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梦想可以创造，那么西昌
卫星发射中心是北斗卫星梦想起航
的地方。

历史性的一天，值得永远铭记。
2000年 10月 31日，随着北斗一号首颗
卫星的升空，以“北斗”为主角的“大
戏”正式上演。

这是一份优异的成绩单。作为北斗
唯一“母港”，20年来，西昌卫星发射
中心先后完成 44 次北斗卫星发射任
务，成功率达100%。

辉煌战绩的背后，发射场系统队功
不可没。20年间，44次发射，50多颗
北斗卫星，这是一场步步为营的“接力
赛”，也是一场步履不停的“马拉松”。
他们循着北斗系统建设“三步走”战略
目标接力奋斗，书写出一段段争分夺秒
的北斗发射故事。

2003 年 5 月 24 日晚，北斗一号 03
星发射前，科研人员接到控制系统报
告，设备供电关键线路漏电。此时距
离预定发射时间已不到 3 小时，发射
窗口只有短短 51分钟。一时间，指挥
中心陷入两难。这时候，火箭控制系
统团队在检测分析后得出结论：漏电
现象是由于环境湿度较大、部分接插
件结霜引起的，不会影响发射。次日
零时 34分，卫星发射升空，成功进入
预定轨道。

2011年 7月 27日凌晨，第 9颗北斗
导航卫星发射在即，突然遭遇强雷暴天
气。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时，气象团队
发现了一个短暂间隙。指挥部当机立
断，下达点火发射指令，如期完成了发
射任务。

2018 年 10 月 31 日下午，西昌发
生 5.1 级 地 震。此时，距离震中 50
余公里的 2 号发射塔架正在进行北
斗三号发射任务常规推进剂加注。
危急时刻，加注人员在确保安全的
前提下，继续进行火箭常规氧化剂
加注，最终完成发射任务。

今年 6 月，在北斗三号最后一颗
全球组网卫星发射前夕，发射场工作
人员在例行发射前功能检查中，发现
减压器压力参数异常。为了确保发射
成功，发射场区任务指挥部决定推迟
发射。

经过 7 天连续奋战，加注分队完
成了长三甲系列运载火箭近乎全箭
燃料泄出任务，并再次进行了燃料
加注，确保卫星发射任务取得圆满
成功。

3 种轨道，50 多颗卫星，还需要
在规定时限内占有轨道和频率。自
2007 年起，北斗二号卫星导航系统
进入发射组网阶段，该中心以平均
每年发射 5 颗导航卫星为目标，进入
密集发射期。

这一井喷式的卫星发射密度，在最
近两年多时间达到了峰值。2018 年，
北斗三号系统一年内完成 10箭 18星发
射，创下世界卫星导航系统和我国同一
型号航天发射的新纪录。2019 年，北
斗系统建设又成功实施 7箭 10星高密度
发射。

20 年风雨兼程，西昌卫星发射中
心的科技人员一次次将璀璨的北斗卫星
托上九天，也一次次创造了世界航天发
展史上的“中国速度”。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科研团队——

开启北斗“母港”的“中国速度”
这是中国航天史上又一幅经典画

面——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

通后，北京卫星导航中心北斗三号管控
大厅内，一张张灿烂的笑脸把原本寂静
的空间变成了欢乐的海洋。

作为地面运控的“神经中枢”，北
京卫星导航中心北斗地面运控团队，以
一流的运控技术创造了经略九天的“中
国精度”。
“我们之前做了大量测试和准备，

可以说万事俱备，系统将以最好的状态
为全球提供服务。”北斗三号地面运控
系统副总指挥刘勇激动地说。

抚今追昔，一幕幕以“北斗”为标
签的画面呈现在国人面前：

21 年前，面对卫星导航领域，该
中心几乎是一片空白，8个分系统仅有
1个完成研制。此时距离北斗一号首颗
卫星发射期限不到 10个月。很多人认
为，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困难再大、风险再大，也要建成中

国人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老一代北斗
人坚定信念，集智攻关，加快了系统建设
进度，实现了“地面等星”的目标。

北斗一号首次定位成功时，不少人
流下激动的泪水——从这一刻起，我国
成为继美、俄之后第三个拥有自主卫星
导航系统的国家。

在北斗二号系统论证阶段，有人
提议沿用国外成熟的技术，但北斗二
号系统副总设计师谭述森院士语重心
长地说：“国外技术尽管很好，但北斗
决不能照搬照抄，我们必须走自己
的路！”

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团队
成员主动向建立时间频率系统这一崭
新领域发起冲击。韩春好研究员义无
反顾地带领大家投入到科研“漆黑夜
幕”中，一步步寻找技术突破的可行
性办法。

历经多年的技术攻关，他们终于解
决了星载原子钟在轨性能评估问题，使
国产星载原子钟稳定度大大提高，性能
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了弥补原子
钟数量不足的问题，他们研究提出了新
的守时模型，由此产生并保持的时间误
差300万年仅为 1秒。

2010年 4月，该中心保持的原子时
通过北斗卫星正式发播。从此，我国拥
有了统一的高精度时间基准服务，授时
服务广泛应用于电力、金融、通信等
领域。

20 年艰苦创业，该中心孕育了
“自主创新、团结协作、攻坚克难、追
求卓越”的北斗精神。在北斗精神的
引领下，科研人员全力以赴投入到北
斗三号的技术攻关和联调联试中。一
批批技术人员登岛礁、赴荒漠、上高
原，常常随船出海一去数十天，高原
荒漠一住就是数个月，行程长达数十
万公里。

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没有聚
光灯下的鲜花掌声，团队成员用一次次
攻坚克难，保证了北斗系统的稳定运行。

20 年接续奋斗，是一种什么信念
让他们不断创造奇迹？

答案，写在刘勇的日记本扉页上：
“时代在变，攻关人员面孔在变，可北
斗精神从未改变。”

北京卫星导航中心北斗地面运控团队——

创造经略九天的“中国精度”

闪烁在太空中的北斗卫星，是中华
民族的智慧结晶。

这些“中国星”的背后，有一批默
默无闻的造星人——航天科技集团五院
北斗研制团队。

卫星导航系统是航天科技又一座高
峰，是复杂巨大的系统工程。早在
1983 年，陈芳允院士等人提出“双星
定位”的设想。五院专家和技术人员做
了大量理论和技术研究，最终制定了
“双星定位系统”研发目标。11年后，
北斗一号系统工程立项，五院组建了卫
星研制队伍，全面开展研制工作。

1994年 3月，美国已完成GPS卫星
星座布设；次年，俄罗斯也完成了格洛
纳斯导航卫星全球组网。

起步晚，意味着争分夺秒地追赶。以
总指挥李祖洪、总设计师范本尧等为代表
的老一辈北斗人，夜以继日地做试验、搞
研究，展开一系列艰苦攻关。2003年，北
斗一号导航系统建成，我国成为世界上第
三个拥有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

沿着北斗系统建设“三步走”战
略，北斗人铿锵前行。1999 年，五院
在全力研制北斗一号卫星的同时，展开
了对第二代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的论证。
5年后，北斗二号卫星工程正式立项。

初期的艰难开局只是序曲，更加严
峻的考验还在后面。就在北斗二号卫星
研制攻关的关键时刻，一个更大的难题
摆在他们的面前——如何在国际电联规
定的频率资源时限内完成全部研发？

时间不等人，国际频率资源过期就
会作废。为了节省时间，所有参试人员
进驻发射场后当起了“搬运工”，搬设
备、扛机柜、布电缆……之后又开始

200个小时不间断的加电测试。不少队
员因为水土不服腹泻、发高烧，但他们
仍坚持在工作岗位上。
“团队确实遇到很多挫折，但都一

路挺过来了。航天工作者向来都是不怕
挫折的，不管遇到多少困难都会勇敢地
扑上去，想方设法解决掉。”面对如山
重担，谢军这样回答。

背水一战，终获成功。2007年 4月
14日，北斗二号首颗卫星成功发射。2
天后，地面清晰接收到卫星信号，此时
距离空间频率失效期限不到4小时。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2012 年 12
月 27 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正式提供
区域服务，北斗系统成为国际卫星导航
系统四大服务商之一。

建设高性能、高可靠的北斗全球卫
星导航系统，是我国科技领域中长期发
展规划的16项重大专项之一。

就在北斗二号正式提供区域导航定
位服务前，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的论证验证工作拉开序幕。

站在前两代星座的肩膀上，北斗三
号的步伐迈得自信从容。五院研发团队
在谢军、迟军、王平、陈忠贵等专家带
领下，把车间当战场，把攻关当战斗，
先后攻克一道道难关……

随着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
式开通，向全球用户提供精准的导航定
位服务的大门徐徐打开。北斗人向着新
目标，继续砥砺前行。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安普忠、特约
记者王玉磊、吕炳宏、通讯员史青霞、武
勇江、黄国畅、张冰瑶、朱鹏安、张弛、石

峰综合采写）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北斗研制团队——

“耀眼明星”背后的造星人
那一刻，对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测控

团队来说，幸福的滋味格外甜。
6月 23日，随着北斗三号全球卫星

导航系统最后一颗组网卫星成功发射，
北斗人踏上了新的征程。

身居斗室之中，经略九天之上。在
“牧星人”眼中，每一颗发射升空的北
斗卫星都像是出生不久的孩子，都需要
精心呵护，才能迈过前行路上的每一道
坎，最终步入工作岗位。

经过 8天 5次轨道控制后，6月 30
日，“收官之星”成功定点，为北斗全
球组网扣上“最后一环”。20年北斗升
空，这一路走得不容易。

这是一场艰苦的牧星之战——
“牧星人”与生俱来有一种为“中

国星”而战的执着。2007 年 2 月 3日，
北斗一号 04星刚刚发射入轨就突发意
外——太阳帆板在展开过程中，下行信
号突然消失。
“立即抢救！”建立初态、重新捕

获、变轨控制……高级工程师王鑫带
领团队连续展开 300 余个遥控操作，
应急处置 500 余次，发送遥控指令 11
万余条……卫星像一个迷路的孩子听
到了家长的呼唤。在千余名科技人员
的共同引导下，卫星终于回到了正
轨。此时，距离卫星发射已过去整整
60天。

这是一段漫长的创新之旅——
对于创新超越的“牧星人”而言，

哪里有执行北斗试验任务的“盲区”，
探索的脚步就奔向哪里；哪里有北斗工
程建设的新趋势，创新的触角就伸向哪
里。20年来，该中心共完成 30余项北
斗专项科研成果，为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建设提供了有力技术支撑。
在该中心航天器长期管理部综合监

控机房，我们看到了“牧星人”创新的
印记。

科技人员正在使用自主研发的“在
轨航天器实时故障诊断系统”监控着每
颗北斗卫星的运行状态。卫星平台状
况、分系统状态在偌大的荧屏中一览无
余。研发这套系统的核心团队正是拥有
“卫星医院”美誉的航天器故障诊断与
维修中心。

2018 年底，他们运用该系统，20
天内为 30颗北斗导航卫星进行了健康
“体检”，确保所有组网卫星都拿到属于
自己的“上岗许可证”。时至今日，他
们还会为每颗卫星定期“体检”，评估
工作状态，排除隐患风险。

在另一处创新平台，他们使用自主
研发的“星间链路综合管理系统”，在
高密度组网发射不间断的情况下，同步
开展北斗三号星间链路系统测试工作，
最大限度缩短了全球组网时间。

截至今年 7月，他们先后对所有 30
颗北斗三号组网卫星累计实施了 60余
万块程控指令上注，并相继开展星地建
链、星间捕跟建链、在轨标校、测量通
信等工作。通过测试，北斗三号星间链
路系统的稳定性得到进一步验证，各项
指标符合全球组网要求。

北斗组网，是一张长达 20 年的考
卷，而千万“牧星人”是这张考卷的
答题人。“目前，北斗系统全球组网
已经实现，对我们而言，守护北斗卫
星，上半程我们干得漂亮，期待下半
程依旧精彩。”高级工程师张海龙自
信地说。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测控团队——

守护北斗健康的“牧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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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亮 北 斗 星 光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科技创新团队速写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后，开始为全球提

供服务。这一刻，中国航天又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

追梦北斗，星耀全球。北斗的发展之路，凝结了无数北斗

人的心血与付出。从研制北斗导航卫星之初的艰难起步，到

区域组网密集发射的快速成长，再到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

系统正式开通……一代代北斗人披星戴月、栉风沐雨，创造了

北斗系统从无到有、从服务中国到全球组网的中国速度。

北斗二号卫星首席总设计师、北斗三号工程副总设计师

谢军说：“这是一项团队工程，没有个人英雄，航天事业的成

功是一个个团队的成功。”

北斗团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集体，也是一支特别能吃

苦、特别能战斗的队伍。他们以航天报国的精神、脚踏实地

的作风、心无旁骛的专注、无怨无悔的奉献，托举起“大国重

器”问鼎九天。

今天，让我们一起倾听北斗团队台前幕后的精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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