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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佳雯

“沟里”———西昌卫星发射场的工作人员
如此称呼自己工作的地点。正是这个山高沟深
的赶羊沟见证了北斗卫星一次次上天历程，也
见证了一代代北斗人的奋斗历程。

如果夜里从西昌城区向“沟里”行进，你
会发现这里的黑夜浓得如同化不开的墨，村
庄里点点灯火想撕开夜幕的挣扎都显得苍白
无力。而道路尽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
场）如同一个耀眼的光斑出现在视野里，也让
人终于能将这个宁静的乡村与关系国计民生
的北斗事业勾连在一起。

在与世隔绝的“沟里”，科研人员能够相依
相伴的是一个个紧急而高难的任务，可高强度
工作后压力需要寻找释放的出口。来自北京航
天科技集团五院综合测试岗的科技工作者时
光找到了化解压力的好方法。每天晚上遛遛
弯、为河边的小蘑菇拍照、用手机 App 识别周
围的植物，成了她工作之余的乐趣所在。

在大城市钢筋水泥的森林中被忽视的花
花草草，在这里都变得弥足珍贵，这些在北京
难以体验到的“小确幸”，让这位 80 后女生枯
燥的“沟里”生活充满了色彩。

北斗二期任务期间，她曾有两次春节期间

在这里进行热实验，24 小时连轴转加班，让很
多人忍不住问她觉不觉得苦？难熬是一定的，
可是就在这次发射任务执行前，她翻看起以往
年三十儿和同事在测试间吃饺子的照片，却不
禁说“这种经历一辈子也遇不到几次”。

西昌发射中心技术勤务站液氮液氧生产
分系统指挥员黎伦在火箭发射前 5 分钟才会
离开塔架，是最后一批撤离的人。

负责为卫星、火箭加注燃料的他，经常在凌
晨时分站在发射场空旷的铁路间工作，“风一吹，
衣服都冻透，穿两三双袜子，都没用”，更别说还
要与近零下 200摄氏度的液氧、液氮共舞。

与这些极低温的液体一起工作十分危险，
如果不小心液体沾染在手上，十几秒，就会将
接触部位冻伤，甚至令肌肉坏死。零下 253 摄
氏度的液氢更是危险，稍有泄漏，从桌上掉一
根针到地上的能量就能引发爆炸。但这份既辛
苦又危险的工作，黎伦一干就是 10 年。

枯燥、辛苦、危险———然而北斗人却总能从
常人看来难以忍受的艰苦中，寻找到常常为人所
忽视的简单快乐。这些微小的快乐和参与北斗这
一宏大工程的自豪感，让从四面八方扎进“沟里”
的北斗人，获得了抵御孤独、辛劳的能量，也正是
北斗团队所有人坚守的能量，托举起了一颗颗北
斗卫星翱翔寰宇，铸就中国人的北斗星座……

北斗人：小确幸迸发大能量

科技是国之利器

院士之声

本报讯 2 月 11 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召开 2017
年度民主生活会。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副书记梁言
顺，中央督导组、中央纪委机关有关部门负责人到
会指导。中科院党组书记白春礼主持会议，院党组
副书记刘伟平等参加会议，副院长丁仲礼和院机关
有关部门负责人、中央纪委驻中科院纪检组副组长
列席会议。

会上，白春礼通报了中科院党组 2017 年度民主
生活会对照检查材料和 2016 年度民主生活会整改
措施落实情况，并代表中科院党组作会议总结和表
态发言，对下一步有关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一是认真
抓好各项举措的整改落实，二是继续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三是履行好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推动全面
从严治党在中科院向纵深发展，四是深入实施“率先
行动”计划，在新时代展现新气象。

每位党组成员还报告了 2016 年度民主生活会
整改措施的落实情况，对个人、家庭、亲属重大事项
作了报告，对巡视反馈、接受组织约谈函询等情况作
了说明；本着对事业、对组织、对同志高度负责的精
神，坚持讲党性不讲私情、讲真理不讲面子，严肃认
真地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梁言顺对中科院党组民主生活会进行了点评，
对会前准备、会议组织、问题查摆、批评和自我批评、
整改措施等方面给予肯定，对中科院党组深入学习
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进一步
抓好机关党的建设提出了工作要求。

下一步，中科院党组将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和要
求，认真抓好民主生活会各项整改措施的贯彻落实，
以整改落实工作带动院党组和全院各项工作取得新
成效、新进展。 （柯讯）

中科院党组召开 2017年度民主生活会

本报北京 2月 12日讯（记者丁佳）今天，中
国科学院 A 类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地球大数
据科学工程”在北京正式启动。全国政协副主席
王钦敏，中科院院长、专项领导小组组长白春
礼，科技部原部长徐冠华等出席会议。

白春礼指出，世界各国对大数据的重视提
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大数据已成为与自然资
源、人力资源一样重要的战略资源。在我国，党
和国家对大数据高度重视，对大数据这一战略
资源的研究、开发与利用已是迫在眉睫的国家
重大需求。

白春礼对“地球大数据科学工程”专项寄予
厚望，他希望专项能够切实满足国家和区域战
略需求提供决策支持，为科学家跨学科研究提
供数据支撑，为相关领域科技成果提供展示窗
口，为社会公众提供科普服务。

白春礼还就专项的组织实施提出了几点要
求。白春礼提出，要创新体制机制，切实推进数
据开放共享；要致力于为国家相关重大战略需
求提供科技支撑；要结合北京科创中心工作，加
快在怀柔科学城的地球大数据中心建设工作；
还要加强管理，切实做好专项实施各项保障。

“地球大数据科学工程”以建成具有全球影响

力、国际化、开放式的国际地球大数据科学中心为
目标，致力于推动并实现地球大数据技术创新、重
大科学发现和一站式全方位宏观决策支持。专项
为期五年，共设置科学工程总体、地球科学小卫
星、大数据云服务平台、数字“一带一路”、全景美
丽中国、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安全、三维信息海洋、
时空三极环境、数字地球科学平台共九个项目。

专项计划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建立国际地球
大数据科学中心，预计将有 2000 人规模，将对
数据进行分类、分层次管理，为国家提供及时的
决策支持以及科普资源，为国内外科学家提供
科研所需数据。

“地球大数据是具有空间属性的地球科学
领域大数据，具有海量、多源以及更精准、更科
学、更及时的独特优势，对于发现新知识、创造
新价值、提升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是新型国家
战略资源。”专项负责人、中科院院士郭华东说，

“但目前我国乃至全球还普遍存在着数据共享
政策不完善以及资源分散、重复布局、成果显示
度不够等情况，海量数据的低效应用成为了严
峻问题和技术瓶颈。”

因此，推进科学数据共享、促进重大科学发
现成为该专项重点关注的内容之一。专项将致

力于突破数据开放共享的瓶颈问题，实现资源、
环境、生物、生态等领域分散的数据、模型与服
务等的全面集成。

“数据开放共享是科技界面临的最大挑战
之一。”郭华东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我们希
望通过这个先导专项的实施，在中科院先行先
试，用一根红线，把散落在中科院的‘珍珠’串成
一条项链，率先在院内实现数据共享。我们还将
主动把中科院数据‘贡献’给其他部门，让大家
看到数据共享的巨大潜力，推动观念的改变，最
终实现‘全民共享’。”

启动会上，白春礼、徐冠华还共同发布了
《地球大数据（Big Earth Data）》杂志创刊号。该
刊为全球地球科学领域第一个大数据刊物，旨
在建立该领域学术交流阵地，促进数据开放与
共享，开拓新的学科方向。

该专项依托单位为中科院遥感与数字地球
研究所，主要参研单位涵盖中科院 33 个院所，国
内外共 129 家单位参与，总计 1200 余名研究人
员，汇聚了地球大数据资源和大数据技术方面的
主要专家力量。专项还成立了以徐冠华为主任的
地球大数据科学工程专家委员会，并成立了由 14
位国际知名科学家组成的国际咨询专家组。

中科院启动先导专项
“地球大数据科学工程”

将建成国际地球大数据科学中心 率先共享数据

2018 年 2 月 12 日 13 时 03 分，距离春节还
有 3 天，北斗三号工程第五、六颗组网卫星，随长
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和远征一号上面级，从西昌卫
星发射中心拔地而起、直刺苍穹，约三个多小时
后，卫星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后续将进行集成测试与试验评估，并与此前发射
的四颗北斗三号卫星进行组网运行。

2018 年率先实现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
基本服务，2020 年实现 30 余颗北斗卫星全球组
网———去年年底全球组网开启后，至今北斗卫星的
全球组网进程已进入加速模式，2018 年更将成为任
务繁重的“北斗卫星全球组网年”，18 颗卫星将相继
被送上太空，与已有的北斗卫星构建服务全球的北
斗星座，助推“中国北斗”向“世界北斗”华丽转型。

高密度任务，卫星研制如何应对？

“2018 年到 2020 年，我们最大的困难，实际
上是密集发射的任务量的困难。”航天科技集团
五院总体部导航总体技术研究室总体主任设计
师吴振宇说。

“独立自主、开放兼容、技术先进、稳定可靠”，早
在北斗二号正式提供区域导航定位服务前，我国就
开始了北斗三号全球导航系统的论证研制工作，并
提出了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发展目标。

如今，面对高密度发射的挑战，为满足一年
18 颗星的任务需求，北斗三号卫星的研制早已进
入“批产”模式，这自然对卫星状态的稳定性提出
了新要求。

“卫星批产要求卫星状
态要稳定，10 颗星 10 个状
态对于批产是很困难的，就
像做 10 台不同的电视机和
做 10 台相同的电视机一
样，难度是不同的。”吴振宇
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保持一类星的状态稳
定，同时也要兼顾多种卫星
的兼容、扩展。北斗三号卫
星包括地球中圆轨道导航
卫星、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导
航卫星和地球静止轨道导
航卫星三种类型。为实现批
产，三类卫星在设计共用的
技术、架构和部件时，都考
虑到了兼容性与未来扩展
问题，以提升效率。例如，三
种卫星都应用到的陀螺这
种部件就会在设计中尽量
考虑通用。

与此同时，科研人员
也在有效利用工具完善卫
星状态管理。据介绍，北斗
三号组网阶段，针对卫星的设计、验证专门进行
了流程优化论证，使得整星总装测试工作开始
后的流程，“比原来优化了将近三个月”，为北斗
全球组网任务的推进提供了有力保障。

（下转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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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是国之利器，国家赖之以强，企业赖
之以赢，人民生活赖之以好。中国要强，中国
人民生活要好，必须有强大科技。新时期、新
形势、新任务，要求我们在科技创新方面有新
理念、新设计、新战略。

———《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
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
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2016 年 5
月 30日），《人民日报》2016 年 6 月 1日

学习札记

1988 年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
产力”，2016 年习近平进一步强调“科技是国
之利器”。近 20 年的时间里，科技的社会作用
日趋增强，已经成为国家赖以强大的根本。进
入 21 世纪，高新科技日新月异，一日千里。高
新科技对国家实力、企业竞争力和人民生活
的影响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成为改变国家前
途、企业未来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决定性因
素，成为国之利器。中国要强，企业要赢，人民生
活要好，就必须有强大的科技作为支撑。

当前，我国已经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
科技大国，一些重要领域跻身世界先进行
列，某些前沿方向开始进入并行、领跑阶段，
正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的重要时期。
同时，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正在转变，要突破
在关键核心技术上不再受制于人的局面，占

领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的制高点，也必须依
靠科技创新。站在发展新起点上，“科技是国
之利器”这一论断吹响了我国建设世界科技
强国的号角。

推动科技创新，首先要培育有利于科技
创新的土壤，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的环境，普
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
在全社会营造良好学术环境和鼓励创新、宽
容失败的氛围。尤其要尽快建立有利于创新
的科技评价体系，下决心摒弃急功近利、简单
数字化的现行科研成果评价方式。其次，我国
的科技资源已位居世界前列，但在国际上产
生重大影响的科技成果和科技人才仍然稀
缺，处在从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迈进的关口，
机遇稍纵即逝。因此，以创新促进科技体制改
革、以全新创新制度保障全面改革应该成为
社会共识和全体行动。其中，关键是要建立有
利于科技创新的制度机制，让制度机制真正
为人的创造性活动服务，而不是束缚人的创
造性活动。 ———刘忠范

刘忠范，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化学与
分子工程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石墨烯等纳米碳
材料的制备方法和产业化关键技术的研究。

融会贯通

当今世界瞬息万变，科技创新能力已经

成为国际竞争的关键和核心因素，只有拥有
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才能提高国际竞争
力。纵观历史，如果没有“两弹一星”，中国就
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两弹一星”、高
温超导、中微子物理、高性能计算、高速铁
路、载人航天、月球探测、北斗导航、载人深
潜，这些都是我国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辉
煌成就，展示出我国在众多科技领域已经处
于世界领先地位。

科技创新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
合国力的战略支撑，也是保障国家安全的关
键，更是国家强盛的根基。科技对经济社会
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是我国经济的“阿喀琉
斯之踵”。

当今，创新是引领企业发展的第一动力，
科技是支撑企业发展的核心要素。如果科技
创新搞不上去，我国就会在全球经济竞争中
处于下风。打造“国之重器”，要引导我国企业
不断提高原始创新能力，着力形成一批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知名品牌产品，实现企业发
展由单纯的技术引进、加工组装向自主创新、
自主制造转变。

最后，在人民生活急需的重大疾病防
控、食品药品安全、治理环境污染等方面，也
需要科技创新的力量。应当通过科技创新让
人民享有更宜居的生活环境、更好的医疗卫
生服务、更放心的食品药品，让科技为人类
造福。 （本报记者陈欢欢整理）

2 月 12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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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发射第五、六颗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卫星。 新华社发（梁珂岩摄）

本报讯（记者彭科峰）日前，记者从中科院
沈阳自动化研究所获悉，在近日我国第 34 次南
极科考中，由该所自主研发的探冰机器人（左
图）成功执行了“南极埃默里冰架地形勘测”项
目地面勘察现场试验任务，这是我国地面机器
人首次投入极地考察冰盖探路应用。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李院生研究员认为，
该探冰机器人是安全有效的冰盖未知区域安
全路线探测技术装备，将在未来建立中山站
至埃默里冰架冰上安全运输路线中发挥重要
作用。

现场执行人、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助理
研究员眭晋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南极埃默里
冰架地形勘测”项目现场经过机器人组装、调试、
测试、执行探路任务等过程，遭遇了低温、白化天、
大风、降雪、大雾等恶劣天气，通过了复杂冰雪路
面行走的检验，历时 25 天，机器人行走总里程约

200 多公里，任务测线长约 140 公里。现场测试与
应用验证了探冰机器人系统设计的有效性。

据探冰机器人系统研制负责人、中科院沈
阳自动化研究所副研究员卜春光向《中国科学
报》记者介绍，在国家 863 计划支持下，中科院
沈阳自动化研究所与我国极地科考实施牵头单
位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合作，开展南极科考机器
人关键技术与系统应用研究，目前研制出地面
科考机器人 5 个、参加现场考察的地面机器人
4 个，实现应用的地面机器人有 2 个。

据介绍，探冰机器人长 2 米、宽 2 米、高 1.5
米，针对南极天气条件和环境特点进行专门设
计。采用全地形底盘悬挂，具有轮式和履带两种
驱动形式，控制速度可达 20 公里 / 小时。采用
燃油提供能源和动力，续航能力大于 30 公里。
探冰雷达任务载荷，可对冰盖表面以下深 100
米冰盖结构进行探测。

我国地面机器人首次投入极地探路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