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stdaily.com 国内统一刊号 CN11-0078 代号 1-97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AILY 总第11840期

2020年12月18日

今日8版

星期五

本版责编：

王俊鸣 陈 丹

本报微博：

新浪@科技日报

电话：010 58884051

传真：010 58884050
扫一扫

关注科技日报

新华社北京 12月 17日电 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日前签署命令，发布新修订的《军队

计量条例》，自 2021年 1月 1日起施行。

《条例》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

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按照军委管总、战

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总原则，着眼联合作战计

量保障要求，立足军队计量建设和保障特点

规律，继承成熟经验做法，吸纳实践探索成

果，构建整体优化、协同高效的军队计量管理

体系、技术体系和监督制度体系，规范军队计

量建设各方面全过程工作运行。

《条例》共9章44条，明确军队计量工作的

主要任务、基本原则、管理分工等，优化运行机

制，保证军队计量工作在新体制下顺利开展。

健全军队计量技术机构、计量标准、计量检定人

员、计量技术规范的建设管理，规范军队采购地

方计量服务，全面重塑军队计量技术体系。规

范军队计量保障组织实施方式方法，规定计量

周期检定、保障目录、保障模式，明确监督管理

要求，构建覆盖军队计量各层次各领域的监督

管理模式，提高部队备战打仗计量保障能力。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

发布新修订的《军队计量条例》

“嫦娥五号任务中开展的月面起飞、轨道

交会对接、再入返回等，都是未来载人返回的

必要技术。”国家航天局副局长、探月工程副

总指挥吴艳华在 12 月 17 日举行的国新办发

布会上表示，“通过这些技术验证，也是为未

来载人登月打基础。”

针对人们关心的中国载人登月规划问

题，吴艳华表示，中国载人航天当前的任务，

是要完成地球轨道空间站的建设。按照目前

中国政府初步意向，先搞关键技术攻关，等我

国近地轨道的空间站建成，再规划论证是不

是要实施载人登月计划。

“中国政府的目的可能不同于当时美国

载人登月。”吴艳华说，“当时美国和苏联搞太

空竞赛，是以‘谁先上’‘上得多’作为主要目

的。我们搞载人登月，一定是服务于科研，服

务于探索未知。”

对于有媒体问“能不能搞载人登月旅游”，

吴艳华认为在技术上没问题，关键是很贵，目前

还是要首先以服务于探测、服务于科学为主。

中国的载人登月或许为时尚远，而“十四

五”却即将到来。发布会上，吴艳华对中国航

天在“十四五”及未来一个时期将要实施的重

大工程任务进行了介绍。

探月工程：将论证月
球科研站建设

吴艳华说，嫦娥五号任务的成功实施，是

中国航天事业发展中里程碑式的新跨越，标

志着我国具备了地月往返的能力，实现了

“绕、落、回”三步走规划完美收官，为我国未

来月球与行星探测奠定了坚实基础。

围绕月球探测主题来说，我国基本规划

确定的任务是探月工程四期，总共包括 4 次

任务。

一是已经成功实施的嫦娥四号月球背面

着陆巡视探测。

第二次任务是嫦娥六号，我国将进一步

优化论证工程目标和科学目标。比如说，是

让它从月球极区还是月球背面采样返回，正

在进一步论证。

规划当中还有嫦娥七号和八号任务。我

国准备以此为契机，与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

合作，共同论证初步建设月球科研站的基本

能力，或者验证核心技术。

国家航天局新闻发言人许洪亮表示，未

来嫦娥七号任务将对月球南极进行探测。俄

罗斯也有一个叫作“月球—资源-1”探测计

划。在中俄两国政府间合作机制下，双方正

准备在这方面开展相关合作。同时也欢迎其

他国家与我们共同开展类似国际月球科研站

等合作。

行星探测：三次任务
正待审批

吴艳华介绍，中国行星探测计划第一个

任务已经实施了，就是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

问一号”，今年 7月 23日在文昌成功发射。目

前探测器状态非常好，已累计飞行约 3.7亿公

里，距离地球超过 1 亿公里。按照预定计划，

“天问一号”将于 2021 年 2 月中旬到达火星，

开始绕火探测；计划 5 月中旬着陆火星开展

巡视探测。

此外还规划了 3 次行星探测任务，包括

一次小行星探测和取样，一次火星采样返回，

还有一次木星系环绕探测和行星穿越探测。

吴艳华说，目前任务规划已基本明晰，有待国

家审批。

关于未来的星际探测，吴艳华表示：“我

个人理解，主要是‘勘、建、用’三个字。”他解

释说，“勘”就是勘察月球和其他星球的环境，

包括空间环境、地质环境及人类关注的各种

辐射等，这是探索的最主要目的。

“建”是要建设，形成一定的基础设施能

力。像嫦娥四号任务中的鹊桥卫星，就能提

供持续不断的月地测控通信能力。基础设施

能力还包括长期供水供电的能力等。

（下转第三版）

“嫦五”任务成功 开启星际探索新征程

“如果我们所有科技期刊以世界一流

科技期刊为准绳，以学术诚信为本，共同追

求高质量发展，涌现一批世界一流的科技

期刊，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全国科技期刊

的整体水准也将提升一大步。”在 12 月 17

日开幕的 2020 年中国学术期刊未来论坛

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

会理事长朱邦芬表示。

本次论坛主题为“共担历史使命·共建

创新生态·共谋高质量发展·共创期刊未

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期刊协会会长吴

尚之认为，推动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首先

要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学术期刊的高质

量发展就是要为全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

知识支撑，发挥创新引领作用，就是要在新

发展格局下提升服务国家创新发展，服务

全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和水平，担当好

学术期刊的使命。”他强调。

此外，吴尚之称，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

要以高质量的文章和高质量学术创新成果

来衡量，学术期刊要特别关注理论创新、学

术创新、科学技术创新，提升服务和引领科

技创新能力水平，着力抓好学术期刊高质

量发展的重点。

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怀进

鹏也强调，科技期刊要坚定正确的办刊方

向、价值取向和学术导向，坚持“四个面

向”，坚守促进学术交流、服务创新发展的

根本使命。

“面向科技共同体办刊，依靠科学家办

刊，努力发表和传播高水平成果。更加密

切关注科技前沿和国家需求，支撑原始创

新，力争首发权。”怀进鹏说，要不断提升中

国科技期刊的影响力、引领力，要强化与国

际科技期刊界出版界的务实合作，增进开

放、信任、团结，共同完善全球科技治理体

系，让科技更好增进人类福祉，更好支持人

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科学公正的学术评价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着期刊的发展质量。”吴尚之说，完善

评价体系注重评价导向，有利于引导学术

期刊突出科学精神、学术贡献和学术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局长马援认同

该观点。他表示，目前国内形成了几大各

具特色的学术期刊评价体系，在很大程度

上发挥着期刊评价导向功能，总体起到推

动发展、积极导向的作用，但目前的期刊评

价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出现一些

不良倾向和偏差，比如少数期刊片面追求

影响因子，甚至出现强制引用、互引同盟等

造假行为。

“期刊评价是先行者、裁判员，没有高

质量的期刊评价体系，高质量的期刊建设

也无从谈起，期刊评价机构要针对当前期

刊评价和期刊发展中的问题，不断优化期

刊评价指标体系，改进评价方法，引领学

术期刊健康发展。”马援说，近年来一些期

刊评价机构将科研诚信、发表青年学者文

章、数字化建设等纳入了期刊评价，这也

必将对引导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发挥积极

作用。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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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12月17日电 （记者操
秀英）记者从国新办 17日召开的落实五中

全会精神做好生态保护修复工作发布会上

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和有关部门围绕落

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

纲要》，组织编制包括生态保护和修复在内

的一系列规划和相关配套政策，自然资源

部正在牵头编制黄河流域重点生态区生态

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专项建设规划。

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司长

周远波表示，这项工作的重点是在上游要

大力开展封育保护，加强原生林草植被和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实施封山育林、育草和

禁牧、休牧、轮牧等措施，提升水源涵养能

力；在中游要完善黄河流域水土流失的综

合治理，推进小流域综合整治，有效遏制水

土流失和水土沙化问题；在下游开展重点

河湖、黄河三角洲等湿地的保护与恢复，保

证生态流量、实施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同

时开展滩区的土地综合整治；推进水蚀、风

蚀区域的综合治理，营造多树种、多层次的

区域性防护林体系，科学有序地推进退耕

还林还草，加大退化草原治理，提升林草生

态系统的质量和稳定性；加快历史遗留废

弃矿山的治理。

周远波介绍道，黄河流域是我国矿

产资源富集的地区，据卫星遥感监测数

据 ，黄 河 流 域 有 历 史 遗 留 的 废 弃 矿 山

1500 多万亩，占全国近 50%，所以必须进

行综合性治理和系统性修复。他强调，

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修复的过程中，特

别有两点应该注意：一是一定要坚持系

统观念，对黄河流域生态系统进行整体

保护、系统修复和综合治理，要克服单打

一，也要注意不搞整齐划一；二是一定要

注意科学方法，要立足自然地理格局，特

别要注重水资源的刚性约束作用，进行

科学修复，追求实效。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重大工程专项正在规划

近日,“北京中
轴线历史文化主题
展”在首都图书馆
开展。

图为观众参观
展出作品。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漫步中轴线漫步中轴线 品首都文化品首都文化
本报记者 付毅飞

12 月 17 日凌晨，携带着珍贵月壤的嫦娥

五号返回器结束太空之旅，在内蒙古中部草

原的四子王旗着陆场着陆。同一时刻，着陆

场万里之外的印度洋上，中国卫星海上测控

部所属远望 3 号船上响起一阵雷鸣般的掌

声。

科技日报记者了解到，嫦娥五号采用了

俗称“打水漂”的半弹道跳跃式再入返回技

术。返回器在远离着陆区的位置再入大气

层，由于接近了第二宇宙速度，不仅会因高速

飞行与大气摩擦进入黑障，而且在黑障区会

在稠密大气的阻滞下弹跳起来，被上层大气

“弹”回太空，随后再次进入大气层正常着陆。

“此次任务就像在河面上打水漂一样，高

速飞行的石块会在水的浮力作用下弹起再落

下。在黑障区里的这一跳至关重要，如果跳

不起来，返回器会摔得粉碎；如果跳过了，嫦

娥五号可能会逃离大气层，无法二次进入。”

随船出海的中国卫星海上测控部技术部副主

任房新兵形象地解释道。

大洋之上，远望 3 号船便承担了为“五姑

娘”在黑障区指引方向的重任——需要完成

返回器初次再入大气层黑障附近的遥测、外

测、光学测量任务。

按照任务计划，部署在印度洋预定海域

的远望 3 号船，需要在“黑暗”中牵着“嫦娥”

“放风筝”，为返回器穿越黑障区、实施关键一

跳牵线搭桥。因此，远望 3 号船在任务中具

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除了任务中的技术难题外，海上测控是

在天线转动、船舶晃动、目标移动的动态环境

下进行的，受限条件较陆地更多、风险更大。

设置船载测控天线仰角要兼顾雷达反射

信号强度和天线跟踪能力，必须综合考量和

分析比对，选择合适的测量船位和跟踪角度。

针对这些问题，远望 3号船早有准备！

“再入回收段，目标距离近、天线运动速

度快，黑障区信号起伏、海区风阻和船体摇动

等扰动因素较为极端，还要综合考虑 3 套测

控设备遮挡角，对方案设计和捕获跟踪要求

都极高。”远望 3号船副船长刘晓祥如是说。

与此同时，抵达任务海区后的远望 3 号

船还对全船设备进行了全面检查和维护，并

对任务海域的流速、流向、风向、风力等环境

进行调查。为验证测控方案、预案的准确性，

远望 3号船还进行了各项模拟演练。

精心准备，确保任务万无一失。听到任

务成功的消息后，在“黑暗”中为嫦娥五号指

引方向的远望 3 号船上的科技工作者们满是

自豪，齐声高唱《歌唱祖国》。

为了“嫦娥”返航，远望人在黑障区牵线搭桥
高 超 亓 创 本报记者 张 强

许多人小时候都在池塘边玩过打水漂。

只要力道、手法得当，甩出的小石子能在水面

连蹦几下，划出漂亮的弧线。

如今，这个古老而有趣的游戏，被融入高

大上的航天任务中。2020年 12月 17日，嫦娥

五号返回舱利用同样的原理，在大气层表面

打了个“水漂”，安全返回地球。

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专家介绍，嫦

娥五号的“太空水漂”，术语叫“半弹道跳跃式

返回”，即在返回器初次进入大气层一定深度

并滑行一定距离后，通过调整它的姿态，让它

在气动作用下重新跃起，以此将它的飞行速

度由接近第二宇宙速度（每秒 11.2 公里），降

至第一宇宙速度（每秒 7.9 公里）以内。此后

的返回过程类似神舟飞船，就轻车熟路了。

于是，17日凌晨 1时 59分，嫦娥五号返回

器在内蒙古四子王旗预定区域翩然降落。

这里大有门道。

咱们小时候打的水漂，扔出去就不受控

制，飞哪算哪。而嫦娥五号返回舱从最初返

回大气层算起，到最后在预选着陆场落地，其

间要在风驰电掣和大起大伏状态下飞行六七

千公里。

它是怎样做到“指哪打哪”的？很大程度

上要归功于五院 502 所为它配备的制导导航

与控制系统。

该系统简称“GNC”。G 即制导（Guid-

ance），返回器上的计算机会根据当前位置和

速度信息，结合落点位置进行制导处理，自动

规划出一条前往开伞点的最佳飞行路径；N即

导航（Navigation），高精度导航设备可以在茫

茫宇宙中实时获取自身的位置、速度等信息；C

即控制（Control），通过向安装在返回器外的发

动机发送指令，使其工作，从而调整返回器姿

势，使返回器沿着规划的轨迹飞行。三者协同

工作，就能帮助返回器找到回家的路。

当然，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为了实现

“顺利跳起，准确着陆”，科研团队在返回器

GNC 系统研制过程中完成了无以计数的模

拟飞行试验，模拟了上百万条飞行路线。或

许返回器的实际飞行轨迹不会跟其中任何一

条完全相同，但肯定超不出这个范畴。

指哪打哪 嫦娥五号打出7000公里“太空水漂”
本报记者 付毅飞

12月17日20时许，嫦娥五号返回器被送回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图为装载在运输车上的返回器。 本报记者 付毅飞摄

科技日报北京 12月 17日电 （记者付毅
飞）迎“嫦五”回家，贺英雄凯旋。12月 17日凌

晨 1 时 59 分着陆在内蒙古四子王旗预定区域

的嫦娥五号返回器，怀着迫不及待的心情，经

过一天奔波，于 17 日晚上回到了它的“诞生

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为欢迎嫦娥

五号任务试验队凯旋和返回器回家，航天城玉

琮广场举行了隆重欢迎活动。五院院长张洪

太、党委书记赵小津等领导，院综合管理部门

及京区各单位共 500余人参加了活动。

嫦娥五号任务作为我国复杂度最高、技术

跨度最大的航天系统工程，成功实现了多方面

技术创新、突破了一系列关键技术，对于我国

提升航天技术、完善探月工程体系、开展月球

科学研究、组织后续月球及星际探测任务，具

有承前启后、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作为嫦娥五号探测器的抓总研制单位，航

天科技集团五院研制团队面对关键技术多、任

务难度大、实施风险高等难题，历时 10年完成

了嫦娥五号探测器的研制发射任务。

嫦娥五号同时还是五院研制并成功发射

的第 300 颗航天器。自 1968 年 2 月 20 日建院

以来，一代代五院人始终保持自力更生、艰苦

奋斗的志气，坚守航天报国的志向，书写了“三

百星辰耀太空”的辉煌篇章。

50 余年来，五院树立起以“东方红一号”

卫星、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嫦娥一号卫星为代

表的中国航天事业三大里程碑；形成了载人航

天、月球与深空探测、导航定位、对地观测、通

信广播、空间科学与技术试验 6大系列航天器

领域；实现了大、中、小、微型航天器的系列化、

平台化发展。

“ 嫦 五 ”回 家 英 雄 凯 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