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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
里”。中国古代诗词里，记载了很多古人
对于“飞天”的向往。“嫦娥奔月”更是
为中国人的飞天梦带来了几分神秘和浪
漫色彩。在众多航天人的不断努力下，
中国航天事业将一个个梦想变成现实，
中国逐渐迈入世界航天大国行列。其中
就有一支北京交通大学团队的身影。从

“长征”“神州”“嫦娥”到“天宫”，他
们见证了中国航天事业一次又一次跨
越，也用“交大制造”不断标注着航天
机械制造的新高度。

打破机械制造“天花板”

2007 年，继长征五号大型运载火箭
正式批准立项研制后，国家正式发布了

《航天发展“十一五”规划》，明确将新
一代运载火箭列入中国航天重大科技工
程。

这一年，北交团队负责人、机电学
院教授房海蓉首次接触到了长征五号运
载火箭课题组提出的一项研发任务：火
箭箱体隔热层加工。

作为中国第一枚大型运载火箭，长
征五号首次采用直径为 5 米、长 20 米的
大直径箭体结构，打破了我国 40 余年来
3.35 米箭体直径结构的限制。用长征五
号运载火箭总设计师李东的话说：“从
3.35米到5米的跨度，不是一个简单的放
大，而是质的飞跃。从设计能力、仿真
手段、加工制造一直到地面各种实验，
都有许多技术难题要克服。”其中，火箭
箱体隔热层加工就是最棘手的难题之一。

对于火箭发射而言，对隔热层的加
工处理至关重要。究其原因在于，火箭
使用液氢液氧作为推进剂，液氢具有极
强的挥发性，需要低温储存，然而火箭
发射时，尾部火焰温度将超过 3000 摄氏
度，如果隔热不当，液氢就很有可能消
耗殆尽。用一句通俗的话讲，只有通过
在火箭贮箱外穿上一件“绝热服”，才能

确保火箭不被热量“入侵”。
然而这话说起来容易，真正实现起

来却是难上加难。
由于火箭箱体为薄壁易变形壳体，

采用传统的成型数控加工方法难以保证
等厚要求，在 2010 年前，还只能采用手
工片削方法进行加工，该方法不仅加工
周期长，生产效率低，而且无法实现隔
热层等厚加工的自动化要求，因此难以
满足我国新一代大运载火箭的研制要
求，亟须突破技术瓶颈。

毫不夸张地说，在那个时候，摆在
房海蓉面前的，是中国现有机械行业的

“天花板”，往上走是什么样的，谁也不
知道，一切都是未知数。

不 尝 试 一 下 怎 么 知 道 会 失 败 呢 ？
2006 年底，房海蓉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同
事一起交流、讨论、沟通后，大家决定
试一试，争取啃下这块硬骨头。谁也没
有想到，这一试就是漫长的 10 年，同样
也是这一试，成就了 10 年后的“火箭
军”。

十年不懈专注“一件事”

“从 2007 年团队组建到今天多次成
功参与火箭发射，前后用了 10 年的时
间。”房海蓉说，“这 10 年可以说是我们
人生中最宝贵的 10 年，但每次看到火箭
发射成功的那一刻，我们发自内心地觉
得10年里每一分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房海蓉组建的这支“火箭军”，汇聚
了交大各路人才，团队成员里，有研究
机械设计制造的，有专攻检测和控制
的，还有擅长软件编程的，成员职称从
普通的讲师到教授，从工程师到高级工
程师，一应俱全。

摆在房海蓉和她团队成员面前的困
难显然比想象中还要棘手。因为这几乎
是一项全新的技术难题，在此之前没有
任何经验可以借鉴，只能是摸着石头过
河。再加上这么重要的攻关任务，合作

方自然也非常慎重。要取得对方的信
任，光凭口头上的一套理论、一个方案
是远远不够的。

为了拿出一套有足够说服力的解决
方案，房海蓉和她的团队开始了近两年
的参数搜集、分析和摸索，开展了大大
小小上百次实验。

没有现成的实验设备，就自己做。
为了模拟真实情境，房海蓉带领团队根
据缩比试验件自己研制实验原理样机，
光预研用的原理性实验设备就先后更新
了两代。

缺少工艺参数，就自己跑现场实
测，再回来做实验分析，进行工艺优化
和改进。由于很多数据需要实时监测，
很多成员不得不长年累月驻扎在外。

不仅如此，项目组还要经常面临极
其恶劣的工作环境。“因为很多试验需要
在车间里做泡沫旋切，粉尘非常厉害，
工作时要戴一整天口罩，一天下来连眉
毛都变白了，我们都戏称对方是‘白眉
大侠’。”团队成员徐老师回忆道。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经历了一次
又一次的失败，一个个技术难题悄然被
攻克，一套几乎全新的解决方案逐渐浮
出水面。这套方案在打破了原有手工成
型的局限的基础上，成功实现了对火箭
绝热层自动等厚加工这一关键技术的突
破，也最终帮助团队成功拿下了项目。

如今，回忆起走过的这段历程，房
海蓉仍然感慨万千，“那时候大家都是30
多岁，年轻气盛，不怕吃苦，也不想成
功还是失败，没有人计较个人得失，一
心只想把事情干起来。”

名声在外的“交大制造”

如今提到房海蓉团队，无论是项目
合作方还是施工方都赞不绝口，凭借在
等厚加工技术领域的独特创新，房海蓉
团队已经成为了业界一个响当当的“品
牌”。

与其他工业制造项目不同，航天制
造被誉为工业之花，对时间节点、安全
和精度都有近乎“严苛”的要求。

由于火箭对于发射周期有严格的设
定，各个工序何时完成，都会有明确的
时间节点，容不得丝毫怠慢。同时由于
用来做实验的箱体造价十分高昂，动辄
上百万、千万的成本，稍有闪失就损失
巨大，所以对各个环节的要求自然也就

“水涨船高”。
用合作方一位总工的话说：如果加

工时对箱体有任何一点损伤，就相当于
把“天”捅个窟窿。在这种“零差错、
零容忍”的硬规定面前，房海蓉和她的
团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为了确保实验件不被任何外力因素
破坏，房海蓉和团队开始在安全防护上
下起了功夫。经过不停的实验和摸索，
最终团队成功研制出了一套基于安全距
离的防护系统。在非安全距离内，设备
可以自动发出预警或直接启动止停技
术。

通过这样一种操控技术，实现了对
实验件器材的绝对控制，用房海蓉的话
说就是“即使人为想破坏都破坏不了”，
从而为实验装置上了一道“硬保险”。

即使是已经完成的合作项目，对方
只要遇到问题，团队成员几乎是随叫随
到，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提供“终身质
保”。

伴随长征五号的顺利升空，团队参
与的项目工作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但房
海蓉和团队并没有放慢脚步，随后他们
又投入到了“神州”“嫦娥”到“天宫”
等一系列新型火箭的研发和应用。

“成事趁年轻。有梦，一定要趁着年
轻去追逐，在还有激情的时候去尝试、
去创造，要不怕失败，不给自己留遗
憾，要做到青春无悔，才能不枉这一
生”。回望十年磨砺耕耘路，房海蓉对青
年学生说出了这句发自内心的寄语，而
这也正是她一直以来努力做到的。

房海蓉：给火箭穿上“绝热服”
通讯员 王瑞霞 高默咛 唐瑶

科学人物

【人物简介】：

房海蓉，北京交通大
学机电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在机器人、智能制
造等领域承担包括国家及
省部级在内的科研项目20
余项，针对我国大运载火
箭隔热层等零部件厚加工
技术难题，研制出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火箭隔热层
自由曲面等厚在线检测实
时数控加工系统，彻底改
变了我国火箭隔热层落后
的手工片削加工现状。

“滨州城，火样红，大冬枣，玛瑙
同。”这句话描写的正是金秋十月冬枣种
植区的胜景。

然而随着果农为了追求产量而不断
提高种植密度、疏于田间管理，近年来
冬枣品质越来越不稳定、产业发展缺乏
新动能，冬枣价格也出现持续下跌趋势，
导致了产业的萎缩。

从供不应求到供大于求，枣农收入甚
至已经不如 6 年前，一场关于“沾化冬枣”
的品牌保卫战开始了。

6元一颗高档冬枣

耿志忠是滨州市沾化区古城镇北耿
村的一名枣农，今年他种出来的冬枣卖到
120 元一斤，合 6 元一颗。这与普通冬枣
3、5元一斤的价格形成了鲜明对比。

6元一颗？是什么样的枣？
青岛农业大学果树栽培专家原永兵

教授告诉记者：“耿志忠的枣园采用了无
纺布果袋套袋技术，种出来的冬枣不光
皮薄、肉脆、味甜，农药残留还明显降
低，所以没等下树就被抢购一空了。”

耿志忠是原永兵教授主持的星火科
技示范项目“冬枣篱壁形生态栽培技术
示范”的扶贫对象。10月10日，该项目

结题验收,专家组一致认为，这是一种
“生态、清洁、优质、高效”的冬枣栽培
新模式，其示范推广具有显著的扶贫效
果，为处于困境的冬枣产业转型升级开
辟了一条新路。

“冬枣篱壁形生态栽培技术示范”项
目以帮扶贫困户科技脱贫为重点，采用
篱壁形生态栽培模式建设冬枣示范园 20
亩，实行高纺锤形整形，树下覆盖无纺
布地膜，行间生草，支架栽培并搭设多
功能网，树体健壮整齐，改善机械作业
和通风透光条件，冬枣内在品质和外观
品质显著提高，农药残留显著降低。结
出的果实单价达 100—200 元/kg，亩产
销售收入7万元，综合效益明显提高。

水果套袋有大学问

“早在 8 年前，我们就做了一些关于
冬枣套袋的设想和实验。”原永兵告诉记
者，2009 年的夏天，他带领研究生把之
前用来套葡萄的无纺布果袋套在了枣树
的整个枣吊上，就是一次把几个枣果和
整个枣吊都套住，这样当时一共在试验
田里套了3000个枣吊。

然而，第一年套袋的果实成熟后效果
并不好——叶片失去光合能力，套住的枣
也发黄。第二年起，团队开始研究缩小枣
袋的尺寸到 8×12 厘米，每个枣果套一个
袋，这样就不影响叶片的生理功能了。

这一新的栽培技术模式应用了多种
专利产品，集成了多项先进技术，套袋
只是其中之一。“搭设多功能网，能够防
虫、防雹、防风、防尘、防日烧、防
鸟、防病；覆盖环保的无纺布地膜，能
够防草、保水、透气、压盐；套无纺布
果袋，能明显降低农药残留，提高冬枣
品质和价格。”

原教授的科研团队明确分为产品研
发和现场实施两个方向。产品研发方向
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无纺布果袋的尺寸、
外观、材料组成、原料配方和制作工艺
等内容，现场实施方向的任务是探索冬
枣套袋的时间、行间生草的管理技术等
内容。

当时没有合适的辅助工具，劳动效
率太低，每人每天才套 1000 个左右。后
来经多次实验和验证，团队先把枣袋开
口部位中间纵向剪 2 厘米，把枣果套进
去，果柄放在剪口处，再用手握一种长
10 厘米左右的订书机把袋口钉住。这样
就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每人每天能套
3000—4000个袋。

科技支撑持续发展

30 多年来，冬枣在沾化等地的大面
积种植大大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但因
过度追求产量而采用的密植方式，也给
环境带来很多不利影响。

关于冬枣种植与生态环境的相互作
用，原永兵教授团队曾专门进行了“黄
河三角洲盐碱地冬枣生态适应性与枣园
生态优化研究”。如今，原永兵教授团队
的枣园生态优化研究步入了新征程。

如今，在采用新模式改建的老果园
里，以前寸草不留的枣园地面，开始自
然生长着蒲公英、车前草等植物，盲蝽
象、枣瘿蚊等害虫明显减少，地面和土
壤内动物、微生物数量增加，以前少见
的蚯蚓、七星瓢虫、蜘蛛等昆虫的数
量、种类不断增多。可以说，冬枣篱壁
形生态栽培模式及优质清洁生产技术，
已经实现了优质安全高效、省工省力栽
培、保护果园生态环境等多种目的。

不断优化果品品质，研发推广先进
技术，推动冬枣优势产区的规模化、标
准化、机械化种植，为沾化冬枣产业的
可持续发展和转型升级提供新动能，带
领果农奉献给社会如玛瑙般珍贵的高档
冬枣，这是原永兵教授团队下一个 5 年
的目标。

记者看到，在原永兵教授办公室一
角，放着一堆做大棚的材料，红色、绿
色、黑色，各不相同。“下一步我们打算
优化多功能网，不同颜色棚顶能够折射
不同光谱，我们将研究不同颜色对果实
品质及矿质营养吸收的影响，以形成品
质更优的冬枣。”

打响冬枣“保卫战”
通讯员 杨宗玲 周维维

科学智透

昼夜节律和睡眠稳态是共
同进化而来的生物现象，前者
控制人类何时入睡，后者控制
每天要睡多久。在果蝇、小鼠
和人类中，都能观察到这两种
行为共同作用来控制动物的周
期性睡眠。随着近年来对各种
模式生物的研究，科研人员对
分别调控这两种行为的分子和
神经通路了解得很多。但在大
多数生物中，对节律神经回路
如何输出到睡眠中心的连接机
制依然未知。使得这成为睡眠
领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近日浙江大学医学院百人
计划郭方研究员，以果蝇为模
式生物，鉴定出其脑中的背侧
昼夜节律神经元 APDN1 往睡
眠稳态中心-椭球体 EB-R2 投
射的神经回路，并将相关成果
发 表 在 知 名 期 刊 《神 经 元》

（Neuron） 上。研究揭示了该
神经回路决定睡眠和觉醒水平
的作用机制，为阐述昼夜节律
回路和睡眠回路的连接机制提
供了非常重要的实验依据。

这项科研工作的第一作者
为浙江大学医学院神经生物系
郭方研究员，郭方研究员和
2017 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获得者、美国布兰迪斯大学迈
克 尔 · 罗 斯 巴 殊 （Michael
Rosbash） 教授为本论文的共
同通讯作者。

寻找两者的关系，前提是
有两个实验基础，一个是郭方
和导师罗斯巴殊之前就有过明
确的研究，果蝇的昼夜节律神
经元 APDN1 是控制睡眠稳态
的阀门，同时在 2016 年，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科学家们
已经鉴定出果蝇中调控睡眠稳
态的神经元是椭球体EB-R2。

因 此 研 究 的 主 线 就 落 到
APDN1 与椭球体 EB-R2 的关
系上。

实验中，郭方及其同事们
发现果蝇的 APDN1 神经元有
两簇投射，一簇向果蝇大脑前
侧，一簇向果蝇大脑后侧。前
期的研究中，科学家们关注的
是向后的这一簇，它起着抑制
果蝇的活动的作用，该研究发
现了果蝇节律神经元控制睡眠
的奥秘。

那么 APDN1 的前一簇往
哪个脑区投射，生物学的功能
是什么？

他们利用最新发明的神经
回 路 技 术 —— 跨 突 触 显 示 技
术，追踪投射神经元的走向。
并通过膨胀显微镜 （Expan-
sion Microscopy） 放 大 并
透明化果蝇的大脑，发现这簇
轴突往前投射到一个叫 AOTU
的脑区。钙成像技术表明，它
们支配着一群特殊的 TuBu 神
经元，并通过其与更高脑区域
的睡眠稳态中心-椭球体 EB-
R2偶联。

最终郭方团队在形态学上
鉴定出果蝇的背侧节律神经元
APDN1 往果蝇的睡眠稳态中
心与椭球体 EB-R2 投射的神
经回路。神经元 APDN1 作为
一个“开关”调控着 EB-R2，
激活 APDN 会在 EB-R2 中诱
导出类似人类睡眠时的特定振
荡模式。

已有的研究发现，当人类
进入睡眠时会形成特定频率振
荡的脑电波。那么，郭方通过
钙成像检测到的果蝇调控睡眠
脑区的高频振荡，会不会和高
等动物的一样，起着睡眠时降
低对外界反应的作用？

在实验中，郭方通过机械
刺激偶联光遗传学实验来证明
自己的假设。当果蝇睡眠时，
他每隔半个小时都给果蝇一个
机械振动，果蝇都会产生受激
反应，从睡眠中惊醒，呈现出
规律性的高活动，然后再逐渐
入睡。

第 一 个 实 验 ， 当 只 激 活
APDN1 神经元时，大脑中振
荡波产生。果蝇在受到刺激后
懒得动，醒来一下又迅速入睡。

第二个实验，科研人员还
通过光遗传学的方式，激活
DN1 神经元，果蝇进入睡眠，
再通过特定波长的绿光抑制
EB-R2神经元中的振荡波。通
过观察果蝇的行为发现，受到
刺激时果蝇会迅速反应，显著
性地增加了高活动状态，才重
新进入睡眠。

通 过 这 些 实 验 ， 郭 方 发
现，果蝇 EB-R2 中产生的特
定振荡模式是一道“防火墙”，
可以“屏蔽”外界信息的输
入，让果蝇对外界刺激不敏
感。“特定脑区的神经元产生某
些频率的共振，可能让神经元

锁定在某种状态，使外界信息
无法输入。”郭方说，“当通过
人为打破‘防火墙’，果蝇无法
进入深睡状态。”

同时，郭方也告诉记者，
目前尚待解决的科学问题是

“防火墙”是如何导致外界信息
无法传入，这一神经回路传递
信号的递质是什么，具体内部
机制有待进一步回答。

对这道睡眠“防火墙”的
研究，还是一项起点性的工
作。未来，可以通过药物治愈
失眠，让轻度睡眠患者拥有更
好的睡眠质量。科研人员也猜
想，随着对深度睡眠机制研究
的深入，或许以后充足的睡眠
不需要 8 个小时以上，通过调
控深度睡眠，在更快时间内补
充精力，睡眠 2 小时精神一整
天也不无可能。“那时候，供人
类自由支配的时间更长，不用
在有限的觉醒，开启‘倍速’
人生。”

《神经元》 匿名评审专家们
对这一研究结果也评价道：“该
论文提供了 （果蝇） 生物钟和
睡眠调节之间目前最全面的联
系，并为理解高度保守的睡眠
和昼夜节律整合的神经机制提
供了平台。研究中应用了最先
进的遗传工具和实验技术来绘
制神经回路。”“这一研究将对
该领域产生巨大影响。”

一位匿名专家指出，郭方
团队的研究使用多种先进的技
术组合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
据，证明了将昼夜节律神经元
连接到睡眠中心的神经回路及
其功能。那么他们是如何把这
些技术更好地使用到实验中
呢？这就要提到郭方和他的同
事们研发的“果蝇”盒子专利。

这个实验盒，具有体积轻
便，易于操作等优点，利用摄
像头持续记录 96 只果蝇的行
为，能高通量的筛选调控果蝇
行为的基因和神经回路。

那么这个果蝇盒子是如何
想到的呢？

这里先讲一个“失眠的果
蝇”故事。和罗斯巴殊教授同
时获得去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
学 奖 的 杰 夫 · 霍 尔 （Jeff
Hall） 教授，上世纪 70 年代曾
和同事在其导师西莫尔·本则
尔 （Seymour Benzer） 教授
的实验室里，发现了一些“睡
不好”的果蝇：其昼夜节律基
因受到突变，很有个性的睡得
早，醒得早。于是本则尔对这
些果蝇产生了兴趣，发明了仪
器来监测其昼夜节律。

这 个 神 奇 的 “ 果 蝇 ” 盒
子，也是郭方在罗斯巴殊教授
实验室里，某一天晚上熬夜做
实验，灵机一动想到的。“最早
的原型是2015年开始研制，现
在已经量产。不仅可以作为果
蝇的实验平台，还可以用于记
录蚊子、斑马鱼等小型动物的
行为。”郭方说。

郭方说，随着相关实验的
引入，他们在这个果蝇盒子
里，装上了625nm的红色LED
和550nm的绿色LED，能快速
对神经元活性进行双向调控。
同时也装上了电磁阀控制的睡
眠剥夺装置，能定量地对果蝇
进行机械刺激，来检测果蝇的
觉醒阈值和睡眠深度。

睡
眠
两
小
时
，精
神
一
整
天

—
—

浙
江
大
学
揭
示
睡
眠
和
觉
醒
水
平
的
作
用
机
制

通讯员

柯溢能

房海蓉 （左二） 张先睿 摄

科
研
探
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