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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7年11月5日首次发射北斗三
号组网卫星以来，在工程7大系统、300多
家参研参建单位、10余万名科研人员的共
同努力下，仅两年多时间，已连续成功实施
18次组网发射，将28颗北斗三号组网卫星
和2颗北斗二号备份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
道，以平均每月发射1.2颗卫星的高密度，
刷新了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组网速度的世界
纪录。

智慧管理 高效组网

早在上世纪80年代，考虑到当时的经
济实力、技术水平和快速投入使用的需求，
我国通过充分论证，抛弃了国际上惯有的
一步建成全球组网系统的路线，采取“先区
域、后全球”的三步走战略。

在目前已发射入轨的 24 颗中圆地球
轨道卫星中，14颗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所属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抓总研
制，10颗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
院抓总研制。工程有关负责人介绍，北斗
三号全球系统研制期间，通过强化产品多
家布局，组织多方同步攻关，极大调动了各
方资源力量，极大促进了优势互补、协同共
进，极大加速了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推动形
成了良性互利的发展局面，为确保北斗三
号全球系统快速高效组网发挥了重要作
用。这是北斗系统创新工程管理模式的重
大举措，是推动重大航天工程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益探索。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们成就事业的
重要法宝。”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
属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逐步摸索出航天项
目群管理模式。他们遍寻“能人”，利用国
内最先进的科技成果和最优质的材料、技
术、产品进行系统集成，实现总体优化。在
全国一盘棋的大协作下，北斗导航系统各
个环节才得以高效运转，资源才得到有效
整合。

重大核心技术和关键产品是买不来
的。北斗国产化推进之初步履维艰，北斗
人不惜花费超过其他卫星3倍多的时间反
复验证、测试、迭代，并主动帮助生产厂家
改进技术和管理流程，毫无保留地传授经
验。北斗三号工程副总设计师、卫星首席
总设计师，曾任北斗二号卫星总设计师的
谢军回忆道，“那段时间只要一下班，我就
跑去厂家现场‘督战’。有时做产品试验，
我甚至守在一旁36小时不合眼”。

“发展的路子走得有点弯、有点长，但
是符合国情和发展需要，节拍与国民经济
的步伐完全一致”，北斗一号卫星总指挥李
祖洪说。“三步走的战略确保我们至少提前
10 年用上了北斗，满足了我国的实际情

况，是中国的首创”，北斗一号卫星总设计
师范本尧说。

从北斗一号数年研制一颗星，到北斗
二号3年研制15颗星，再到北斗三号3年
并行研制20颗星……在北斗发展进程中，
一组组数据充分反映了北斗团队的高效。
为突破发射高峰期集中交付产品压力大的
瓶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五院打破常
规，提前策划先期投产方案，根据产品的成
熟度进行分类，有重点地提前投产，极大缓
解了承研单位的压力，保障了产品质量安
全。这些创新举措也极大提升了北斗三号
的组批生产效率。

2003 年，北斗一号系统建成，这使我
国成为继美、俄之后第三个拥有自主卫星
导航系统的国家；2012年12月27日，北斗
卫星导航系统正式提供区域服务，北斗系
统成为国际卫星导航系统四大服务商之
一；2018年12月27日，北斗三号基本系统
部署完成；如今，北斗三号完成了全球系统
核心星座部署……步步为营、久久为功，北
斗正将三步走的战略路径逐步变为现实。

独特星座 中国首创

在北斗三号卫星“天团”里，有 3 类队
员，它们分别在不同轨道上坚守着岗位。
本次发射的双星，也就是中圆轨道卫星

——MEO卫星，被北斗人称为“萌星”，是
全球组网的主力。它们不辞辛劳地绕着地
球满场飞，让自己的聚焦点在地面画着波
浪线，以求覆盖到全球更广阔的区域。

北斗三号卫星总设计师王平介绍，
MEO卫星的轨道高度约为2万公里，轨道
周期约为12个小时，与地球自转周期不同
步。“从地面上看，它们由西向东不断的运
动覆盖全球。因此，要想提供全球导航服
务，主要是依靠 MEO 卫星。这也是为什
么把24颗MEO卫星作为北斗的全球组网
核心星座的原因”，王平说。

在萌星为全球组网冲锋的同时，队友
们也非常给力。其中，深情的“吉星”——
GEO卫星是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始终随着
地球自转而动，以便时刻聚焦祖国；“爱
星”——IGSO卫星则是倾斜地球同步轨道
卫星，如同辛勤的蜜蜂，让自己的星下点轨
迹包住亚太地区，保护中国周边。

在美国 GPS、俄罗斯格洛纳斯、欧洲
伽利略等导航系统纷纷以单一轨道卫星部
署星座的背景下，中国北斗却独树一帜，采
用3种轨道卫星组成混合导航星座。

为何如此布局？这源自北斗三步走的
发展战略。在前两步里，北斗分别要为中
国和亚太地区提供服务，吉星和爱星显然
更有优势，而萌星更适合在全球导航服务
的战场上发挥作用。况且，当时萌星还有

很多关键技术尚未突破，需要通过实战
验证。

为此，北斗人首次建成了混合星座，以
最少的卫星数量建设了集基本导航、位置
报告等多种业务于一体的北斗二号区域卫
星导航系统，成为世界上区域卫星导航系
统建设的典范。

这种技术体制可以高效构建区域系
统，兼顾拓展全球系统。在北斗二号系统
的建设中，共布局了4颗萌星，并给它们充
分的时间和绝佳的平台去逐步攻克一系列
全球组网稳定运行的瓶颈问题。因此，当
北斗开启全球组网征程后，跃升为主力的
萌星得以大显神威。

而此时的吉星和爱星则成为最佳队
友。北斗人为它们精心设计了数量不多，
作用却很关键的岗位。它们不仅承担着配
合萌星、显著增强北斗三号整体技术指标
的“助攻”职责，还携带了很多“神器”，为未
来北斗广泛运行与应用之路开疆拓土。

目前，北斗三号全球系统组网已进入
冲刺阶段。按照计划，我国将于2020年上
半年发射两颗地球同步轨道GEO卫星，全
面建成北斗三号系统，为全球提供更优质
的服务。与此同时，我国已经启动了北斗
系统接续发展的总体论证和关键技术攻关
等工作，计划于2035年前，建成以北斗系
统为核心的综合定位、导航、授时体系。

将为全球用户提供性能优异的导航服务——

北斗全球系统核心星座部署完成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姜天骄

12月16日，北斗三号面向

全 球 导 航 服 务 的 最 后 一 组

MEO 卫星——第 52、53 颗北

斗导航卫星终于落子于北斗

“大棋盘”的中圆地球轨道。

至此，北斗三号在该轨道上规

划的24颗卫星已全部到位，标

志着全球系统核心星座部署

完成，将为全球用户提供性能

优异的导航服务，以及全球短

报文通信、国际搜救等特色

服务。

右图 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以“一
箭双星”方式成功发射第52、53颗北斗导航
卫星。 郭文彬摄

下图 携带卫星的火箭发射后，在天
空留下的火箭尾迹云。 郭文彬摄

自基因组学技术问世以来，测序与分
析一直是基因组学技术中最主要的两个环
节。实际上，与繁重的测序工作相比，基因
组的分析也同样复杂，需要耗费大量时间。

然而，随着近年来基因组学技术发展
突飞猛进，这种状况正在逐步改变。

日前，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
组研究所阮珏团队在《自然·方法学》上发
表了第三代测序数据组装算法Wtdbg，极
大提高三代测序数据的分析效率，与今年
4月发表在《自然·生物技术》上的Flye算
法相比，分析速度提升了5倍，并首次将测
序数据分析时间降低到少于测序数据产出
时间。

基因组的测序与分析

DNA测序技术成熟于上世纪70年代
中后期，1990年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提出，
将基因组测序技术逐步由实验室迈入商业

化阶段；到 2004 年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
时，第二代基因组测序技术已经相对成熟，
开始大规模商业化应用；2013 年，单分子
等第三代测序技术出现，也预示着测序技
术应用更广，测序的成本越低。

“如今，完成一个人的全基因组测序是
普通家庭都可以负担起费用的‘平常’事情
了。以三代测序为例，完成个人全基因组
测序仅需 1 天时间、费用低于 5 万元。”论
文作者、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
研究所研究员阮珏告诉经济日报记者。

在测序技术日新月异的同时，分析技
术也在共同成长。以人类基因组组装为
例，在 2014 年需要消耗 50 万个 CPU 小
时，且只能在超大计算机集群上进行。因
而，以全基因组组装方式对群体进行测序
分析已经成为生物医学研究的趋势。

关键钥匙：模糊布鲁因图

Wtdbg 算法的开发得益于一个新的
组装图理论——模糊布鲁因图的提出。模
糊布鲁因图借鉴了德布鲁因图的思想，将
测序数据切分为固定长度的短串，再从短
串构建出的图上恢复出全基因组序列。

上世纪90年代，德布鲁因图被引入基
因组组装领域，其以速度优势常用于第二
代测序数据的组装分析，但因测序噪音极
高，从未成功应用在第三代测序数据。

2013年起，阮珏和美国哈佛医学院的
博士李恒在德布鲁因图基础上，设计出一
个新的组装图理论——模糊布鲁因图。通
过重新对短串进行定义，它能够容忍高噪
音数据，并随后对生成组装图和恢复基因
组序列做了大量相应的重构，使其兼具高
效率和高容错的优点。

不断进化的新算法

近年来，生物信息学领域的科学家们

致力于改变这种数据产出速度远高于数据
分析速度的尴尬状况，不断开发出更高效
的组装分析算法。

2013年，阮珏与李恒合作开始了测序
数据分析方法如组装算法的开发，力求推
动测序数据的分析速度更快、分析质量更
高。2016年，他们的研究结束，并将研究
成果Wtdbg对所有人免费开放使用。3年
来，这项成果不仅被几十篇学术论文引用，
还被国内多家基因测序分析公司作为主要
组装分析工具，并且在2019年世界大学生
超算竞赛中作为性能测试赛题。

“我们收到大量反馈，不仅有助修订算
法软件中的漏洞，还带来了新想法和思
路。算法需要不断在实践中完善，只有通
过更多实际应用，我们才能更有效调整改
进这套算法。目前的算法与2016年相比
已经是 2.0 版本，而更高版本的算法于今
年初也开始了研究。”阮珏告诉记者。

中国科学家将基因组分析速度提升5倍
本报记者 常 理

本报讯 记者吴佳佳报道：全球首个尿液HPV
（人乳头状瘤病毒，可引起宫颈癌）检测产品日前在
我国问世。

“9价疫苗可以预防90%的致癌亚型，但无法保
护已被 HPV 感染的女性。”该科研成果研发单位
——诺辉健康首席科学家陈一友博士介绍，99.7%
的宫颈癌均由HPV病毒感染引起，但实际上，HPV
感染并不代表患有宫颈癌，绝大多数HPV感染两年
内会自动恢复，这与平常所见的病毒并不一样。此
外，仅有一小部分HPV病毒会经过数年，逐渐从正
常细胞演变到癌变一二三阶段，最终变成宫颈癌。
与其他癌症相比，宫颈癌有一个特别显著的特点
——只要能避免宫颈癌病毒感染，即可消灭宫颈癌。

然而，限于检测方法不够便捷等原因，很多女性
对于宫颈癌筛查心存抗拒。为此，诺辉健康研究设
计了这款有温度的产品——通过尿液的分子检测辅
助HPV宫颈癌筛查。采用这种技术方法，可以通过
尿液样本多重荧光的方式，针对目前公认的高危性
病毒开展检测判断。经过科学测试，尿液检测样本
在HPV16型检测灵敏度的符合率非常高，对18型
的符合率也非常高；对于临床上癌前病变的诊断性
能来说，可以达到96.8%的灵敏度。

陈一友表示，该项新技术有4个特点：一是可以
在任何地方取样，不管是在医院，还是在家里；二是
采用了独特的样本稳定技术，尿液可以在常温下稳
定两周；三是完全无痛无创；四是尿液样本可以实现
全自动化的检测，检测结果客观、可重复性高。

“不用去医院排队，也不用预约，网上下单，取样
杯可以寄到家里，任何时候取 10 毫升尿液即可实
施检测。”陈一友介绍。

首个尿液HPV检测产品问世

日前，上海签发了全国首张教室健康照明环境
认证证书，开创了国内现场照明认证先河。

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报告显示，目前我国近视
人数多达6亿人，高中生和大学生的近视率均超过
七成，儿童青少年近视率高居世界第一位。中国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调查发现，不良的教室照明环境是
导致学生视力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做好教
室照明检测认证工作，为学生提供符合标准的照明
环境，对保护学生视力十分迫切和重要。

当前，大部分照明产品在教室投入使用前，都会
开展相关照明质量指标的检测，有效把控教室光环
境质量。但在实际中，一般要等到无法使用时才更
换光源，而光源其实存在一定程度的光衰，再加上光
源表面灰尘的累积，教室光环境的质量就无法得到
有效保证。

对此，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充分利
用综合质检机构优势，通过研究教室建筑结构、建筑
表面材料、灯具及安装位置等，制定一系列认证方
案，并在试点教室反复多次论证，最终推出教室健康
照明认证。这是一种采用“初始检测+初始现场检
查+获证后监督”的服务模式，含有初始检测的健康
质量指标，还包括跟踪检测认证中的质量控制方法、
程序、记录等，并将光源从光衰到不亮这段时间内照
明质量的“失控点”纳入生产厂家的“过程控制点”，
从而确保教室照明环境持续符合标准要求。未来，
只要通过识别认证证书覆盖的教室范围和数量，即
可确保教室照明质量100%达标。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只有全社会共同呵护好孩
子的眼睛，才能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海市
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下一步将从上海试点出
发，配合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和各级学校，在全国范围
实施教室健康照明认证，共同改善学校视觉环境，打
造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样板”。

我国签发首张教室健康照明环境认证证书

点 亮 健 康 照 明
本报记者 沈则瑾

广西又发现大型天坑

探险队员进入地下溶洞，考察岩溶形态。
（新华社发）

近日，一支跨国洞穴探险队在广西东兰县连续
探险后，发现两个大型天坑。探险队经实地测算，确
认“小弄坤2号天坑”深度超过300米，底部宽约250
米，长120米，属于世界排名前50的大型天坑。图为
天坑底部巨大的草本植物。

下图 北斗双星转运至发射现场。南 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