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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站 ▏浩瀚太空 中国筑巢

随着网购成为中国“新四大发明”之一，“风里雨里
快递员等你”的快递小哥融入了我们的生活日常。可
是，你见过往天上送东西的快递小哥吗？

4月27日，在393公里外的太空轨道，天舟一号与天
宫二号顺利完成自动交会对接，为后者实施了推进剂加
注，天舟一号这个“太空快递小哥”送单成功。这是中
国自主研制的货运飞船与空间实验室的首次交会对接，
标志着中国稳步迈进“空间站时代”。

空间站，是在近地轨道长时间运行、可供多名航天
员巡访、长期工作和生活的载人航天器。20 世纪 70 年
代，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第一个宇宙空间站——“礼炮
一号”，从此开启了各国建设空间站的时代。自1992年中
国载人航天“三步走”战略实施以来，中国空间站研制
进展顺利。

天舟一号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突破和验证了空间站
货物运输、推进剂在轨补加等关键技术，是中国载人航天
工程“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二步收官之作，引来外媒纷纷点
赞。德新社将中国发射首艘货运飞船形容为“巨大跨越”，
指出中国成为第四个拥有自己货运飞船的国家，同时向建
成自己的空间站的目标又迈进了一步。俄罗斯宇航科学院
专家亚历山大·热列兹尼亚科夫在接受俄罗斯卫星网采访
时说，天舟一号的成功发射是中国航天向建设轨道空间站
迈出的“巨大一步”，这在国际航天界也是一个令人瞩目的
事件，“我们见证了另一位重要选手的崛起”。

据中国进入太空第一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副主任杨利伟介绍，中国载人空间站计划到2022年前后
完成在轨组装并投入运营，开展较大规模的空间科学实
验与技术试验。中国空间站总体构型是三个舱段，由一
个核心舱、两个实验舱组成，每个舱都是20吨级，整体
呈T字构型。核心舱有5个对接口，可以对接一艘货运飞
船、两艘载人飞船和两个实验舱，另有一个出舱口供航
天员出舱活动。

为加强国际合作，中国空间站也会向国际开放空间
科学载荷实验资源。目前，中国已与联合国签署了框架
协议，其中包括外国航天员可搭乘中国载人飞船登上中
国的空间站等内容。

探索宇宙是人类共同的理想，国际合作是航天探索
的主流，中国作为航天大国已成为全球航天合作中不容
忽视的重要力量。

高分卫星 ▏中国“天眼”综观全球

现如今，在甘肃，农民可以快速提取枸杞、红枣、
硒砂瓜等农作物信息，掌握种植情况；在江西，
管理者足不出户就可以实现鄱阳湖水资源管理、
旅游资源开发；在西藏，工作人员也不必在恶劣
环境下翻山越岭去进行生态保护、资源勘探……
这一切都得益于高分专项工程的实施。

高分专项工程，是中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
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年） 的16个重大科
技专项之一。自 2010年批准实施以来，中国已经
陆续发射了一系列卫星，在浩瀚天
际组建了中国的“高分家族”，被
称为“天眼工程”。

2013年4月高分一号卫星发射
成功，它的全色分辨率是2米，路
上的斑马线、小汽车还看不清楚。
2014年8月发射的高分二号卫星将
中国遥感卫星空间分辨率带进“亚
米时代”，它的目光更加锐利，甚
至能看清黄浦江上的浪花。2015
年 12 月发射的高分四号是我国首
颗地球同步轨道高分辨率光学成像
卫星，这只“天眼”能对目标区域
长期“凝视”，还能从3.6万公里外
看见大游轮。2016年8月发射的高
分三号是唯一一颗雷达卫星，这只

“不畏浮云”的“天眼”具有全天
时全天候的成像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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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年来，大熊猫、青花瓷、中国功夫和戏曲，一度成为外国人脑

海中关于中国的主要印象。而最近一项针对20国青年的调查显示，高
铁、网购、支付宝、共享单车已经荣升为在华外国人心目中的中国“新
四大发明”。

与上述早已走进人们日常生活的中国名片不同，近年来，中国高科
技研究成果也取得了长足进步。已全面启动的载人空间站工程、被称为

“天眼工程”的高分卫星、解答了爱因斯坦“百年之问”的中国量子技术
……这些航天重器不仅展现了中国智造的雄厚实力，而且正作为中国的
新名片走向全球。

近年来，中国航天不断突破“新高
度”，在浩瀚宇宙中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
比如，过去5年，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共完成
86 次发射任务，将 100 多个航天器成功送
入预定轨道，发射成功率达 97.67%。再
如，去年中国火箭发射次数也首次超过美
国，跃居世界首位。而载人航天、月球探
测、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高分辨率对地观
测系统等一系列重大工程，也都进展顺
利，成果丰硕。

与此同时，中国航天对整个国家乃至
世界的深层次影响不断提升，也达到了一
个新的“深度”。

首先，航天事业成为中国科技发展的
“增长极”。通过北斗卫星、天宫二号、神
舟飞船等一批重大航天工程的实施，中国
航天事业不仅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国家名

片，冲上一个又一个科技高峰，更有效促
进了科技前沿的创新发展，切实带动了国
家科技的整体进步。一项数据显示，近年
来，中国开发使用的 1100 多种新材料中，
80%是在航天技术的牵引下研制完成的，北
京奥运会火炬点火技术、煤化工核心装备
气化炉技术等都源于航天领域。可以说，
作为中国科技事业的排头兵，中国航天已
经成为带动中国科技水平提升的增长极。

其次，中国航天广泛造福民生领域。
“航天云网”工业互联网平台、“快舟系

列”商业航天发射计划、“设备精灵”物联
网全局管理系统……近年来，“高高在上”
的中国航天技术不断“飞入寻常百姓家”，
从北斗导航系统到“天眼工程”的高分专
项，到实践十三号高通量通信卫星……一
系列普惠民生的航天项目不断改善民众生
活，为国家发展和改善民生作出巨大贡献。

最后，中国航天惠及世界。深化国际
合作一直是中国航天事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几十年来，中国载实现自身“航天
梦”的同时，也助力其他国家的航天事业

“美梦成真”。以卫星发射为例，截至目
前，中国累计已完成 55次国际商业发射服
务，包括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白俄罗
斯、老挝、委内瑞拉等多个国家，都曾接
受过中国航天的发射服务，这些卫星都有
效带动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如今，中
国卫星载走出去的过程中积累了良好口
碑，安全性好、成功率高、报价实惠已经
成为中国发射服务的代名词。

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中
国不懈追求的航天梦想。面向未来，中国

航天事业还有许多“大动作”。比如，正在
开展的重型运载火箭关键技术攻关，以火
星探测、小行星探测、行星穿越探测等为
代表的深空探测工程，备受关注的“探月
工程”，以及重型运载火箭的研制等。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航天不仅
“翱翔天宇”，也会“脚踏实地”，让中国航
天事业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
上服务和增进人类福祉。

中国航天：新高度、新深度
卢泽华

“天眼”看地球，“慧眼”识九州。高分专项不仅是天
眼工程，更是创新工程、应用工程。

2016 年 3 月，“高分应用综合信息服务共享平台”上
线，截至 2016年 7月，高分卫星数据已在 18个行业、1800
多家单位得到了广泛应用。今年4月，《2017中国高分卫星
应用国家报告》 发布，国防科工局重大专项工程中心主任
童旭东介绍，这标志着高分卫星应用国家整体能力初步形
成。目前，高分卫星和其他国产卫星结合替代国外卫星数
据，已使中国卫星数据自给率达80％。

高分专项还走出国门。中国国家航天局曾应亚太空间
组织的请求，及时向巴基斯坦提供了该国地震灾区的影像
数据，还与埃及协商建立中埃联合对地观测数据与应用中
心，支持委内瑞拉地面站完成有效接收测试，促进中国高
分专项“走出去”在世界各地“落地”。可以预见，今后，
中国“天眼”将综观全球。

墨子号 ▏量子革命 中国领航

近百年前，两位物理学界的先驱人物，阿尔伯特·爱因
斯坦和尼尔斯·玻尔，围绕量子纠缠是否存在发生了一场论
战，留下了量子纠缠是否只是一种“鬼魅般的超距作用”
这一量子力学难题。

一百年后的今天，中国给出了答案。2017 年 6 月 16
日，中国科学家团队利用墨子号量子卫星在国际上率先成
功实现了千公里级别的星地双向量子纠缠分发，回答了爱
因斯坦的“百年之问”。

量子纠缠，就是处于纠缠状态的两个量子，即使相距
甚远，也能像心灵感应一般同时发生状态变化。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潘建伟教授及其同事彭承志等组成的研究团队，
通过与青海德令哈站和云南丽江站两个地面站建立光链
路，以每秒 1 对的速度在地面超过 1200 公里的两个站点间
建立了量子纠缠，证明了量子纠缠的存在，相关论文登上
了美国《科学》杂志的封面。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量子技术专家塞思·劳埃德评价这项
工作是纠缠分发技术的一个真正突破。美国波士顿大学量
子技术专家亚历山大·谢尔吉延科也说：“这是验证量子力
学有效性的又一个决定性步骤，其结果对现代量子物理学
发展的影响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为过。”

紧接着，潘建伟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成功实现了从卫星
到地面的量子密钥分发和从地面到卫星的量子隐形传态。
至此，刚刚服役一年有余的“墨子号”，作为中国自主研制
的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圆满完成了量子纠缠分
发、密钥分发和隐形传态这三大科学实验任务。

墨子号取得的系列成果使世界为之震惊。新世纪以
来，各国加大了量子科学投入力度，美国发布了新的量子
科研计划，欧盟、日本也在加紧研究，“第二次量子革命”
竞争激烈。“国际上确实存在量子科研竞赛。”加拿大滑铁

卢大学量子技术专家延内魏因
说，“但中国团队已克服了好几
个重大技术与科学挑战，清楚表
明他们在量子通信领域处于世界
领先地位。”

以量子卫星的最新实验成果
为代表，中国华丽转身，一举挺
进量子研究的最前沿。“这标志
着我国在量子通信领域的研究，
在国际上达到全面领先的优势地
位。”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这
样评价。

从两千多年前墨子和学生做
成小孔成像实验，验证了光沿直
线传播的特点，到今天墨子号系
列 成 果 引 领 “ 第 二 次 量 子 革
命”，量子科学领域有望成为中
国对外的新名片，闪耀世界。

▼ 6月15日，航拍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内的长
征七号运载火箭发射塔架 （左） 与长征五号运载火
箭发射塔架。 新华社记者 杨冠宇摄

◀ 4月24日，在陕西西安西北

工业大学举行的“中国航天日”

科普宣传周上，参观者听取载

人空间站模型介绍。

新华社记者 刘 潇摄

7月21日，小朋友在“天宫二号”模型里体验利用VR
技术进行太空遨游。

龙 巍摄 （人民视觉)

◀ 高分三号接收到的天津影像 （2016年8月
20日接收）。

国防科工局供图 （新华社发）

▶ 2016年12月10日，“墨子号”量子

科学实验卫星与阿里量子隐形传态实验平

台建立天地链路。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摄

▼ 中国载人空间站。
新华社记者 王永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