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航天局在京正式发布我国首颗太阳
探测科学技术试验卫星“羲和号”取得的系列
新成果

“羲和号”于2021年10月14日发射升空
运行于平均高度为517公里的太阳同步轨道

主要科学载荷为太阳Hα成像光谱仪

高分专项总设计师兼副总指挥、
国防科工局重大专项工程中心主任赵坚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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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首次空间太阳
Hα波段光谱扫描成像

国际首次在轨获取
太阳Hα谱线

SiⅠ谱线和FeⅠ谱
线的精细结构 科学数据已向全球开放共享

●“羲和号”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主从
协同非接触“双超”（超高指向精度、超
高稳定度）卫星平台技术在轨性能验证
及工程应用

●实现了国际首台太阳空间Hα成像光
谱仪在轨应用

●实现了国际首台原子鉴频太阳测速
导航仪在轨验证

8月30日 目前

“羲和号”每天都在按照既
定任务计划开展科学观测

已经观测到了近百个
太阳爆发活动

相关研究工作正在开展

在新型卫星技术试验方面

新华社发 制图/孙发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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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在茫茫太空飞行，如何准确
获取自身的位置和速度？赵坚告诉
记者，与近地空间任务相比，深空探
测任务由于缺乏导航卫星的辅助，
只能依靠传统的无线电测距、测速
导航方法。然而，无线电导航的精
确性会随着卫星飞行距离的增加而
大幅下降。此次“羲和号”搭载了原
子鉴频太阳测速导航仪，就试图克
服这一困难。

卫星在太空中运动，太阳发出的
光到达卫星时将产生频率变化，也就

是多普勒频移，频移的大小与卫星相
对太阳的视向速度成正比。因此，如
果能测出太阳光的频率变化，也就能
知道卫星相对太阳的视向速度。

赵坚告诉记者，“羲和号”在国际
上首次在轨采用原子鉴频原理，利用
钠原子自身的超精细光谱作为频率
标准，实时准确地确定太阳光的频率
变化，进而获取卫星相对太阳的视向
速度。经过在轨实测，导航仪的速度
测量精度优于2米每秒，为未来深空
探测任务中的自主导航提供了一种新

型的速度测量技术手段，夯实了我国
在深空探测领域的原创性技术积累。

此外，相关科学与工程部门已联
合提出了未来开展日地L5点太阳探
测、太阳极轨探测、太阳抵近探测等
一系列任务规划，将对太阳进行全方
位立体探测，进一步深入认识太阳活
动的起源和演化，监测太阳爆发的行
星际传播和对地响应，为推动人类科
学文明的发展贡献力量。

（据新华社北京8月30日电 记者
胡喆 陈席元 宋晨）

我国首颗太阳探测科学技术试验卫星——

“羲和号”取得了哪些成果？
“效法羲和驭天马，志在长空牧群星”，我国首颗太阳探测科学技术试验卫星“羲和号”成功发射后一直受到关注。8月30日，“羲和号”成果

发布会在京举行。“羲和号”取得了哪些重要成果？有何意义？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太阳是地球人类文明和经济社会
发展最重要的环境影响因素，是万物
生长的源泉。太阳是太阳系中最大的
天体，是离地球最近、与人类关系最密
切的恒星。太阳对地球演化和人类文
明发展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同时，太阳对地球的影响也无所
不在。人类已建立了地面太阳监测
网，但由于地球大气对紫外线、X射
线、伽马射线等电磁波是不透明的，地
面上的可见光波段也会受到地球大气
吸收、扰动和阴雨天气等因素的影响，
探测行星际等离子体、磁场信息，必须
到深空中去。

高分专项总设计师兼副总指挥、
国防科工局重大专项工程中心主任赵
坚介绍，近一年来，国家航天局组织航
天科技集团、南京大学等工程任务团
队，开展卫星平台超高指向精度、超高
稳定度技术试验300余次，太阳光谱
成像1000余次，圆满完成了“羲和号”
在轨测试和试验工作，取得了重要科
研成果，包含5项国际首次成果。

“我们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在空

间对太阳Hα波段的光谱扫描成像，
记录了太阳活动在光球层和色球层的
响应过程。”赵坚告诉记者，通过一次
扫描，“羲和号”可获取376个波长位
置的太阳图像，不同波长对应了光球
和色球不同层次的太阳大气。

赵坚说，对于太阳物理研究而言，
Hα谱线十分重要。“因为它是太阳活动
在太阳低层大气中响应最强的谱线。
对这条谱线开展探测，就可以同时获得
光球层和色球层的活动信息，大大提高
我们对太阳爆发物理机制的认知。”

据悉，“羲和号”此次利用Hα成
像光谱仪的分辨率比地面滤光器提高
了约10倍，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羲和号”卫星首席科学家、南京大
学教授丁明德表示，“羲和号”在国际上
首次在轨获取了太阳Hα谱线、SiⅠ和
FeⅠ谱线，得到了完整的谱线轮廓，这
些数据有助于科学家计算出太阳大气
的温度、密度、速度，更加深入地研究太
阳大气结构，了解太阳爆发活动的触发
原因和传播过程，从而更好地开展空间
天气预报，保障人类生命安全。

作为一名“摄影师”，相机既要对
得准，又要拍得稳。“羲和号”在国际
上首次采用基于“动静隔离、主从协
同”理念的非接触式磁浮卫星平台，
就像装上了“云台”。

航天科技集团八院“羲和号”卫
星系统总指挥陈建新介绍，传统卫星
均采用平台舱和载荷舱固定连接的

设计方法，平台舱飞轮、陀螺等活动
部件的振动，将不可避免地传递至载
荷舱，影响相机观测质量。“羲和号”
采用“动静隔离非接触”的总体设计
新方法，将平台舱与载荷舱物理隔
离，有效隔绝了卫星平台的干扰，通
过大带宽、超高精度的磁浮作动器，
实现了相机指向精度和稳定度指标

较传统卫星提升一至两个数量级。
同时，为实现平台舱对载荷舱的

能源供给以及两舱之间的信息传输，“羲
和号”还在轨验证了舱间无线能源传输、
激光通信、无线通信等多项卫星平台新
技术。未来，新型平台还将应用于空间
天文探测、高分辨率对地详查等新一代
航天任务中，有效完成高精度观测。

8月30日，医务人员在石家庄市裕华区九里
庭院社区为群众进行核酸采样。

石家庄市在严防疫情扩散风险的同时，通过
加强物资储备和供应、畅通保供配送通道等方式，
保障市民生活物资供应。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河北石家庄：

加强疫情防控 保障物资供应

B

C 空间测速探索全新解决方案

太空“磁悬浮”，让拍照又准又稳国际上首次给太阳低层大气做“CT”

13部门出台26条政策措施

扶持养老托育服务业纾困
据新华社北京8月30日电（记者安蓓）记者

30日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3部门近日印发
《养老托育服务业纾困扶持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明确了房租减免、税费减免、社会保险支持、金融支
持、防疫支持以及其他支持等26条纾困扶持措施。

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养老托育服务
业面临较多困难。通知指出，养老服务机构和托
育服务机构属于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范畴、
承租国有房屋的，一律免除租金到2022年底。

在税费减免方面，通知明确，2022年，各地对
符合条件的养老托育服务机构按照50%税额顶
格减征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
地使用税、印花税（不含证券交易印花税）、耕地占
用税和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等“六税两
费”。严格落实养老托育服务机构用电、用水、用
气、用热按居民生活类价格执行的政策。

在社会保险支持方面，通知指出，延续实施阶
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政策。受疫情
影响经营出现暂时困难的养老托育服务机构，可
申请阶段性缓缴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单
位缴费部分，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

在金融支持方面，通知提出，开展普惠养老专
项再贷款试点，支持金融机构通过融资信用服务
平台网络向普惠养老服务机构提供贷款。引导商
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继续按市场化原则与养老托育
领域的中小微企业（含中小微企业主）和个体工商
户自主协商，对其贷款实施延期还本付息。

专题 值班主任：丁静 主编：吴维杨 美编：陈海冰

“新冠病毒侵宝岛，全民抗疫
争时间。”近日，临高县木偶剧团
创作了《人偶同唱抗疫歌》，以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临高人偶戏
的形式，唱演一曲抗疫歌，助力

“无疫村（社区）、无疫小区”创建。
哩哩美渔歌、人偶戏、临高

快板、三句半……自开展创建工
作以来，临高县全覆盖、全方位、
多时段加强防疫宣传，利用多种
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表现形式，
宣传无疫村（社区）、无疫小区创
建和疫情防控科普知识。同时
在充分利用村村通广播、巡逻
车、垃圾收集车等“大喇叭”“小
广播”进行防疫宣传的同时，启

动无人机开展巡查和空中宣传，
提高群防群控、群防群治效率，
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的防控意
识。此外，通过一封信、挂横幅、
贴海报、微信群、短视频等方式
开展防控政策和健康防疫知识
宣传，引导群众提高个人防护意
识，共同创建和守护无疫村（社
区）、无疫小区。

“我们还将依托《疫情防控进
行时》电视专栏，邀请各责任副县
长接受媒体专访，亲身普及防疫
政策、防疫措施和相关防疫知识，
进一步做好防疫知识宣讲。”县委
宣传部有关负责人说。

（撰文/子湾）

以细化指标落实责任，以暗访加强监督检查

临高筑牢防线打造“无疫”家园
自全省“无疫村（社区）、

无疫小区”创建工作动员部
署会后，临高疫情防控工作
指挥部第一时间召开会议安
排部署落实工作要求，制定
印发《全县“无疫村（社区）、
无疫小区”创建工作推进方
案》，成立由县委主要领导任
组长，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为副组长的创建工作领导小
组及其办公室，并建立临高
县“无疫村（社区）、无疫小
区”创建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统筹协调推进创建工作，以
细化指标落实责任，以暗访
加强监督检查，以哩哩美渔
歌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加
强立体宣传，全方位助力打
造无疫社区、无疫村组、无疫
校园和无疫工地。

翻开《临高县“无疫村（社区）、无疫小
区”创建工作责任清单》，疫情防控组织机
构健全、疫情病例保持清零状态等七大省
级创建标准，被细化为包括“建立疫情防控
责任体系”“建立疫情防控工作组织架构”

“村（社区）、小区近期未发生过新冠病毒肺
炎疫情”等44项具体指标，每一项具体指标
后面，都明确标注着责任社区、单位、群众
和相关部门。

通过这份《责任清单》，临高县明确创建
责任，并利用现有的创建文明城市工作体系
和疫情防控常态化管控体系，构建县、镇、村

三级联动创建网络格局。目前，临高县以县
直、省驻县单位包村、包小区、包社区方式，
将157个行政村，6个农垦居，20个社区，
121个小区明确到各责任单位，组织6630名
志愿者参与创建工作。

同时，从临高县委宣传部、县文明创建
指导中心、县卫健委、县民政局、团县委、县
融媒体中心等部门抽调精干力量组建工作
专班，统筹推进申报、评定和核查等各项工
作，推动全县创建工作制度化、规范化。

在《责任清单》的基础上，工作专班制定
出台《临高县“无疫村（社区）、无疫小区”创

建工作测评细则》，将测评细则录入《文明临
高智慧云平台》，采取实地考察、查阅资料、
问卷调查等方式纳入文明城市常态化工作
督查，发现问题立行立改。“包点干部、志愿
者对照44个细化标准及测评细则，将测评
结果录入云平台，将所有创建进度记录在
案，进一步督促创建。”临高县文明创建指导
中心主任张笙发介绍。

根据创建流程要求，经推荐评审等工作
程序，截至2022年8月28日，临高县评定出
了10个“无疫村（社区）”，其中“无疫村”7
个、“无疫社区”2个、“无疫小区”1个。

落实责任 细化44项具体指标

8 月 28 日上午，临高县政
府主要负责人采取不发通知、
不打招呼、不定时间、不定路线
的方式，率队深入波莲镇环宇
新能源项目和宁能生物质发电
项目，暗访督查企业复工复产
情况和建筑工地疫情防控措施
落实情况。

在出入口，县政府主要负责
人查看人员是否佩戴口罩、出入
口值守是否对进出人员扫码，还
翻阅了进出人员登记台账，并到
核酸采样点查看设置是否规范、
秩序是否良好，突击检查各项疫
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同一时间，一名县委有关
负责人、一名县政府有关负责
人分别到调楼镇隆道村、东英
镇博纵村等多地，问保安、问村
民，查宣传、查台账。一上午时
间，3支暗访队伍以多种方式，
暗访检查当地疫情防控工作和

“无疫村（社区）、无疫小区”创

建工作情况。
自开展“无疫村（社区）、无

疫小区”创建工作以来，临高县
委及县政府主要领导人带头，各
分管县领导和职能部门主要负
责人不定时进行暗访，强化“无
疫村（社区）、无疫小区”创建监
督。同时，充分发挥媒体舆论监
督作用，在县融媒体中心开设
《疫情防控进行时》电视专栏。
由分管县领导和职能部门主要
负责人就分管领域的防疫工作
进行不定期暗访，每次暗访时，
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全程跟随，用
摄像机拍摄记录，曝光反面典型
案例，查摆存在的问题，助力打
造无疫社区、无疫村组、无疫校
园和无疫工地。“视频是最真实
的记录，暗访内容是表扬还是批
评，全在于暗访对象是否真正将
各项疫情防控措施落到实处，做
得好就表扬，做得不好就批评。”
县委宣传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加强督查 不定时突击暗访

立体宣传 创作渔歌、人偶戏等

工作人员正在对临高调楼镇隆道
村进行消杀。

临高县临城镇大坡小区入口处，安保人员正在查验进出人员的健康码、行程码等信息。 （图片均由临高县融媒体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