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月 18 日，今年第 1 号台风“杜鹃”在西

北太平洋洋面生成，除了风云系列卫星，中

法海洋卫星、海洋二号 B/C 星等卫星也捕捉

到了“杜鹃”的生成与变化过程。在海洋防

灾减灾领域，海洋卫星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

数据源。

截至2019年，全球在轨卫星数量达到2460

颗，2008—2019年我国共发射卫星203颗，在轨

卫星数量达到299颗，位居全球第二位。

以中星、亚太、天通等为代表的通信卫

星，以风云、资源、海洋等为代表的遥感卫

星，还有大家所熟悉的北斗卫星……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近日发布的《中国航天

科技活动蓝皮书（2020 年）》显示，2020 年，

中国航天应用继续取得重要进展，在轨运行

应用卫星数量超过 300 颗，构建了较为完善

的卫星应用体系，有力支撑了各行业的综合

应用。

“空间对地观测技术具有宏观、快速、准

确的特点，我国的空间对地观测应用从区域

到全球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全国政协委

员、中国科学院院士郭华东在接受科技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航天事业发展 60多年

来，卫星应用从无到有，基本构成了全方位的

遥感、导航、通信卫星应用体系。

卫星遥感实现坐地巡
天、观海

1 月 8 日，江苏省最低气温普遍都在 0

摄氏度以下，南京本地蔬菜中的芦蒿、马兰

头、荠菜、菠菜、香芹等叶菜批发价格均有上

涨，比如芦蒿从之前的每斤 6 元上涨到每斤

7—8元。

当地媒体发现，这与连续出现的寒潮颇

有关系。

天气变化影响着人们穿衣、出行，乃至生

活的方方面面。国家卫星气象中心遥感应用

室主任、风云气象卫星应用系统总设计师唐

世浩介绍，为准确预报寒潮提供支撑，并监测

寒潮的发展和影响，只是风云卫星的“基本

功”之一。

据中国气象局消息，2021 年我国计划发

射风云四号 B 星和风云三号 E 星，“十四五”

期间共计划发射 7颗风云气象卫星。

“到 2035 年，我国要建立监测精密、预报

精准、服务精细的气象业务体系，气象综合实

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气象深度融入民生保

障和行业发展，基本建成气象强国。”中国气

象局局长庄国泰透露。

据中国气象局消息，作为风云四号的第

二颗卫星，风云四号 B星，目前研制工作基本

已经完成，按照计划，今年将择机发射。

唐世浩对此颇为期待。风云四号 B星搭

载的快速成像仪可以对数百万平方公里区域

实现 1分钟一次成像，最高分辨率达到 250米

左右，对中小尺度的天气系统具备更强的监

测能力。

风云三号 E 星将是世界首颗晨昏轨道

气象卫星。它与目前在轨的风云三号系列

卫星组网运行后，将使每天的观测时间分

布更均匀，并让科研人员能得到晨昏时间

的气象资料。另外，过去风云卫星在夜间

只能通过红外和微波仪器观测，而风云三

号 E 星搭载了微光观测设备，具备可见光

夜间观测能力。

作为海洋高新观测技术手段，天基海洋

遥感已广泛应用于海洋环境资源调查、海洋

防灾减灾、海洋经济、海洋生态、海上安全和

国防建设等领域。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星海洋应用中

心主任蒋兴伟在 2020年 8月举行的世界海洋

科技论坛分论坛“海洋观测与探测技术论坛”

上透露，2021年将发射 2颗卫星，已经立项的

有 2颗，正准备立项的有 5颗。

2020 年 3 月，国家提出加快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卫星与工业互联网、智能电网、人工

智能、5G 等新基建的融合应用进入“快车

道”，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农业等行业持续发

布行业政策文件，助推卫星应用业务向各行

业拓展。

“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深海和极

地关键技术与装备”重点专项 2021 年度项目

申报指南（征求意见稿）日前发布。该专项由

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共同启动实施。

该征求意见稿提出，将开展北极海冰自

主卫星探测及微波综合试验。

一名业内人士表示，我国缺乏专门面向

极地特殊地物环境监测的遥感卫星，现有卫

星虽获取大量数据，但探测能力有限且定量

化应用尚待提高，急需建立极地天基遥感能

力。按照该征求意见稿，我国有望突破国产

卫星北极海冰遥感探测技术，初步形成我国

自主的近实时海冰遥感产品及技术体系，为

世界各国气候变化研究提供中国的海冰遥感

数据，同时进一步提升我国气候预测和天气

预报能力。

悬在天上的“眼睛”指
明地上的路

在 2020年 7月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完成全

球组网后，北斗创新应用迎来新的发展机

遇。2021 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北斗产业

化有望迎来爆发式增长。

2021年，将是多款 L3级别自动驾驶车辆

上市的重要窗口期。

在汽车智能驾驶过程中，强烈的阳光

照 射、雨 雪 等 恶 劣 天 气 复 杂 场 景 ，会 对 摄

像头、雷达等传感器产生干扰。搭载北斗

高精度定位技术，已经成为众多国内外汽

车品牌冲击高级别自动驾驶功能落地的首

选项。

作为全球领先的时空智能基础设施公

司，千寻位置率先打通北斗高精度定位技术

到商业落地的全链路，为行业发展铺设了高

速发展道路。

2020 年 ，国 内 已 有 7 款 搭 载 千 寻 位 置

提供的北斗高精度定位服务的智能驾驶汽

车量产上市，包括广汽新能源埃安 V、广汽

新 能 源 埃 安 LX、小 鹏 P7、红 旗 HS5、红 旗

H9、红旗 E-HS9 和上汽通用别克 GL8 艾维

亚（Avenir）。

不仅在陆地，海上导航同样重要。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深海和极地关键技

术与装备”重点专项 2021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征求意见稿）提到了北极航道通信导航保障

关键技术研究与系统研发。

具体来说，按照该征求意见稿，针对北

极主要航道的开发利用需求，我国有望开

展北极航道船舶航行通信传输、导航定位

和信息服务需求研究，构建北极航道船舶

航行通信导航保障体系，研究高纬度地区

的高可靠通信技术、基于北斗的极地航行

船舶导航优化技术；研发的船载导航系统

可以实现可靠定位，支持通过我国北斗系

统接收冰区导航信息服务，支持极地电子

航行图、航行保障信息集成与互操作。这

些技术的突破结合北极遥感卫星的实时数

据，将为北极高纬航行提供自主和高可靠

的通信导航技术支撑，助力国际社会北极

航道开发利用。

未来无论身在何处都
能体验家中网速

近年来，我国在遥感测绘、定位导航、

科学实验等中高轨道卫星应用领域取得了

一系列重大成果，如风云气象卫星、北斗导

航卫星、嫦娥探月卫星等。然而要把卫星

作为节点载体，把互联网搬到天上，光靠高

轨卫星还不够。需要通过低轨卫星在 2000

公里范围内、几百公里轨道高度上构建星

座，用连续接力的星间链路方式来实现全

球覆盖。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前几年全面启动全球

移动宽带卫星互联网系统建设。该系统是一

个部署在低轨道的通信卫星星座。

全国政协委员、航天科技集团科技委主

任包为民介绍，该系统将对全球实现无缝覆

盖，能够为地面固定、手持移动、车载、船载、

机载等各类终端提供互联网传输服务，可在

深海大洋、南北两极、“一带一路”等区域实现

宽、窄带结合的通信保障。通过这样一个全

球无缝覆盖的系统，处于地球上任何地点的

任何人或者任何物体，都可以在任何时间实

现信息互联。

与此同时，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二院也提

出基于低轨卫星星座构建天地一体化信息系

统——虹云工程，并于2018年12月22日成功

发射首星。

2020年 5月，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航天科

工集团二院党委书记马杰介绍说，该卫星在

轨运行一年半以来，表现良好，有效验证了低

轨卫星互联网的技术途径。

据了解，虹云工程建设按照三步走策略

进行，预计 2022 年我国将部署、运营整个星

座，形成以低轨宽带通信为主，具备导航增

强、实时遥感支持能力的通信、导航、遥感综

合信息系统。

2020 年 4 月，国家发改委首次将卫星互

联网与 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通信网络

基础设施一并纳入新基建范围。

业内认为，随着卫星互联网的发展，未来

无论身处沙漠、海洋还是飞机上，人们都能享

受到与家里一样的上网速度和服务体验，而

这一梦想现在看来并不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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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

代表委员划重点
◎本报记者 陈 瑜

空间应用空间应用：：
颗颗卫星飞天颗颗卫星飞天，，满满成果落地满满成果落地

黑科技

◎本报记者 付毅飞

◎本报记者 陈 瑜

责 编 娄玉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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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对地观测技术具有宏观、快速、准确的特

点，我国的空间对地观测应用从区域到全球都取得

了极大的成功。

郭华东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受访者供图

随着北斗卫星的全球组网，“十四五”期

间北斗将给人们生活带来哪些便利，北斗产

业将如何发展备受关注。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设之初，就把应

用作为工程建设的重要内容，边建边用、以

用促建，取得了显著的国防效益、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兵器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兵器工业集团）董

事长焦开河表示，兵器工业集团是北斗工程

建设的应用牵头单位，近年来以高精度、短

报文为突破口，打造北斗特色服务优势，推

动北斗应用规模化、产业化、国际化。兵器

工业集团建成的全国产化北斗地基增强系

统“全国一张网”，服务用户突破6亿，使北斗

高精度服务成为随处可用、触手可及的公共

服务产品；北斗三号区域短报文面向亚太地

区提供服务，年内将进入智能手机，激发千

万级市场用户新空间。此外，集团还积极推

进北斗应用在阿盟、东盟、南亚等地区落地。

目前，北斗已在交通运输、农林渔业、救

灾减灾、公共安全等重要行业以及智慧城

市、共享出行、物流配送等大众领域得到广

泛应用，北斗产品和服务已出口到 120多个

国家和地区，基本形成了完整产业链。2020

年我国卫星导航产业总规模突破4000亿元。

焦开河说，为更好发挥中央企业的带动

和牵引作用，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卫星导航

系统管理办公室等有关部门的指导和支持

下，兵器工业集团牵头组建央企北斗产业协

同发展平台，成立北斗应用产业发展研究中

心，推动构建国家北斗应用体系和产业体系。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确定实施北斗产

业化重大工程，预计到“十四五”末期，我国

北斗产业将突破万亿元大关。

针对如何推动形成“安全可控、泛在融

合、开放兼容、服务全球”的北斗应用发展新

格局，焦开河提出了几点建议：一是要谋顶

层、作支撑，加强战略研究谋划，发挥央企平

台作用，为国家统筹部署北斗应用与产业发

展，实现重要领域、关键行业全覆盖提供有

力支撑。二是固平台、促融合，提升特色服

务运营能力，推动北斗与 5G 通信、物联网、

区块链等前沿技术交叉创新，融网络、融数

据、融终端、融应用、融服务，走进新基建、催

生新业态，更好建设“一流的北斗”。三是强

基础、补短板，加快突破高精度、抗干扰、多

源融合等关键核心技术，实现关键元器件国

产化、高端化，提升北斗产业链供应链现代

化水平，更好建设“中国的北斗”。此外，还

要建体系、拓应用，加快构建北斗应用技术

体系和任务体系，围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

求、经济社会转型和人民生活需要，拓展应

用场景，提升服务水平。以“一带一路”建设

为重点，加快北斗“走出去”，更好建设“世界

的北斗”。

“卫星导航应用只受人类想象力的限

制，目前北斗应用只是冰山一角，未来仍需

大家一起开拓。”焦开河表示，兵器工业集团

未来要按照“北斗+”“+北斗”的模式，更好

地赋能国防现代化和经济社会发展，助力实

现 2035 年建成更加泛在、更加融合、更加智

能的综合时空体系发展目标。

焦开河委员：

固平台、促融合，提升北斗应用能力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电动汽车或将告别

因电量耗尽在高速上“趴窝”的悲剧。全国

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表

示，如果我国建成空间太阳能电站，电动汽

车或能随时随地充电，不再有“断粮”之忧。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飞船系统总设计师张柏

楠曾向科技日报记者介绍，我国已在开展太

阳能电站具体研究工作，其在技术原理上已

没有太大问题。

人类对太阳能的利用已普及，但太阳能

在地面的利用率并不高，其会受大气、天气、

时段等影响，同时能量密度变化巨大，很不

稳定。

而宇宙中的太阳能却非常充裕。庞之

浩说，如果在大约 3.6 万公里高度的地球同

步轨道上建设太阳能电站，太阳光线不会被

大气削弱，也不受季节、昼夜变化影响，99%

的时间内可稳定接收太阳辐射，且其强度是

地面的 6倍以上。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研究员王立表

示，与化石能源相比，空间太阳能是一种高

效、持久、清洁的能源。在宇宙运行的空间

太阳能电站可以大规模收集、转化太阳能，

并以无线方式将电能稳定传输到地面电网，

发电量与地面核电站相当。

庞之浩说，空间太阳能电站发展的核心

应用目标，是为地面提供大规模商业化的电

力供给。由于覆盖面积广、电力传输灵活，

该技术能对偏远地区、受灾地区以及重要设

施等进行定向或移动供电，为改善电力能源

结构及供电方式提供创新方案，社会效益极

高。

空间太阳能电站还能为“可视”范围内

的航天器供电，使航天器摆脱巨大的太阳能

电池翼，并大大增加功率水平、控制精度，还

能作为深空探测能源系统的候选方案。未

来还可以利用它进行空间燃料生产以及空

间加工制造，实现空间工业发展。

记者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了解到，

我国自 2008 年起将空间太阳能电站研发工

作纳入国家先期研究规划。近年来，提出了

平台非聚光型、二次对称聚光型、多旋转关

节以及球型能量收集阵列等空间太阳能电

站方案，同时在无线能量传输等关键技术方

面取得了重要的进步。当前，我国在空间太

阳能电站研究方面初步实现从“跟跑”到“并

跑”，成为国际上推动空间太阳能电站发展

的重要力量。

不过，空间太阳能电站的建设面临重大

技术挑战，其在重量、尺度方面远超现有航

天设施，被称为新时期航天和能源领域的

“曼哈顿工程”。从建设到运营，都需要巨额

投资、广阔市场及环境、政策等因素配合。

目前，国内已有几十家科研院所、高校

和企业在进行空间超高压发电输电、高效无

线能量传输、超大型空间结构在轨装配等关

键技术的研究。2019 年，我国首个空间太

阳能电站实验基地在重庆启动建设，名为

“逐日工程”的空间太阳能电站系统项目也

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启动。

空间太阳能电站：

让人类尽享来自太空的清洁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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