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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三号甲（以下简称长三甲）系列火箭

将在近期执行北斗导航工程最后一颗 GEO 卫

星发射任务，完成北斗三号全部 30 颗卫星的组

网建设。”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全国政

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所属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长三甲系列总

设计师姜杰表示。

从 2007年发射首颗北斗二号导航试验卫星

起，13年间，“金牌火箭”长三甲系列火箭以 39次

圆满发射，将 54颗北斗导航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成功率100％。“可以说长三甲系列火箭伴随了北

斗导航工程发展的每一步，是北斗导航卫星的

‘专属列车’。”姜杰说。仅2019年，长三甲系列火

箭就完成了以北斗组网、通讯卫星发射为代表的

12次发射任务。

回顾长三甲系列火箭的发展历程，研制团

队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迈出了我国运载火

箭系列化、通用化、组合化的第一步，突破了从

单一轨道面到三维空间各种轨道发射，从高轨

卫星转移轨道到工作轨道发射，从地球轨道到

地月轨道发射，以及高适应、高质量、高密度发

射等一系列工程关键技术，成功完成了以探月

工程、北斗导航工程为代表的多项国家重大科

研专项任务。长三甲系列火箭的运载能力、年

发射数量、发射成功率及发射入轨精度等航天

核心技术指标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姜杰表示，为适应北斗导航卫星高密度发

射，火箭研制队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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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工程和火箭发展的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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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北斗导航工程高密度发射的要

求，我们的生产能力不能满足需求。因此，研制

队伍就提出组批生产这种满足高密度发射任务

的生产模式，通过模块化、通用化、去任务化的

方式来设计生产火箭。”姜杰说。

据姜杰介绍，研制团队在技术状态管理和

风险管控上不断提高标准，确保任务成功。在

技术状态管理方面，研制团队将之归纳为不变

量管理、变化部分管理，根据每一次任务，强化

对产品生产、装配、测试的量化控制，优化过程

量化控制、质量量化控制。在风险分析与风险

管控方面，研制团队建立了一套适应高密度任

务的质量管理体系，通过体系化、精细化的管

理，保证长三甲系列火箭处于高可靠、高质量的

水平，保证北斗导航工程 100%的成功。

长三甲火箭之所以能够成为北斗“专车”，

是因为在其最初的构型总体规划及总体技术方

案中就具备了良好的前瞻性、全局性和适应性，

长征三号甲、乙、丙三型火箭具有“系列化、组合

化、模块化”的特点。“长三甲系列火箭之所以能

够取得现在成绩，是因为老一辈航天人以为国

争光的信念，自力更生的豪情，大力协同的意

识，百折不挠的精神，给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

财富。研制团队在继承的同时，也在不断创

新。”姜杰说。

“进入新时代，老一辈航天人已将建设航天

强国的接力棒传到了我们手中，我们将继承和

发扬‘两弹一星’精神，在中国由航天大国向航

天强国迈进的道路上，沿着前人的足迹，紧盯世

界最巅峰技术发力前行，以更大的智慧和勇气

冲破一切艰难险阻，勇攀世界航天科技高峰，谱

写航天强国建设的新篇章。”姜杰如是说。

姜杰委员：紧盯巅峰技术发力 金牌火箭成北斗“专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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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崔 爽

自 1994 年我国启动北斗一号系

统工程建设以来，中国北斗砥砺前行，

按照“三步走”发展战略，闯出了一条

适合中国国情的创新发展道路。

1994年
启动建设

1994 年，启动北斗一号系统工程

建设。

2000 年，发射两颗地球静止轨道

卫星，建成系统并投入使用，系统采用

有源定位体制，为中国用户提供定位、

授时、广域差分和短报文通信服务。

2003 年，发射第 3 颗地球静止轨

道卫星，进一步增强系统性能。

2012年
14颗卫星组网

2007 年 4 月 14 日，我国成功发射

第一颗北斗二号导航卫星，正式开

始独立自主建设我国第二代卫星导

航系统。

2012 年，完成 14 颗卫星发射组

网。北斗二号系统为亚太地区用户

提供定位、测速、授时和短报文通信

服务。

2018年
提供全球服务

2009 年 ，启 动 北 斗 三 号 系 统

建 设 。

2015 年是北斗产业发展的关键

攻坚年，北斗产业链基本形成，“北

斗+”时代开启。

2017 年 11 月 5 日，北斗三号第 1、

2 颗组网卫星发射，标志着北斗卫星

导航系统全球组网的开始。

2018 年 11 月 19 日，发射第 42、43

颗北斗导航卫星。北斗三号基本系统

星座部署圆满完成，迈出从区域走向

全球的“关键一步”。

2018 年 12 月 27 日，北斗三号基

本系统完成建设，即日起提供全球

服务。

2019 年 12 月 16 日，第 52、53 颗北

斗导航卫星发射成功，全球系统核心

星座部署完成，将为全球用户提供性

能优异的导航服务，以及全球短报文

通信、国际搜救等特色服务。

从 2017 年 11 月 5 日起，两年多时

间连续成功实施 18 次组网发射，刷新

了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组网速度的世界

纪录。

刷新卫星导航系统

组网速度世界纪录

此时此刻，第 55 颗北斗导航卫星正在西昌

卫星发射中心蓄势待发。作为北斗三号最后一

颗组网卫星，它于 4 月 4 日运抵西昌，在这里开

展测试、总装等工作，并计划于 5 月发射升空。

届时，北斗导航系统全球星座部署将全面完成。

北斗系统建设先后经历了北斗一号、二号、

三号系统 3个阶段，目前北斗一号 4颗试验卫星

已全部退役，从北斗二号首颗星起算，中国已发

射 54颗北斗导航卫星，距离北斗三号系统建成，

仅一星之遥。

完成全球
核心星座部署

去年底召开的北斗三号系统提供全球服务

一周年发布会上，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

室主任、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新闻发言人冉承其

介绍，北斗系统提供全球服务一年来，在系统建

设、应用推广、国际化发展等方面取得了诸多成

果，北斗系统全球覆盖和服务能力进一步完善，

向建成世界一流卫星导航系统目标迈出了坚实

一步。

2019 年，北斗系统实施 7 箭 10 星高密度发

射。2019 年 12 月 16 日，完成了由 24 颗中圆地

球轨道卫星组成的核心星座的部署。北斗三号

所有中圆地球轨道卫星完成组网，标志着北斗

三号系统核心星座部署完成。“我们建设的北斗

三号系统，完全是自主创新、自主设计、自主建

造、自主可控，是响当当的中国创造产品。”冉承

其表示。

通过提升系统智能运维能力，北斗三号系

统连续稳定运行，同时服务精度、可用性、连续

性等各项性能指标均达到预期要求；水平和高

程定位精度实测均优于 5米。

北斗系统初步形成星基增强、精密定位、短

报文通信、国际搜救服务能力，已提供地基增强

完全服务能力，构成了集多种服务能力于一体

的北斗特色应用服务体系，将为用户提供精度

更高、性能更优、功能更强的多元化服务。

以国际搜救服务为例，北斗三号工程卫星

总师林宝军表示，这是一项免费的公益性服务，

主要用于水上、陆地以及空中遇险目标的定位

和救援。以前此类搜救系统只能提供从求救者

到卫星的单向报警信息，至于求救信息是否发

出去了，救援力量是否收到，求救者是无法知道

的，只能盲目等待。而北斗系统的特色在于具

有返向链路的确认功能，可以把回执信息以及

地面救援力量的准备情况等发送给求救者，求

救者心里踏实，被救的信心也会大增。

也正是这些特色服务，让北斗系统区别于

其他卫星导航系统——北斗不只导航。

自主研发
打通北斗产业链

北斗提供全球服务以来，国家各行各业应

用北斗的信心倍增，全面布局北斗产业，“北

斗+”“+北斗”的产业生态体系进一步丰富完

善，北斗规模化、产业化和国际化应用再上新

台阶。

新信号催生新产品。2019年底发布的支持

北斗三号新信号的 22纳米工艺射频基带一体化

导航定位芯片，体积更小、功耗更低、精度更高，

已实现规模化应用。芯片小到几乎看不见，但是

看不见的小小芯片就能提供非常优质的服务。

同时，新一代北斗高精度天线、板卡、宽带射频芯

片等系列产品完成研发，性能指标持续提升，已

具备大规模应用推广条件。此外，国外主流厂商

也纷纷推出北斗三号新信号的基础产品。

融合应用拓展新领域。北斗系统在工业互

联网、物联网、车联网等新兴应用领域前景广

阔，自动驾驶、自动泊车、自动物流等创新应用

层出不穷。尤为值得注意的是，5G 的商用和北

斗的联手被寄予厚望。随着 5G 商用时代的到

来，北斗正在与新一代通信、区块链、人工智能

等新技术加速融合，北斗应用新模式、新业态不

断涌现。

传统应用增添新活力。北斗系统与交通运

输、农林牧渔、电力能源等传统应用领域业务融

合不断深化，规模进一步扩大，成效进一步显

现。如交通运输部建设运行的营运车辆动态监

管系统，入网车辆已超过 650 万辆，正在向铁路

运输、内河航运、远洋航海、航空运输以及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管理方面纵深推进。

保障环境支撑新发展。积极推进国家卫星

导航法治建设，已基本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卫

星导航条例》意见征集。

此外，近年来，我国卫星导航专利申请呈快

速增长态势，截至今年底，累计申请 7万件，位居

全球第一；北斗国家标准和专项标准陆续发布，

应用产业保障环境逐步完善。

后北斗时代
更值得期待

迈入全球服务新时代，北斗系统也正在

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时空服务共同体贡

献力量。

一是双边合作走深走实。中俄卫星导航政

府间合作协定，为中俄互建监测站等合作提供

组织与法律保障；中美深化信号互操作协调；中

欧开展频率协调。多方持续推动系统兼容共

用，让全球用户更好地享用多系统带来的好处。

二是多边合作成果显著。我国在联合国全

球卫星导航系统国际委员会（ICG）等多边平台

上积极发声，成功举办第二届中阿北斗合作论

坛、第一届中国—中亚北斗合作论坛，与“一带

一路”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合作更加广泛，北斗

“朋友圈”持续扩大。

三是北斗应用落地海外。国产北斗基础产

品已出口 120余个国家和地区，基于北斗的土地

确权、精准农业、数字施工、智慧港口等，已在东

盟、南亚、东欧、西亚、非洲等得到成功应用。

四是国际标准快速推进。北斗全球信号技

术指标去年已基本完成验证，计划今年进入国

际民航组织标准；支持北斗三号新信号的首个

5G 移动通信国际标准成功立项；正在开展北斗

中轨搜救载荷相关标准文件制定和入网测试；

首个北斗船载终端检测标准已经通过国际电工

委员会审议。

冉承其表示，2035 年，将

建成以北斗系统为核心，更

加泛在、更加融合、更加智能

的国家综合定位导航授时体

系，进一步提升时空信息服

务能力，实现北斗高质量建

设发展。

今年初，冲刺阶段的北

斗导航系统遭遇新冠肺炎疫

情的“阻挠”，但北斗人加强

任务中的疫情防控，建立完

善各项防疫制度措施。注重

运用信息化、智能化等手段，

前后方通过视频连线完成远

程测试、远程故障诊断、远程

技术协调，实现共同把关，确

保任务万无一失。

第 55颗北斗导航卫星即

将发射，北斗人 30多年的“排

星布阵”即将功成。

北斗导航北斗导航：：距完成全球组网仅一星之遥距完成全球组网仅一星之遥
本报记者 崔 爽

大事记

本报记者 崔 爽

国产北斗基础产品已出
口 120余个国家和地区，基
于北斗的土地确权、精准农
业、数字施工、智慧港口等，
已在东盟、南亚、东欧、西亚、
非洲等得到成功应用。

120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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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北斗导航完成全球组
网仅一星之遥，大型水陆两栖飞机鲲
龙-600将海上首飞，自主火星探测
启程在即，国产载人深潜器挑战海底
1万米……2020年，在迈向创新型国
家的征程中，我国科技发展迎来多个
高光时刻。

两会期间，科技日报记者访代
表、寻委员，请他们讲述这些科技大
事背后的精彩故事，一起为我国科技
事业点赞打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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