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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西昌2月12日电（记者
李国利 胡喆 王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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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卫星
的第三次发射， 也是农历鸡年中
国航天的“收官之战”。

“至此，我国所有的北斗卫星
都是从西昌飞向太空的， 成功率
达到了100%。” 西昌卫星发射中
心党委书记董重庆说。

组建于1970年12月的西昌卫
星发射中心， 主要承担地球同步
轨道卫星等航天发射任务， 是我
国发射卫星最多、 发射轨道最高
的航天发射场。

经过3个多小时飞行后，卫星
进入预定轨道。据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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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计划，2018年年底前后
将发射18颗北斗三号卫星。 而这
18颗卫星将全部由长征三号甲系
列来发射完成。

这两颗卫星属于中圆地球轨
道卫星。据了解，北斗卫星导航星
座由中圆轨道卫星、 倾斜地球轨
道卫星和地球静止轨道卫星组
成，这些轨道都属于中高轨道。

目前， 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
是发射中高轨道卫星次数最多，
成功率最高的火箭。 航天科技集
团一院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总指
挥岑拯说， 长三甲系列火箭今年
14次发射任务有8次将是以“一箭
双星”的方式发射北斗三号卫星。

2010年， 新一代适于直接入
轨“一箭多星”发射的导航卫星专
用平台研发成功。 北斗三号卫星
总设计师王平介绍说， 平台具有
轻量化程度高、易于安装和拆卸、
结构通用性组合性好， 可根据不
同构型随意组合， 特别适于一箭
多星发射的特点。

这次发射任务临近春节，但工程全线
数千名参研参试人员聚精会神扎根任务
一线———发射场系统面对3个月连续执行
7次航天发射的超高密度，精准组织指挥，
优化测试流程，严格质量管控；运载火箭
和卫星系统积极破解多型任务交叉并行
带来的难题挑战，科学调配人员、合理统
筹资源，以严慎细实的作风压茬推进各项
工作；分布于大漠戈壁、深山雪原、海岛边
疆、大洋太空的测控站点、远望号测量船
和中继卫星“陆海天”立体接力测控，通过
大团结大协作，实现发射任务圆满成功。

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267次
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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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胡宇芬

2月12日中午，晴空万里。大凉山
深处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高耸的塔
架上，再次迎来激动人心的时刻。

13时3分，北斗三号工程第五、第
六颗组网卫星从这里启程， 踏上了遥
远的太空之旅。3个多月来，相继有6颗
北斗三号工程组网卫星从这里出发，
开始了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迈向全
球组网新时代的征程。

发射前， 记者来到距离西昌卫星
发射中心3号发射工位约3公里的青
岗坝山坡观看平台， 等待那激动人心
的瞬间。

纬度低、海拔高、云雾少、空气透
明度高的西昌，是我国卫星发射的“天
然发射场”。自1984年首发至今，已组
织实施111次航天发射任务， 成功将
120余颗卫星送入轨道， 创造了1997
年以来81战连战全胜的纪录。12日，
西昌天气晴好，“发射窗口”正佳。

青岗坝观看平台所在的冕宁县泽
远镇八一村，有2000多位村民。记者
看到，村民们沿路摆起了摊点，卖烤土
豆、烤鸡蛋等美食，孩子们在人群中嬉
戏，像过节一样。村委会主任刘俊仕告
诉记者，西昌已成功发射了100多次，
这里在安全距离以外， 大伙都习以为
常了。

多年的卫星发射， 还带动了这
里的科普旅游。 一些游客带着孩子
专程前来现场观看卫星发射， 拿着
“长枪短炮”对准发射塔，抓拍震撼
瞬间。卖火箭模型的摊点，吸引着孩
子们的目光。

远眺，发射塔上，“长征三号乙”火
箭在回转平台环抱下，静静伫立。

“一小时准备！”随着01指挥员鄢
利清的口令， 第一批技术人员开始撤
离塔架，进入附近山洞。

“30分钟准备！”“230，发动机准
备好！”“230明白！”“15分钟准备！”
……喇叭里不时传出各种指挥声和应
答声。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 发射
时间越来越近。当听到“1分钟
准备”口令时，平台上四处走动
的观众迅速围拢在第一排，纷
纷举起手机或相机， 聚焦火箭发射
架的方向。嬉闹的孩子们也安静下来，
找好位子等待。

“长征三号乙”火箭距离点火升空
进入读秒阶段。

喇叭里传来卫星发射倒计时，现
场观众一起跟着喊：“十、九、八、七、
六、五、四、三、二、一，点火！”话音刚
落， 只见火箭底部一阵橘红色的火光
燃起， 越燃越旺， 火箭踩着喷发的火
焰，腾空而起，呼啸着，疾驰着，奔向浩
渺的苍穹！

翘首仰望， 只见火箭拖着长长的
火柱，向东南方向飞去，一会儿便消失
在太空中，惟有呼啸声还在耳边回响。
火箭留下的白色烟带，像一条巨龙，盘
旋在发射场上空。 人们又纷纷将镜头
对准这条美丽的“火箭之影”。

发射圆满成功， 心满意足的人们
开始撤离。喇叭里，继续传出各种指挥
声和应答声。参与发射的科技人员，依
然在紧张工作， 对火箭和卫星的轨迹
追踪，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专家介绍， 本次发射的北斗三号
导航卫星上装载有新一代高精度铷原
子钟，相比前代产品其体积更小，重量
更轻，技术性能大幅提升。更值得一提
的是装载的星载氢钟， 这是其在北斗
二代二期试验卫星得到验证后， 首次
应用于北斗导航系统组网卫星。 星载
氢钟的应用可使北斗导航系统具备更
高的定位精度、 全球覆盖及较长的自
主导航能力， 显著降低北斗导航系统
全球应用时的校时压力。

根据计划，2018年年底前后将
发射18颗北斗三号卫星，覆盖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到
2020年左右，完成30
多颗组网卫星发射，
实现全球服务
能力。

飞向太空
———北斗三号第三次组网卫星发射现场目击记

图①②：2月12日13时3分，西昌卫星发射
中心，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以“一箭双星”方
式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二十八、 二十九颗北斗
导航卫星，这也是我国北斗全球系统第五、六
颗组网卫星。

图③④：2月12日， 观众在用手机记录火
箭升空。

本版照片均为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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