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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怀逸兴壮思飞
——哈工大与中国航天60年

多年来，哈工大发挥多学科交叉优
势，组织联合攻关，已逐步形成了航天科
研特色，以发展关键技术为推动，以承担
重大任务为目标，技术研制与技术储备相
结合，承接大型尖端工程项目。目前，在
航天项目工作中，哈工大所开展的研究覆
盖面广、偏重基础、注重创新，是哈工大
科研工作切入“航天”的生命线和关键
点。哈工大在仿真、新材料、计算机及共
性软件、先进制造、有效载荷等 16 个跨行
业领域和具有明显航天特色的卫星技术、
制导与控制、发动机、航天工艺等 8 个行
业领域的立项和经费在全国高校中首屈一
指。目前，哈工大统筹规划，建设了一批
航天尖端技术研究基地，形成了基础理论
研究与航天工程应用研究兼顾，相互支
撑、相互促进的学科布局，凝练成了立足
航天、民用通用的科技创新方向。

近年来，哈工大完成一批我国首次开
展、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航天重大核心任
务,以小卫星、空间机械臂、激光通信、激
光遥感、新体制雷达等为代表的一批标志
性成果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哈工大已发
展成为我国新概念航天器及有效载荷的创
新研发基地。

先进微小卫星平台技术、空间机械臂
技术、星地激光链路试验、快舟星箭一体
化飞行器技术及应用、“神光 III”激光装
置中的靶场光电及控制系统，哈工大连续

4 年有 5 个重大标志性项目入选中国高校
十大科技进展，其中 4 个项目涉及航天领
域，“星地激光链路系统技术”项目在国
际上首次成功进行了双向多种数据率在轨
激光通信，标志着我国在空间高速信息传
输这一航天高技术尖端领域走在了世界前
列，荣获 2014 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
奖。

哈工大还面向航天企事业单位，建立
产学研联盟。2008 年 11 月，哈工大与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合作建立了“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科技
集团联合技术创新研究中心”。2010 年 6
月，双方共建空天科学技术创新研究院。
以空天科学技术创新研究院为基础建立的
宇航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于 2013 年成
为全国首批 14 个“2011 计划”协同创新
中心之一。

2010 年 5 月，哈工大与中国航天科工
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建 5 个技术实
验室，为打通理论创新、技术创新、系
统集成创新到成果转化与规模产业化的
整条价值链提供了契机，为我国航天事
业、国防事业与国民经济的发展注入新
的活力。

2015 年 9 月，哈工大和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公司共建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重
点项目大科学工程“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
置”获得国家发改部门正式立项批复，标

志着我国航天领域仅有的、也是我国东北
地区首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正式
落户黑龙江。项目总投资超过 20 亿元，其
中国家支持 15 亿元，建有空间综合环境模
拟系统、空间等离子体环境模拟系统、空
间磁环境模拟系统、数值仿真与中央监控
系统等。

“我一直盼望着要来哈工大，因为哈
工大为航天领域培养了大量人才，从总指
挥到科研人员，40%以上都来自哈工大，
这就是一种航天情结。”2006 年 5 月，航
天英雄杨利伟在哈工大作报告如是说。正
是缘于这种深深的航天情结，一批批优秀
毕业生选择到国防、航天系统工作，哈工
大已累计为航天领域输送了几万名学子。
在近几年的就业大潮中，哈工大学子再一
次热选航天，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见证着
哈工大人的航天魂。仅“十二五”期间，
哈工大就向航天领域输送 2000 余名毕业
生。

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再到绕
月探测，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精神的继承
和弘扬，也看到了哈工大精神的发展与发
扬。精神，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个
学校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动力和方向。因为
这种精神的存在，我们看到了祖国的美好
明天、哈工大的美好明天。

（刘培香 闫明星 吉星 张妍 刘
忠奎 商艳凯）

回 眸 历 史 ， 在 中 国 航 天 诞 生 的 “ 元
年”——1956 年，哈工大就开始探索由民转
军的新路子。

1956年1月，党中央召开知识分子工作会
议，号召全党“向科学进军”，指出“要发展
尖端技术”，为哈工大建立尖端技术专业、选
择由民转军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机遇。哈工大决
定面向国家发展的战略需求，拟办尖端专业培
养师资，并两次报请高教部门批准增设电表与
电测技术、数学及计算仪器、自动控制等新技
术专业，拉开了哈工大调整办学方向、由民转
军的序幕。

哈工大正式开启由民转军、军民结合、
与祖国航天事业同频共振的办学之路，缘于
1958 年 9 月邓小平同志到哈工大视察，指示
哈工大要“关心国家命运”“成为突破科学技术
的基石”“搞尖端科学技术”。在前期专业调整
的基础上，哈工大进一步调整学科与专业设
置，调动一批专家组建了工程力学系，陆续扩
建和新建了自动控制及无线电系、工程物理
系、工程数理力学系以及与航天工程有关的
一批尖端专业，为培养尖端科学技术人才创
造了必要条件。同时，哈工大重新进行顶层设
计与规划，坚持航天民用相结合，形成了“多
学科、多专业、大航天、大协作”的办学定位，
走上了一条具有航天特色的综合发展之路。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积极探索与改
革，到 1987 年中国高校首个以培养高级航天
专门人才和从事航天高技术研究为主的学院
——航天学院在哈工大诞生，再到全面参与

“863 计划”“921 工程”，哈工大在航天领域逐

渐形成了独有的学科优势，构建了多学科相
互融合、共同服务航天事业发展的“大航
天”格局。从划归国防科技部门、航天工业
部门、国防科工部门到隶属工业和信息化部
门，哈工大一路砥砺奋进，立足航天、服务
国防的理念与特色更加凸显，并且形成了与
航天精神、工匠精神一脉相承的哈工大精神
和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优良校风，在人才
培养、科学研究、文化传承与创新等多个方
面形成了鲜明的航天特色。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今天的哈工大已经
形成了多个学院、多个学科相互融合、共同
服务航天事业的“大航天”格局。从神舟一
号到神舟十号，哈工大先后有 500 多名教师和
技术人员参与相关研究工作，50 余项研究成
果应用到载人航天的各个领域。哈工大及其
科研团队、科研工作者分别荣获了“中国载
人航天工程协作贡献奖”“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突出贡献集体奖”“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突出贡
献者奖”，成为仅有的同时获得这 3 个奖项的
高校。2011 年，学校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门、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国防科工机构、总
装备部门授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突出贡献集
体”，是 35 家获奖单位中仅有的高校；2012
年，学校荣获“天宫一号与神舟九号载人交会
对接任务成功”纪念奖牌。

历尽天华成此景。回顾哈工大的发展历
史，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哈工大始终与中
国航天事业同频共振、始终与中国航天精神
一脉相承、始终与中国航天协同创新。在助力
航天梦的路上，哈工大人的脚步从未停歇。

哈工大今天赢得的荣誉，缘于多年来立
足航天、服务航天的历史，也缘于哈工大攻
克载人航天工程、绕月探测工程中的多项技
术难题。

首次载人航天，为“神舟”保驾护航。
2003 年，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圆

满完成，哈工大多项技术为神舟号保驾护
航：KM6，为神舟号签发“通行证”；逐点挤压
变形矫形技术，为神舟号返回舱“整容”；三轴
仿真转台，为神舟铺个“轨道”；容错计算机，
为神舟安装“大脑”；故障诊断系统，为神舟
远程“诊断”；太阳帆板堵转研究，为神舟解
难；座椅支撑系统，为航天员排忧；海上应
急浮囊，为神舟号返回做好准备；宇航服系
统，和宇航员亲密接触。在中国首次载人航
天飞行庆功会上，哈工大获得 3 项表彰。

太空漫步，为“神舟”助力九霄。
2008 年，神舟七号一飞冲天，航天员顺

利出舱“太空漫步”，哈工大的技术支持再次
发挥重要作用：地面模拟失重训练水槽，让
航天员在“水中天”里体验太空环境；航天
员出舱用反光镜体，让航天员拥有一双“慧
眼”；内高压成形技术，让航天服更加安全可
靠；水升华器，控制航天服温度、湿度及压
力；舱外航天服地面试验系统，让航天员提
前体验太空生活。还有舱外航天服低压试验
舱舱体设计与制造等多项科研成果助力神舟
飞天。在“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
功庆祝大会上，哈工大受到表彰，获得“载
人航天工程协作配套奖”等多项荣誉。

天神对接，与航天再续前缘。
2011 年、2012 年，在神舟八号、神舟九

号与天宫一号对接的“天神之吻”中，哈工
大再次引起广泛关注：CCD 光学成像敏感
器，为天宫一号实现交会对接精确导航；对
接锁系及钢丝绳锁紧力松弛规律与寿命试
验，保障飞船安全性；空间对接机构热真空
试验台，营造太空“牵手”环境；九自由度
运动模拟系统，为“牵手”精准定位；对接
机构综合试验台运动模拟器，模拟真实“牵
手”；空间对接机构恢复性能测试台，上天前
的健康检测；整机特性测试台，“牵手”机械
结构的精度“标尺”；对接机构总装、总调关
键测量装置，对接机构量产的“催化剂”；载
人运输飞船训练模拟器视景显示系统，把无
限远的太空环境“搬”到地面；空间生命科
学与航天医学研究，为航天员健康提供防护
⋯⋯2016 年 11 月，天宫二号与神舟十一号成
功对接，哈工大空间机械手成功完成天宫二
号人机协同在轨维修科学试验，为空间机器
人在轨服务积累经验；关节电机和飞轮电机
成功用于天宫二号，分别用于驱动机械臂进
行各类动作和卫星姿态控制。

绕月探测，多项技术助力嫦娥圆梦月球。

哈工大瞄准月球探测二期、三期工程，
配合总体单位承担了月尘环境效应模拟器月
尘补给系统、试验台系统研制、巡视器结构
与机构研制、低重力模拟试验系统研制等项
目，支撑了探月工程的顺利实施。在“嫦娥
三号”任务中，哈工大研制的月地转移机
构、月面机械臂等多项关键技术和装备得到
应用：首创“可升降电梯”，让“玉兔”平稳
落月；创建移动系统构型理论，做月球车悬
架“设计师”；率先研制筛网车轮，让月球车

“信步漫游”；攻克月面机械臂难关，为“玉
兔”安装“手臂”；突破月球重力模拟技术，
真实复现“玉兔”月面移动；自主研制永磁
无刷电机技术：为机械臂“自由舒展”提供
强动力；金属橡胶技术：为“玉兔”软着陆
提供支持。

“长七”首飞，多项技术成果助力。
2016 年 6 月，“长征七号”火箭成功首

飞，标志着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和新一代运载
火箭研制取得重大突破。从火箭“心脏”到

“血管”，从搭载飞行器再到返回舱，哈工大
多项技术成果发挥重要作用：铜钢电子束焊
接技术研究成果，应用于“长征七号”新型
大推力液氧煤油发动机制造；在国际上首次
研制出整体结构五通件，应用于增压输送系
统；光电目标成像系统在轨可靠运行，顺利
完成“长征七号”载荷的既定任务；“远征
1A 上面级”主载荷——“遨龙一号”飞行器
及碎片模拟器分离解锁装置，保障了此次在
轨验证任务的圆满成功；多用途飞船缩比返
回舱专用飞行测试传感器，测量结果为新一
代载人飞船的外形设计、防热设计方案评价
提供依据。

“长五”首飞，贡献哈工大力量。
11 月 3 日，我国长征火箭家族中推力极

大的新型运载火箭“长征五号”实现完美首
飞。从技术支撑到外观设计，哈工大科研团
队和设计团队联手作出贡献：“助推级 120 吨
液氧煤油发动机涡轮气动设计”研究，助推

“长征五号”总推力破千吨；“发动机气瓶热
防护”项目成功研制出一种轻质高效隔热毡
复合防护结构，攻克“长五”热防护难题；

“我国新一代磁聚焦型霍尔电推力器 HEP-
100MF”在“长五”搭载的实践十七号卫星
上采用，标志着新一代磁聚焦型霍尔电推力
器在国际上首次实现空间应用；金属橡胶阻
尼环在“长五”发动机上成功应用，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公司第六研究院发来贺信；同
时，哈工大青年教师设计团队完成的“长
五 ” 整 体 涂 装 与 LOGO 方 案 ， 令 火 箭 “ 妆
容”彰显着中国风和国际范。而在 11 月 11 日
发射成功的“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上，哈
工大研制的“可编程 SOC 计算载荷”首次在
空间进行在轨验证。

2004 年 4 月，哈工大牵头自主研制的
“试验一号”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一

飞冲天。作为我国首颗由高校牵头自主研
制的有明确应用目标的微小卫星，首颗新
技术演示验证微小卫星，首颗传输型立体
测绘卫星，2004 年系列卫星发射任务中首
颗发射的卫星⋯⋯“试验一号”卫星承载
着哈工大人神圣的使命，为我国 2004 年的
航天发射迎来了“开门红”，同时也开启
了哈工大小卫星研制的新篇章。从此，哈
工大研制的小卫星连战连捷，一次次闪耀
苍穹。

“试验一号”采用了“一体化”的设
计思想，探索了我国微小卫星技术发展的
新途径，演示验证了小卫星一体化设计与
研制、基于磁控和反作用飞轮控制的姿态
捕获、卫星大角度姿态机动控制、微小卫
星高精度高稳定度姿态控制、卫星自主运
行管理、三线阵 CCD 航天摄影测量技术等
多项微小卫星的前沿技术，创建了跟踪前
沿、自主设计、联合研制、优势互补、科
技创新与人才培养并重的小卫星研制新模
式。

2008 年 11 月，哈工大抓总研制的我
国第三颗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空间大
气环境探测新技术试验的“试验三号”卫
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试验

三号”卫星的意义则是建造一个成熟可
靠、高水平的小卫星平台，有效地完成相
关载荷和元器件的搭载试验任务，同时也
在高校“基础创新—技术突破—工程应
用”的协调发展方面树立典范。

近年来国际上各类自然灾害频发，给
人类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极大威胁，在
国家“863 计划”的支持下，哈工大负责
的“快舟星箭一体化飞行器技术及应用”
项目，针对突发灾害应急监测和抢险救灾
信息支持的迫切需求，在国际上首次提出
并实现了星箭一体化设计的理念和方法，
解决了飞行器快速研制、快速发射、快速
应用的核心技术问题。项目总体指标国内
领先、国际先进，开辟了我国快速响应空
间技术发展的新途径。哈工大利用该成果
研制的“快舟一号”和“快舟二号”卫星
于 2013 年 9 月和 2014 年 11 月先后发射成
功，再一次吸引了世人的目光。“快舟”
卫星在巴基斯坦阿瓦兰地震、台湾花莲地
震、新疆于田地震、四川冕宁县森林火
灾、霍尼亚拉洪灾、马航 MH370 客机失
联、中国科考船“雪龙号”破冰支援等灾
害发生后，及时实施了灾情监测，快速获
取了灾害信息。作为我国首颗具有快速响
应能力的卫星，“快舟一号”在我国云南
鲁甸地震救援期间是仅有的一颗实现针对

灾区连续 15 天重访成像的高分辨率遥感卫
星，及时提供了高分辨率的震区影像，为
全面了解灾情、灾情评估、抢险救援指挥
决策等提供了有力信息支撑。“快舟”还
应用在工程建设、土地利用、采矿区开
采、水文、环境等实时监测方面，为国内
19 个省份、61 家用户单位提供了高质量遥
感影像。

丁香寻夙梦，神箭裂苍穹。围绕“科
研服务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目标，哈
工大组织 40 余人的学生研究团队，自筹经
费，研制了“紫丁香一号”“紫丁香二
号”两颗纳卫星。我国首颗由高校学子自
主设计、研制、管控的纳卫星“紫丁香二
号”于 2015 年 9 月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
射成功。平均年龄不到 24 岁的哈工大学生
微纳卫星研发团队，以卫星技术研究所为
技术依托，凝聚了哈工大航空宇航与科学
技术、力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控制工
程、机械工程、通信工程、电气工程、热
能工程 8 个学科的本科、硕士和博士研究
生，是一支学科交叉研制学生队伍。

重量仅 12 公斤的“紫丁香二号”旨在
构建飞行软件在轨试验平台，在空间环境
中对 FPGA 软件的可靠性等进行验证；同
时，基于星上电子设备，可以进行全球航
班、船舶等状态信息的收集和大型野生
动物踪迹跟踪等任务；卫星还携带了一
个工业红外相机，可实现对森林火灾、
极端天气等造成的地温变化进行成像与
监测。作为试验平台，卫星还搭载了两
组新型超轻高精度敏感器，先期开展在
轨测试，确保该产品在后续其它型号的
成功实施。

从“试验一号”到“紫丁香二号”，
哈工大成为国内仅有的一所研发小卫星五
战五捷的高校。一次又一次飞天圆梦，助
推了全校师生的强国梦、航天梦，凝聚了
哈工大人的智慧和力量。

除此之外，2015 年 10 月，由中科院
长春光机所、哈工大、长光卫星公司共同
研制完成的“吉林一号光学 A 星”发射成
功，其研制模式是校所产学研结合、协同
创新、多方参与、优势互补、加速航天高
技术成果产业化的成功探索，对哈工大微
小卫星技术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提升学
校自主创新能力、知识贡献能力和社会服
务水平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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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工大与中国航天的历史渊源

星河欲转千帆舞——哈工大小卫星五战五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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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工大科研成果助力中国航天

而今迈步从头越——哈工大与中国航天携手共进

哈工大师生庆祝
神舟十一号发射成功

（兰锐 摄）

1956年，中国首个导弹火箭研究机构——国防部门第五研究院成立，标志着中
国航天事业的创建。经过60年发展，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正在向建设航
天强国的目标阔步前行。国家领导人指出：“航天梦是强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
中国航天事业快速发展，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会迈得更大、更远。”

从1956到2016，中国航天事业走过了一个甲子，哈工大与中国航天始终携手
共进：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嫦娥探月；从老一辈航天校友建立卓越功勋到
今天风华正茂的学子积极投身航天事业；从航空工程系正式组建到中国高校首个航
天学院建立；从“试验一号”卫星遨游太空到“紫丁香二号”纳卫星飞天圆梦……
一代又一代哈工大人心怀强国梦、航天梦执著前行，与祖国同骄傲，与航天共自
豪；哈工大像展翅的鲲鹏，乘航天事业大发展的东风，扶摇直上九万里……

“紫丁香二号”一飞冲天 （冯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