着一个多月前联动试
验的场景，记者很感慨。正在忙碌着筹备下一次试验的
技术人员站起身来，指着试车台对面的一座小山包介绍
说：“未来，我们计划在这里建设一个更加现代化的试车
台，满足大推力火箭发动机的相关试验需要。”

听！火箭“心脏”跳动的声音
——中国液体火箭发动机研制背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 张鹏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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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发动机合练组装工程技术人员商讨方案。 张志敏摄新一代发动机合练组装工程技术人员商讨方案。 张志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