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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导航混合星座的三种轨道卫星，都属于
中高轨道卫星。而在全国航天发射场中，只有西
昌卫星发射中心能同时满足这三种卫星的发射
条件。北斗卫星注定要从这里出征，西昌由此赢
得了“北斗港”的美誉。

北斗对西昌情有独钟，因为西昌卫星发射中
心不仅具有发射纬度低、发射效率高的自然条件
优势，而且是具有世界一流设施、一流人才队伍、
一流组织管理、一流发射理论、一流核心技术的
中国航天发射品牌。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自 1970
年 12 月创建以来，伴随着航天科技的发展而壮
大，创造了我国航天史上的一系列第一：

中国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在这里升空，使中
国成为第三个掌握运载火箭低温发动机技术、第
四个成功发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的国家；中国第

一颗实用通信卫星从这里出发，结束了中国人只
能租用外国卫星看电视、听广播的历史，打破了西
方国家在卫星通信领域的垄断地位；我国承揽的
首颗国际商务卫星亚洲一号在这里成功发射，开
创了中国航天跨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新篇章；我国
首枚大推力捆绑式运载火箭在这里发射成功，标
志着中国在世界航天市场竞争力的极大提升；在
这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了尼日利亚一
号通信卫星，开创了我国整星整箭出口的新纪录；
我国第一颗月球探测卫星嫦娥一号在这里成功发
射，实现了中华民族奔月的千年梦想；我国第一颗
地球同步轨道数据中继卫星天链一号在这里成功
发射，填补了我国航天测控领域的空白；天链一号
04星从这里奔赴太空，使中心成为我国第一个发
射次数突破一百次的发射场……

航天奇迹的背后，站立着一支素质过硬的航
天发射队伍。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全体工作人员，忠诚履
职，顽强拼搏，勇创一流，屡战屡胜，出色地完成
了肩负的使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先后执行了30
多次北斗发射任务，全部进入预定轨道，成功率
达到 100%！尤其是 2012 年以来的最近 6 年，中
心共执行了 40 多次航天发射任务，占该中心成
立以来发射总数的40%！

这一次次密集发射，就是一场场战役、一次
次战斗！这个战场，和硝烟弥漫、真刀真枪的战场
一样有着明碉暗堡，同样需要大智大勇、当机立
断，需要在关键时刻奋不顾身冲过去、扑上去！

运载火箭推进剂液氢是一种极高危燃料：当
它的密度达到一定程度时，一粒米大小的液氢从
一米多高的地方掉落下来撞击地面，就会引起剧
烈爆炸。因此，大家都说液氢加注队是“刀尖上的
舞者”。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通信线路、供电线路，各
有数百公里长，一半线路藏在大山深处。对于巡
线人员来说，它们是名副其实的“长征路”。他们
巡线一次，要翻过5座大山，蹚过11条河流，穿过
30 个村庄，横跨 40 条道路，涉过无数激流险滩，
跨过无数田坝沟坎，徒步行走近 30 天。数十年
来，他们每年“长征”数次甚至十几次，他们一趟
接一趟、一代接一代，无怨无悔、步履坚定地行走
着，练就了一身绝招，下可钻井“入地”，上能爬杆

“登天”，赢得了“通信神经网络编织者”的美誉。
40多年来，这支技术素质过硬、甘于奉献的

航天发射队伍，有过成功也有过失败，有过欢笑
也有过泪水，但他们追逐中国航天梦的步伐从未
停歇，实现了从发射单一型号运载火箭到发射多
种型号运载火箭，从发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到发
射多轨道航天器，从发射国内卫星到发射国际商
业卫星，从近控测试发射到远控组织指挥等一系
列跨越，让中国航天从这里走向高轨、走向世界。

雷电是卫星发射最大的自然屏障雷电是卫星发射最大的自然屏障，，也是也是
运载火箭的第一杀手运载火箭的第一杀手。。如果运载火箭在大气如果运载火箭在大气
层遭遇雷击层遭遇雷击，，必定箭毁星亡必定箭毁星亡，，天上一片火花天上一片火花，，
地下一片火海地下一片火海，，酿成重大悲剧酿成重大悲剧。。因此因此，，火箭发火箭发
射窗口必须确保发射场周边射窗口必须确保发射场周边1010公里无雷电公里无雷电。。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地处川西高原山区腹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地处川西高原山区腹
地地，，海拔两千多米海拔两千多米，，雷电气象多发雷电气象多发，，雨季漫长雨季漫长，，
是全球十大卫星发射场中气候条件最复杂的是全球十大卫星发射场中气候条件最复杂的
发射场之一发射场之一。。据统计据统计，，中心自创建以来发射的中心自创建以来发射的
一百多颗卫星中一百多颗卫星中，，几乎一半发射任务是在雨几乎一半发射任务是在雨
季执行的季执行的。。

数十年繁忙的发射任务数十年繁忙的发射任务，，给中心天气预给中心天气预
报工作带来严峻挑战报工作带来严峻挑战，，也为中心锻炼了一支也为中心锻炼了一支
临危不乱临危不乱、、预报精准预报精准、、作风踏实的气象预报队作风踏实的气象预报队
伍伍，，培养了以高级工程师郭学文培养了以高级工程师郭学文、、汪正林汪正林、、江江
晓华等为代表的一批高水平业务骨干晓华等为代表的一批高水平业务骨干。。

郭学文郭学文，，大家给他取了个绰号大家给他取了个绰号““电钻电钻””，，以以
此称赞他工作干劲大此称赞他工作干劲大、、业务钻劲足业务钻劲足。。19821982年年77
月月，，他从中山大学大气科学系毕业来到中心他从中山大学大气科学系毕业来到中心
工作后工作后，，成为一名基层预报员成为一名基层预报员。。由于不满足于由于不满足于

““看云识天气看云识天气””，，他在干好本职工作之余他在干好本职工作之余，，一头一头
扎进西昌地区扎进西昌地区 2020 多年以来堆积如山的气象多年以来堆积如山的气象
资料里资料里，，仔细研究其中的变化规律仔细研究其中的变化规律，，撰写了长撰写了长
达达5050多万字的气象预报论文多万字的气象预报论文，，对西昌地区天对西昌地区天
气变化情况进行了系统总结气变化情况进行了系统总结。。19841984年我国发年我国发
射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时射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时，，年仅年仅 2424 岁岁、、参加参加
工作刚工作刚 22 年的郭学文年的郭学文，，就担任了天气预报领就担任了天气预报领
班和气象发班和气象发言人言人。。

郭学文不仅能郭学文不仅能““钻钻””，，还敢还敢““闯闯””。。2020世纪世纪9090
年代初年代初，，发射中心决定开发发射场区雷电监测发射中心决定开发发射场区雷电监测
预警系统预警系统。。当时雷电监测技术在国际上尚不成当时雷电监测技术在国际上尚不成
熟熟，，更没有同类课题研究资料可供借鉴更没有同类课题研究资料可供借鉴。。而对而对
这样一个要这样一个要““无中生有无中生有””的课题的课题，，郭学文竟然眼郭学文竟然眼
都没眨一下就揽了下来都没眨一下就揽了下来。。朋友吃惊地看着他朋友吃惊地看着他：：

““这不托底的项目这不托底的项目，，你也敢接呀你也敢接呀？？””他笑着说他笑着说：：
““有困难就有办法有困难就有办法，，办法总比困难多办法总比困难多。。””

他面临的第一道难题他面临的第一道难题，，就是把十几台单就是把十几台单
站探头数据汇总到一台计算机上进行集中处站探头数据汇总到一台计算机上进行集中处
理理。。那时计算机硬件水平非常低那时计算机硬件水平非常低，，联网堪比登联网堪比登
天天。。一个月下来一个月下来，，他成功地找到了改装他成功地找到了改装 80868086
计算机计算机、、安装多个串口的方法安装多个串口的方法。。如此这般坚持如此这般坚持
了两年了两年，，郭学文和课题组终于找到一条高层郭学文和课题组终于找到一条高层
次卫星发射气象保障的路子次卫星发射气象保障的路子，，建立了地面电建立了地面电
场仪网和雷电监测预警系统场仪网和雷电监测预警系统，，实现了中心气实现了中心气
象保障能力质的飞跃象保障能力质的飞跃，，在卫星发射气象保障在卫星发射气象保障
中屡建奇功中屡建奇功。。

2020世纪世纪9090年代中期年代中期，，全球气候开始呈现全球气候开始呈现
出出““无规律无规律””变化趋势变化趋势，，受其影响受其影响，，西昌卫星发射西昌卫星发射
中心发射场区气候更加复杂多变中心发射场区气候更加复杂多变，，各种天气历各种天气历
史纪录屡被打破史纪录屡被打破，，让气象预报人员防不胜防让气象预报人员防不胜防。。

但郭学文认为但郭学文认为，，变化无常并不意味着没变化无常并不意味着没
有规律有规律，，要认识和发现新特点要认识和发现新特点、、新规律新规律，，他站他站
在天气预报学的高度在天气预报学的高度，，运用新兴的系统科学运用新兴的系统科学
原理原理，，引入方兴未艾的计算机处理技术引入方兴未艾的计算机处理技术，，对发对发
射场区气象数据进行科学细致的总结和分射场区气象数据进行科学细致的总结和分
析析，，独创了天气预报独创了天气预报““三角形理论三角形理论””，，将中心气将中心气
象学研究推向了国际前沿象学研究推向了国际前沿。。他首次将气象台他首次将气象台、、
气象雷达站和气象室的数据全部输入计算气象雷达站和气象室的数据全部输入计算
机机，，进行立体综合分析进行立体综合分析，，研制开发出探空资料研制开发出探空资料
处理系统处理系统。。他还紧跟国内外气象领域发展的他还紧跟国内外气象领域发展的
前沿前沿，，开展资料自动接收开展资料自动接收、、数据智能加工数据智能加工、、信信
息快速传递息快速传递、、预报客观定量综合性预报客观定量综合性、、网络化网络化、、
多功能现代气象预报业务等研究课题多功能现代气象预报业务等研究课题，，实现实现
了气象资料自动处理与交换了气象资料自动处理与交换，，既减轻了观测既减轻了观测
人员负担人员负担，，减少了人为计算失误减少了人为计算失误，，也防止了信也防止了信
息丢失息丢失、、漏用漏用、、过时等现象过时等现象，，使中心气象预报使中心气象预报
水平从预报图模式水平从预报图模式，，进入了代表国际趋势的进入了代表国际趋势的
数值预报模式数值预报模式。。

在中心承担的多次卫星发射任务中在中心承担的多次卫星发射任务中，，郭郭
学文与同志们一道学文与同志们一道，，沉着冷静沉着冷静、、周密细致周密细致、、圆圆
满地完成了寒潮满地完成了寒潮、、冰雪冰雪、、雷电等各种复杂天气雷电等各种复杂天气
条件下的卫星发射气象保障任务条件下的卫星发射气象保障任务，，为中心在为中心在
北斗组网等重大发射任务中创造北斗组网等重大发射任务中创造““成功率成功率
100100%%””的奇迹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奇迹立下了汗马功劳。。

北斗二号第五星北斗二号第五星，，原定的发射窗口是原定的发射窗口是
20102010年年88月月22日日55时时3030分分。。可是风云突变可是风云突变，，中中
心气象预报团队根据数值预报产品分析心气象预报团队根据数值预报产品分析，，判判
断断 88 月月 11 日至日至 33 日有一次中等强度的降水过日有一次中等强度的降水过
程程，，并根据风场演变情况推断并根据风场演变情况推断，，降水过程将在降水过程将在
88月月11日上午日上午88时左右来临时左右来临。。也就是说也就是说，，11日的日的
窗口以多云天气为主窗口以多云天气为主，，22日的窗口以小雨天气日的窗口以小雨天气
为主为主，，具体降水时间不确定具体降水时间不确定。。

气象保障团队组织紧急会商气象保障团队组织紧急会商。。预报员小预报员小
刘走到触摸式汇报平台前刘走到触摸式汇报平台前，，在在88月月11日日88时预时预
报图上画了一条长长的槽线报图上画了一条长长的槽线，，代表降水和雷代表降水和雷
电电。。这条深棕色的槽线东起四川盆地这条深棕色的槽线东起四川盆地，，西至孟西至孟
加拉湾加拉湾，，像一把带血的弯刀斜压在发射场区像一把带血的弯刀斜压在发射场区
上空上空，，也压在所有预报员心头也压在所有预报员心头。。

““现在需要确定的是现在需要确定的是，，降水过程在降水过程在 11 日日 88
时前到时前到，，还是还是88时后到时后到。。””小刘一字一顿地说小刘一字一顿地说。。

中心技术部气象室主任汪正林陷入了沉中心技术部气象室主任汪正林陷入了沉
思思。。1313年前的年前的““亚太亚太ⅡⅡRR””外星发射外星发射，，是中国航是中国航
天史上第一次因气象条件而提前的发射任天史上第一次因气象条件而提前的发射任
务务，，当时的汪正林还只是个年轻的气象预报当时的汪正林还只是个年轻的气象预报
员员。。现在现在，，身为气象室主任的他又一次面临艰身为气象室主任的他又一次面临艰
难的抉择难的抉择。。明哲保身的做法明哲保身的做法，，是是 88月月 11日日、、22日日
两个窗口都报小雨两个窗口都报小雨，，任务按原计划执行任务按原计划执行，，但这但这
样就可能错过样就可能错过11日窗口的好天气日窗口的好天气。。如果如果11日窗日窗
口不报降水口不报降水，，22日窗口报小雨日窗口报小雨，，领导可能会决领导可能会决
定提前发射定提前发射，，这存在很大风险这存在很大风险：：万一降水过程万一降水过程
提前提前，，11日窗口不能发射日窗口不能发射，，低温燃料必须紧急低温燃料必须紧急
泄出泄出，，发射将至少推迟发射将至少推迟 55天天，，会对后续工作造会对后续工作造
成不可估量的影响成不可估量的影响。。究竟该怎么报究竟该怎么报？？汪正林把汪正林把
目光投向高级工程师郭学文目光投向高级工程师郭学文。。

““11 日窗口的好天气有日窗口的好天气有 6060%%～～8080%%的把的把
握握，，降水在降水在 11 日日 88 时后来临有时后来临有 9090%%的把握的把握，，而而
22 日日 9090%%是个坏天气是个坏天气。。””郭学文沉稳地说郭学文沉稳地说，，向向
汪正林点了点头汪正林点了点头，，““主任主任，，可以下决心可以下决心！！””汪正汪正
林拿起连接指挥部的电话林拿起连接指挥部的电话，，以非常自信的口以非常自信的口
吻报告吻报告：：““11日日88时前时前，，降水概率很低降水概率很低！！””

指挥部领导基于气象室结论指挥部领导基于气象室结论，，通过集体通过集体
讨论讨论，，同意改变发射计划同意改变发射计划：：““准备发射窗口提准备发射窗口提
前一天前一天，，在在 88 月月 11 日发射日发射。。气象团队继续加强气象团队继续加强
监测和分析监测和分析，，及时报告结论及时报告结论。。””这是上午这是上午 1111
时时。。半小时后半小时后，，气象团队再次做出预报结论气象团队再次做出预报结论：：77
月月 3030 日至日至 3131 日日，，多云间晴多云间晴；；88 月月 11 日至日至 33 日日，，
有一次中等强度的雷电降水过程有一次中等强度的雷电降水过程。。88月月11日窗日窗
口多云口多云，，无雷电无雷电，，无降水无降水；；88 月月 22 日窗口多云日窗口多云，，
小雨小雨；；88月月33日窗口多云日窗口多云，，小雨小雨。。

下午下午 11时时，，指挥部再次询问指挥部再次询问：：““气象系统气象系统，，
你们的结论有没有改变你们的结论有没有改变？？””郭学文自信地回答郭学文自信地回答：：

““没有没有。。””1515时时3030分分，，指挥部会议上郭学文再次指挥部会议上郭学文再次
确定地报告了与上午一致的天气预报结论确定地报告了与上午一致的天气预报结论。。指指
挥部综合各方面因素后果断决策挥部综合各方面因素后果断决策：：发射窗口由发射窗口由
88月月22日日55时时3030分分，，提前到提前到88月月11日日55时时3030分分。。

大家紧锣密鼓地进入发射倒计时准备大家紧锣密鼓地进入发射倒计时准备
时时，，77 月月 3131 日日 1616 时时，，发射场上空突然响起隆发射场上空突然响起隆
隆雷声隆雷声。。人们不禁心头一紧人们不禁心头一紧，，电话一个接一个电话一个接一个
打到气象室打到气象室。。气象团队紧急会商气象团队紧急会商，，很快做出结很快做出结
论论：：““这是局地对流这是局地对流，，会在会在 2222 时前结束时前结束。。””果果
然然，，55分钟后分钟后，，场区上空的雷声渐渐远去场区上空的雷声渐渐远去，，云层云层
越来越薄越来越薄，，发射窗口发射窗口：：多云多云，，无雷电无雷电，，无降水无降水。。

88月月11日日55时时3030分分，，随着随着““点火点火！！起飞起飞！！””的的
口令口令，，““长三甲长三甲””运载火箭在山呼海啸的轰鸣运载火箭在山呼海啸的轰鸣
声中声中，，托举着我国第托举着我国第 55 颗北斗二号卫星直刺颗北斗二号卫星直刺
苍穹……苍穹……

北斗二号第九星发射，在卫星组网工程
中意义重大。它标志着中国北斗区域卫星导
航基本系统已建成，完成星地联调和测试评
估后，将于2011年年底开始为中国及周边大
部分地区初步提供连续无源定位、导航和授
时以及短报文通信服务，满足交通运输、渔
业、林业、气象、电信、水利、测绘等行业以及
大众用户的需求。

北斗不是单颗卫星，而是需要发射几十
颗卫星组成一个星座。星座的设计要求很高，
要保证在地球上任何一点，能同时看到 4 颗
星，卫星与卫星之间不能靠得太近，而且卫星
间距必须是确定的，这就要求每次发射的卫
星，不仅要准确入轨，还要保证什么时间进入
轨道某一个点，若错过发射窗口，就定不了
位、入不了轨。对于北斗星座使用的 MEO 和
IGSO 卫星来说，发射窗口非常稀少，珍贵得

“一秒值千金”。
经测算，北斗二号第九星最佳发射窗口

是2011年7月27日5时44分。
发射前两小时，发射准备工作全部就绪，

现场人员准备撤离。可就在这时，发射场区上
空仿佛突然罩下一口大黑锅，乌云滚滚，电闪
雷鸣，大雨倾盆。

距离发射窗口只有半个多小时了，发
射场区依然风狂雨骤，山呼海啸，雷电张牙
舞爪，撕裂长空。发射指挥部命令气象团
队：“严密跟踪气象变化，每隔 10 分钟向任

务指挥部报告一次场区未来 10 分钟的

天气情况！”
5时10分，气象团队报告：发射专区未来

10分钟，雷电交加！
5时20分，气象团队报告：发射专区未来

10分钟，雷电交加！！
5时30分，气象团队报告：发射专区未来

10分钟，雷电交加！！！
这时已到发射窗口时间，指挥部命令气

象团队：以最快速度，拿出 5 点 35 分至 45 分
气象精准预报！

5时45分，是发射窗口最后边缘。若错过
这个窗口，就要再等待很长时间。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气象团队终于觅得
良机：确定 5 时 43 分至 45 分，发射场区周边
20公里空域没有雷电，满足最低发射条件。

只有 2分钟！仿佛白驹过隙，却要准确无
误地下达一系列口令，完成一系列操作，这在
世界航天史上堪称奇迹！

指挥部当机立断：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发射！

5时 44分 28秒，伴随着指挥员“点火”的
口令，操作手果断按下红色按钮，长征运载火
箭托举着北斗二号第九星拔地而起。

火箭刚刚从一线狭窄的云缝穿过厚厚的
云层升上，只见天空劈下一道闪电，重重砸在
发射场旁的山坡上，轰隆一声，地动山摇。

窗口预报分秒不差！好悬哪！
（选摘自龚盛辉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北斗》，

作者独家授权刊发。）

北斗二号导航系统的卫星数量从北斗一号
的双星增加到十几星，而北斗二号使用的频率是
世界上可用于卫星导航的最后一段频率资源。中
国北斗、欧盟伽利略都只能使用这一频率资源，
这就好比一间仅容得下一个人居住的小房子，有
两个人想住进去。双方几轮协商协调不成，只能
按照国际电信联盟最高法则“谁先用谁拥有”来
断案。一场狭路相逢的频率资源争夺战开始了！
不把这段频率资源抢到手，中国就永远都不可能
拥有自己的卫星导航！这是中国发展自己的卫星
导航事业的最后机会，事关中国卫星导航事业的
生死存亡。

2007 年 4 月 3 日，距离频率使用的最后期
限——2007年4月17日，已不到半个月时间！西
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三号发射工位上，高高
地竖起了一枚“长三甲”运载火箭，北斗二号首星
发射进入最后测试阶段。跌宕起伏、险象环生的
北斗二号组网之旅，徐徐拉开了大幕。

作为北斗二号组网的首星，它就像大家庭中
的长子，肩上责任重大。它要为“弟弟妹妹”们探
路，探测空间电磁环境，验证 MEO 轨道。而它最
重要的使命，则是抢占卫星导航稀缺频率，为中
国卫星导航事业闯出一条新路。

这次发射首次启用新建的三号发射工位，首
次使用远控模式，首次发射MEO卫星，未知因素
多，发射风险高、挑战大。北斗工程“两总”组织参
与发射的各系统工作人员扎实做好远控设备安
装调试、地面设备调试运行、发射场合练等准备
工作，深入分析风险，找出风险因素 62 个，制定
应对措施 136 条，严格把控每一个节点，确保发
射全过程受控，顺利推进发射程序。

尽管这样，由于任务紧急、时间仓促，北斗二
号首次发射依然险象环生。

星箭吊装完成后，突然发现卫星喷管不知什
么时候被撞了个小缺口。大伙儿的心一下子悬了
起来。它会影响发射吗？如果有影响，需重新更
换，推迟发射，那就有可能超过“七年之限”！

关键时刻，80 多岁的大系统总工程师孙家
栋，趴在地上慢慢爬到卫星底下，仔细查看受损
部位，凭着数十年的航天经验做出了判断：“不会
影响发射，可以继续下边的流程！”大家虚惊一
场。

哪知，离发射窗口只有 3 天了，拦路虎又冷
不丁跳了出来：卫星上的应答机出现异常。

从坐镇指挥首星发射的“两总”领导到每一
个现场测试人员，都一下子绷紧了神经。虽然深
入测试分析发现隐患并不大，导致故障的概率很
低，但是不能排除影响信号传输的可能，但“两
总”和中心领导意志坚定如铁：“所有隐患，无论
大小，必须归零！”

北斗人爬上高高矗立的发射塔架，重新打开
已经密封的星箭组合体，拆出应答机，紧急排查
隐患原因。此后的 3天，大伙儿不眠不休，神经绷
得似上箭的弓弦，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数据显示
屏，捕捉着每一个细微的变化。困得不行了，用凉
水洗把脸，醒醒脑；饿了，让食堂送个盒饭来，往
嘴里扒拉饭菜时，眼睛还一动不动盯着显示屏，
也不知自己吃了些啥。大家连续奋战三昼夜，终
于找到了隐患，把它连根拔起。这时，卫星发射已
经进入半小时准备。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离运载火箭点火只有两
分钟时，即 14 日 4 时 9 分，测试人员又发现一个
为火箭三级供气的连接器没有按规定脱落。此
时，火箭发射已不可逆转，如果连接器不能在两
分钟内脱落，火箭点火升空时必被其拉扯，给火
箭、卫星乃至整个发射场造成灭顶之灾！

所有领导、专家和工作人员的心又一下子悬
了起来。远控大厅一百多名工作人员都屏住呼
吸，静得仿佛能够听到自己的心跳，他们把目光
投向发射站站长李本琪。

李本琪，曾十几次担任火箭发射01指挥员，
次次圆满成功，被大家誉为“福将”。他真不愧是
久经沙场的“金手指”，只见他临危不乱，非常冷
静地在 1 分钟内连续下达 7 道指令。相关岗位人
员从容不迫，配合默契。连接器终于在大家焦急
的目光里缓缓脱落了！

大厅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欢呼声。掌声
刚刚落下，大厅里就传来倒计时的声音：“10、9、
8、7、6、5……”

2007 年 4 月 14 日 4 时 11 分，随着指挥员一
声“点火”命令，托举北斗二号首星的“长三甲”运
载火箭，在轰轰的巨响中，孔雀开屏般绽放出美
丽的尾焰，扶摇直上，飞向苍穹，渐渐融入黎明前
漆黑的夜色……

尽管运载火箭顺利升空，但大家的心依然悬
着、揪着。星箭会顺利分离吗？太阳能帆板能顺利
打开吗？卫星信号能顺利传回吗？全国十多家信号
接收机研制单位被召集到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在
一个大操场上，各单位把带来的产品摆成一线，等
待着在太空翱翔的北斗二号首星发回信号。

4 月 17 日 20 时，十多台接收机相继收到太
空传过来的信号，而且非常清晰！这一刻，距离频
率使用最后期限截止时间只有4小时！

它标志着北斗打赢了太空频率保卫战，北斗
使用的频段从法理上属于中国了。这意味着中国
赶上了建设卫星导航系统最后一班车！它为中国
卫星导航事业打开了一扇充满阳
光的希望之门！

“我们胜利了！”大家欢呼雀
跃，互相拥抱，整个操场沸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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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港”：北斗钟情西昌

“入地登天”的刀尖舞者：
素质过硬的北斗发射队伍

惊险开局：北斗二号首星发射

测天神眼测天神眼：：擒雷捕电钻云缝擒雷捕电钻云缝

发射窗口：一秒值千金

制
图/

刘
也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园区雕塑《后羿射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