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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4月25日讯（记者 胡宇芬）4月24日
下午，由中国宇航学会、中国航天基金会联合
主办的2019年中国航天大会主论坛在长沙开
幕。围绕“逐梦航天，合作共赢”的大会主题，大
会主论坛邀请中外航天界领军人士，全面展示
中国探月工程、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中国载人
航天工程、 高分专项工程等我国航天重大工程
的新成果和新进展， 深入研讨全球航天的发展
现状和热点事件，打造航天权威学术交流盛会。

大会得到了工信部、国家航天局、中国科
协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国家航天局
和中国科协作为大会指导单位，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国际宇航联合会、国际空间法学会作为支持单
位，对大会筹备工作给予了大力指导和支持。

中国宇航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
士王礼恒担任大会主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并
主持论坛。

论坛上，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中国工
程院院士吴伟仁回顾了中国探月工程的成就，
并对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法国国家空间研究
中心首席运营官莱昂纳尔·苏切特介绍了法国

航天活动的开展情况， 畅谈中法航天合作。中
国载人航天工程原副总指挥张育林从中国载
人航天工程讲起，分享了发展地月空间令人期
待的前景。

中国航天基金会理事长吴志坚主持主论
坛下半场的报告。

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主任冉承
其就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设与发展进行了介
绍， 展示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广阔应用前
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宇航部部长尚
志做《全球低轨空间互联网系统发展与展望》
的报告，陈述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
专业优势和社会担当。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会秘书侯秀峰围绕创新航天技术应
用，对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的智慧产业
发展进行了讲解与分享。法国国家空间研究中
心研发部主任让-马克·巴胡作《阿丽亚娜火
箭：法国航天局关于运载火箭型谱发展演变之
己见》的报告。中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主任
王赤围绕我国空间科学卫星计划的进展作专
题报告，并对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国防科工
局重大专项工程中心副主任赵文波作《铸造中

国空间信息产业链》的专题报告，并分享典型
应用案例。国家卫星气象中心主任杨军作《风
云气象卫星及应用进展》的报告，就气象卫星
的数据和产品的共享进行了交流。中国无线电
协会理事长刘岩作《卫星频率轨道资源开发利
用与航天事业发展》的报告。中国运载火箭技
术研究院副院长王国庆，受中国工程院院士龙
乐豪委托，代作《我国重复使用航天运输系统
发展现状及展望》的报告。天仪研究院创始人
兼CEO杨峰作《国内商业航天企业发展模式分
析与思考》的报告。

据悉，在重磅推出2019年中国航天大会主
论坛的同时，2019年中国航天大会还将举办
10场学术分论坛。涉及的议题包括外层空间新
兴问题国际法治、长期月面驻留人的生存与工
作、 国际宇航科学院中国院士助力创新发展、
航天运载器创新发展与技术跨越、新形势下飞
行器任务规划技术、航天标准化、宇航先进材
料及制造专业论坛暨第六届航天工程和高性
能材料需求与应用、智能发射，以及中美商业
航天经济模式、投融资、政策等问题和小卫星
技术交流、商业化和国际化发展等。

� � � � 湖南日报4月25日讯 （记者 余蓉 ）
“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 过去是靠自力更
生，将来更要自力更生。这个法宝不能丢。”
“学习贯彻好航天精神，将个人追求与航天
事业需要结合起来， 你们就能成为未来的
航天英雄。”4月25日上午，神舟号飞船首
任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宇航
科学院院士戚发轫， 在湖南大学召开的
“青聚湘江———2019年中国宇航学会青
年专家论坛”上，对航天青年寄予厚望。

本次论坛由中国宇航学会、湖南省教
育厅主办，来自全国的航天青年人才及湖
南大学师生共200余人参加会议。 会上，
戚发轫做题为《铭记历史，传承精神———
中国航天和航天精神》的报告，从进入太
空、利用太空、控制太空等方面介绍了我

国航天事业取得的成就。通过中国航天人
的奋斗历程， 勉励航天青年传承航天精
神，努力奋斗，成为未来的航天英雄。

会上，“嫦娥四号”探测器总设计师孙
泽洲分享了题为《人类首次月球背面软着
陆探测之旅》的报告，讲述我国从自主研
发创新登月探测器到实现中国“探月梦”
的故事，号召广大的航天青年为航天事业
贡献力量。

随后，嘉宾们就论坛主题“凝聚中国
航天新生力量， 助力培养有梦青年才俊”
与学生们展开了深入的交流。论坛同期还
举办了航天特色集市及航天互动体验的
开放环节，与英雄航天员立牌合影、拍摄
太空纪念照、试穿航天员训练服等体验活
动，为青年交流提供了轻松的环境。

� � � � 湖南日报4月25日讯（华声在线记者
龙腾）从绕月到登月，再到长期驻月，人类
对月球的探索从未停止。今日，第二届中
国航天大会“长期月面驻留人的生存与工
作”国际论坛在长沙召开，来自国内外的
200余位航天领域专家学者，就未来长期
月面驻留任务期间人的生命保障、工作绩
效和社会心理等航天医学工程领域的新
需求、新挑战展开了深入研讨。

论坛采取特邀报告、圆桌会议形式进
行。特邀报告环节，围绕月面环境的受控
生态生保、环境医学、月面模拟设备、人机
交互协同，长期驻月的医监医保、食品营
养、乘组选拔与训练，以及面向未来建立
永久月球基地的生物安全防控、医学救援
等主题，13位专家学者为与会者带来了一
场学术盛宴。

本次论坛主席、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
总设计师陈善广以《月球上也会有车来车
往———打造人类的第二家园》为题率先作

主旨演讲。他指出，人类第二家园的核心
理念是智慧生态、节能环保、和谐宜居、文
明进步，并提出打造月球家园面临三大问
题：第一是如何安全地生存；第二是解决
长期生活和工作问题；第三是月球小镇的
社会问题。

“月面长期驻留还面临着物质、能量、
节律、低重力、保健等诸多问题。”中国载
人航天工程航天员系统副总设计师李莹
辉在演讲中，详细探讨了人类长期月面驻
留如何才能实现安全健康的生活。在她看
来，尽管当前长期月面驻留还面临着诸多
挑战， 但是发展全新的生命健康保障模
式， 为人类载人航天做出中国独特贡献，
中国航天人义不容辞。

本次论坛由中国宇航学会、中国航天
基金会主办，旨在激发和启迪航天领域工
作者对载人登月发展前景的切实关注和
前瞻思考， 为相关学科建设拓展新领域、
注入新动力。

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陆薇 刘燕娟

车多了，会发生拥堵，太空也一样。但不同的是，地面
的交通事故，可以及时清理。太空如果发生了撞击，产生的
碎片可没那么容易清除。

怎么办？这个问题需要可持续性的探讨。4月25日，在
2019年“中国航天日”航天标准化专业分论坛上，记者了
解了这有趣的航天领域问题。

太空会饱和、会堵塞
空间碎片，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太空垃圾，是人类空间

活动的产物，包括完成任务的火箭箭体和卫星、火箭的喷
射物、在执行航天任务过程中的抛弃物、空间物体之
间碰撞产生的碎块等，是空间环境的主要污染源。

现在太空的状态怎么样？国家航天局空
间碎片监测与应用中心副主任刘静分享了
一组数据。

碎片可按照危害程度以尺寸分类。10厘
米以上的大碎片， 如果撞击到航天器的话，
会直接造成航天器解体；1厘米至10厘米之
间的中碎片，很难被监测到，撞击到航天器
会造成部分功能的损失或失效；厘米级以下
的是微小碎片，撞击的长期累积效应会影响
航天器部分器件的功能衰减，也会影响航天
器寿命。

与此同时， 小卫星的发射数量明显增
加。2010年发射小卫星数量， 仅占全部卫星

比例的19%，但到2017年，这一比例达到69%。未来规划发
射的大型星座卫星数量超过10000颗。“也就是说，太空和
马路一样，是会堵塞和饱和的。” 刘静说。

一堵就会撞车。在太空中，一个拳头大小的碎片撞击
到航天器， 相当于地面上一辆小汽车一百码速度的撞击。
2013年， 厄瓜多尔立方体卫星飞马座与1985年发射的苏
联火箭残骸相撞，导致卫星寿命终结。

重要的是，还会对地面造成严重威胁。2014年，俄罗
斯的火箭残骸掉落到黑龙江齐齐哈尔区域。 刘静介绍，每
年约400个空间碎片坠入大气层。其中会有部分经大气层
未被烧毁，陨落到地面。

清理碎片难度大，我国发射“遨龙一号”
卫星抓捕空间碎片

清理太空可不比清扫地面，不仅难度大，而且成本高。
现在国际上已有的清理方法是激光清除、等离子数清

除以及吸附的方法，这些还在技术层面，成本也非常高，实
用层面还存在一定困难。

刘静介绍，2016年， 我国发射了一颗“遨龙一号”卫
星，通过在太空中伸出一只机械“手臂”，对空间碎片进行
抓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这在国际上是首例。这一航天上
的“中国制造” 让人们看到了清理太空垃圾的希望。

“所以现在要制定规则，减缓这些碎片的产生，把一些
重要的轨道清理出来， 让以后的航天活动可持续发展。”出
席本次航天标准化专业分论坛的江海， 是国家航天局空间
碎片监测与应用中心的一员。他的工作是监测4万公里以内
的空间碎片运动，业余爱好是观测几百到上万光年的星团。

2019年中国航天大会主论坛开讲
青聚湘江 逐梦航天

� � � � 湖南日报4月25日讯（记者 余蓉）4月
25日，2019年“中国航天日”科普教育活
动走进长沙市一中，联合国外空司司长西
蒙娜达·迪皮蓬女士以《联合国的航天探
索与科学技术》为题，为300多名学生上
了一堂生动的航天科普课。

西蒙娜达·迪皮蓬女士是国际航天领
域的著名专家，其航天科研工作包括空间
科学、载人飞行、空间碎片以及陨石威胁
等。2008年， 国际宇航联盟将21887小行
星命名为“迪皮蓬”，以表彰她在太空探索
方面的努力。

在此次座谈会上， 西蒙娜达·迪皮蓬
女士用简练、幽默的语言，为学生们介绍
了国际航天领域取得的成就， 联合国外
空司在促进国际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上发

挥的重要作用。 她还分享了在国际航天
领域的工作经历，鼓励大家积极参与航天
事业建设， 为国际航天事业的发展作出
自己的贡献。

长沙市一中校长廖德泉对西蒙娜达·
迪皮蓬女士的到来表示欢迎。 他介绍，长
沙市一中与航天事业有着不解之缘。校友
曾广商院士是飞行器控制系统伺服机构
技术专家、中国航天推力矢量伺服控制技
术主要开创者之一；校友王洪星是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的创校八位元老之一。两位校
友都为航天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廖德泉
勉励全体同学以航天英雄、院士专家为榜
样，在航天精神的鼓舞激励下，树立远大
理想，勇攀科技高峰，为促进人类文明和
社会进步共同谱写新的篇章。

联合国外空司司长走进长沙市一中

� � � � 湖南日报4月25日讯（记者 易禹琳）
4月25日，第五届小卫星技术国际交流会在
长沙举行。会议以“看见世界、看见未来”为
主题，以“搭建平台、交流信息、共谋小卫星
发展”为宗旨，共同研讨小卫星技术发展，
助力推动小卫星产业的转型升级。 会议由
中国宇航学会和中国航天基金会主办。

相比于大型航天器，小卫星具有研制
时间短、发射费用低、机动灵活、组网能力
强等优势，在政府和商业航天领域的应用
越来越广泛，小卫星产业快速发展。据介
绍，会议共收到论文200余篇，吸引了来
自中国、英国、法国、孟加拉、厄瓜多尔、埃
塞俄比亚等多个国家的300多位专家和
代表赴会。

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

院士李德仁分享了珞珈科学卫星与天基
信息智能服务系统方面的见解和经验。他
认为，未来应大力发展小卫星技术以及网
络技术，同时抓住5G和6G技术发展机遇，
建设基于小卫星星座的空天信息实时智
能服务系统，促进航天大国向航天强国的
建设。“鹊桥”中继星总设计师张立华作特
邀报告，详细介绍了世界首个运行于地月
拉格朗日L2点上的人造卫星“鹊桥”的在
轨运行情况。

会上，八一02星暨“西柏坡”号科普
卫星签署研制合同， 预计今年底发射升
空。 本届交流会还启动了2019“东方红
杯”航天新概念创新大赛，对卫星创新设
计感兴趣的高校、科研机构、企业，以及航
天爱好者均可报名参赛。

多国科学家共谋小卫星技术发展

� � � � 湖南日报4月25日讯（记者 曹娴）作
为中国航天大会活动之一，2019中国对
地观测商业峰会今天在长沙举行。峰会聚
焦对地观测领域核心技术创新和产业应
用发展。

中国遥感应用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
长、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徐文作特邀报告。
他介绍，1999年我国发射第一颗遥感卫
星，结束了依赖国外遥感数据的状况。经过
多年发展， 目前我国民用的陆地观测卫星
数量达到19颗。从过去的中低分辨率，逐步
走向高分辨率， 现在民用卫星的空间分辨
率达到0.5米。目前，高分辨率遥感数据在
森林防火、农作物监测、环境监管、城市规
划与管理、 地质灾害应对等多个领域得到
应用。 未来， 通过构建大数据精准服务体
系，这样的专业化应用还将向规模化应用、
政府管理、大众应用的产业化发展转变。

泰伯智库在峰会上发布的《全球微小

卫星市场研究报告》指出，目前全球微小
卫星发射市场较为活跃，2012年至2018
年，微小卫星的发射占全球所有卫星发射
的70%。对地观测（遥感）和技术验证是微
小卫星的主战场。

位于长沙暮云经济开发区的湖南地
理信息产业园，参与了国家地理信息库升
级和更新项目，园区诚邀地理信息、云计
算、卫星等领域企业共同完成该项目相关
体系和平台建设。

据国外权威机构数据显示，2020年
全球对地观测产值将达到759亿美元，数
据及应用占423亿美元。参加峰会的业内
人士纷纷表示，企业应顺应趋势、把握机
遇、应对挑战，拥抱高分辨率对地观测黄
金时代。

本届峰会由国家航天局、中国科学技
术协会指导，中国宇航学会、中国航天基
金会主办。

2019中国对地观测商业峰会举行
拥抱高分辨率对地观测黄金时代

专家学者纵论
长期月面驻留人的生存与工作

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刘燕娟

“民以食为天”，不管走到哪，这句话都是
真理。那么问题来了，今后万一我们有机会去
月球，吃什么？嫦娥四号上搭载的首次月面生
物实验，或许能给出答案。

4月25日， 正在长沙参加中国航天日大会
的嫦娥四号生物科普试验载荷总设计师、教育
部深空探测联合研究中心副主任谢更新，接受
了新湖南客户端记者的专访，介绍了月面上生
物生长的最新情况。

经历4个月昼， 载荷环控系统
运转正常

这次随嫦娥四号升空的生物科普试验载
荷，是人类首次在月球开展生物试验。

这个罐子就相当于一个试验室，重3公斤，
里面放了棉花、油菜、土豆、拟南芥、酵母和果
蝇6种生物，设计的试验周期为一个月昼。

罐子开机工作9天后载荷开始关机， 传回
的照片确认棉花种子长出嫩叶。“因为棉花种
子的布局位置， 刚好是相机拍摄的最佳点，而
且一开机的温度达到31℃。一般来说，在这个
温度下，只有棉花容易发芽，其他生物都是在
15℃~20℃。”谢更新说，所以现在能够确认的
是，棉花100%发芽了。

那么其他生物呢？谢更新介绍，因为重量和
控制数据等条件的限制， 这次没有带生命监测
传感器， 无法确认果蝇是否孵化， 酵母是否活
跃，但可以肯定的是，嫩叶很顽强。目前已经历
了4个月昼，从观测情况来看，载荷环控系统运转
正常，有关生物生长情况，会适时向全球发布。

生长情况，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在月球上种植植物， 可不是一件简单的

事，没有空气，没有水，还要经历高真空、宽温
差、高辐射、强光照的环境考验。

在第一个月昼之后， 经过了近16天月夜，

-50℃的温度考验之后，研究人员通过对比试
验，发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现象。

“在月球上的生长速度、方向、形态、衰老
程度等，跟地面差别很大。”谢更新说，具体什
么原因正在研究。但通过这次试验，能促进我
们提出一些前沿的科学问题和需求，从而激发
我们开展研究。我们从宇宙这个尺度去研究生
命健康和生命生长等问题，可能会影响人类在
地球对生命的运动规律产生新的认识。

此次“上天”的物种都是航天员要用的必
需品，比如马铃薯，就很有可能是以后太空的
主食， 对于今后在月球上的生存和开展研究，
也具有重要意义。

激发年轻人科学探索热情
这个人类“首次”的试验，也让谢更新成了

“红人”，已经面向青少年开展6场公益科普报告，
学生们非常感兴趣，场场爆满。“很多年轻人提出
的问题也很专业和有挑战性，并具有启发性。”

谢更新说，一个国家今后是否强大，有没有
差距，就是看年轻人。这次试验，激发了广大青少
年科学探索的热情和爱国主义情怀， 关心科学、
关心宇宙，关心我们生活的环境，不断提高民族
的科学素养，让更多的年轻人接力“航天梦”。

嫦娥四号生物科普试验载荷总设计师谢更新：

上了月球，咱吃什么

� � � �在太空中，一个拳头大小的碎片撞击到航天器，相当于地面上一辆小汽车
一百码速度的撞击———

太空垃圾如何清理

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秦慧英 彭可心

“小时候做过航天梦，没想到一晃，从事航天工作已经
30多年。”

在4月24日召开的中国航天大会主论坛上，中国航天
科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侯秀峰发表了《创新航天技
术应用 赋能智慧产业发展》的主题演讲。

会后，他接受新湖南客户端记者专访时表示：“随着我
国航天产业，特别是商业航天的不断发展，可提供更高维
度、更高精度的信息‘内容’，以及更加可靠、更大范围的天
地‘连接’能力，通过层出不穷的航天技术创新应用，可进
一步为智慧产业赋能。”

如何让航天这个高端的技术， 运用到老百姓的生活
中，是侯秀峰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国航天事业商业发展
的形势非常好，可以让社会力量和资本投入，更多地为老
百姓服务。”

他认为，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
智能为显著特征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与航天技术交叉

融合，催生出包括智慧产业在内的一系列新业态、新机遇。
“例如智慧交通，湖南就有企业在做‘两客一危’车辆

服务工作。”侯秀峰介绍，在“两客一危”车辆上，有高清摄
像头对准司机， 专业软件将识别司机特别的脸部动作，判
断司机的行为，假如发现疲劳驾驶或酒驾迹象，便可通过
卫星传输至后台，及时解决。“未来是‘物联网’的时代，发
展到最后，每一辆车，甚至每一台机器，都可通过卫星相互
通讯。”

据了解，我国现已构建起以车辆为节点，以网络为基
础的车联网系统，满足“两客一危”车辆监管、安全出行和
节能减排需求。截至目前，已为中国22个省市超过35万辆
的“两客一危”、货运车辆提供服务。

“智慧产业是航天技术赋能产业发展的重要板块。当
前航天科工聚焦城市、交通、农业、环保等20个重点领域深
耕细作。”侯秀峰说，航天技术赋能智慧产业在智慧城市、
智慧林业、智慧海洋等方面体现得十分充分。比如，具有航
天特色的智慧城市综合解决方案，能够有效解决“马路拉
链”“城市看海”等城市病。

天地更好“连接”，赋能智慧产业
———访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侯秀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