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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的信念：“把中国

的精密定轨技术搞上去”

50 年前，同样是盛夏时节，李济生
大学毕业后主动申请来到中国第一座卫
星测控站，从事卫星轨道计算工作。

当时，我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即将发射，全中国没有一位卫星轨道计
算专家，国外对我严格技术封锁。没有
任何资料，李济生和同事们自己编程
序、搞方案；没有实践经验，他们就边工
作、边积累，借助一台手摇计算机，一个
多月后拿出了一次性通过的轨道设计
方案。

1970年4月24日，我国自行研制的第
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
功。庆功会上，大家举杯相庆，李济生却
眉头紧锁——卫星虽然上天了，而卫星轨
道的计算十分粗糙。

中国从 1967 年开始建设自己的航
天测控网，1970 年正式投入使用。彼
时，美国的航天测控技术水平已超前我
国一二十年。

李济生为此深感焦虑：如果不能精
确地计算出卫星在太空运行的轨道，就
不可能满足后续卫星发射测控任务和卫
星应用对定轨精度的要求。
“我国航天测控技术起步晚、差距

大，但我们有能力奋勇赶上！”立志要在
航天测控领域有所作为的李济生并不气
馁，一个强烈的愿望在他心里萌生：一定
要尽快拟制出中国航天的精密轨道计算
方案。

从此，他一面投入到新型号卫星测
控任务紧张的准备工作中，一面不断积
累精密定轨知识，为日后开发精密定轨
方案作技术储备。同时，为了使定轨精
度有个明确的数值概念，他对定轨精度
分析方法进行了不懈探索和研究。

一年攻关，李济生分析、推算了大
量数据资料，终于算出我国第一颗人造
卫星的定轨误差。从那时起，我国对近
地卫星轨道精度误差有了初步的数值
概念。

随着李济生卓有成效的研究，我国定
轨精度逐步提高，但与国外的相比，还有
不小差距。于是，他将求学的目光投向了
更高远的地方。

1978 年 9月，李济生参加国内首批
出国留学人员考试并被录取。一时间，
国外几所大学纷纷来函，有的请他去搞
探空火箭数据处理，有的邀他进行天文
教学，他都一一谢绝了。李济生心中的
目标执著而明确：“研修精密定轨理论，
把中国的精密定轨技术搞上去。”

1984年，李济生终于选取对口专业，
跨进大洋彼岸一所名校的大门。在那里，
世界各国的航天测控资料一应俱全，李济
生在知识的海洋里奋力搏击：快学、多学、
拼命学。

在进修的两年里，李济生没有节假
日，无暇顾及旖旎的异国风光，甚至连写
封家书也顾不上。难得上趟街，去一次就
买回足够吃十天半月的食品，把能挤出的
分分秒秒都泡在了图书馆和资料室里。

1986年，李济生婉拒导师的挽留，毅
然回到祖国的怀抱。他忘不了临回国前一
位老华侨的话：“国内每升空一枚火箭，我
们这些海外游子的腰就又挺直了一截。”

铿锵的脚步：“外国人

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

1975年，我国航天事业取得大丰收。
这一年，我国成功发射了3颗近地卫星。

人们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李济
生和同事们却意外发现，卫星近地点高
度逐日升高。从理论上分析，卫星在运
行过程中受大气阻力影响，近地点高度
应该越来越低。

这是一个谜。有关专家怀疑是轨道
计算误差太大，提议改由其他单位计
算。种种怀疑和议论，对搞轨道计算的
李济生来说，无疑是一种莫大的压力。

李济生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开这
个谜。他一头扎进谜团里，连续几日彻
夜不眠，反复查阅有关资料，反复和同事
们研究探讨。

几个月后谜团解开。卫星轨道出现
反常，是控制卫星姿态的喷气管产生的
姿控力所致。由于作用力很小，人们在

设计时忽略了。然而就是这轻微的作用
力，使卫星轨道近地点高度逐日升高。

李济生再接再厉，对此领域作深入
研究，又研制出卫星姿态控制对卫星轨
道摄动的动力学模型，填补了我国同类
动力学模型的空白，使卫星定轨精度提
高了一倍。

此后，他又主持开发了“微分轨道改
进和摄动星历表计算”卫星轨道确定方
案。这一方案首次用解析法导出了大气
阻力短周期摄动的计算公式，使我国人
造卫星定轨精度大幅提高。

1981年底，我国首颗地球同步通信
卫星发射准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地球
同步通信卫星的测控技术，是世界航天测
控领域的难题，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掌握。

要完成这些复杂的测控过程，地面
测控系统要向卫星发送数千条指令，其
实时性、准确性和连续性要求之高，都是
历次发射任务所没有的。

在发达国家，通信卫星的测控，是用
全球布站的测控网完成的，而我国卫星
地面测控网只限于本土的测控站，可控
弧段极其有限，测控过程必须高度自动
化。但卫星测控中心仅有性能落后的

320计算机，运行速度每秒 28万次，内存
和速度远远不够。

我国有关部门多次与外商洽谈高性
能计算机的进口事宜，均被对方拒绝。
西方大国的技术封锁，激起了李济生和
同事们为国争光、开拓创新的豪情：“外
国人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外国人做
不到的，我们也要做到！”

来访的国外某专家，看着这台老机
器连连摇头：“用这样落后的计算机完成
地球同步通信卫星的测控，是不可能
的。”在和这位专家进行地球同步卫星测
控技术交流中，当谈及一些具体技术问
题时，对方总是说：“对不起，我没带笔记
本，没法回答你。”

李济生心头受到重重一击！
在随后的一年时间里，李济生以

惊人的毅力，攻克了道道难关，成功地
编制出通信卫星测控软件调度程序，
圆满解决了计算机容量小、速度低的
难题，终于使我国第一颗地球同步通
信卫星成功地定点于距地球 3.6 万公
里的赤道上空。

之后，李济生作为中方代表参加一个
国际学术会议，与那位专家不期而遇。当

那位专家听说中国人正是用那台被他当
年宣布为“不可能”的计算机，完成了地球
同步轨道卫星的测控时，惊讶地瞪大了眼
睛，连声说：“奇迹，奇迹！”然后，又向李济
生询问我国地球同步卫星的技术细节。

李济生的表情一如往常那样平静。
他感到，两年前那句曾经刺痛他心灵的
话，日日夜夜艰苦拼搏中时时堵在他胸
口的那句话，现在可以“还”给对方了。
他微笑着说：“对不起，我也没带笔记本，
没法回答你！”

高尚的品格：“我愿

用肩膀为年轻人搭起攀

登云梯”

十多项高等级科研成果创造者、首
届航天基金奖获得者、中科院院士、党的
十五大和十六大代表……当这一个个成
功的光环簇拥着李济生时，他并没有陶
醉，而是时刻不忘居安思危。

那句被历史反复验证了的至理名言

深刻在他的心底：科学家最大的悲哀是
后继无人、事业断线。

1992年，在我国某型返回式卫星发
射前夕，李济生接到一项特殊任务：研制
一套新方案，以验证年轻博士黄福铭制订
的该型号卫星轨道控制方案的可行性。
李济生苦战数月，拿出了新方案。经过论
证，这两种方案殊途同归，都是可行的。

这是我国发射的一种新型返回式卫
星，用谁的方案谁将获得科技进步奖，谁
就将在这个新型卫星领域里永远留下自
己的名字。李济生是测控中心的技术权
威，是国内外有名的科学家，按理说采用
他的方案理所当然。但在李济生的坚持
下，测控中心采用了黄福铭的方案。

李济生说：“要多给年轻人创造机
会。因为，科技发展是一场接力赛，要靠
一代代人的努力。作为一名老科技工作
者，我觉得个人名利事小，把这个接力棒
交好，尽快提高我们国家的科技水平才
是大事。”

个人的名利是小事，人才培养是大
事。李济生把培养年轻科技人员当做自
己的重要职责，手把手地教，希望更多的
人超越自己，体现出一位科学家对祖国
航天测控事业强烈的使命意识和无私的
奉献精神。

李济生的严谨细致在单位里是出了
名的。翻开他几十年所记的工作笔记，
尽管有的已经泛黄褪色，但字迹工整，连
标点符号都一清二楚；设计的各种技术
方案，不仅构思新颖，而且格式整齐美
观。他这种严谨的科研作风时时影响和
感染着身边的青年科技人员。

一次，卫星发射测控任务完成后，当
时负责技术方案设计的科技人员杨宁十
分疲劳，正准备回去休息。李济生却把
他叫住：“你把这次任务的技术报告找
来，咱们再琢磨琢磨。”

杨宁为此感到疑惑：任务都结束了，
庆功酒也喝了，还要技术报告琢磨啥？

报告送上来后，李济生把他拉回计
算机房。两人对报告内容一行行检查，
对涉及的数据一个个验算，从晚上一口
气干到凌晨 3点多钟，终于在纷繁的数
据中查出两个小瑕疵。

李济生恳切地说：“科研无小事，没
有严谨的科研作风，是搞不好技术工作
的。这两个小瑕疵虽无碍大局，但证明
我们前期工作还是有些匆忙，并非完美
无缺……”

杨宁对这番话刻骨铭心。在李济生
的影响下，他养成了一丝不苟的工作习惯。
“搞天体力学比较枯燥，整天就是计

算，但这里面也有乐趣。想想看，人造卫
星在天上是看不见的，我就给你这个观
测数据，算出它的轨道，然后预报它什么
时间在什么地方，到时候一看它确实在
那个地方，这不也是种乐趣吗？”李济生
沉迷于轨道，沉迷于探索浩瀚宇宙中的
无穷奥秘。正因为如此，他牺牲了许多
业余爱好。有人说他既不打扑克，也不
下棋，偶尔和妻子打打羽毛球，是他唯一
的娱乐活动。

1997年底，李济生当选为中科院院
士。在一个庆贺会上，他道出了自己的
心声：“我是踩着众人的肩膀一步步上来
的。我国航天测控事业要赢得新世纪，
就要培养一大批年轻人，我愿用自己的
肩膀为年轻人搭起攀登的云梯！”

上图为资料照片。李济生院士在为

技术人员讲授卫星测控技术。

太空之上镌刻“中国精度”
—追记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济生

■本报记者 邹维荣 韩阜业

卫星测控，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个陌

生领域。当火箭把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卫星能否正常运转并按计划完成使命，

完全依赖于地面观测系统对其实施长

时间的跟踪、测量、计算、预报和控制，

这一系列工作即为卫星测控。

通俗地说，卫星测控就像是“放风

筝”，离开地面观测系统的监控，卫星就

像是断了线的“风筝”。这是一项极其

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

一个国家的航天科技水平。

航天作为当今世界最具挑战性和广

泛带动性的高技术领域之一，体现着国家

综合实力和大国地位。因此，总有殷殷志

士甘为国家的航天事业鞠躬尽瘁，也总有

拳拳赤子愿为航天发展负重前行。

有一位杰出的航天科技工作者便

是如此：他建立的“三轴稳定卫星姿控

动力对其轨道的摄动力模型”，解决了

卫星近地点异常变化难题，填补了国内

空白；他主持开发的人造卫星精密轨道

确定系统，突破了多项技术难点，把我

国人造卫星精密定轨技术推向世界前

列；他总结自己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成果

写成的《人造卫星精密轨道确定》，成为

世界航天测控史上不为多见的一部学

术专著。

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人造

卫星轨道动力学和卫星测控专家李济生。

2019年7月28日，和卫星打了一辈

子交道的李济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

年77岁。他把生命融入了魂牵梦绕的

浩瀚星空。

一路向前，不能忘却化身为星的

人。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回忆李济生院

士与祖国航天测控50年的不解之缘，感

受他为中国航天事业而焦灼、而奋起、

而潸然泪下、而欢呼雀跃的征程往事，

以此向李济生院士作最后的送别！

—编 者

“真是难以置信！”
若是 220 年前发明出第一块“电

池”的亚历山德罗·伏特能看到这款厚
度不到 1 毫米、大小比不过一张 A4
纸、电容量却足足有 26800毫安的“纸
电池”，应该也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吧！

这款由瑞典林雪平大学研制的“纸
电池”（powerpaper），虽然身材小巧、
体型纤薄，其容量却是普通手机电池的
8至 10倍，能够毫不费力地为使用者提
供长效稳定的电量输出。该电池经
2000 次以上放电测试，并没出现明显
损耗，使用寿命是锂电池的2倍。

由于这款“纸电池”的制作材料是
一种由纳米纤维合成的特殊物质，所以
其质地非常柔软，手感与普通纸张类
似。而且，在高压水柱的作用下，工程
师可将这种“纸”的纤维缩小至 20纳
米厚度，仅为人类头发直径的 1/5000。
它还具备极佳的延展性和稳固性，可在
多次折叠后依然保持良好的放电状态。

其实在 2006 年，由华人科学家张
霞昌领导的科研团队就已设计出了世
界上第一款“超薄型纸质电池”。他们

采取电子元件印刷技术，在半片状基
材上印刷不同功能的浆料，用以构成
电池的正负极，并通过相关化学反应
进行放电。理论上，张霞昌团队设计
的“纸电池”能提供一个长期、稳定
的功率输出环境，并能像超级电容器
一样快速放出高能电量，进而弥补传
统电池的多个短板。

“传统电池是将数个单独的组件立
体组合起来的，而‘纸电池’是通过
印刷技术将所有部件印刷在单一的结
构内，让其功效更高。”张霞昌表
示，在理想状态下，单个“纸电池”
的电压为 1.5 伏，可通过串联的方式
组成更高电压的电池，且可按照具体
要求调整电池的形状、大小、厚度以

及电池正负极的位置，以供各类电器
使用。

由于当时一些技术手段尚未成熟，
部分技术瓶颈一时难以攻克，导致该电
池放电时间不长、功率不大，尚不能广
泛应用于数码相机、手机、手表等中、
大电子类产品当中，只是计划应用于功
耗较小的“射频识别”领域。

随着电子技术的不断进步，新式
电子产品如折叠式手机、折叠式手
表、超薄便携式电脑不断问世，“纸电
池”技术也在不断改进创新，向市场
需求靠拢。

依据张霞昌团队的设计理念，结合
最新的技术手段，由瑞典林雪平大学
Xavier Crispin 教授领导的研究团队研

制的最新“纸电池”，从稳定性和实用
性上都有了质的飞跃。此外，这种通过
导电聚合物涂层封装出来的“纸电池”
不仅能防水，还能反复充电上百次，每
次充电也只需数秒钟即可。

那么，集众多优点于一身的“纸电
池”到底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变化呢？

比如，备受大家关注的手机，由于
其内部锂电池的特殊物理属性，机身过
厚、待机时间过短一直是众多设计团队
无法攻克的技术难题。而这一切将因
“纸电池”柔软可裁剪的特质、纤薄如
纸的体型、超大的电容量、稳定的输出
功率，随之迎刃而解。

除此之外，各国高度重视的军事
领域也必将张开双臂纳其入怀。也许
在不远的将来，战场上各类装载了
“纸电池”的便携电台、基站、作战指
挥系统会更加小巧轻便；由“纸电
池”驱动的战车将会摆脱笨重的传统
能源而变得更加迅捷轻便；医疗救护
分队也不必考虑电源问题，在一沓
“纸电池”的帮助下能完成一台手术；
天上的无人机、海里的无人艇也会因
为“纸电池”拥有持久续航能力而拓
展侦察范围……

左图为“纸电池”制作流程。

“纸电池”新鲜出炉
■李 磊 张 盼

新 看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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