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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10 日电
（记者胡喆）12月10日，我国长征系
列运载火箭迎来第400次发射，长征
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六号05
组卫星送入太空，卫星将用于开展空
间环境探测和新技术试验验证。执
行本次任务的火箭与卫星均由中国
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八院研制。

从 1970 年长征一号运载火箭
“第一飞”至今，长征火箭51年间实
施了我国92.1%的航天发射任务，先
后将700余个航天器送入太空，发射
成功率为96.25%。在400次发射里，
前三个100次分别用时37年、7年半
和4年多，而最新的100次从2019年
3月10日至今，仅用了33个月。

在最近的100次发射中，我国首
个空间站核心舱、嫦娥五号月球探测
器、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神舟载人飞
船、天舟货运飞船、北斗三号导航卫星
等“国之重器”均由长征火箭送入太空。

目前，正在服役的11个基本型
长征火箭具备发射低、中、高不同地
球轨道和不同类型航天器的能力，并
能支撑无人深空探测。

在最近的100次发射中，还涌现
出长征五号B、长征七号甲、长征八
号等新成员，长征运载火箭家族不断
壮大，为中国航天探索宇宙提供了更
多可能。

据航天科技集团有关专家介绍，
目前，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重型运
载火箭等正在按计划开展研制，将有
力推动探月工程四期、小行星探测、
木星探测、载人月球探测、首次火星
采样等航天重大工程开展。

未来，随着新一代长征系列运载
火箭的不断发展，新老火箭将实现全
面交替，火箭重复使用、落区控制、无
人值守发射、多星部署等技术的突
破，将使我国运载火箭技术水平再次
实现新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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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的卫星导航系统，是政治
大国、经济大国的重要象征。

从1994年立项到2000年建
成北斗一号系统，从2012年开始
正式提供区域服务到2020年服务
全球……26年间，中国北斗人始
终秉承航天报国、科技强国的使命
情怀，探索出一条从无到有、从有
到优、从有源到无源、从区域到全
球的中国特色发展道路，从而使我
国成为继美国、俄罗斯之后世界上
第三个拥有自主全球卫星导航系
统的国家。

2020年7月31日，北斗三号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建成开
通。它的建成开通，是国之大事喜
事，很多人笑着笑着就哭了。当
中，很多工程开创阶段时的科研人
员，早已白发苍苍，但他们在建设
北斗系统过程中孕育出来的“自主
创新、开放融合、万众一心、追求卓
越”的新时代北斗精神，已成为

“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的
血脉赓续，不断激励着新时代北斗
人继续前行。

前无古人的“中国道路”

在我国筹建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之时，世界上已经建成全球卫星
导航系统。

起初，我们也想学习效仿其他
国家，可是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一
些难题。国家安全利益高于一切，
所以，北斗系统必须自主可控。

要想在地球上任何地点任何
时间实现定位导航，就得保证用户
在地球上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至少

“看到”4颗定位导航卫星。GPS
全球系统就是由24颗工作卫星组
成的。

当时，我国底子薄，不可能“一
步建全球”。1983年，“863计划”

倡导者之一陈芳允院士，创造性地
提出“双星定位”构想。这一方案，
能以最小星座、最少投入、最短周
期实现“从无到有”。

后来，北斗系统首任工程总设
计师孙家栋院士，进一步组织研究
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决定先建
试验系统，然后再建区域系统，最
后建成全球系统。

1994年1月10日，国家批准
北斗一号立项。6年后，我国建
成北斗一号系统，正式成为世界
上第三个拥有自主卫星导航系统
的国家。

太空本无路，但中国北斗人硬
是闯出了一条具有鲜明特色的中
国道路。

独树一帜的“中国方案”

2004年，我国正式启动北斗
二号工程建设。

中国北斗人仍然没有采取其
他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单一轨道
星座构型，又一次独树一帜地选择
了混合星座的特色发展之路，在国
际上首创以地球静止轨道和倾斜
地球同步轨道卫星为骨干、兼有中
圆地球轨道卫星的混合星座。

对于以服务亚太地区为主的
北斗二号来说，这种“混搭”组合可
以用最少卫星数量实现最好覆盖
效果，而使用的高轨卫星的抗遮挡
能力更强，尤其在低纬度地区性能
特点更为明显。此外，混合星座还
可以提供多个频点的导航信号，能
够通过多频信号组合使用等方式
提高服务精度。

“混合星座是国际首创。”中国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总设计师、
中国工程院院士杨长风说。

深邃夜空，斗转星移。
2007年4月14日，第一颗北

斗二号卫星成功发射升空，我国正
式进入到北斗二号区域布网时
代。至2012年 10月 25日，我国
在5年半的时间内先后将16颗北
斗二号卫星送入太空。

又两个月后的 12 月 27 日，
我国正式宣布：自今日起，北斗
系统在继续保留北斗卫星导航
试验系统（北斗一号）有源定位、
双向授时和短报文通信服务基
础上，向亚太大部分地区正式提
供连续无源定位、导航、授时等
服务，这标志着我国北斗二号区
域卫星导航系统建成并开始正
式提供区域服务。

中国智慧的“独门绝技”

与其他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相
比，2020年7月31日正式建成开
通的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确实有自己的“独门绝技”：除提
供全球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外，还
能提供短报文通信、星基增强、国
际搜救、精密单点定位、地基增强
等多样化服务，能更好地满足用
户的多元化需求，是名副其实的

“多面手”。
特别是短报文服务，其他卫星

导航系统用户只能知道“我在哪”，
北斗用户不但自己知道“我在哪”，
还能告诉别人“我在哪”“在干什
么”，开创了通信导航一体化的独
特服务模式。

“在其他通信手段失效的情况
下，北斗短报文通信可以成为传递
求救信息、拯救生命的最后保险。”
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主
任、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副总设
计师冉承其说。

如今，北斗三号将这一特色服
务的功能进行了大幅升级拓展，其
中，亚太区域通信能力可达到每次

14000比特（1000汉字），既能传
输文字，还可传输语音和图片，区
域短报文通信能力一次提高近10
倍，每次支持用户数量从50万提
高到1200万。此外，全球短报文
通信能力每次可达到 560 比特
（40个汉字）。

星间链路技术让卫星之间可
以互相通信，是北斗三号实现自
主导航的关键。这是因为，北斗
系统的运行，需要地面站对卫星
进行检测和信息注入，但有时卫
星并不在地面站可覆盖的上空，
而有了星间链路不仅实现了数十
颗北斗卫星相互间的通信和数据
传输，还能相互测距，自动“保持
队形”，对运动至境外的卫星进行

“一站式测控”。
此外，北斗三号全球系统还可

以提供星基增强、国际搜救、精密
单点定位、地基增强等多样化服
务，能更好地满足用户的多元化
需求。

我国北斗系统的标准服务精
度在6米－10米之间，而更高精
度服务则需要北斗增强系统来助
力完成。目前，我国已建成北斗地
基增强“全国一张网”，可在全国范
围内提供实时米级、亚米级精准定
位服务。

2035年左右，我国将建成以
北斗系统为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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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长风说：

“现在回过头看，我们当时制定
的北斗‘三步走’方案更符合中
国国情，北斗的发展路线与星座
方案设计充满了中华民族实践
智慧和务实精神，为国际卫星导
航技术体系贡献了中国智慧和
中国方案。”

（新华社北京12月9日电记者
李国利）

自主创新 追求卓越
——新时代北斗精神述评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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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马汽车制氢加氢站落成，实现全产业链零碳排放

开启“氢”时代 助跑自贸港
零碳引领，氢启未来。12月10日，海口光伏制氢及高压加氢一体站正式落成，海马汽车氢能布局与落地迈出坚实步伐，开启“氢”时代。据悉，海马汽车将结合自主研发的氢燃料

电池汽车以及即将投入运营的光伏发电项目，打造全球首个“光伏发电—电解水制氢—氢燃料电池汽车运营”的全产业链零碳排放新能源汽车试运营项目。
当天，海马汽车董事长景柱与嘉宾们共同为海口光伏制氢高压加氢一体站剪彩，并为该站第一台清洁能源汽车加氢。

海口光伏制氢高压加氢一体站由海
马汽车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合作建设，
全站占地面积2500平方米，主要由水电
解制氢装置、多级增压机、高/中/低压储
氢罐、70Mpa/35Mpa加氢机、冷却系
统和控制系统等组成。该站严格按照
GB50516《加氢站技术规范》建设，制氢
和加氢实现自动化控制。

站内水电解制氢产能为每小时50标

方，每天可生产约107kg“绿氢”；外接氢气
管束车，加注能力可达250kg/天，后续加
注能力还可扩至500kg/天，满足每天100
台氢燃料电池乘用车的高压加注需求。

“只有打造出‘光、制、储、运、加、用’
一体化的产业链，才能进一步推动氢燃
料电池汽车产业化和氢能商业化。”海马
汽车副董事长卢国纲表示，该站的落成
标志着海马汽车已具备高纯度氢气的制

备与70MPa高压加注能力，是海马汽车
氢能商业化推广的又一重大跨越。

卢国纲表示，海马汽车作为海南唯一
具有乘用车和新能源汽车生产资质的企
业，将深耕氢燃料电池汽车这一新能源汽
车终极路线，开展从光伏发电、电解水制
氢、高压加氢，到氢燃料电池汽车的研发、
制造以及商业化运营的全产业链布局。

航天科技集团六院101研究所所长

王成刚表示，海口光伏制氢高压加氢一
体站的建成不仅意味着海南以氢能为载
体的新能源体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也
标志着航天101所与海马汽车深度合
作、联合推动海南绿色低碳能源结构体
系建设和海马汽车向深度清洁化、源头
低碳化、应用智能化转型的新阶段。

海口市政府负责人表示，海口光伏
制氢及高压加氢一体站项目的落成运

营，有效实现了从太阳能发电到电解水
制氢，再到氢燃料电池汽车运营的零碳
排放循环。这是海马汽车公司深耕氢燃
料电池汽车，推动氢能布局落地的创新
成果。海口市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新能源
汽车产业的发展，加快完善基础设施配
套，推动实现能源供给全生命周期的清
洁化创新，打造清洁能源汽车、绿色交
通、智慧能源联动的范例。

致力减碳低碳 | 海马将打造全产业链零碳排放运营模型A

除了制氢加氢站，海马汽车还同时
规划在厂区内自建光伏发电项目。

水电解制氢所需电力将来自于
海马汽车厂内的 5 兆瓦级屋顶分布
式光伏发电站。该项目将于 2022 年
一季度建成，采用“自发自用，余电

上网”的模式，通过“绿电”制取“绿
氢”，实现“光伏发电→电解水制氢
→氢燃料电池汽车运营”全产业链零
碳排放。

以此为基础，“十四五”期间，海马
将建成全厂区屋顶光伏发电项目，打造

零碳排放工厂，实现绿色制造。届时，
年发电量达7000万度，每年可减少6
万吨二氧化碳排放，相当于4万个家庭
日常生活用电产生的碳排放（户均月耗
电145度）。

未来，海马汽车将瞄准“碳达峰碳

中和”国家战略，规划利用自有资金和
社会资本，以全球首个全产业链零碳
排放新能源汽车试运营项目为样本，
在海南的东、西、南、北、中各建一座以
光伏制氢加氢为主的零碳排放新能源
汽车综合服务体，集光伏发电、水电解

制氢、高/低压加氢、充电桩、新能源汽
车售前体验及售后服务等于一体，并
与海南省政府规划建设的环岛旅游公
路相连，成为海南环岛驿站的重要组
成部分，打造海南清洁能源岛的又一
张“绿色名片”。

实现绿色制造 | 打造零碳排放工厂年减碳6万吨

助力海南跨入“氢能时代”
第三代氢燃料电池汽车
预计2022年模拟运营

海马汽车自主研发的国内首台
70Mpa氢燃料电池MPV，已于2020
年首次亮相，搭载全球领先的高功率电
堆和高压储氢罐，一次加满氢气仅需3
到5分钟，续航里程可达800千米。海
马汽车第三代氢燃料电池汽车预计将于
2022年开展模拟示范运营。

卢国纲表示，“十四五”后期，依
托氢能基础设施建设，海马汽车将投
入约2000台氢燃料电池乘用车进行
商业运营，打造全岛交通干线氢能汽
车运营体系，满足公务用车、商务用
车和共享出行等多场景城际出行需
求，助力海南跨入“氢能时代”。届
时，预计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4万吨
以上。

2022年，海马汽车还将集合国内
外科研机构、高校及上下游产业链等

“产、学、研”力量，建成国内领先的氢
能科普馆，开展氢能体验、大众科普和
前沿学术交流。同时引进国际新能源
汽车头部企业，建设新能源汽车产品
展示、交付与售后服务中心，并打造
L4级自动驾驶示范园区。“十四五”期
间，逐步建成海南国际新能源汽车体
验中心。

海马汽车还将通过下一代高端
智能纯电动汽车、高端智能插电式混
合动力汽车和800千米长续航氢燃
料电池汽车等产品的开发，完成向新
能源汽车和智能汽车赛道的转换；通
过零碳排放工厂建设和生产线改造，
向绿色制造和智能制造升级。同时，
利用海南自贸港的政策优势和得天
独厚的区位优势，海马汽车还将加强
国际合作，为海南自贸港建设作出更
大的贡献。

（撰文/邵良 赵媛 图片/高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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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在给汽车加氢。海马汽车制氢加氢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