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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8 日，记者从第七届中国卫星
导航学术年会上获悉，截至目前，我国
已成功发射五颗新一代北斗导航卫星，
2018 年之前预计发射 18 颗左右卫星，
到 2020年形成全球服务能力。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就像我们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水、电资源一样，是国家重要
信息基础设施。自开通运行以来，该系
统不仅为服务经济民生作出突出贡献，
也应用在部队战备、训练等各个领域和
各项任务中，对深化军事斗争准备、推进
信息化建设的支撑作用日益显现。

技术保障国防安全

如果在一个你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
驾车行驶，忽然导航信号消失了，该怎
么办？这种情况发生在生活之中尚且不
能忍受，如果一旦威胁到国家安全更将
是致命打击。

“卫星导航作为国家重要战略资源，
必须依靠自主研制。”据中国卫星导航系
统管理办公室主任冉承其介绍，近年来，
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始终保持
基础产品自主可控，基于北斗系统及多
系统兼容的应用基础产品和技术接连实
现新突破。特别是在核心部件芯片的研
制方面，始终将主动权握在自己手中。
经过几年的努力，其研制的芯片功能性
能与国际一流水平基本相当，实现了自
主北斗芯片、模块应用规模从零到千万
量级的突破，已形成覆盖完整、门类齐
全、自主可控的北斗产业链。

如果说研制自主可控的导航系统是
为了不被别人牵住“牛鼻子”，那么北
斗卫星导航系统在服务模式上创新的短
报文通信功能则做到了反牵“牛鼻子”。

据了解，北斗卫星除了提供与 GPS
类似的无源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外，
在我国及周边地区，还保留了北斗卫星
导航试系统独有的短报文通信功能，使
用户不仅实时知道自己的位置，还可以
通过短报文通信告诉别人自己的位置，
这既帮助用户快速实现自身定位，还实
现了位置信息的交互共享。特别是在灾
害发生的情况下，如果作为生命线的通
信设施被完全破坏，北斗的短报文通信
功能就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战争中，短报文通信功能让我们
不仅知道自己的位置，还能向友邻和上
级报告我们的位置和时间校准等数值。
用我们测绘语言来讲，就是时间基准和
空间基准的问题，这对作战是非常重要
的。”解放军某测绘部门人员介绍说。

除了导航、通信以外，北斗的另一
个重要功能是授时。多年前，中央军委
就曾签发命令，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标
准时间，通过北斗系统发播全军，达到
了上百万年误差小于 1 秒的世界先进水
平。作为联合作战和精确打击基础的高
精度，统一时间基准也取得了重大突破。

据介绍，联合攻击炸弹之所以能够
精确地打击目标，就是因为其通过卫星
定位和高精度授时来对目标进行多维锁
定。而在民用领域，精度授时的概念对
金融和电力等部门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创新拓展行业应用

近年来，无人机的使用热度持续升
温，其数量与型号让人眼花缭乱，有些
用途也变得越来越离谱，无人机无证驾
驶的“黑飞”现象，给低空空域带来安
全隐患。

在本届卫星导航学术年会展厅现
场，“国内首套诱骗式民用反无人机系

统”赢得了与会专家的青睐。这一系统
通过全面干扰、压制、欺骗甚至接管无
人机核心导航系统，有效实现了无人机
防护区的自动划设及“黑飞”无人机的
管控捕获。

据研发团队介绍，该系统采用独特
的非接触诱骗技术，能够为特定区域构
建全天候电子防护区，有效防止“黑
飞”无人机入侵。同时，还可以通过非
接触诱骗方式对“黑飞”无人机进行电
子驱离和迫降捕获。“该系统一旦应用
于重要军事区域，将会大大提高安全可
靠性。”团队负责人介绍说。

信息化时代，无论是在军事行动还
是日常生活中，人们对精准的定位服务
要求已经越来越高。而在本届北斗学术
年会上，由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和阿
里巴巴集团共同推出的“互联网＋位置

（北斗） ”，通过北斗地基一张网的整合
与建设，构建了位置服务云平台，将满
足国家、行业、大众市场对精准位置服
务的更高需求。

另外两款产品“千寻知寸”和“千
寻见微”，则可以提供从厘米级到毫米
级的定位服务，这种精度不但对自动驾
驶、精细农耕、驾考驾培具有广阔应用
范围，将来在无人机等军事领域和自然
灾害监测方面都将展现更大作为。

北斗导航专家李东航认为，未来北
斗军用市场将会从目前单一的独立产
品，逐渐以嵌入化的方式介入军方信息
化建设。也就是说，北斗军用采购形态

上，不是作为一个独立设备独立装置，而
是作为一种通信系统或者人员安全保障
系统，甚至直接结合到武器的保障当中。

近年来，全军围绕北斗作战应用，
已初步构建了北斗应用和服务保障体
系，实现了北斗态势掌控、短信指挥、
作战保障能力的综合集成。北斗卫星导
航系统已逐步融入现役指控系统和武器
平台，并全面运用到部队战备、训练等
各个领域和各项任务之中，对深化军事
斗争准备、推进信息化建设的支撑作用
日益显现。

智慧助力效率跃升

国防动员直接影响战争的进程和结
局。受数据采集不同网、网络系统不融
合、潜力数据不共享等因素影响，国防
动员在适时感知、智能指挥、精准调控
等方面一直存在突出问题。

为破解改革难题，近年来，国防动
员系统广大官兵积极贯彻军民融合国家
发展战略，以北斗产业跨越发展为契
机，大力推动“北斗+国防动员”建
设，有效破解国防动员领域的难题。

去年 7 月，江西省军区到新余组织
民兵应急分队整组点验。接到任务后，
通信参谋刘辉操作“智慧动员”系统，
采取任务分解、数据挖掘、卫星定位的
方式，统计分析出分宜县辖区内所有的
应急分队当前状态情况，实力数、在位
数、可出动数一目了然。

谈起“智慧动员”系统给国防动员
领域带来的新变化，新余军分区政委陈
正峰深有感触：“智慧动员”充分运用

“北斗”卫星定位、移动宽带视频、应
急机动指挥等先进技术手段，根据任
务、情况危急程度，精准调控动员兵
力、物资和行动，实现对平时和战时动
员的严密组织、精准协同和直达配送，
极大提高了国防动员效率。

黑龙江省军区边防某部官兵也尝到
了“北斗＋”国防的甜头，他们驾驶新
改装的巡逻艇在千折百回的界河上执行
水上巡逻任务，所负责的 200 多公里管
段不到半天就巡查完毕。艇长邓波告诉
记者：“有了新加装的卫星定位终端、
电子江图等信息化设备，再也不用担心
船艇触礁搁浅，巡逻效率大幅提升。”

对于运输船、巡逻船、交通艇等边
防船艇，航标位置的精确程度直接影响
作战效能。记者了解到，为了确保水面
巡逻不留死角、不越界，很多部队加装
了北斗导航系统、现代化电台等模块，
实现上下级指挥实时畅通、巡逻区域实
况传输、船艇工况同步反馈。

未来信息化战争，战场消耗大，对
人员、物资装备精准调控提出了更高要
求。为了让物品“开口说话”，他们还
充分利用北斗定位等先进技术，为每一
件装备物资制订“身份标签”，随时清
楚“有什么、有多少、在哪里”。“北
斗＋国防为打赢信息化战争提供了有力
支撑。”北部战区边防某部官兵说。

对应急救援而言，时间就是生命。5
月16日，河北省秦皇岛军分区在渤海湾海
域组织救援演练。编组后首次执行任务
的全国首支海上民兵直升机救援分队比
船舶水面救援分队救援时间缩短约80%。

5 时 40 分许，位于秦皇岛西南方约
100 海里处，一艘渔船被某轮船“撞沉”，
造成 3 人落水，其中两人头部“受伤”，请
求救助。6 时，该军分区编组的直升机救
援分队收到救助信息，救援分队在军分区
的指挥下迅速启动直升机紧急医疗服务
模块。只见一名技师没有借助任何额外
工具，便快速卸下客舱坐椅，换上存放在
行李舱的担架，飞行员和机组人员也很快

做好了出动准备。6 时 20 分，改装完毕
的直升机快速升空，直飞任务海域。

事发海域现场，风高浪急，能见度较
差。机组人员结合电子海图，判明渔船位
置、找到落水人员。直升机稳定悬停后，
机组人员经过 15 分钟的紧张作业，成功
运用绞车下放救生员，用吊具把 3 名遇险
人员救到直升机上后返航。期间，机组人
员对“受伤”人员进行紧急抢救。8 时 10
分，直升机返回机场，“伤员”被转移至医
院接受下一步治疗。

“随着海洋开发的不断拓展，海上发
生险情的不确定性加大。同时，支援保
障海上联合作战，也对海上救援能力提

出了更高要求。”军分区领导介绍，为增
强平时海上救援和战时海上综合救护能
力，今年 1 月，该军分区与秦皇岛雨燕通
用航空有限公司协调，组建了海上民兵
直 升 机 救 援 分 队 ，并 预 编 了 两 架 直 升
机。这支救援分队拥有一支飞行、机务、
运行控制、安全管理等航空专业团队及
管理团队，除海上救援外，在应急应战中
还可担负空中巡查、火险巡查扑救、紧急
物资运送等任务。

记者还了解到，该军分区几年前曾依
托中央直属的专业海上救助队伍——北
海救助局秦皇岛救助基地编组了 80 人的
海上民兵应急救援连，预编了全天候救助

艇、水下拖曳式侧扫声呐、生命探测仪、等
离子切割机等先进装备。海上民兵直升
机救援分队组建后，将与海上民兵应急救
援连按照“远近结合、特大救助与应急救
助分工有序”的使用原则划分救助范围，
实现军分区海上救援力量从单一的船舶
水面救助到海、空立体救助体系的突破。

“下一步，该分队直升机可直接在医
院停机坪起降，进一步提高救援效率。”据
军分区领导介绍，伴随京津冀医疗一体化
进程，为给海上民兵直升机救援分队开辟
医疗救援绿色通道，秦皇岛市 4 家市属医
院将在不久后建成直升机急救停机坪，目
前已完成协调对接工作。

在 去 年 深 圳 光 明 新 区
“12·20”滑坡抢险现场，一名
武警救援战士在刚刚打通的生
命救援口，将被困 67 个小时的
幸存者、19 岁的田泽明安稳放
置在救援担架上，这一幕至今
让亲历者记忆犹新。

这个托起生命的身影，就
是武警水电一总队三支队特勤
班班长贺勇。他从事专业搜救
3 年，在多种复杂环境中进行
过实战，总结出“定位搜救三步
法”成为救援行业教材，被誉为

“救援尖兵”。
在“12·20”滑 坡 抢 险 现

场，面对建筑物随时可能垮塌，
活动作业空间狭小，打通救援
通道难度极大的情况下，贺勇
第一个利用破碎镐破碎、液压
钳切割、液压顶撑器支撑等方
式，逐层清除倒塌建筑物。发
现被困人员大致位置后，他不
顾个人安危，只身爬入建筑物
底层清理坍塌，经过 10 多个小
时的艰苦挖掘，成功救出唯一
幸存者。

贺勇说：“生命救援，关乎
生死，干这一行光靠勇气不行，
必须要有过硬的专业技能。”
2012 年 12 月，贺勇入伍来到
水电部队。只有高中文化的
他，当时对生命搜救一窍不通，
所有的专业技能都是从零学
起。每天训练结束，他便一头
扎进图书阅览室，枯燥的专业
术语书一翻就是几个小时。

为直观了解实地救援，贺
勇反复观看水电部队、兄弟单
位和国外参加救援的视频资
料，将近百种人员搜救技战法
烂熟于心。凭着这股不服输的
劲儿，他很快成了救援中队的技术能手。2014 年 10 月，
全水电部队组织专业技术大比武，他从参赛选手中脱颖
而出，创造性地使用生命探测仪“点面结合”探测法，将精
度提升到 0.5米，取得第一名。

熟悉贺勇的人都知道他的执著。2014 年 2 月，他去
北京地震救援基地培训，每天下课后，他都缠着授课专家
请教各种专业问题。有人打趣：“一个小兵，掌握好基本
技能就行了，整天琢磨这些理论有啥用？”

贺勇却并不这么认为：“不搞清楚这些基本原理，就
很难用好这些设备，也不能练就过硬的技能和招数。”他
的话很快得到验证。一个月后，正在建设的南宁地铁 1
号线西乡塘站因雨水冲刷，导致施工区域覆盖式塌方，
2000 余方泥土掩埋了整个洞口，3 名来不及撤出的工人
被埋。当官兵们赶至事发现场时，看到一根直径 2 米的
水泥柱涵管把洞口牢牢封住。见此情景，有人断言已无
生命迹象的可能，就连现场地震专家都迟疑不定。通过
现场技术分析，贺勇大胆推测，认为水泥管破坏面积虽
大，但从受力点来看还存有空隙，被困者应该有生还可
能。很快，他和战友们选择了刁钻区域进行破拆，4 小时
后，第一名被困者的呼救声从通道口传出。不到 6 小时，
3名被困者全部获救。

中队有一台价值 800多万元的德国进口全地形地震
救援车，操作难度非常之大，包含了雷达、声波、破拆、顶
撑等 155 件专业搜救装备。贺勇当班长后，不仅全部掌
握使用功能，更是带着这套设备先后参加广西区地震救
援联合演练、“卫士—15”演习、深圳“12·20”滑坡抢险等
急难险重任务 7 次；在组织专业训练时，由于声波生命探
测仪抗干扰性能小、信号捕捉能力差，一些同志对此项科
目产生厌训情绪。贺勇自己摸索，分别在夜间、雨地、山
区、闹市等环境进行试验，创造性的总结出憋气、喊叫、小
声说话等训练方式，极大提高了操作手捕捉生命探测仪
信号的能力。在贺勇带领下，全班人员个个都能熟练操
作救援设备的第四代雷达、声波和蛇眼三种生命探测仪，
以及破碎镐、液压钳、切割机等上百套专业搜救装备。

在一次次实战中不断淬火，贺勇逐步摸索出人员搜
救、混凝土破拆和钢筋切割等课目连贯组织实施方法，成
为水电部队学习“成才标兵”。他带领的小组按照实战标
准总结出 23种不同条件下的生命迹象探测方法、12种快
速破拆小技能、6 种心理疏导小常识，被专业搜救团队推
广，他个人荣立二等功。

文/史志强 李 斌

□ 本报记者 姜天骄

“中国精度”嵌入国防建设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支撑国防信息化建设发展

出发，民兵直升机救援队
本报记者 姜天骄 通讯员 王 赫

专业救援尖兵

人民忠诚卫士

—
—记武警水电一总队三支队特勤班班长贺勇

5 月 18 日至 20 日，第七届中国卫星导航学术年会在长沙举

行，中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 2000 多名卫星导航系统官员和

国际知名专家学者就卫星导航领域最新进展和发展趋势进行探

讨交流。相关企业和单位也纷纷展示自己的最新产品。

上图 国防科大率先发力北斗导航检测，致力军民融合深

度发展。图为其在本届年会上展出产品。

右图 年会展出国内首套诱骗式民用反无人机系统，赢得

与会专家青睐。 本报记者 姜天骄摄

近年来，随着海洋经济的不断发展，海洋渔业、矿产

和依托海洋孕育而生的各种破坏性开发日趋增多。为有

效遏制此类行为的发生，更好地探索建立海上跨省联合

执法，提高海上综合管控能力，更有力地打击海上违法犯

罪行为，5 月 19 日起，江苏海警组织多艘舰艇编队远赴山

东青岛，与山东海警二支队联合开展为期三天的海警业

务交流，探索建立海上跨省联合执法、制止越界捕捞和资

源开发、加强舰船编队和远航执勤训练等机制，进一步提

升苏鲁交界海域执法执勤和综合管控能力。图为江苏海

警和山东海警官兵正在某舰艇机舱里探讨交流机器保养

问题。 苏红锋摄影报道

海警勤务联动 提升海上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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