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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球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内 2500 多家用户提供卫星资料和产品

中国气象卫星叱咤
“风云”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郭静原
6 月 5 日，
“风云二号”家族最后一
星——风云二号 H 星成功发射，代表
着我国第一代地球静止轨道气象卫星
发射任务圆满收官。该星对确保我国
静止轨道气象卫星业务的连续稳定和
向第二代静止轨道气象卫星风云四号
平稳过渡具有重要意义。
时光回溯到 1977 年 11 月，风云
一号卫星开展研制工作，拉开了风云
系列气象卫星发展的帷幕。从极轨气
象卫星风云一号到风云三号，静止气
象卫星风云二号到风云四号，风云卫
星已走过 40 多年曲折探索路，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成就。截至目前，已成功
发射 17 颗风云气象卫星，8 颗卫星在
轨运行，实现了我国气象卫星事业从
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跨越。

40 多年来，风云系列气象卫星坚持自主创新，努力实现核心技术和器件的自主可
控，已经达到国外同类卫星的先进水平。截至目前，我国已成功发射 17 颗风云气象卫
星，8 颗卫星在轨运行，广泛应用于生态文明建设、防灾减灾、应对气候变化等重要领
域，
实现了气象卫星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跨越

第八研究院 812 所建成的 KM5B 空间环境模拟试验系统。

转折：
八星在天扬眉吐气
“科学创新过程中的曲折是必然
的，但是遇到曲折后，
该怎样对待曲折
的态度是最重要的。要下决心克服曲
折，总结经验，不断前进。”风云二号工
程总设计师、年近九旬的中科院院士
孙家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
气象卫星事业得以飞速发展，靠的就
是在起步时坚持自主创新，努力实现
核心技术和器件的自主可控。
1999 年 5 月 10 日，风云一号 C 星
成功发射，在轨稳定运行达 7 年之久，
超期服役 5 年。该星实现了我国气象
卫星研制历史上由屡遭挫折到圆满成
功的完美转身，
揭开了我国长寿命、高
可靠性卫星运行历史，突破了三轴稳
定姿态控制技术等多项关键技术，翻
开了我国气象卫星事业的新篇章。
风云团队再接再厉，继续钻研其
他系列卫星的研发和应用。2004 年，
我国静止轨道气象卫星风云二号传来
喜讯——风云二号 C 星成功定点，成

为当时国内应用最为广泛的业务卫
星，世界气象组织将其列为全球气象
卫星观测网络的重要业务卫星之一。
成果来之不易。
“风云二号的研发
可以说一直都伴随着解决问题进行
的。”中国气象局国家卫星气象中心主
任杨军向记者举例，比如在研制第一
颗卫星时就碰上的消旋失锁问题，天
线在卫星旋转时容易受到干扰，造成
短 时 间 遮 挡 信 号 中 断 、信 号 强 度 衰
减。研发团队只有一个个排除干扰因
素，
为卫星运行创造良好的空间环境。
如今，风云卫星共有 8 星在天，
点亮了广袤无垠的太空。5 颗静止轨
道气象卫星在轨运行使用，形成了
“多星在轨、互为备份、统筹运行、适时
加密”的业务格局；3 颗极轨气象卫
星在轨运行使用，形成上、下午星组
网观测，可对全球和区域范围内的极
端天气、气候和环境事件开展及时高
效观测。
“风云气象卫星已广泛应用于生
态文明建设、防灾减灾、应对气候变化
等重要领域。它既能为数值天气预报
模式输送观测数据，又能为全球气候
变化研究提供科学依据，还能在第一
时间监测各种自然灾害。”杨军表示，
气象卫星资料和产品在台风、暴雨、大
雾、沙尘暴等监测预警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成为预报员监测重要天气必不
可少的手段，为各级政府防灾减灾提
供更加准确的决策信息。

合作：
数据共享服务全球

风云二号团队质量检验人员在现
场防控风险。本报记者 郭静原摄

2017 年 9 月 25 日至 28 日期间，
用户在微信启动时可以欣赏到风云四
号卫星的成像图。这颗于 2016 年 12
月发射的我国新一代静止轨道气象卫
星——风云四号 A 星整星研制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实现了我国静止轨道

本报记者 郭静原摄
气象卫星从“并跑”向“领跑”的跨
越，并开创了首颗试验卫星直接投入
业务运行的先河。今年 5 月 1 日，风
云四号 A 星正式投入业务运行，中
国以及亚太地区用户可接收包括大
气、云、沙尘、降水、辐射、闪电等
23 种数据产品。
“气象卫星发展过程中拥有的极
好条件就是，它在世界范围内的交流
非常广泛，
我们不能固步自封，
在积极
向他国学习、吸取人家的经验教训的
同时，
也要把我们好的东西对外开放，
为他国提供服务。”孙家栋说。
当前，风云系列气象卫星已经达
到了国外同类卫星的先进水平，大大
缩小了与发达国家在气象卫星等高技
术领域的差距，被世界气象组织列入
国际气象业务卫星序列，成为全球综
合地球观测系统的重要成员，同时也
是国际灾害宪章机制的值班卫星，为
全球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内 2500
多家用户提供卫星资料和产品，确定
了我国地球观测领域的国际地位，增
强了在相关国际活动中的话语权。
国防科工局、国家航天局系统工
程司副司长赵坚表示，风云二号 H 星
成功发射后，我国将对“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成员国免
费分发风云气象卫星数据和产品，将
我国赠予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成员国的
卫星云图接收站进行免费升级并提供
风云卫星气象应用技术培训，满足该
地区对静止轨道气象卫星数据获取及
应用的急需。
“我国风云系列气象卫星、美日
气象卫星与欧洲气象卫星已形成三足
鼎立的局面，目前东半球的气象预报
主要靠我国的气象卫星提供相关资
料。随着我国卫星气象应用的深入开
展，势必成为军民融合的典范。”赵
坚说。

贵阳深醒公司机器视觉技术在“2018 中国国际大数据融合创新·人工智能全球大赛”上夺冠

AI 应用引领大数据融合创新
本报记者 吴秉泽 王新伟
“2018 中 国 国 际 大 数 据 融 合 创
新·人工智能全球大赛”日前在贵州
贵阳圆满落幕。经过激烈角逐，贵阳
深醒科技有限公司最终夺冠，赢得百
万元奖金。
贵阳深醒科技有限公司以深醒
机器视觉技术应用夺冠，应用于 AI 警
务、工业机器人、AI 医疗、AI 情报分析
等领域，尤其是结合了动态人脸、静
态人像和车辆识别等技术的大数据
一体化防控平台，可为公安机关在白
名单身份甄别、黑名单罪犯追逃、案
件侦破、反恐防控、重点关注人员监
控等工作中提供动态轨迹分析的预
测、预警和布控方案。目前，该系统
已在 17 个省级公安机关得到应用。
在政策和市场的双重驱动下，我
国人工智能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

盾构机有了国产主轴承
本报记者 齐

起步：
卫星研制一波三折
20 世纪 70 年代初，中国卫星气
象事业才刚刚启动。可究竟是“自己
造卫星”还是
“花钱买卫星”，国内有两
种截然不同的声音。
一种观点是坚持走自力更生、自
主研制的道路，另一种观点则是坚持
“造星不如租星，租星不如买星”。时
任中国气象局局长的邹竞蒙力排众
议，极力倡导自主研制。正是基于此，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上海
航天技术研究院（又称第八研究院）争
取到了风云系列气象卫星研制项目，
但这条研制之路却历尽艰难曲折。
1977 年 11 月，在气象卫星工程
第一次大总体方案论证会上，确定了
气象卫星工程代号为“七一一”，并将
我国第一代极轨气象卫星命名为风云
一号，正式开启风云纪元。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八院只有两
个在研的卫星型号，风云一号和风云
二号。一间不到 8 平方米的红砖厂
房，刚够放这两颗卫星。”八院 812 所
风云二号 H 星指挥汤红涛告诉经济
日报记者，和现在的
“机场式安检”、智
能化厂房不同，那时卫星厂房内铺的
是被磨平的水泥地，没有通风系统，没
有防静电措施，人员出入靠手写登记
……由于缺乏造卫星的经验，设备工
装跟不上卫星研制的需要，费时费力，
效果也无法保证。
万事开头难，风云卫星遇到的挫
折还不止简陋的造星环境。1988 年 9
月 7 日，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我国第
一颗风云系列气象卫星风云一号 A
星在长征四号甲火箭的托举下一飞冲
天。然而，在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的云
图接收与处理工作室里,大家失望地
看到：卫星姿态发生了故障，云图正慢
慢变得偏斜，最后只留下地球的一道
弧线。风云一号 A 星升空仅 39 天，便
结束了短暂的
“生命”
。
紧随其后的风云一号 B 星同样留
下了遗憾。由于经验不足,卫星的计
算机电路芯片受空间高能粒子轰击,
产生单粒子翻转问题,引起计算机工
作失常。我国航天人为此开展了一场
长达 75 天的卫星地面营救行动，这在
世界航天史上都属罕见。
虽然这颗卫星最终只正常运行了
285 天,没能达到设计寿命要求。但
由此而积累的卫星抢救技术，获得原
航空航天工业部一等奖、国家重大科
技成果二等奖。之后，相关技术汇编
成册,为我国后续卫星可靠性设计和
排故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参考。

技术指标部分超过国外同类产品

“智能+”新技术、新模式不断涌现，推
动智能制造、智慧物流、智能安防等
应用升级。据中国信通院发布的
《2017 年中国人工智能产业数据报
告》显示，2017 年我国人工智能市场
规 模 达 到 216.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52.8%，预计 2018 年市场规模将达到
339 亿元。
英特尔中国研究院院长宋继强
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未来还有很大
的增长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预测，
到 2020 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
规模超过 1500 亿元，带动相关产业
规模超过 1 万亿元。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
副院长曲大伟表示，人工智能产业链
任何层级、任一环节的创新，都将带
来巨大的商业价值。
“ 这是一片广阔

的、甚至无限的蓝海。”
在此背景下举行的“2018 中国国
际大数据融合创新·人工智能全球大
赛”历时 150 天，设置了美国硅谷、以
色列特拉维夫、中国北京 3 个国际赛
区以及华东（上海）、华中（杭州）、华
南（深圳）3 个国内赛区，来自 15 个国
家和地区的 1116 个项目团队上演了
一场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比拼。
“2018 中 国 国 际 大 数 据 融 合 创
新·人工智能全球大赛”组委会负责
人介绍，本次大赛的参赛项目既有作
为基础支撑的人工智能芯片设计，如
存算一体人工智能芯片；也有能广泛
应用于各种行业的人工智能通用技
术，如能像人类一样识别人的基于主
动双目结构光的 3D 人脸识别技术；
还
有直接作用于端产品的人工智能产业

应用，如利用遥感大数据实现人工智
能读图，
“充分展现了人工智能在引领
全面融合方面的潜力与实力”
。
据悉，参加“2018 中国国际大数
据融合创新·人工智能全球大赛”的
部分优秀项目，已获得中国人工智能
开放创新平台的入驻资格。该平台
是全国首个集政产学研用于一体、跨
领域全产业的人工智能创新综合服
务体，能为全球各类人工智能创新创
业团队、企业、社会组织提供安全可
靠的英特尔软硬件技术研发支撑。
贵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徐昊
表示，贵阳将全力打造人工智能创新
创 业 生 态 ，为 项 目 产 业 化 提 供 持 续
的、完善的配套服务，发挥国家大数
据综合试验区先行先试的优势，推动
大数据融合创新生态圈建设。

慧

6 月 7 日，由中铁隧道局、洛
阳 LYC 轴承有限公司联合研制
的国内首台成功应用于施工的国
产盾构机主轴承在安徽合肥通过
专家组评估验收，标志着国产盾
构机主轴承已经具备替代进口主
轴承的实力，盾构机核心部件中
国造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这一消息对我国盾构机行业
发展具有双重意义。首先，主轴
承被称为盾构机的“心脏”，承
担着盾构机运转过程的主要载
荷，是刀盘驱动系统的关键部
件。此前，我国盾构机已接近世
界先进水平，但最关键的主轴
承 全部依赖进口，每年仅主轴
承进口费用就要 10 亿元，成了
“卡脖子”技术。在此次论证
中，专家组成员一致认为，国产
盾构机主轴承在工程应用中运行
平稳可靠、技术指标达到或部分
超过了国外同类产品，能够满足
工程使用要求。
其次，
作为一种短使用周期、
高价值成本设备，盾构机国内保
有量已近 2000 台，且每年还在
以 200 台的速度增长。随着现有
盾构机“老龄化”不断加剧，大量
盾构机面临性能下降严重、使用
成本不断增加甚至报废的问题。
此次装备国产主轴承的盾构机是
由中铁隧道局再制造的产品。从
2016 年 11 月 投 入 现 场 使 用 到
2018 年 3 月完成施工任务，盾构
机累计掘进 2369.65 米，最高月
掘进 397.5 米，性能达到盾构机

新机水平，大大延长了盾构机的
使用寿命，
降低了使用成本。
“这样的成果来之不易，是
国内盾构机行业多年不懈努力的
结果。”中铁隧道局副总经理陈
建介绍，中铁隧道局此前已推动
实现了盾构机主驱动减速机、管
片拼装、泡沫添加剂及壁后注浆
等关键技术国产化，但作为核心
部件的主轴承一直依赖进口。洛
阳 LYC 轴承有限公司在上世纪
80 年代就开始盾构机主轴承国
产化研究。2007 年，洛轴开始
承担国家 863 计划先进制造技术
领域“全断面掘进机关键技
术”——土压平衡盾构机主轴承
研制工作，在盾构机主轴承设计
分析技术、精密加工工艺等方面
取得重大技术突破，并独创了异
种金属保持架焊接工艺技术，掌
握了盾构机主轴承设计、检测、
制造等核心技术。
在此基础上，中铁隧道局联
合洛轴组建了“大直径复合盾构
机主轴承研制”科研团队，开展 6
至 9 米盾构机主轴承研制。2016
年 9 月，联合研制的盾构机主轴
承通过出厂验收，并在中铁隧道
局承担施工的合肥轨道交通三号
线进行工业性试验。2018 年 3
月成功完成施工任务。
“下一步，
我们将进一步优化
盾构机主轴承的研制水平，
开展盾
构机主轴承再制造、
状态检测及评
估工作。
”
洛阳 LYC 轴承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高级工程师周琳说。

苏州黄埭高新片区举办创新发展大会

工业重镇欲建科技新城
本报记者 周明阳
黄埭高新片区是江苏省苏州
市相城区“五大功能片区”之一。
近年来，相城区抢抓创新发展机
遇，
规划建设五大功能片区，
其中
作为重要引领区的黄埭高新片区
充分利用自身在区位、平台、空间
等方面的优势，融入区域发展大
局，加快打造科技产业新高地。
2018 江苏黄埭高新片区创新发
展大会近日举办，黄埭这个曾以
相城区 10%的区域面积、产出全
相城 40%工业产值的工业重镇
将以创新发展大会为契机，大步
向更具活力的科技新城迈进。
2016 年 5 月，相城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获江苏省政府批准筹
建，与黄埭镇合署办公，实行“区

镇合一”管理发展机制。两年来，
这个省级高新区一直坚持高起点
规划引领产城融合、高标准建设
科创平台载体、高效率推进产业
优化升级、高品质打造宜居生态
环境，
已经成长起江南高纤、金宏
气体、科斯伍德等 18 家上市（挂
牌）企业。
在创新发展大会现场，中国
民生投资集团、苏州科斯伍德油
墨等一批产业基金平台项目和苏
州智享众创、常州威航信息科技
产业等一批科技创新平台项目相
继签约入驻黄埭高新片区。黄埭
高新片区正逐步建立起园区与企
业需求、政府指导和市场运作充
分结合的创新协同新机制。

全球首条类六代全柔性
显示屏大规模量产线投产
本报讯 记者喻剑报道：总
投资约 110 亿元的全球首条类六
代全柔性显示屏大规模量产线日
前在深圳柔宇国际柔性显示基地
投产。
2017 年，柔宇科技有限公司
提出“柔性+”理念，即把柔性电
子打造成平台型技术，广泛应用
到各行各业，与人工智能和万物
互联深度融合发展。目前，柔宇
科技的柔性电子技术已应用在消
费电子、智能交通、智能家居等多
个行业，为用户带来全新的产品
设计方案和体验。

据介绍，柔宇完全自主研发
的全柔性显示屏量产线良率更
高，
投资成本更低，
产品的柔性和
显示性能更加优越。
与国内外企业以往投产的产
品主要生产平面型、固定曲面柔
性 AMOLED 不同，柔宇科技全
球首条类六代全柔性显示屏大规
模量产线生产的全柔性显示屏在
用户手中也可以实现弯曲、折叠、
卷曲，
且卷曲半径小，
可广泛应用
于智能穿戴、手机、平板电脑等产
品以及智能交通、运动时尚、建筑
装饰、机器人等各行各业。

柔宇科技全球首条类六代全柔性显示屏大规模量产线。
本报记者 喻 剑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