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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三號全球網再添雙星
習近平看望發射中心官兵

組網衛星增至六顆 雞年航天圓滿收官

香港文匯報訊 據《解放軍報》報道，中華民
族傳統節日——春節來臨之際，中共中央總書
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10日來到
駐四川部隊某基地，深入發射工位和技術廠房，
看望慰問部隊官兵，代表黨中央和中央軍委，向
全體解放軍指戰員、武警部隊官兵、民兵預備役
人員致以誠摯問候和新春祝福。他強調，要認真
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深入貫徹新時代黨的強軍
思想，堅持政治建軍、改革強軍、科技興軍、依
法治軍，聚焦備戰打仗，加快創新發展，全面提
高履行使命任務能力，為實現黨在新時代的強軍
目標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2 月的川西大地山青水碧，和風送暖，處處
洋溢着春的氣息。下午 4 時許，習近平來到某
基地發射場。他一下車，就前往發射工位。高
大的發射塔架巍然佇立，十分壯觀。習近平邊
聽介紹，邊看發射場佈局說明圖，詳細了解發
射場結構功能，不時詢問有關問題。工作人員
介紹三號發射工位功能齊全，可以發射多種型
號火箭和航天器，創造了我國航天史上多個第
一，習近平點頭稱讚。
指揮大廳內，基地官兵正在緊張有序地忙碌
着，習近平很關心北斗三號衛星發射任務準備
情況，特意來到這裡看望大家。看到習主席到
來，大家非常激動，全體起立，報以熱烈掌
聲。習近平同工位上的官兵一一握手，同科技
人員親切交談，詳細詢問每名同志的科研工作
和生活情況。聽到大家扎根山溝，獻身航天，
取得多項發明專利，習近平露出讚許的目光。
習近平了解了衛星發射準備工作，叮囑大家保
持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風，確保萬無一失。

■2月10日，習近平前往西昌衛星發射中心了解北斗衛星發射準備情況，並向全體
解放軍指戰員、武警部隊官兵、民兵預備役人員致以誠摯問候和新春祝福。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2018 年 2 月 12 日 13
時 03 分，中國在西昌衛星發射中心用長征三號乙運載火箭及遠征
一號上面級，以「一箭雙星」方式成功發射第 28、29 顆北斗導航
衛星，約三個半小時後，「太空擺渡車」遠征一號上面級把兩顆
北斗三號衛星送入目標軌道。這也是中國北斗三號工程的第 5、6
顆組網衛星，與此前發射的 4 顆北斗三號導航衛星進行組網運行。
2018 年前後，中國將完成 18 顆北斗三號衛星發射，並率先為「一
帶一路」沿線國家提供基本服務。
000 年 10 月 31 日，首顆北斗導航試
驗衛星在西昌衛星發射中心升空，
開啟中國建設自主研製衛星導航系統的
大幕。迄今為止的 18 年間，中國通過
27 次發射任務，將包括 4 顆試驗衛星在
內的 33 顆北斗衛星送入太空，成功率
100%。剛剛升空的北斗三號第 5、6 顆
組網衛星，屬於中圓地球軌道衛星。此
次發射是北斗三號工程第三次全球組網
衛星發射，也是中國航天在農曆春節前
的「收官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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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航功能覆蓋世界
這兩顆衛星屬於中圓地球軌道衛
星。據了解，北斗衛星導航星座由中圓
軌道衛星、傾斜地球軌道衛星和地球靜
止軌道衛星組成，這些軌道都屬於中高
軌道。
「獨立自主、開放兼容、技術先
進、穩定可靠」，是北斗全球導航系統
的發展目標。航天專家表示，北斗三號
導航系統可以在全球範圍內全天候、全
天時為各類用戶提供高精度、高可靠定
位、導航、授時服務，並具有獨特的短
報文通信功能。相較於北斗二號衛星系
統，除覆蓋區域由區域覆蓋擴大到全球
覆蓋外，在性能上、系統可靠性上，都
有很大提高。以關鍵指標定位精度來
說，將在現有基礎上提高一到兩倍。全

球導航系統建成後，導航服務能力將處
於世界先進水平。

衛星之間心手相連
與其他國家的導航衛星相比，中國
北斗三號具有很多特點。中國不可能像
GPS 那樣，在全球建立地面站，為解
決境外衛星的數據傳輸通道，航天科技
集團五院北斗三號團隊攻克星座星間鏈
路技術，通過採取星間、星地傳輸功能
一體化設計，實現衛星與衛星、衛星與
地面站的鏈路互通，實現「太空兄弟間
手拉手、心相通」，這被認為是中國北
斗全球導航系統的一大特色。
航天科技五院北斗三號衛星總指揮
遲軍表示，衛星導航服務的可靠性、連
續性十分重要，為此北斗三號控制分系
統增加了至少 60 天的完全自主運行能
力，保證了在地面測控站出現故障期
間，仍能夠在軌正常工作，同時衛星設
計壽命達到 12 年，達到國際導航衛星
的先進水平，為北斗系統服務的連續、
穩定提供基礎保證。
據介紹，執行本次發射的長征三號
乙/遠征一號運載火箭，是由基礎級
和上面級組成的四級火箭，由航天科
技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抓總研製。此
次發射是中國長征系列運載火箭的第
267 次飛行。

北斗三號部件完全國產化
核心元器件需
要進口，曾制約
中國航天乃至很
多重大工程的進展。在北斗三號任
務中，通過中國航天人的努力，做
到了「沒有一台進口產品」。中國
航天科技集團五院北斗三號副總設
計師高益軍表示，北斗三號控制系
統國產化單機達 100%，國產化元器
件應用水平提高，使用比例提高。
業界認為，北斗三號控制系統在實
現核心產品國產化的同時，牽引了
國內相關技術水平的發展。
北斗系統需要發射 30 多顆衛星才
能完成組網，這令航天專家們從任務
之初就意識到，國產化對於系統的建
設和穩定運行生死攸關，不能被別人
卡住「命門」。在北斗研製過程
中，曾發生關鍵元器的外國生產廠
家，突然通知由於政府原因停止供
貨事件。此時國產技術攻關已完成，
專家們果斷決定用國貨替代。外商得
知後態度頓變，不僅馬上可以供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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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降價一半以上。但是，中國已嘗
到核心技術在手的甜頭，這更加堅定
了北斗國產化的決心。
值得一提的是，北斗三號使用了
中國自主研製的第一片抗輻照四核
片上系統芯片 SoC2012，以及中國
自主知識產權的計算機操作系統
SpaceOS2。專家表示，芯片的性能
是北斗一期使用的進口芯片的幾十
倍，與當前國際最高水平相當，競
爭優勢明顯。操作系統 SpaceOS2
較於民用的 Windows、iOS 等操作
系統，不僅體積更小，還可同時管
理上百項任務，在衛星運行的 10 多
年間，操作系統不會罷工、遲緩。
據介紹，經過航天專家十多年艱苦
努力，此前長期依靠進口的行波管放
大器組件、微波開關、大功率電源控
制器等關鍵航天產品首次實現了主、
備份全部國產化，北斗三號 100%部
件國產化。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

詳細詢問科研生活

■ 2 月 12 日 13 時 03
分，中國在西昌衛星發
射中心以「
射中心以
「一箭雙星
一箭雙星」
」
方式成功發射第 28
28、
、
29顆北斗導航衛星
29
顆北斗導航衛星。
。
新華社

勉勵堅定航天報國

離開指揮大廳，習近平來到一處技術廠房，
通過展板詳細了解基地發展歷程情況，對基地
為中國航天事業作出的重要貢獻給予充分肯
定。習近平親切接見基地所屬有關部隊副團級
以上幹部，並發表重要講話。習近平強調，要
強化使命擔當，堅定航天報國志向，堅定航天
強國信念，弘揚「兩彈一星」精神、航天精
神，創造更多中國奇跡。要強化打贏本領，大
抓實戰化軍事訓練，深化戰法訓法研究探索，
提升航天發射和作戰能力，融入全軍聯合作戰
體系，為建設世界一流軍隊、建設航天強國提
供堅實支撐。要強化改革創新，加快推進轉型
發展，堅持向科技創新要戰鬥力，加強核心關
鍵技術攻關，保持國際競爭主動權。要強化政
治保證，加強思想政治建設，抓好各級黨組織
建設，做好抓基層打基礎工作，全面從嚴教育
管理部隊，確保部隊絕對忠誠、絕對純潔、絕
對可靠。
12 日下午，習近平在成都親切接見了駐蓉
部隊師以上領導幹部和建制團單位主官，同大
家合影留念。

北 斗 導 航 系 統 特 徵
1. 高精度：北斗三號全球導航系統的
定位精度達到 2 米左右。建成後的
北斗全球導航系統將為民用用戶免
費提供約 10 米精度的定位服務、
0.2 米/秒的測速服務、誤差不超過
10納秒的時間服務。未來，可提供
米級、亞米級、甚至分米厘米級服
務，與美國GPS相媲美。
2. 高可靠：北斗是系統工程，用戶
每一次享受到北斗系統的服務，
都必須保證有至少四顆衛星提供
服務；北斗又是一個全球覆蓋的
系統，至少需要有 20 餘顆衛星同
時提供穩定服務。在北斗二號基
礎上，中國進一步提升北斗三號
連續性、穩定性和可用性指標。

3. 高 保 險 ： 北 斗 衛 星 全 球 導 航 系
統，採用多重可靠性加固措施，
可最大限度增強系統的保險系
數。系統建成後將實現衛星有冗
餘，單機雙備份。
4. 多功能：北斗系統具有短報文等
特色功能，將短信和導航結合起
來，僅靠北斗一個終端，就可以
導航、通信兼備。
5. 多 領 域 ： 北 斗 系 統 可 用 領 域 包
括：漁業、水利、電信、測繪、
交通運輸、森林防火、減災救
災、國家安全等。
■綜合人民網及香港文匯報
記者劉凝哲報道

「太空擺渡車」
將增新成員
2 月 12 日 的 「 擺
渡」是遠征一號上面
級第 6 次執行發射任
務，也是「遠征家族」第 8 次成功飛行。
「上面級」是一種運載工具，即在火箭基
礎級上增加相對獨立一級，它像是「擺渡
車」，可以把乘客送往相應的目的地。
遠征系列上面級由中國航天科技集團
有限公司所屬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抓
總研製。該「家族」現有 3 名成員，分別
是針對中高軌的直接入軌任務、具有兩次
啟動能力的遠征一號上面級，啟動次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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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昌衛星發射中心

達 20 次，可完成不同軌道多星部署的遠
征一號甲上面級，以及具有兩台發動機、
執行高軌多星直接入軌任務的遠征二號上
面級。
「今年，『遠征家族』將再添新成
員——遠征一號 S 上面級。」中國運載火
箭技術研究院上面級設計師王明哲對記者
說，遠征一號 S 上面級是專門為滿足中低
軌、短時間發射需求研製的產品，在遠征
一號上面級基礎上進行改進。它與基礎級
分離完成後可以馬上點火加速，整個飛行
任務在1小時以內。
■來源：中新社

■西昌衛星發射中心外景
西昌衛星發射中心外景。
。

網上圖片

組建於 1970 年 12 月的
西昌衛星發射中心，主要
承擔地球同步軌道衛星等
航天發射任務，是中國發射衛星最多、發射軌
道最高的航天發射場。中心於 1982 年交付使
用，1984年1月發射中國第一顆通信衛星。
據航天專家介紹，這裡具有「天然發射場」
的優越條件：一是緯度低（北緯28.2度），海
拔高（1,500 米），發射傾角好，緯度越低，
離赤道越近，這既可充分利用地球自轉的離心
力，又可縮短地面到衛星軌道的距離，從而增
加火箭的有效負荷。
二是峽谷地形好，地質結構堅實，有利於發
射場的總體佈局，對地面發射設施、技術設備
及跟蹤測量，通訊的佈網有利，能滿足多個發
射場的建設。
三是晴好天氣，「發射窗口」好。年平均氣
溫 18℃，是全國氣候變化最小的地區之一，
日照多達 320 天，幾乎沒有霧天，試驗周期和
允許發射的時間較多。
■來源：新華社、百度百科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