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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强国建设新征程
本报记者 索寒雪

在这里，有 51 年历史的航天

成为国际上业务领域最全的宇航

五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第五研究院）已经建成了以北

企业。
2018 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强

一群航天人正在夜以继日地研制
新型航天设备。

京航天城为核心的宇航基础配套

调，要强化使命担当，坚定航天报

设施和空间技术研制能力布局，

国志向，坚定航天强国信念，弘扬

东方红一号卫星、神舟五号

具备了年在研 100 颗、出厂 50 颗

“两弹一星”精神、航天精神，创造

载人飞船、嫦娥一号卫星——每
一个中国航天发展的里程碑，都

星船器的研制能力和在轨 180 颗
星船器的运行管理能力，单机年

更多中国奇迹。
航天强国的梦想从此深植在

与这里息息相关。

交 付 能 力 达 到 9000 余 台/套 ，已

航天人的心中。

在北京西北部的航天城里，

为经济服务
“很多沿线国家对中国卫星项目感兴趣。
”
田栋表示，
“不同国家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合作。
”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中国国家

服务连为一体，
实现了对
“海上丝绸

卫星项目上很积极。
”

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
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
周边区域的基本覆盖。
但是，传统卫星通常用于电视

2016 年 1 月 16 日，中国在西昌
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

之路”的合作倡议，分别指的是丝
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

信号传输，以及通话，还无法实现
多媒体沟通，对信号地点也有一定

火箭成功发射白俄罗斯通信卫星
一号，
卫星准确进入预定转移轨道。

之路。沿线国家主要集中在中亚、

限制。

南亚和西亚。
“这些途经地区有高山、有海

从卫星起步

洋，甚至有戈壁沙漠，以前对这些

2017 年 4 月，航天五院研制的
“中星 16 号”卫星发射成功，这是
中国首颗高通量通信卫星。

“中国和白俄罗斯在卫星研制
领域是互相合作的。
”
田栋解释。
而像老挝等国，
“更多的是着眼
于卫星服务本身，通过购买中国研

同年4月8日的19点20分，
东方红二号试验卫星随第二发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冲天而去。
1972 年 2 月 21 日，美国总统

学森、孙家栋、王希季为代表的创

地区的卫星覆盖较差，其他地区即

据了解，该通信卫星总容量超

制的卫星，
为本国人民提供服务。
”

氧发动机，研制过程需要攻克的

使被覆盖也由于工作频段相对较

过 20Gbps。
“利用这颗卫星，人无论

此前有数据显示，在目前全球

在飞机上、在高铁上，还是在偏远

超 1000 颗卫星的背后，存在一个

尼克松划时代的中国之行，也在
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进程中激起

业前辈们的带领下，
五院掀开了中
国人筑梦苍穹的历史新篇章。

关键技术比较多，难度大，研制周
期相对长。

低，带宽较窄，无法满足未来‘一带
一路’对大数据传输、商务和娱乐

山区、在边疆、在远洋船舶上，都能

庞大的卫星产业。仅在 2011 年，

一层涟漪。
周恩来总理陪同尼克松一起

但是，真正实现航天梦还有
诸多困难和挑战。

当时，国际上还没有几个国
家掌握这种技术，一旦掌握，火箭

的井喷式需求，另外由于这一地区

实现便利上网，随时随地保持‘在

这个产业的市场规模已经达到

观看当天中美活动的录像。尼克

1975 年 3 月 31 日，
正式开展通

技术就将发生质的飞跃。任新民

被不同卫星、不同频段覆盖，缺乏
统一规划，很难实现无缝连接。”航

线’。”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第五研究院出口通信卫星主任设

1773 亿美元。而 2001~2011 年间，
全球卫星产业收入增长高达

松告诉周总理；
“现在美国人民也

信卫星事业指导性文件——《关于

在国防科委召开的工作会议上，

天五院人士向记者表示。

计师田栋向记者表示，未来高通量

175%。而近年随着汽车、手机等

系列化组网运行后，
“一带一路”将
会实现高通量卫星的全覆盖。

日用品的智能化程度提高，这一市
场持续保持高速增长。

坐在电视机旁看我们今天的活动
情况。
”

发展我国通信卫星问题的报告》获
中央军委批准，
由于批准的日期是

力排众议：
“氢氧发动机是今后航
天技术发展所需要的，这个台阶

此 前 ，亚 太 九 号 通 信 卫 星 于
2015 年 10 月成功发射后，
与亚太五

“从我踏上中国领土的第一

在 3 月 31 日，
故将中国发射通信卫

迟早得上，
我们现在能上得去！”

号、
亚太六号、
亚太七号、
亚太 9A 一

“很多沿线国家对中国卫星项

“我们一直希望中国的卫星也

1984 年 1 月 29 日，攻克了一
道道难关的长征三号托举着东

起，形成“自西向东排开，从印度洋

目感兴趣。”田栋表示，
“ 不同国家

像高铁、核电一样，能够收获更多

至马六甲海峡再至南海海域”
态势，

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合作。
”

的订单，把中国的卫星项目也带出

把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卫星通信

步起，我在中国每时每刻的活动
情况，都通过天上的通信卫星，随

星这一工程称为
“331工程”
。
“331 工程”终于上马了。扬

时传回了美国。
”尼克松说。
周恩来看似漫不经心，但事

鞭奋蹄 9 年后，中国第一颗通信卫
星“东方红二号”于 1984 年 4 月 8

方红二号缓缓升起，但此次发射
中，卫星没能到达预定的地球同

后，
他开始认真关注通信卫星之事。

日 19 点 20 分横空出世，随后正式

步轨道。

1958 年 12 月 18 日，美国成功
发射世界上第一颗通信卫星
“斯科

交付使用。中国人终于依靠自己
的技术和能力拥有了通信卫星。

数年心血毁于一旦，问题正
是出在任新民立下“军令状”坚持

比如巴基斯坦，
“ 巴基斯坦在

去。
”航天五院市场人士表示。

向航天强国迈进
航天五院在空间技术等多个领域荣获部委级以上奖励共2500余项。
只用了短短的 51 年，谁都没

岁。从立项至今的 27 年时间里，

省部级重点实验室/研究中心。

掌握着卫星，就掌握着战争

年代以前规模最大、涉及部门和

整个航天系统迅速开展故障

有想到，中国已经迅速进入到航天
事业崛起的阶段。

“神舟”团队取得了包括神舟飞船、
目标飞行器、空间实验室等共计 15

在航天强国建设的新征程上，
航天五院有自己的规划，到 2020

的主动权。当时，美国和苏联等
国地面部队在战场上的军事通信

单位最多、技术最复杂、技术难度
最大的大型航天系统工程。为了

分析，提出改进措施。最终，通过
改变氢氧混合比，解决了氢氧发

航天五院“嫦娥”团队成功研
制出我国第一颗月球探测卫星

个载人航天器连战连捷的优异成
绩，实现我国载人飞行、太空出舱、

年，圆满完成以重大工程为代表的
各项宇航任务，加快推进全面深化

摆脱了地面基站的束缚。同时，

实现卫星通信，我国要同步完成

动机的问题。

相应的通信卫星、运载火箭、发射
场、测控通信和应用通信五大系

同年 4 月 8 日的 19 点 20 分，
东方红二号试验卫星随第二发长

——嫦娥一号，树立中国航天第三
个里程碑；成功研制我国第一个行

交会对接、在轨补加等多项核心技
术“零”
的突破，

改革，全面实现“十三五”规划目

在全球范围内增加了为数众多的

统的工程建设。

征三号运载火箭冲天而去。20 分

尔号”
，
人类进入了卫星通信时代。

民用卫星通道。

“331 工程”是我国 20 世纪 80

采用的氢氧发动机上。

星际探测器——嫦娥二号；成功研

截至发稿为止，航天五院在空
间技术等多个领域荣获部委级以
上奖励共 2500 余项，
其中荣获国家

标，为建成世界一流宇航企业夯实
基础；到 2030 年，实现空间基础设

由于五个系统分别由不同的

钟后，广播里传来振奋人心的喜

制嫦娥三号探测器，使我国成为第
三个实现地外天体软着陆和巡视

但是中国还没有自己的卫星。

单位研制，
为了做好各个系统间的

讯：火箭分离正常，卫星进入地球

探测的国家，尤其是成功研制嫦娥

特等奖 8 项、一等奖 12 项，中国专

实时获取、安全可控、随遇接入、按
需服务的目标，建成世界一流宇航

其实，早在 1965 年，中央军委
就已经批准建立我国卫星通信系

协调工作，加快工程的研制工作，

同步转移轨道！西昌卫星发射中

四号探测器，实现人类历史首次在
月球背面软着陆和巡视勘察。

利金奖 3 项，
授权专利 5000 件；
建成
了以钱学森空间技术实验室为龙

企业；到 2040 年，空间探索、空间
应用能力全面提升，实现太空资源

全球卫星通信事业发展迅
速，地球静止轨道变得日益拥挤，

施一体化、网络化，实现全球覆盖、

统，
但项目的开展一直举步维艰。

“331 工程”创造性地设立了“工程
设计师系统”，由时任七机部副部

心指挥控制大厅里顿时沸腾了！
此时，距离上次发射失利，不

此外，
“神舟”团队肩负我国全

头、5 家总体单位研发中心为主体

深度开发利用，全面建成世界领先

1968 年 2 月 20 日，
中国人民解

长的任新民全面负责 5 个系统的

过短短 70 天。人们用 70 个日夜

部载人航天器研制设计的重要使

的系统创新平台，拥有 6 个国家级

的一流宇航企业，为集团公司全面

放军第五研究院（后改名为中国空
间技术研究院）正式成立，在以钱

工作。任新民是总负责人。
但是，一个难题，就是研制氢

的不眠不休换来了属于中国航天
的高光时刻。

命，是党和国家创新发展载人航天

重点实验室、5 个国家级研究中心、

建成高质量的世界一流航天企业

的主力军和国家队，平均年龄 33

3 个国家级国际合作基地以及 29 个

集团奠定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