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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颗组网卫星顺利升空 三号基本系统星座部署成功完成

中国北斗实现
“惊人飞跃”
新华社西昌 11 月 19 日电（樊永强、杨欣）19 日 2 时 7 分，我国
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及远征一号上面
级），以“一箭双星”方式成功发射第四十二、四十三颗北斗导航卫
星，这两颗卫星属于中圆地球轨道卫星，是我国北斗三号系统第

十八、十九颗组网卫星。
卫星经过 3 个多小时的飞行后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后续将
进行在轨测试，并与此前发射的十七颗北斗三号导航卫星进行
组网联调。

基本系统星座部署
我国完成北斗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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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令下，火箭升空，赤焰一道，北斗成行。
19 日凌晨，随着两颗组网卫星顺利升空，我
国成功完成北斗三号基本系统星座部署。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我国自主建设、独立
运行的重要空间基础设施，能提供全天候的精
准时空信息服务。
从奋起追赶到并跑超越，中国北斗人在
短短 20 余年里实现了卫星导航领域的“惊人
飞跃”
。
从“中国奇迹”到“中国分享”，快速发展的
中国北斗工程，对世界上渴望科技改善生活的人
们带来巨大机遇。

此次任务的成功发射，标志着我国北斗三号基本系统星座部
署圆满完成，后续将开展系统联调和性能指标评估，计划年底前
开通运行，向“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提供基本导航服务，迈出从
区域走向全球的
“关键一步”。

揭秘北斗三号
基本系统收官双星发射
11 月 19 日，我国成功发射两颗北斗三号
全球组网卫星，自此完成北斗三号基本系统星
座部署，迈出从区域走向全球的“关键一步”。
为此，记者对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相关负责人进
行了采访。

运载火箭系统
金牌火箭高标准“十送北斗”
这次发射，是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今年内
第 10 次成功运送北斗，也是长征火箭的第 291
次飞行。
长三甲系列运载火箭总指挥岑拯介绍，为
适应北斗三号全球组网的要求，近几年他们共
进行了 403 项技术改进，平均每枚火箭进行技
术改进 28 项，发射均获得圆满成功，成为名副
其实的
“北斗专列”。
“今年平均约 26 天就要完成一次发射任
务，未来 3 年预计执行发射任务 40 次左右。”长
三甲系列运载火箭副总指挥刘建忠介绍说，面
对高密度发射等挑战，长三甲火箭研制团队用
“去任务化”逐步代替“定制化”，即单级火箭、
单发火箭完成总装后，可以灵活调整其承担的
发射任务，只要卫星和火箭接口保持一致，针
对具体任务只要调整软件即可。

北斗三号 关键一跃
“5，4，3，2，1，点火！”
19 日 2 时 7 分，随着 01 号指挥员鄢利
清一声令下，发射控制系统操作手何龙果
断按下红色
“点火”按钮。
乳白色的长征火箭托举着北斗双星
拔地而起，直冲霄汉。茫茫夜色中，北斗
三号系统第 18、19 颗组网卫星开始了飞
天征程。
火箭越飞越快，越飞越远，光学跟踪、
雷达遥测紧紧锁定，目送它进入预设轨
道。地表之外，17 颗北斗“兄弟”同时张
开双臂，欢迎两位
“小伙伴”加入。
6 时许，卫星经过 3 个多小时的飞行
后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后续将进行在轨测
试，并与此前发射的 17 颗北斗三号卫星
进行组网联调。
“此次任务的成功发射，标志着我国

北斗三号基本系统星座部署圆满完成。”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总设计师杨长风告诉
记者，北斗三号基本系统计划今年底正式
开通运行，向“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提供
基本导航服务，迈出从区域走向全球的
“关键一步”。
中国卫星导航系统工程近年来越来
越快的前进步伐，创造了“中国速度”和
“中国奇迹”。
2017 年 11 月以来，北斗系统组网发
射进入高密度期。仅 1 年时间，西昌卫
星发射中心就先后圆满完成 11 次北斗
导航卫星发射任务，成功将 19 颗北斗三
号组网卫星和 1 颗北斗二号导航卫星送
入 预 定 轨 道 ，组 网 发 射 最 短 间 隔 仅 17
天，创造了北斗组网发射历史上高密度、
高成功率的新纪录。

卫星系统
北斗三号卫星部件全部国产化
“在正样设计之初，北斗三号就把服务精
度设计目标设定在尚未发射的第三代 GPS 导
航卫星及伽利略导航系统设计指标之上。”北
斗三号工程副总指挥、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北斗
三号卫星首席总设计师谢军介绍说，国之重
器，必须自主可控。
在北斗三号前期论证中，他们明确提出元
器件和器部件国产化自主可控的目标，并科学
制定实施方案，全力以赴抓落实。
“ 如今，北斗
三号卫星上所使用的部件，全部实现了国产
化。”谢军说。
五院北斗三号卫星总设计师王平表示，国
产化作为北斗系统工程的一个重要缩影，充分
展现了我国的综合实力和创新能力。

北斗组网 来之不易

发射场系统
多措并举让高密度发射万无一失

在短短 20 余年里实现了卫星导航领域的
“惊人飞跃”——
2000 年，北斗一号，让中国导航实现
从无到有，
独创定位机制；
2012 年，北斗二号，实现区域组网，
完成向亚太地区提供服务，中国导航从根
本上实现自主创新；
2017 年 11 月，北斗三号拉开全球组
网序幕，建设星间链路、卫星寿命从 8 年
提升至 10 年以上，性能和精度提升近 2
倍，研制能力实现飞跃发展；
2018 年底，北斗三号将开始为“一带
一路”国家和地区提供导航服务……
“与高铁一样，
北斗已成为中国享誉世
界的一张名片，关键部件都是中国独立自
主研制生产的。”已参与北斗工程建设 16
年的北斗三号工程副总指挥谢军说，
“要打
造世界一流工程、实现航天强国梦，
关键技
术、
核心技术就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

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第四十二、四十三颗北斗导航卫星。 本(版照片由新华社发

从 1994 年党中央、
国务院和中央军委
决策启动北斗一号工程到如今，中国北斗
人的
“补天之梦”
已经整整走过了 24 年。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我国就曾启动
过“灯塔一号”工程进行探索。可惜因经
济和技术难以支撑，被迫下马。
1994 年，北斗导航系统工程正式启
动，中国北斗人开始踏上写满艰辛与荣
耀、实现追赶与超越的
“登天之旅”。
建设中国北斗，不可能循着别人的路
走，必须砥砺前行、换道超车。
我国于 20 世纪后期开始探索适合国
情的卫星导航系统发展道路，逐步形成
“三步走”发展战略：2000 年年底建成北
斗一号系统，向中国提供服务；2012 年
年底建成北斗二号系统，向亚太地区提
供 服 务 ；2020 年 前 后 建 成 北 斗 全 球 系
统，向全球提供服务。
从奋起追赶到并跑超越，中国北斗人

北斗之光 惠及全球
中国北斗，正加速融入世界。
11 月 5 日，联合国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国际委员会（ICG）第十三届大会在“丝绸
之路”起点古都西安举办。来自世界各国
和相关组织的代表 400 多人沟通交流、加
强合作，
共同促进全球导航系统蓬勃发展。
如今，北斗已加入国际民航、国际海
事、3GPP 移动通信三大国际组织，还将为
全球提供免费搜索救援服务。
最近一个时期，关于北斗的利好消息
纷至沓来：中俄卫星导航合作项委会成
立；中美、中欧卫星导航合作工作组成立；
中俄卫星导航联合监测平台开通；中国与
南亚、中亚、东盟、阿盟、非洲国家和组织
建立合作机制……
“让科技创新成果为更多国家和人
民所及、所享、所用。”中国科学院国家授
时中心副主任卢晓春说，中国北斗系统，
对世界上渴望科技改善生活的人们来
说，是一个巨大鼓舞，
“ 中国分享”也必将
让世界更加美好。
事实上，
“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对北
斗导航服务也是期盼已久：

——2014 年，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
部长级会议提出北斗系统落地阿拉伯项
目的倡议。
——2015 年，我国与俄罗斯签署北
斗和格洛纳斯卫星导航系统共用兼容性
声明。
——2016 年，我国与阿盟国家举办
第一届中阿北斗合作论坛……
目前，北斗系统应用产品已进入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从巴基斯坦的交通运
输、港口管理，缅甸的土地规划、河运监
管，老挝的精细农业、病虫灾害监管，到文
莱的都市现代化建设、智慧旅游，中国北
斗系统已大显身手。
北斗翱翔星空，
服务惠及全球。
2020 年前后，北斗三号将最终完成
全球组网，形成全球覆盖能力，届时，可
在全球范围内提供高精度、全天候、全天
时的导航、定位、授时服务。中国北斗系
统必将以更加完美的姿态走向全世界，
造福全人类。
（据新华社西昌 11 月 19 日电 记者
樊永强 谢佼 李国利 胡喆）

2000 年 10 月 31 日，我国首颗北斗导航试
验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
中心主任张学宇说：
“ 从那时起至今的 18
年间，包括 4 颗试验卫星在内的 47 颗北斗导航
卫星均从这里飞向太空，成功率达到 100%。”
刚刚于 11 月 19 日凌晨实施的北斗双星发
射任务，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执行的第 35 次
北斗导航卫星发射任务。自 1984 年执行首次
发射任务以来，这个中心先后将 130 余颗国内
外航天器送入太空。
张学宇介绍说，今年以来，中心迎难而上，
有效应对三箭多星同时在场测试、交替发射等
多项挑战，加强工作统筹，加强质量管控，加强
风险防控，一个一个节点保顺利，一次一次操
作保精准，圆满完成了 10 次北斗导航卫星的
发射任务。截至目前，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今年
已圆满完成 15 次发射任务，突破了年发射 9 次
的最高纪录，
年底前还将执行 2 次任务。
2019 年至 2020 年，我国将发射 6 颗北斗
三号 MEO 卫星、3 颗北斗三号 IGSO 卫星和 2
颗北斗三号 GEO 卫星。

测控系统
精测妙控牧北斗
11 月 19 日凌晨，北斗双星与长征火箭“星
箭分离”后，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的考验才刚刚
开始。
“火箭顺利将卫星送上天，我们就会从发
射场那里接过接力棒，因为如果没有精准的测
控，刚刚升空的卫星就像断了线的风筝，更别
提为用户提供导航服务了。”西安卫星测控中
心三亚测控站北斗项目组负责人郜宁说。
当前，西安卫星测控中心航天器长期管理
部科技人员利用 20 天的时间，已为在轨运行
的数十颗北斗导航卫星逐个“体检”，为每颗卫
星建立健康检查明细表、检查卫星周期重点遥
测参数、总结卫星以往异常特点、分析星上常
驻故障影响，
并形成健康检查分析报告。
“航天事业高风险、高投入，保护好这些宝
贵的国家太空资产，就是我们‘牧星人’的光荣
使命。
”
长管部主任徐冰霖说。
（据新华社西昌 11 月 19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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