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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太空网等媒体近日发布消息称，为实现

重返月球的目标，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

科学家开始进行“月球导航”验证。他们表示目前

地球轨道上的 GPS卫星发射的信号，在月球上可

以接收使用，定位精度能达到200米至300米。

在月球上竟能用“蹭”到的 GPS 信号导航？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二院研究员杨宇光对科技日

报记者表示：“这个方法行得通。”

事实上，自从人类开展航天活动以来，航天

器的测轨、定位就必不可少。

杨宇光介绍说，以探月活动为例，美国阿波

罗任务主要是基于地面的测控进行导航定位。

我国的嫦娥任务，也是通过地面测控定位，结合

紫外月球敏感器以及其他传感器实现组合导

航。这样的方式定位精度并不高，但可以满足绕

月或落月过程的需要。

近年来，人类重燃探月热情，其目的也由半

世纪前主要服务于政治转向开发月球资源，因此

专家建议打造“月球导航卫星系统”

本报记者 付毅飞

众所周知，导航卫星的信号波束都是朝向地

球发射的，想在月球上接收到导航信号，前提是

卫星、地球、月球三者的位置关系满足一定要求。

不妨想象一幅画面：假设导航卫星是一盏

灯，从地球“前面”发出圆锥形的光束照向地球，

那么当月球运行到地球“斜后方”一定位置时，就

能被漏过来的光线照到。

杨宇光表示，导航卫星的信号主波束正是这

样一个圆锥形，不仅能覆盖地球，而且范围还稍

宽一点。地球挡不住的信号，就能让月球“沾

光”。

GPS 星座由 24 颗卫星组成，它们均匀分布

在 6 个轨道面，在距离地面 20200 公里高度的中

圆轨道上飞行。应该说，能把信号传向月球的概

率并不低，但可能不足以支持月球上的探测器像

在地球一样导航。

大家在生活中使用导航软件时都知道，要实

现准确定位，对能接收到信号的导航卫星数量有

要求，通常至少需要 4 颗以上卫星。杨宇光说，

在航天器定位概念中，这种通过接收多颗卫星信

号实时计算自己位置的方式被称作几何定轨。

而月球上的航天器显然无法保证能同时

“蹭”到 4颗 GPS卫星信号，这就需要采用另一种

定位方式——动力学定轨。杨宇光说，比如月球

航天器在 1 点钟收到了 A 卫星的信号，2 点收到

B 卫星信号，3 点收到 C 卫星信号……它不可能

实现几何定轨，但可以通过在一段时间内，收到

几颗卫星在某个弧段发来的数据，最终计算出自

己的轨道。只不过这种方式花费的时间较长。

此外，月球导航面临的核心问题是接收信号

的强度。杨宇光说，GPS 卫星距地球 2 万公里，

再到月球，距离可能达到 40万公里左右，信号已

经十分微弱。因此月球探测器上接收信号的天

线有多大尺寸成为关键。要具备更强的信号接

收能力，就需要大天线，但从航天器研制、发射角

度来说，却希望天线越小越好，其中存在矛盾。

不过他认为，这并非无法攻克的技术难题，

只是要多付出一些代价。

地球导航卫星信号能让月球“沾光”

普通的导航仪让驾驶者随时知道自己所在
方位和车速。在太空中飞行的太空船、探测器也
需要这样的信息。

目前这些太空飞行器依赖地球上的导航器
提供信息进行导航。具体来说，地面天线通过
双向中继系统向航天器发送信号，然后航天器把
信号发射回来。通过测量信号的往返时间，地面
原子钟可以帮助确定航天器的位置。这种导航
方法意味着，无论太空探索任务在太阳系中行进
至何处，航天器仍然像一只被拴在地球上的风
筝，等待来自地球的行进指令，才能继续前行。

而且这种导航方式还面临一个问题——离
地球越远信号来回的时间越长，从几分钟至几小
时不等。以火星任务为例，信号来回需要 40分
钟。来自地球的导航数据传输时间很长，会对导
航准确性产生不利影响。即使一秒的误差也可
能意味着肩负登陆火星任务的航天器将从十几
万公里的地方掠过火星。

为此，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推进了

深空原子钟的试验，目前深空原子钟已经搭乘
“猎鹰”重型火箭进入太空。据悉，NASA的深空
原子钟对每一秒计量的一致程度大约是 GPS卫
星上原子钟的 50 倍——也就是每 1000 万年才
会出现 1秒钟的偏差。这种新的原子钟利用带
电的汞原子或离子来计时，而目前地球GPS卫星
上的原子钟则使用中性的铷原子来计时。由于
深空原子钟内部的汞原子带有电荷，它们会被困
在电场中，因而无法与其容器壁相互作用；相比
之下，GPS原子钟内部的这种相互作用会导致铷
原子失去节奏。

有了深空原子钟，航天器将用其来测量追踪
信号从地球抵达飞船所需的时间，而无需将信号
发回地面的原子钟进行测量，这将使航天器能够
判断自己的轨道。

能自我定位、自主导航的航天器可以使宇航
员在不需要接收地球指令的情况下，自行穿越太阳
系。由于航天器能自我定位，宇航员就可以更加灵
活地开展行动，更及时地对意外情况作出反应。

深空原子钟：让航天器自主导航

相关链接

近日，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发生 5.9 级地震，

震源深度 10 千米。距离震中较近的定日县、拉孜

县居民都有震感。地震的监测和风险防范问题再

次引发人们的关注。

当地震发生的时候，地震波信号传到地震台

网，据此得出地震震中、震级、发震时刻、深度、破

裂机制等参数。地震监测如何做到“又快又准”是

我国科学家长期以来重要的攻关方向。

在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在各地震台站，速报员

们一刻不敢松懈，他们是实现“又快又准”的关键

一环。“震情信息无小事，容不得一丝差错，只能叮

嘱自己仔细再仔细。”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地震速报

员杜广宝在接受科技日报采访时说，他已经连续 4

个春节守在监测系统前，地震发生后在 10 分钟左

右核算地震参数信息，校正自动速报结果，给出正

式速报是杜广宝和同事们必须做到的事情。

有没有一种新技术可以解放速报员们紧绷的

神经？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更快更准地给出地震

参数信息？近日，由中国科技大学与中国地震局

合作研发的“智能地动”系统项目组宣布：利用该

人工智能地震监测系统，仅需要 1—2 秒时间就能

报出所有地震震源参数，引起业内广泛关注。

会“学习”的地震监测系统

从古至今，地震对人们生命财产的威胁从未

停止。仅 2019 年，我国大陆地区共发生 5 级以上

地震 20次，地震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 59亿

元。其中，四川长宁 6.0 级地震和西藏墨脱 6.3 级

地震都给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影响。

在地震发生的第一时间获得地震的相关信息

对于灾害的预判及救援意义重大。目前，自动算

法与专业人员人工计算结果相结合的方式，仍是

许多国家监测地震的主要手段。也就是说，传统

地震监测系统是报出系统计算与专家干预相结合

的结果，因此要求专业人员 24小时值班，这对工作

人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更重要的是，有许多微

小地震肉眼常常无法识别，但是这些微小地震可

能预示大地震的发生。

科学家们最初研究“智能地动”系统的动力正

是源自于此。

中国科技大学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教授张捷

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人工智能地震

监测系统的出现是地震监测的一个重要的里程

碑。通过深度学习历史地震数据，“智能地动”系

统可以监测到微弱地震波信号，并在两秒内报出

地震参数信息。借助超级计算机，灾害模拟评估

的区域更广、精确度更高。

“智能地动”系统与传统监测系统最大的不同

就是它的深度学习能力。它能根据记忆中汇集的

上百万个地震资料，结合地震学理论，快速处理正

在发生的地震数据。

“智能地动”系统自 2018 年 12 月已在中国地

震局试运行，实时处理位于四川和云南省的中国

地震实验场的 117个地震台，这套系统采用一系列

人工智能主导的地震数据分析方法分析数据，无

需人工操作，便可自动快速地得出地震信息并自

动发布。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为地震监测的时效

性、准确性、以及处理大数据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

能力，将为防灾减灾带来许多新的突破。

“智能地动”可能人所不能

正是由于“智能地动”系统可以不断从历史地震

大数据中“学习”，它在监测地震领域才有了能人所不

能的一些“神通”。比如，以前我们采用计算记录幅值

变化来确定地震参数，一旦有噪音干扰或某个台站发

生故障，计算就容易出错，但“智能地动”系统通过学

习历史上发生的上百万个地震信号，可以有效地去除

任何频率段的噪音，识别能力强，能监测到微弱的、肉

眼无法看到的地震波信号。传统监测系统一般可以

报出3级以上的地震，而“智能地动”系统可以报出1

级以上地震的信息，提高了地震监测能力。

在地震定位方面，传统方法拾取性质不同或

传播路径不同的地震波组、地震波从震源传到观

测点所经过的时间等地震震相走时，去噪效果差，

个别台站拾取走时错误，这些都会影响最后定位

结果，而“智能地动”系统则是一步到位，直接根据

地震波形记录推断地震的位置与深度。

更重要的是，在地震破裂机制研究上，传统方

法只能处理较大地震的资料，并且依据人工选用

的波形与反演参数，在几分钟后得出破裂机制的

描述参数，“智能地动”系统则可在 1秒内依据记忆

训练的大数据库，对任何地震瞬间推出地震破裂

机制以及可靠性分析。

人工智能预报地震是新方向

最近一些年来，我国地震科技取得了长足的

进步。随着各项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地震相关

研究中常能见到前沿科技的身影。许多人都知道

地震预报是一个世界级难题。既然科学家们开始

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最新技术研究成果引入地

震科学，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有可能在地震预报上

获得重大突破呢？

实际上，为了预测下一场大地震将出现在何时

何地，有许多科学家都在不断努力。越来越多的科

学家认为，随着人工智能的应用越来越充分，他们

分析大量地震数据的方式发生了改变，这将有助于

人们更好地了解地震，预测地震的表现形式。

地震预报也是“智能地动”系统的努力方向之

一。张捷表示，“智能地动”系统目前的运行水平

已经达到了常规地震监测与地震预警的技术指标

要求。他说，我们团队目前多项科研都在从事地

震预报的研究。去年 12月我们在美国旧金山召开

的全球最大的地球物理学年会上，作了 3个关于地

震预报的学术报告，其中两个报告都是应用人工

智能预测大地震。我们的目标是未来“智能地动”

系统将具有中短期地震预测的功能。

人工智能地震监测系统上线

2秒报出地震参数，它比速报员更快
本报记者 李 艳

在月在月球上球上““蹭蹭””GPSGPS
总共分几步总共分几步？？
未来月球或许将有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未来月球或许将有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

探月活动将更为复杂。例如 NASA 正在为宇航

员重返月球做准备，其前期任务包括在月球南极

附近的火山口中开采冰层，获取水用于生活并分

解为燃料所需的氢和氧。未来 NASA 宇航员还

要与前期发送的登月车、补给车、钻井等设备会

合。这都需要具备较为精确的定位能力，这也正

是他们希望利用 GPS导航的原因。

记者了解到，其实不光 NASA，多国航天专

家都在开展月球导航研究。杨宇光认为，未来实

现这一目的最直接有效的途径，是各国合力在近

月空间建设时空基准，具备定位、授时功能。简

言之，就是打造一套“月球导航卫星系统”。

他说，截至目前，人类在探月活动中使用的导

航定位手段效果都不是很好，有的代价也很大，很

难满足未来的月球开发需要。如果未来能在月球

附近，例如地月拉格朗日1点、2点、月球两极以及

绕月轨道等位置部署几颗导航卫星，就能够为环月

飞行器和月球着陆器等提供精确的位置、速度信息

和时间基准，从而让探月活动更加安全、便捷。这

也将是未来月球基地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地球 70%的地表被水覆盖，但我们面对的干旱灾害风险却越

来越大。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水文与水资源工程学院院长袁星教授接受

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未来中国发生“骤旱”的风险可能将显

著增加，到 21世纪中叶，部分南方湿润省份骤旱风险将增加 40%；

骤旱事件的增加主要由人类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归因占比 77%。

相关研究成果近期发表在《自然·通讯》上。

骤旱在相对湿润地区更易出现

一般而言，干旱是一种缓慢发展的气候现象，往往由降水亏

缺引起，需要数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达到强度和范围上的最

大值。

“但是在异常高温和降水亏缺的共同作用下，通常会造成局地

土壤湿度持续亏损、蒸散发增加，这种发生发展迅速、预见期短、强

度大、破坏性强的干旱事件就是‘骤旱’。”袁星说。

骤旱在英文中被称为“Flash drought”，即如闪电般的干旱。

2012 年，美国中部的骤旱就曾造成数十亿美元的经济损失，2013

年中国长江中下游骤旱不仅导致多省市农作物受灾数千公顷，连

饮用水供给都出现了困难。

通过 5 年攻关，袁星及其合作者们发展了一套识别骤旱的指

标体系和方法，并对中国和非洲等地区的骤旱成因、趋势等进行了

定量分析。

科学家通过模型预测，到 21世纪中叶，我国贵州、广西、广东、

浙江等南方湿润地区的骤旱风险将增加 40%，而在北方半干旱地

区骤旱风险却有所降低。综合来看，未来我国的骤旱风险仍呈显

著上升趋势。

全球变暖导致“南涝北旱”逐渐改变

近年来，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下，干旱影响的区域正在悄悄

发生改变，中国原本湿润的地区或将频发骤旱事件。

2019年夏秋季节，江南地区就出现了 50多年一遇的强干旱事

件。“我们通过分析欧洲中心最新的土壤湿度资料，发现这次夏秋

连旱很可能与春末发生在苏南和皖南的骤旱有密切联系。这类由

骤旱触发的季节强干旱事件往往影响巨大，也是最难预测的干

旱。”袁星说。

为什么传统湿润、半湿润地区的骤旱风险增高了，而干旱、半

干旱地区的骤旱风险却会降低？

“中国骤旱更易出现在较湿润地区，与全球气候变化有很

大的关系。”袁星解释道，全球气候变暖导致众多水文气象要

素的变率增加，干旱、洪涝更易出现。同时，温室气体的增加

改变了大气外辐射的强度，一方面带来更多的高温热浪，加速

湿润地区水分的蒸发和散发；另一方面，外辐射的增强也改变

了云的分布，季节性降雨变得愈发不稳定，进而改变了传统的

区域降水分布。

我国传统的南涝北旱现象正在逐渐改变。根据联合国政府间

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新的耦合模式显示，我国北方干旱地区将

变得越来越湿润，而南方湿润地区却越来越干。“这与我们计算出

的骤旱发生趋势是一致的。”袁星说。

建立骤旱预测预报模式是当务之急

在部分地区骤旱也许将成为一种新常态。与一般干旱相比，

骤旱对生产生活的影响可能更大。袁星指出：“骤旱发生得很快，

给我们的响应时间很短，难以及时应对；而且骤旱往往发生在相对

湿润地区的夏季，此时人们更多的注意力都放在了防汛上，对骤旱

缺乏准备。”

目前，对于一般干旱的监测和预报已经有比较成熟的模式，但

还没有一套模式可以准确地预测某次骤旱事件的发生。袁星团队

研发的气候—水文耦合模式，能够预估较长时间尺度内骤旱的发

生趋势，但是对骤旱的实时预报仍有难度。

专家认为，当务之急应该进一步厘清骤旱的变化特征和形成

机制，以开发出应对骤旱的预测预报模式。

“10—30 天的延伸期预报仍旧是世界性的难题，骤旱往往就

发生在这个时间内。因此要加大力度发展高分辨率地球系统模

式，为应对变化环境下的极端事件提供更可靠的科学工具。”袁星

认为，关于骤旱对植物生长、自然生态等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

何进行客观评价，还需要更多学科的专家学者和各部门的协作攻

关，对骤旱开展更加广泛深入的研究，建立相应的早期预警系统，

才能更好地开展骤旱防治。

全球变暖或致我国“骤旱”风险增加

有一种干旱快如“闪电”

通讯员 林 雯 本报记者 张 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