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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西昌 6 月 23 日电（记者李国
利、胡喆、张汨汨）6 月 23 日上午，大凉山
腹地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西昌发射场。

推迟一周发射的长征三号乙运载火
箭矗立在发射塔架旁，乳白色箭体上的
“中国航天”四个大字与火箭整流罩外北
斗卫星导航系统标志的搭配显得格外
醒目。

“10，9，8 …… 3，2，1，点火！”
9时 43分，伴着山呼海啸般的巨响，

腾空而起的长征火箭底部拖曳着耀眼的
白色尾焰，托举着北斗三号最后一颗全球
组网卫星飞向太空。约 30分钟后，卫星顺
利进入预定轨道，至此，我国提前半年完
成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星座部署。

中国的北斗：体现中国智慧

的中国方案

天上的七星北斗，自古就为人们指
引方向。

我国开始研究利用卫星进行地面定
位服务，始于 20世纪六七十年代。

然而按照空间定位原理，对地球上
一个目标点进行定位，至少需要 3 颗卫
星；考虑到时间误差，精确定位至少需要
4 颗卫星。

当时的中国，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
技术基础，对此都可望不可即。

之后，我国“ 863计划”倡导者之一
的陈芳允院士，创造性提出“双星定位”
建设方案，即：把地心视为一颗虚拟卫
星，再发射两颗地球同步卫星构成星座，
实现对区域内地面目标的快速定位。

不同于美国 GPS 的四星定位，“双
星定位”这一方案，能以最小的星座、最
少的投入、最短的周期，实现我国卫星导
航系统从无到有。

1994 年，我国启动北斗一号工程。
是时，美国 GPS 已完成全球组网。
事实上，将我国自主建造的卫星导航

系统命名为“北斗”，也饱含着近代以来中
国历经劫难的清醒、走向复兴的企盼。

2000 年 10 月 31 日和 12 月 21 日，
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我国相继发射
两颗北斗导航试验卫星，北斗一号系统
建成。

至此，中国人正式拥有完全属于自
己的卫星导航系统，我国成为世界上第
三个建成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

特别是用导航卫星“发短信”的短报
文服务，则是国外其他任何一个卫星导
航系统都不具备的中国北斗特色。

“北斗一号系统的建成并投入使用，
首先解决了我们国家有没有的问题。”中
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总设计师杨长
风说，兼具导航定位和短报文通信的通导
融合模式，是我国对世界卫星导航领域的
重要贡献，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

实事求是地说，与美国的 GPS、俄
罗斯的格洛纳斯相比，北斗一号仍有不
小差距，但“服务全球、造福人类”是中国
北斗人的初心。

于是，北斗二号系统建设提上日程。
彼时，最适合卫星导航的黄金频段

被美俄全部占用。我国与同时希望建设
卫星导航系统的欧盟，推动国际电联从
航空导航频段中，最大限度地挤出一小
段频率，供卫星导航共同使用。

这一小段频率，只有黄金频段的四分
之一，却是建设一个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最
基本的频率需求，且各国均可平等申请。

2000年 4月 17日，北斗和伽利略系
统同时成功申报。按照国际电联规则，必
须在 7年有效期内成功发射导航卫星。

2007 年 4 月初，首颗北斗二号卫星
终于如期立在发射塔架上。

各项测试进展非常顺利，但在发射
前的最后检测中，卫星上应答机出现了
小异常。尽管这不是个大问题，发生故障

的概率也不高，却有影响信号正常传回
的可能性。

即便只有万分之一的故障，也必须
彻底归零！北斗人重新打开已矗立在塔
架上的星箭组合体，拆出应答机，3 天 72
小时不眠不休，成功排除应答机隐患。

2007 年 4 月 14 日 4时 11 分，这颗
肩负着重要使命的卫星发射升空，几天后
太空传来这颗卫星的信号，我国终于赶上
建设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最后一班车！

这一刻，距离国际电联规定的频率
申请失效最后期限不到 4 个小时。

建成覆盖全球的导航定位系统，至
少需要 24 颗卫星。这一次，北斗人再次
脑洞大开，开创性地设计了混合星座构
型，并于 2012 年底建成由地球同步轨道
卫星、倾斜同步轨道卫星和中圆轨道卫
星共 14 颗卫星构成的北斗二号系统，实
现了全天时全天候为亚太大部分地区提
供定位导航授时服务。
中国北斗，服务全球，必须覆盖全球。
按照传统卫星管理手段，控制使用

好绕飞地球的卫星，需要有遍布全球的
地面站。在难以全球布站的情况下，必须
建立卫星之间的星间链路，实现卫星管
卫星，这是世界导航领域的前沿技术，也
是北斗三号工程建设必须解决的难题。

2015 年 8 月，两颗全球系统试验卫
星首次建立起星间链路，标志着我国掌
握了这一国际领先的核心技术。

2017 年 11 月 5 日，北斗三号全球
组网双星首次发射。

2018 年 12 月 27 日，北斗三号基本
系统建成并开始提供全球服务。

2019 年 12 月 16 日，北斗三号全球
系统核心星座部署完成，北斗全球服务
能力全面实现。

2020 年 6 月 23 日，我国完成北斗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星座部署，完整服务
全球的目标指日可待。

“从国内到亚太再到全球，北斗系统
建设发展的三步走方案，充分结合了中
国国情，极具中国特色，彰显了中国智
慧、中国速度和中国精度，为世界卫星导
航的发展贡献了中国方案。”杨长风说。

一流的北斗：走出自主创新

的中国道路

一张“蓝图”绘到底，一张“星网”耀
太空。一颗颗北斗导航卫星巡天测地，作
为中国自主创新的结晶，为人类提供一
流的卫星导航服务。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由地球
中圆轨道卫星、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
和地球静止轨道卫星三种不同轨道的卫
星组成，包括 24 颗地球中圆轨道卫星，
3 颗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和 3 颗地球
静止轨道卫星。

相对于灵动活泼的地球中圆轨道卫
星、飘逸优雅的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
此次发射的地球静止轨道卫星，也被亲
切地称为“吉星”。

这些北斗“吉星”高高地驻守在距离
地球 36000 公里的天疆，照耀着这片蓝
色星球，并为北斗导航系统的技术指标
提升提供增强服务。

大卫星拥有“大体魄”，这颗压轴出
场的“吉星”采用东方红三 B（导航）卫星
平台，是我国现役规模较大的卫星平台
之一。强大的“体格”，让它具备导航定位
授时、短报文通信、星基增强、精密单点
定位等本领。

——这是“创新之星”，突破让联通
更轻松。

创新，是北斗导航卫星与生俱来的
基因。而有源定位和短报文通信，则是中
国北斗系统的创举。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北斗三号卫
星副总设计师刘天雄介绍，利用无线电
测定技术，通过两颗“吉星”联手，不仅能
回答用户“我在哪”，还能告诉关注着用
户行踪的相关方“你在哪”，在搜救、渔业
等领域被广泛使用，是保障民生安全的

“千里眼”。
“此外，北斗三号的短报文通信能力

显著提升，信息发送能力从一次 120 个
汉字提升到一次 1200 个汉字，遇到突发
情况时无需字斟句酌，足以将情节一次
性说清楚，还可发送图片等信息，可以说
就像‘空间微信’一样。”刘天雄说。

——这是“长寿之星”，卫星设计寿
命达 12 年。

“北斗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中国的北
斗，世界的北斗，中国发展卫星导航技术
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设施，也是为全
人类提供时间坐标和空间坐标的基础设
施，服务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十分重要。”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北斗三号卫星总
指挥迟军说。

就像停水停电影响城市生活一样，
卫星导航服务一旦中断，国家和社会的
正常运行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因此对卫
星导航的可靠性、连续性提出了苛刻的
设计要求。

迟军介绍，为了提高卫星在轨服务
的可靠性，北斗三号卫星采取了多项可
靠性措施，使卫星的设计寿命达到 12
年，达到国际导航卫星的先进水平。

——这是“自主之星”，坚定不移走
国产化道路。

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
不来的。

作为北斗全球导航系统的“收官之
星”，这颗卫星秉承北斗研制一直以来坚
定走国产化道路的思想，在国产化方面
也是集大成之作。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北斗三号卫
星总设计师陈忠贵介绍，北斗导航系统
面向国家安全、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
提供时间基准、空间位置基准，对国家的
重要性和人民生活的影响程度非常大。

“作为时间和空间的基准，如果由别
人提供，安全感何来？比如当前的热点新
基建，也将是我国建设发展下一阶段的
重要方向，时间基准和空间位置基准就
是至关重要基础，北斗导航系统是新基
建的基建，基础的基础。”陈忠贵说。

从北斗一号解决有无问题，到北斗
二号打破国外技术封锁，攻克了以导航
卫星总体技术、高精度星载原子钟等为
代表的多项关键技术，再到北斗三号一
马当先，更是走出自主创新的北斗之路。

卫星研制团队率先提出国际上首个
高中轨道星间链路混合型新体制，形成了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星间链路网络协议、
自主定轨、时间同步等系统方案，填补了
国内空白；建立了器部件国产化从研制、

验证到应用一体化体系，彻底打破了核心
器部件长期依赖进口、受制于人的局面，
铸造了北斗导航系统的“中国灵魂”。

拥有了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
北斗导航卫星单机和关键元器件国产化
率达到 100%，中国的北斗可以自豪向
世界宣布：“我们是世界的北斗，更是一
流的北斗！”

世界的北斗：成为享誉全球

的中国名片

北斗的建成，举全国之力；北斗的应
用，惠民生所需。

星空布阵的同时，北斗也在深度融
入社会生活，规模化、产业化和国际化应
用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不久前的 5 月 27 日，中国登山健儿
又一次登上世界海拔最高的珠穆朗玛峰
峰顶。

“2005 年登顶，GNSS 卫星测量主要
依赖 GPS 系统。而今年，我们同时参考四
大导航系统，并以北斗的数据为主！”自然
资源部第一大地测量队队长李国鹏说。

北斗在这次“巅峰测试”中的成功应
用，也是它在接续攀登、走向卓越道路上
的一个耀眼标记。近年来，从减灾救灾到
交通运输，从农业渔业到旅游服务，北斗
在各行各业发挥着越来越举足轻重的
作用。

——让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更有保
障。在地质灾害多发地区，北斗能够实时
监测、预判危险、及时报警。

——让劳动生产效益大幅提升。在
东北、新疆广阔的田野上，农业机械安装
北斗终端，使复播准确率提高到１００％，
农药节省４０％。

——让交通更加可控安全。7 万余
艘渔船、650 多万辆营运车辆安装了北
斗终端，民航也将依托北斗建设航空器
全球追踪系统。世代在远海风浪中讨生
活的渔民，甚至唱起了“一拜妈祖，二拜
北斗”的歌谣……

2020 年初，一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的阻击战在神州大地打响。在这个特殊的
战场上，中国北斗快速响应、全面融入。

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修建引发“全
民围观”，为复杂地形地貌实现高精度定
位、精确标绘的，正是北斗。

面向全国的“千寻位置”网上无人机
平台，可以实现无人机精准喷洒等防疫作
业，为其提供高精度数据的，也是北斗。

物资运输车辆实时监管调控，智能机
器人将各地送达的医疗物资快速送往医
院隔离区，背后的支持系统，还是北斗。

国之大器，利国惠民。随着 5G 商用
时代的到来，随着终端套数快速增长，打
破垄断、更接地气的中国北斗，正不断走
近人民群众的日常生产生活，将很快成
为人们更贴心、更便利、更可靠的伙伴。

在中国入网的智能手机，已经有
70% 以上提供了北斗服务。基于北斗的
导航服务已被电子商务、移动智能终端
制造、位置服务等厂商采用，广泛进入中
国大众消费、共享经济和民生领域，深刻
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

与新一代通信、区块链、人工智能等
新技术加速融合，北斗应用新模式、新业
态、新经济不断涌现。在工业互联网、物联
网、车联网等新兴应用领域，自动驾驶、自
动泊车、自动物流等创新应用层出不穷。

“北斗的应用只受到想象力的限制。”
北斗人自信且自豪的话语，更昭示着一个
更加智能、更加便捷、更加美好的未来。

北斗翱翔星空，服务惠及全球。随着
系统一步步升级完善，北斗立足中国、放
眼世界，不断扩大服务覆盖范围，让越来
越多的国家体验到“中国智慧”。

日臻完善的中国北斗，正在加速“融
入世界”。

近年来，北斗与 GPS、伽利略、格洛
纳斯先后建立了兼容共识基础上的合作
机制，联手打造兼容使用、精度更高卫星
集群的前景可期。

“相比只有一套系统，多种系统的兼
容共存实际上提高了可靠性。”中国卫星
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主任冉承其说，四
大系统间并不是有些人认为的“竞争关
系”，更多的是携手为全球用户提供更精
确、更可靠的定位导航服务，促进世界互
联互通。

完成组网的中国北斗，也将更加“吸
引世界”。事实上，北斗已开始向上百个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服务，用户数
量达到“亿级以上”水平。巴基斯坦的交
通运输、港口管理，缅甸的土地规划、河
运监管，老挝的精细农业、病虫灾害监
管，文莱的都市现代化建设、智慧旅游，
印尼的海上集成应用……北斗还分别与
沙特、阿联酋、埃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
等国家制定推进措施。中国胸怀和中国
贡献，伴随“太空丝路”不断延展。

目前，世界上已经有半数以上的国
家在全球范围内使用北斗系统。

让科技创新成果为更多国家和人民
所及、所享、所用，中国北斗系统，对世界
上渴望科技改善生活的人们来说，是一
个巨大鼓舞，“中国分享”也必将让世界
更加美好。

▲ 6 月 23 日，我国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最后一颗组网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 新华社记者江宏景摄

中 国 北 斗 服服 务务 全全 球球
写在我国完成北斗全球卫卫星星导导航航系系统统星星座座部部署署之之际际

■新华时评

经历些许波折
后，北斗三号最后
一颗全球组网卫星
23 日上午顺利升
空。作为北斗全球
系 统 的“收 官 之
星”，这颗卫星的成
功发射，标志着北
斗全球导航系统的
星座部署提前半年
圆满完成。

自 20 世纪北
斗工程启动以来，
中国北斗人秉承
“中国的北斗、世界
的北斗、一流的北
斗”的发展理念，在
具备亚太地区区域
服务能力的基础
上，进一步建成了
覆盖全球的卫星导
航网络，力争“让世
界的每一个角落都
能够享受北斗提供
的满意服务”。

由光耀亚太到
覆盖全球，中国卫
星导航事业就此掀
开了崭新的篇章。

这是面对发达
国家业已成熟的卫
星导航技术，北斗
人向世界贡献的中
国智慧。2 年多，18
箭，30 颗星，北斗
高密度发射组网连战连捷，创造了
世界卫星导航的“中国速度”。国际
上首个混合星座导航卫星系统，首
次实现导航定位、短报文通信、差分
增强三种服务融为一体，北斗对全
球用户提供强大的服务能力。

这是面对世界多极化发展和新
一轮科技产业革命，北斗人向世界
贡献的中国方案。同为导航系统，中
国北斗与其他系统必然存在竞争，
但绝不是“战争”。相比只有一套系
统，多种系统的兼容共存提高了导
航可靠性和精确度。中国北斗的加
入，更使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使
用卫星导航数据多了一种选择，进
一步促进了世界互联互通。

风云激荡的世界，发展鸿沟难
弥，经济危机频现，人类面临的风险
和挑战日益增多。然而，人类追求和
平、创造幸福的梦想不会改变，各国
携手共谋发展的脚步不会停滞，中
国方案、中国智慧在支持和推动经
济全球化进程中产生了重大而深远
的影响。开放的北斗，亦将作为其中
的一分子，与世界携手共赢。

目前，北斗已向上百个国家提
供服务，用户数量达到“亿级以上”

水平。更稳定、更精确、更开放的中
国北斗，将为企盼共同发展、企盼科
技改善生活的人们带来更加美好的
体验，为经济全球化注入新的活力。

几千年前，中国的罗盘传播到
世界，为人类的足迹开辟了更加广
袤的空间，旅行者携带着它，勇敢地
驶向远方。

今天，中国的北斗让世界再次
看到，以智慧和汗水浇灌，持共赢共
享的胸怀，一个和平美好的地球充
满希望。

让中国分享惠及全球，让中国
智慧拥抱世界。中国北斗必将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征程上，
散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记者李国利、张汨汨）
新华社西昌 6 月 23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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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西昌 6 月 23 日电（记者胡
喆）6 月 23 日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时
值仲夏，轻虫细吟。随着发射指令的发
出，山谷中火箭拔地而起，直奔寰宇。

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属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抓总研制的长
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将第 55 颗北斗导航
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长征三号
乙运载火箭所在的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
火箭家族完成了北斗导航工程的全部发
射任务。

用自主创新解决复杂问题：

让火箭飞得更远

作为全球唯一由 3种轨道卫星构成
的导航系统，北斗导航卫星对执行其发
射任务的火箭要求非常高，适应能力强、
服务轨道面多的特点使长征三号甲系列
运载火箭脱颖而出。

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也被称为
长三甲系列运载火箭，包括长征三号甲、
长征三号乙、长征三号丙三个型号，此次
执行发射任务的是长征三号乙，已成功
执行 22 次北斗发射任务，是发射北斗卫
星的主力火箭。“长三甲系列运载火箭的
创新与北斗导航系统的发展是相辅相成

的，研制团队为了满足北斗组网的不同
阶段要求，开展了大量的技术创新工作，
以期更好地完成好北斗导航工程的发射
任务。”长三甲系列运载火箭总设计师、
中国科学院院士姜杰说。

据姜杰回忆，当年长三甲系列运载火
箭接到北斗发射任务时，仅具备地球静止
轨道卫星发射能力。为满足北斗建设需
求，研制团队开展了以北斗导航工程发射
地球同步转移轨道、中圆轨道等轨道设计
技术为代表的攻关研制，用东南射向进行
轨道设计，同时满足了工程对火箭运载能
力和卫星轨道部署的双向需求。

“自主创新是决定航天事业发展的
根本动力，也是根本出路。在以北斗导航
工程为代表的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牵引
下，火箭研制团队将自主创新作为重要
抓手，解决了一系列复杂的工程技术问
题。”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党委书记
李明华说。

用创新理念批产火箭：让火

箭飞得更快

面对北斗三号卫星高密度的发射任
务，如何又好又快地造火箭，是研制团队
的重点。长三甲系列运载火箭总指挥岑拯
介绍，研制队伍为适应高密度发射北斗导
航卫星，形成了一套适应组批生产、高密
度发射的研制生产管理模式，满足了北斗
导航工程的需求和火箭发展需求。

过去火箭的生产需要单件定制，根据
任务的需求，每次任务研制一发火箭。按
照北斗导航工程的发射要求，火箭的生产
能力不能满足高密度任务的需求。因此，
研制队伍提出了组批生产这种满足高密
度发射任务的生产模式，就是通过模块
化、通用化的方式来设计生产火箭。

岑拯介绍，自 2017 年底开始，北斗
全球组网进入“快车道”，尤其是在 2018
年 7 月 10 日至 2018 年 11 月 19 日的

133 天中，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 7 次发
射，成功将 12 颗北斗导航卫星送入轨
道。“平均一次火箭发射仅间隔 19 天，创
造了北斗组网高密度发射纪录。”

“未来几年，随着新一代运载火箭任
务量的增加，火箭产能将成为关注焦点，
为确保后续任务正常开展，我们提前策划
了‘新百发工程’跨代组批投产工作。”中
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王小军说。

无数航天人默默执守：让火

箭飞得更稳

长三甲系列运载火箭作为北斗的“专
列”，在研制过程中既要稳定技术状态，控
制更改的影响范围，又要不断创新改进，
提高火箭的适应力和可靠性，这一度被认
为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挑战。

为了兼得“鱼与熊掌”，项目负责人
胡炜带领当时平均年龄不足 30 岁的总
体设计团队，仅用几年时间，就完成了多

项技术攻关，攻克了一系列研制难题。
在火箭成功的背后是千千万万个航

天人默默执守在航天事业的岗位上，没
有惊世之举，没有荣誉等身。

陈燕光，曾任长三甲系列运载火箭
主任设计师，2012 年 7 月因病去世，享年
54 岁。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他最放不下
的还是工作。2012 年 7 月 5 日一早，他的
一位同事收到了这样一条短信：“改造电
缆生产进度怎么样了？”同事十分惊喜，
看完以为陈燕光手术很成功，又能关心
工程进度了。但让大家没想到的是，这条
短信是他生前发出的最后的信息之一。

陈燕光离去的第二年，长征三号乙火
箭托举着第 14 颗、15 颗北斗导航卫星腾
空而起，发射圆满成功，他和同事负责的
科研任务得到验证，填补了技术空白。发
射效果，正如他生前无数次设想的那样。

“建设航天强国，需要勇攀高峰的科
学追求，需要无私奉献的崇高境界，中国
航天事业的发展正是这些默默无闻的奉
献者十几年如一日，以赤诚赴使命，用热
血写忠诚，他们用成功践行了航天报国
的初心和使命，谱写了航天强国建设新
篇章。”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科技委顾问、
中国工程院院士龙乐豪说。

长三甲系列火箭助北斗全球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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