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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4 日，我国目前推力最大的长征

五号遥五运载火箭，成功将嫦娥五号月球探

测器送入地月转移轨道，开启了中国探月工

程首次地月往返之旅。

漫漫征程中，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六院研

制的 107台大小发动机将持续接力，助推嫦

娥五号探月、返乡。

30 台发动机助推长
征五号飞天

中国探月工程，此前实施过 5 次发射，

均由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完成。而发

射嫦娥五号的重任，首次落在了长征五号运

载火箭身上。

记者从六院了解到，长征五号遥五运载

火箭配套了 30 台火箭发动机。其中，8 台

120 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2 台 50 吨级氢氧

发动机及 2 台 9 吨级氢氧发动机，全部是我

国新一代绿色环保发动机。正是它们，实现

了长征五号遥一火箭豪迈首飞、长征五号遥

三火箭王者归来、长征五号遥四火箭成功发

射我国首个火星探测器“天问一号”。

这三型发动机，均为六院研制团队历时

近 20年为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研制的主动

力装置。它们使长征五号火箭具备了名列

前茅的运载能力。

在长征五号遥五运载火箭上，还有六院

精心打造的辅助动力系统，它由 18 台性能

不一的姿控发动机，以及配套的气瓶、阀门、

管路和贮箱组成，是我国唯一涵盖增压气体

装置、输送系统、推进剂贮存装置和推力室

的独立、完整动力系统。该系统安装在火箭

二级氧箱尾部，负责火箭二级发动机滑行阶

段的推进剂沉底管理、姿态控制和星箭分离

前的末速修正。

正是这 30 台发动机，支撑长征五号遥

五运载火箭护送嫦娥五号探测器进入预定

轨道，开启探月征程。

推进器研制实现“不
可能”的任务

与我国以往探月任务不同，嫦娥五号既

要落月探测，又要采样返回，任务更为复杂

艰巨。六院研制的一系列空间姿控轨发动

机，将在任务中派上大用场。

嫦娥五号探测器由着陆器、上升器、轨

道器、返回器 4 部分组成。六院为着陆器、

轨道器和上升器研制了三套推进系统，这是

目前我国空间飞行器上最复杂的推进系统。

据六院专家介绍，这三套推进系统由

77 台大小不同、性能各异的轨姿控发动机

组成。系统性能指标高、质量轻、推进剂使

用效率高，既能经历严酷的温度环境，又能

适应宽范围使用温度。由于系统复杂，对其

可靠性也有着更高要求。

为了实现探月三期工程“回”的目标，探

测器推进系统面临极为严苛的减重要求。

六院团队在充分评估风险后，作出了着陆器

用 4台表面张力贮箱替代 4台金属膜片贮箱

方案的更改，并反复验证，完成了研制攻关，

最终实现减重约 26千克。

为了确保嫦娥五号能在月球平稳着陆，

并从月球返回，六院为探测器量身定做了两

款 3 台新型发动机。其中，轨道器上的 1 台

3000 牛发动机，将为地月转移、月地转移中

途修正、近月制动、离月加速提供推力；上升

器上的 1 台 3000 牛发动机，相当于 1 枚微缩

版运载火箭，将为月面起飞提供推力；探测

器月面软着陆任务，将由 1台 7500牛变推力

发动机完成。

记者了解到，相比其它型号发动机组

件，7500 牛变推力发动机的流量调节器上，

零件加工精度要求极高，公差达微米级，相

当于 1 根头发的 80 分之一。仅 1 根流量调

节锥上，就有 8 处公差为微米级的加工难

点。这在行业内通常被认为是绝不可能完

成的，航天工匠们却将这种不可能的任务完

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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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4日 4时 30分，伴随着山呼海啸的

轰鸣声，长征五号火箭以雷霆万钧之势拔地

而起，一飞冲天。约 2200 秒后，火箭搭载的

嫦娥五号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至此，中国文

昌航天发射场首次执行探月发射任务取得圆

满成功，文昌正式成为中国探月新母港。

接过西昌发射任务“接力棒”

西昌，因月色美妙，自古便有“月城”的美

誉；文昌，海南岛最东端，一处美丽的海湾名

为“月亮湾”，海天一色，意境非凡。

从圆梦奔月、成功绕月到完美落月、再入

探路再到喜搭“鹊桥”、月背着陆……2007 年

起，素有中国“探月港”美誉的西昌卫星发射

中心，连续成功发射我国所有探月航天器，创

造了一个又一个“中国奇迹”。

而 24日凌晨，“嫦娥奔月”的接力棒由该

中心的西昌发射场郑重交接到了文昌航天发

射场的手上。

紧紧铆在测发大厅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计划部副部长李本琪，在大屏看到火箭腾飞

的那一刻，不禁湿润了眼眶。

时光荏苒，13 年前，李本琪曾担任嫦娥

一号发射任务 01指挥员，在西昌发射场满怀

豪情，恭送“嫦娥奔月”。

当时发射嫦娥一号要求较高，需要用大

推力火箭先将它送入近地点 200 公里、远地

点 5.1 万公里的地球同步大椭圆轨道。经过

专家们对长征系列火箭进行严格可行性分

析，最终选定运用长征系列火箭家族中运载

能力较强、发射成功率最高的长征三号甲运

载火箭承担此次发射。

而在中国三大卫星发射中心，唯一发射

地球同步轨道卫星、能用长征三号甲等多种

型号运载火箭，发射多种型号卫星的西昌卫

星发射中心，便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发射月

球探测器的重任。

“嫦娥五号重达 8.2 吨，而长征五号是国

内目前运载能力和体量最大的低温火箭，是

发射嫦娥五号的最佳搭档。”谈及这次嫦娥五

号任务为何选择文昌航天发射场，西昌卫星

发射中心副主任毛万标说，“文昌航天发射场

因纬度低、发射效费比高，射向宽、安全性好，

海运便捷、可行性强等独有优势，更是成了更

大更重航天器发射的理想之地。”

科技人员平均年龄30.9岁

敢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勇于攀登航天

科技高峰。这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科技工作

者的生动写照。

曾多次担任 01 指挥员的 80 后优秀青年

胡旭东，是嫦娥五号任务整个发射系统的大

管家，负责协调整个发射任务流程和进程状

态控制，容不得任何疏忽和失误。

“一谈到发射，大家可能最关注的就是喊

倒计时口令的 01指挥员，但航天发射是万人

一杆枪的事业，不分一线二线，人人都是发射

大戏的 NO.1。”胡旭东说。

为了“嫦娥奔月”的那一刻，自嫦娥五号

入场以来，文昌航天发射场所有科技工作者

都和胡旭东一样，打起十二分精神，严把质量

关口，一次一次操作保精准，一个一个节点保

顺利，确保发射任务万无一失。

翻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人才资料，记

者发现这样一组数据：中心航天工作者平均

年龄 33.1 岁，而成功发射嫦娥五号的文昌航

天发射场科技人员平均年龄只有 30.9 岁，他

们 中 ，博 士 学 历 占 比 3.4%，硕 士 学 历 占 比

32.6%。敢想敢干、锐意进取、拼搏创新是这

群青年才俊身上最耀眼的特质。

热带特殊气候下的文昌步调

淅淅沥沥的小雨，呼呼作响的海风……发

射任务开始前的一个月，海南的天气情况并不

理想。阴雨不断，台风过境更是成为常态。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气象专家、高级工程

师郭学文介绍，文昌航天发射场是我国首个

滨海航天发射场，属于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

具有“高温、高湿、高盐雾”“强降水、强雷电、

强台风”等“三高三强”的气候特点，给嫦娥五

号发射气象保障带来新的巨大挑战。

为了火箭发射万无一失、圆满成功，西昌

卫星发射中心技术部气象系统工程师甘思旧

及其所在团队自任务开展以来，已在发射场

驻扎超过 60天。她告诉记者，针对此次任务

气象保障特点，气象团队的专家和精锐骨干

都主动请缨参加任务，数月铆在发射场，认真

研究拉尼娜现象对发射场天气气候的影响，

分析了任务月气候背景特征，完善了防台风

应急预案和危险天气预案，并准确预报了发

射日窗口的天气，确保了任务按计划实施，火

箭安全飞行。

“铜鼓岭遥测跟踪正常！”11 月 21 日，距

离嫦娥五号发射仅剩 3 天，在全系统演练过

程中，铜鼓岭测控点遥测组组长郭付才在执

行完北斗卫星长管任务不久后，又立马组织

人员切换设备状态，再次投入嫦娥五号任务

准备。

今年，在郭付才的团队，像这样的多种任

务并行已成为常态，平均每月卫星长管时间

平均 400多个小时，人员三班倒、24小时值班

已是家常便饭。

并行任务图像通信系统扩容建设项目、远

程辅助测试安全隔离区建设项目、测控设备中

修、防雷专项检测问题整治……为进一步增强

发射场测控通信系统服务保障能力，中心还大

力引进新设备、新技术，并开展老设备适应性改

造，为满足后续快节奏、并行化的高密度航天发

射测控任务需求奠定坚实基础。

24 日 5 时 45 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主

任、发射场区指挥部指挥长张学宇宣布，嫦

娥五号任务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整个指控

大厅顿时掌声雷鸣，许多人激动难抑、喜极

而泣。

无 数 个 日 夜 的 奋 战 化 作 今 天 成 功 的

喜悦！

“未来，中心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按照国家

航天发展战略，先期开展载人登月、重型火箭

的论证建设和布局，逐步形成重型、大型和中

型火箭高低搭配、多射向、多纬度、低倾角、大

吨位发射能力，为中国航天未来的深空探测、

行星探测、空间站建设、互联网建设以及可能

的巨星座建设提供强有力支撑，为助推我国

建设航天强国、网络强国、科技强国、数字中

国奠基蓄势。”张学宇说道。

“嫦五”“长五”

一起从这里出发
——走近中国探月新母港海南文昌

嫦娥五号从发射入轨到返回器再入回

收，一共要经历 11个飞行阶段：

一是发射入轨阶段。嫦娥五号将由运

载火箭发射，进入到地月转移轨道的飞行阶

段，开启探月返回的旅程。

二是地月转移阶段。嫦娥五号完成器

箭分离，并展开相应太阳翼，逐步进入预定

轨道。地月转移段飞行时间大约为 112 个

小时，为了确保探测器按照预定轨道顺利到

达近月点，这期间要进行多次中途修正。

三是近月制动阶段。嫦娥五号继续在

目标环月飞行轨道正常行进，并在近月点进

行减速制动，以合适的运动速度进入到环月

圆轨道，最终进入的轨道距离月面 200公里

左右，近月制动时段长达 1天。

四是环月飞行阶段。嫦娥五号在环月

飞行轨道中行进到动力下降初始点，并在该

阶段完成轨道返回组合体和着陆上升组合

体的分离，着陆上升组合体分离后要进行降

轨、变轨，轨道返回组合体将继续环月飞行，

等待上升器的到来。

五是着陆下降阶段。嫦娥五号着陆上升

组合体将从下降初始点开始进行月面软着

陆，并经过主减速段、接近段、悬停段、避障段、

缓速下降段和自由下落段等多个阶段，寻找

合适的月面完成软着陆，整个着陆下降的过

程将维持15分钟左右。

六是月面工作阶段。嫦娥五号着陆上

升组合体将在月面停留约 2天，完成设定任

务。通过有效载荷设备完成月面科学探测，

通过采样封装设备完成月壤的钻取、表取以

及封装。月面工作的时间非常紧张，仅有 2

天的时间，与此同时，着陆上升组合体与轨

道返回组合体必须同时进行下一个阶段的

准备工作，为月球轨道交会对接和样品的转

移做好万全的准备。

七是月面上升阶段。上升器将经历垂

直上升、姿态调整和轨道射入三个阶段，进

入到相应的环月飞行轨道，此次月面发射的

窗口期很短，上升器和轨道返回组合体要精

准考虑测控需求、光照需求以及姿态控制要

求，以确保交会对接的顺利完成。

八是交会对接与样品转移阶段。从上

升器进入环月飞行轨道开始，通过远程导引

和近程导引技术，上升器与轨道返回组合体

逐步完成交会对接，上升器中存放的月球样

品通过轨道器转移到返回器中。

九是环月等待阶段。嫦娥五号轨道返

回组合体从对接舱分离并进入月地入射点，

在环月等待段飞行过程中，轨道返回组合体

进行 1次轨道维持，等待月地入射窗口的到

来，全力以赴做好返回地球的准备。

十是月地转移阶段。嫦娥五号轨道返

回组合体带着月球采样产品从月球满载而

归，经历多次中途修正之后，在距离地球

5000 公里高度处，实现轨道器和返回器的

分离，返回器即将重新投入地球的怀抱。

十一是再入回收阶段。嫦娥五号返回

器与轨道器分离后，轨道器进行规避机动，

返回器则要经历惯性滑行、地球大气再入、

回收着陆三个阶段完成最后的降落。返回

器首先以第二宇宙速度冲向地球，在进入地

球大气后，通过半弹道跳跃式再入返回技术

重新跳出大气层，再以第一宇宙速度进行降

落，最终返回器打开降落伞，平稳安全地降

落在预定地点。

嫦娥五号任务的11个阶段

11月 24日，长征五号遥五运载火箭托举

嫦娥五号月球探测器呼啸升空。

这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第 6 次执

行探月工程发射任务。不同的是，此前任

务均由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完成，而此次

发射的嫦娥五号探测器重达 8.2 吨，是嫦娥

四号的 2 倍有余，因此要由我国目前运载能

力最大的“胖五”发射，将其直接送入近地

点约 200 公里、远地点约 41 万公里的地月转

移轨道。

记者从一院了解到，此次发射凸显三大

看点。

奔月轨道15选1

奔月之旅，路途遥远，“胖五”为了让“嫦

娥”省点儿力气，可以说贴心至极。

常规任务中，为火箭设计一条轨道就行

了。但此次任务对火箭发射概率和发射窗口

提出了更高要求，为克服台风过境影响、提升

故障适应性，设计团队精心优化设计了“窄窗

口多轨道”奔月发射方案。

据一院长征五号火箭总体副主任设计师

刘秉介绍，与近地轨道任务相比，探月任务的

轨道设计更加复杂。由于地月距离较远，探

测器用于中途修正所需的推进剂有限，而地

球和月球的相对位置在不断发生变化，还要

考虑火箭与探测器分离后的光照因素，这对

轨道设计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为了让嫦娥

五号节省推进剂，在研制阶段，火箭团队开展

了精细化的“窄窗口多轨道”关键技术验证攻

关，可以在连续 3 天内，每天有 50 分钟的窗

口，每 10分钟一条轨道，共规划 15条轨道，每

条轨道均可以将探测器准确送达目的地。这

样，嫦娥五号踏上奔月旅程后，可以减少轨道

偏差的修正次数，既能节省燃料，也能更快地

到达月球。

这项技术，在今年 7 月长征五号遥四运

载火箭发射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时，已经得

到成功验证。因此，本次任务虽然要求较高，

“胖五”照样应对自如。

“胖五”挑战高难度动作

此次任务中，“胖五”共计飞行了2200余秒。

其间，它在太空完成了一个高难度动作——长

时间滑行。

滑行，是指火箭主发动机关机后，火箭

靠惯性向前飞行。听上去丝毫不费力气，

但实际上，长时间滑行对一枚火箭特别是

一枚零下 200 多摄氏度的“冰箭”来说，可是

不小的考验。

刘秉说，长征五号火箭二级发动机一次

关机到再次点火，间隔约 935 秒。在这一开

一关之间，“胖五”要完成箭体姿态调整、真空

状态下推进剂沉底、低温发动机二次启动前

预冷等工作，动作非常多。另外，滑行时间

长，火箭在空间辐射影响下的环境变化更加

复杂，低温推进剂温度和贮箱承受的压力也

在不断变化。

在长征五号火箭立项之初，研制人员就

将长时间滑行作为一大关键技术，对其长时

间滑行适应性开展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在

长征五号火箭数次飞行中进行了验证。

“嫦娥”坐得更舒适

嫦娥五号块头大、体重大、结构复杂。为

了让它“坐”得更安全、更舒适，研制人员下了

不少功夫。

他们开展了大量的器箭联合试验和分

析，对探测器和火箭所处的电磁环境、力学环

境、机械接口进行了多轮综合优化，让它们的

固有频率错开，避免彼此之间产生共振。

在“胖五”身上，还为嫦娥五号定制了“座

椅”。刘秉说，通常卫星与火箭之间用包带相

连，但最多只能满足 2.8 米直径的连接要求，

而嫦娥五号块头太大，与火箭的接口直径达

到 3.1 米，包带连接方式无法满足任务要求。

因此长征五号火箭上采用了一种低冲击分离

装置，既在飞行过程中连接得安全可靠，又能

在器箭分离时降低冲击。

此外，长征五号火箭整流罩上还专门为

嫦娥五号设置了 15个操作口和透波口，以便

进行操作和传输数据。据介绍，此次任务火

箭整流罩的开口数量和总面积超过了以往发

射任务，对整流罩的设计及发射场联合操作

提出了更高要求。

1111 月月 2424 日日 44 时时 3030 分分，，我国在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文昌航天发射
场场用长征五号遥五运载火箭成功发射探月工程嫦用长征五号遥五运载火箭成功发射探月工程嫦
娥五号探测器娥五号探测器。。 郭文彬郭文彬摄摄

月球月球““挖土挖土”，”，就坐就坐““长五长五”！”！

嫦娥五号发射三大看点嫦娥五号发射三大看点

张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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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月月1717日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在文昌航天发射场，，长征五号遥五运载火箭和嫦娥五号探长征五号遥五运载火箭和嫦娥五号探
测器在完成技术区总装测试工作后测器在完成技术区总装测试工作后,,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 都鑫鑫都鑫鑫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