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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北京时间2015年3月30日21时52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了首颗新

一代“北斗”导航卫星，上海微小卫星工程中心作为卫星总体单位，在任务要求高、技术难度

大、研制进度紧的情况下，突破了多项核心关键技术，成功完成了卫星研制和发射任务。目

前，卫星在轨测试工作进展顺利，卫星功能、性能均满足指标要求，状态良好。该卫星作为中

科院导航卫星专用平台首发星，试验和验证了适应直接入轨发射方式的框架面板式轻量化卫

星构型设计、基于星敏感器的姿态确定技术、高功能密度综合电子体系架构设计等导航卫星

专用平台关键技术，为全球组网星组批生产奠定了基础；该星首次采用上面级直接入轨发射

方式；首次验证相控阵星间链路与自主导航体制；首次大量使用国产化器部件以实现自主可

控；自主提出了功能链设计理念，卫星分为有效载荷、结构热、电子学和姿轨控等功能链，极大

地提高了卫星的可靠性和功能密度；也是中科院承担的首颗高轨道、长寿命、高可靠业务星。

中科院导航卫星研制团队采用扁平化的管理模式以提高决策效率，按照更优化合理的流程开

展工作以缩短研制周期，提出了创新的技术状态转移矩阵管理办法以确保研制过程受控，通

过一系列管理创新举措，有效克服了年轻团队经验不足、设备条件相对薄弱等问题，充分发挥

了执行力、体现了战斗力，为我国“北斗”导航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 卫星，导航定位，“北斗”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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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微小卫星工程中心 上海 201203

珍惜机遇 不惧挑战
年轻团队勇攀“北斗”高峰

——中科院成功研制发射首颗“北斗”系统全球组网星

1 概述

北京时间2015年3月30日21时52分，我国首

颗新一代“北斗”导航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

功发射；在“长征”三号丙运载火箭和“远征”一号

上面级的接力护送下，该星于3月31日凌晨3时许

进入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太阳帆板顺利展开

并建立巡航西漂姿态；通过轨控定点，卫星准确进

入工作轨道，星载原子钟、时频、大功率行波管放

大器、星间链路设备等导航有效载荷顺利开机并

稳定运行，地面成功接收到卫星下发的导航信号，

标志着该星研制、发射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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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发射的我国首颗新一代“北斗”导

航卫星由中科院与上海市合作共建的上海

微小卫星工程中心研制。该中心成立10多

年来，依托中科院强大的创新实力，发扬上

海市务实的改革精神，已先后完成了“创新”

系列卫星、“神州”七号飞船伴星、“北斗”导

航卫星等多项国家重要航天任务，成功率

100%，已成为我国航天领域一支重要的生

力军。

2 任务意义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我国自主建设、

独立运行，与世界其他卫星导航系统兼容共

用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可在全球范围内全

天候、全天时为各类用户提供高精度、高可

靠的定位、测速、授时服务，并兼具短报文通

信能力。该导航系统于 2000年底开始向中

国及周边地区提供有源定位服务，2012年底

正式向亚太大部分地区提供无源定位、精确

授时服务，可应用在交通运输、海洋渔业、水

文监测、气象预报、大地测量、智能驾考、救

灾减灾、手机导航、车载导航等诸多领域。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国家重大空间

基础设施，关乎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重要

程度不言而喻，参与系统建设责任重大、使

命光荣。中科院上海微小卫星工程中心秉

承“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的科学求真精神，

带领研制团队在这颗卫星研制工作中实现

了多项首创：（1）首次研制成功中科院导航

卫星专用平台；（2）首次研制成功我国地球

同步轨道长寿命、高可靠业务运行小卫星；

（3）首次采用上面级直接入轨发射方式；（4）

首次验证相控阵星间链路与自主导航体制；

（5）首次大量使用国产化器部件以实现自主

可控。这颗卫星采用一体化设计方法，提出

了功能链设计理念，卫星分为有效载荷、结

构热、电子学和姿轨控等功能链，极大地提

高了卫星的功能密度和可靠性。该星验证

了基于星敏感器的姿态确定技术、高功能密

度综合电子体系架构设计等多项导航卫星

专用平台关键技术，为全球组网星组批生产

奠定了基础。

此次发射的卫星是“北斗”系统全球组

网的首发星，卫星入轨后，将开展新型导航

信号体制、星间链路等试验验证工作。该颗

卫星的成功发射，标志着“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由区域运行向全球拓展的启动实施。

3 研制历程

2009年，上海微小卫星工程中心在中科

院知识创新工程的支持下，先期开展导航卫

星方案论证工作；2011年10月26日，任务正

式立项实施，上海微小卫星工程中心作为中

科院导航卫星总体单位，牵头负责卫星研制

工作，与来自中国电子科技集团、航天科技

集团、航天科工集团、中科院、相关高校的近

30个单位组建了联合团队，大力协同、集智

创新，全面开展各项工作。

该星研制技术难度之大、自主可控工作

要求之高、研制进度之紧都超乎预期。卫星

总体研制团队中“85后”的年轻同志占比达

60.9%，绝大部分同志都是走出校园就走上

重大航天型号的设计岗位。中科院研制团

队秉承开放包容的心态，将创新理念融入到

研制管理工作的方方面面，持续学习，不断

拼搏，研究、攻关、工程化同时进行，历时 1

251个日日夜夜，终于完成了从卫星方案、初

样、正样研制到发射等各阶段工作。

4 主要技术突破

4.1 独创的功能链设计理念

上海微小卫星工程中心突破了传统的

分系统概念，提出了功能链的设计理念，在

系统层面用功能的直接合并来简化环节，显

著提高了功能密度，降低了体积、重量和成

本。

根据功能内在耦合程度，卫星分为四个

中科院成功研制发射首颗“北斗”系统全球组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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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链，分别是结构热功能链、电子学功能链、姿

轨控功能链、有效载荷功能链。其中，各个功能链

的主要功能简述如下：

（1）结构热功能链。结构热功能链为卫星提

供一个合理的总体构形、设备布局以及良好的热

环境，将各功能链的仪器（包括单机和部件）组成

一个整体，使卫星能承受测试、运输、发射以及在

轨运行等各种力学和热环境条件。

（2）电子学功能链。电子学功能链采用一体

化设计，集中式控制，分布式管理，仅由星载计算

机、数据处理终端两台单机就实现了卫星的星务

管理、测控上下行数据管理、姿轨控和推进控制管

理、电源管理、主动热控等诸多功能，不设置过多

的下位机，提高了系统功能密度和可靠性。

（3）姿轨控功能链。姿轨控功能链由测量部

件（星敏感器、太阳敏感器及地球敏感器等）和控

制执行部件（飞轮、磁力矩器和推进系统等）等组

成，负责卫星姿态控制、姿态机动和轨道控制，其

控制算法由电子学功能链实现，不设置单独的下

位机。

（4）有效载荷功能链。有效载荷功能链由时

频基准载荷、透明转发载荷、RNSS载荷、天线阵等

组成，产生、保持、校正卫星的基准频率和基准时

间，完成上行注入与星地时间比对、导航任务控制

管理、导航信息处理、时频校正算法处理、导航电

文生成、星间通信信息处理和接口管理等主要导

航业务。

4.2 框架面板式结构

研制之初，中科院就明确了统一入轨方式、统

一卫星平台、统一思想、统一研制队伍的“四统一”

研制思路，其中第一个统一就是采用上面级直接

入轨发射方式，“远征”一号上面级直接入轨方式

属首飞，相比常规运载火箭与卫星系统的接口关

系，该新状态给卫星总体设计带来了很多新的挑

战，主要涉及力学环境、热环境、电磁环境、电气特

性等等各方面接口匹配性要求；同时，由于重量是

直接入轨发射方式的首要限制条件，因此，上面级

直接入轨发射方式对卫星的重量、构型布局均提

出了更严格的要求，不但要求卫星“瘦身”，同时，

对于以吨计的卫星重量偏差要求控制在千克量

级。

为了克服新状态带来的问题，负责卫星总体

结构、热控、电子学的设计师们付出了辛苦的劳

动，导航卫星采用了新型框架面板式构型，属国内

首创。通过卫星结构的不断优化设计、仿真分析

和结构星、鉴定星的研制、试验，该卫星出厂重量

控制在 850kg 以内，且无需配平，质心精度优于

2mm，很好地满足了运载系统提出的指标要求。

结构设计师别具匠心地设计了卫星与上面级的抗

冲击对接装置，热控设计师则针对卫星和上面级

长时间飞行过程中卫星所经历的较冷环境进行了

精心设计和热控处理。

为确保接口设计的正确性、匹配性和测试的

充分性、覆盖性，该卫星在三年多的研制过程中与

运载系统前后开展了各类对接试验共计16次，包

括机械接口对接、电气接口对接、分离冲击、联合

振动、联合EMC试验等等。其中，卫星与上面级

分离冲击试验就开展了 4 次之多，通过一次次的

地面试验，充分验证了中科院导航卫星平台框架

面板式结构对上面级与卫星分离冲击的适应能

力，能够有效衰减分离冲击，保护星上产品，中科

院组织的第三方独立评估也充分肯定了该设计。

3月 30日晚卫星发射后，与“远征”一号上面

级共同飞行了近 6 个小时，飞行过程中卫星热控

状态良好；卫星与上面级分离前，平台舱单机温度

均高于-10℃，载荷舱单机温度均高于-20℃，大大

优于预期温度（指标要求为-40℃以上），通过精准

的热控克服了上面级对卫星供电紧张的困难。

3月31日3时34分，卫星与上面级顺利分离，

进入预定轨道；由此证明了上面级直接入轨发射

方式的可行性和卫星平台的适应性。后续组网卫

星将广泛使用这种发射方式，并以一箭多星以提

高发射效率，降低发射成本，加快星座组网建设步

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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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成功研制发射首颗“北斗”系统全球组网星

4.3 基于星敏感器的姿态确定技术

目前世界上 GPS、GLONASS、GALIL-

EO和中国“北斗”一期卫星，大都采用了“太

阳敏感器+红外地球敏感器+陀螺”为主的

姿态确定方案，由于国内目前尚未完全解决

陀螺和红外地球敏感器长寿命、高可靠的问

题，可能影响卫星姿控系统可靠性。上海微

小卫星工程中心科研人员通过关键技术攻

关，在导航卫星上首次提出并采用了单独星

敏感器定姿技术，摆脱了长寿命、高可靠卫

星对陀螺和红外地球敏感器的依赖，同时避

免了在地影区太阳敏感器无法定姿的弊端，

可以实现准确可靠的姿态确定。

相比于传统的“太阳敏感器+红外地球

敏感器+陀螺”定姿方法，基于星敏感器的定

姿方法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在全天球范围

内，通过星敏感器输出的惯性姿态，可以直

接得到太阳方位和地球方位，无需复杂的捕

获太阳和捕获地球的操作，简化了卫星的工

作模式，大大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通过在

卫星上星敏感器的布局设计，可以保证在轨

正常运行过程中太阳始终不影响星敏感器

的姿态确定。该技术的突破大大简化了姿

轨控分系统配置，单独星敏感器定姿可以完

成卫星对日和对地以及惯性定向等，适应未

来一箭多星、上面级直接入轨的卫星轻量化

和可靠性的设计要求。

对于未来组网星，通过星敏感器和地球

敏感器的组合可实现卫星自主轨道确定，无

需地面测控注入卫星轨道数据，极大地降低

了对地面测控的依赖，满足了未来导航卫星

自主运行的要求。

此次卫星与上面级分离转入对地正常

工作模式后，卫星一直采用单独星敏感器定

姿，姿轨控系统运行状态稳定，经过对卫星

平台进行测试，姿态控制精度优于0.03°，满

足导航卫星对姿态控制精度0.4°的要求。

4.4 高功能密度综合电子体系架构

在卫星的星务管理和控制方面，采取了

集中式控制、分布式管理的综合电子体系架

构，通过总线将中央单元和各类远置终端相

连接，把有关硬件、软件、接口、通信等从系

统、部件、电路各个方面进行了不同层次的

综合设计，该体系结构扩大了星务计算机功

能，避免了重复备份。

在系统的具体实施中，将卫星的电子学

系统统一考虑，不严格划分姿控、轨控、能

源、热控、测控等。星载计算机实现卫星平

台的管理和控制，实现卫星的状态采集、工

作模式管理、姿轨控支持、热控管理、能源管

理、配电管理、测控管理和载荷功能支持等；

主配电器实现卫星平台单机的供配电功能；

数据处理终端实现导航载荷和其他附属载

荷的管理和控制；辅配电器实现卫星载荷单

机的供配电功能。

卫星的分布式管理方面，主要利用

1553B总线、RS422总线统一连接卫星各部

分单机，同时为成熟设备保留必要的遥测遥

控信号。1533B 总线为双冗余的高可靠军

用总线，总线具有自动切换功能，当一根总

线出现故障时，会自动切换到另一条总线

上。另外由于 1553B采用的是两级变压器

耦合，任何一个设备总线接口芯片短路或故

障，不会影响整个网络的运行，有利于系统

故障隔离。RS422 总线作为卫星的地测接

口、与上面级接口以及成熟单机接口可以最

大限度的保证卫星设计的继承性，同时

RS422串口具有高等级的航天芯片，可以满

足导航试验星的长寿命、高可靠的要求。

综合电子系统的设计按照系统配置最

优原则，对平台和有效载荷各分离的电子设

备进行集成和综合，充分有效地利用各子系

统和设备的信息，提高硬件和软件等各种资

源的复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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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相控阵星间链路

星间链路是新一代“北斗”导航卫星的一个亮

点，星间链路可实现卫星之间的精密测距、信息通

信和时间同步，可将多颗卫星互联在一起，提高测

定轨道及授时精度，并实现卫星自主导航，在一定

程度上摆脱对地面站的依赖。

我国之前的导航卫星没有星间链路，遥测遥

控和导航星历的上行均依赖于地面站支持。新一

代“北斗”导航卫星都将具备星间链路，即使在失

去地面站支持的极端条件下，导航卫星还能生存

相当长一段时间。而在常规状态下，星间链路也

有助于提高卫星定轨精度。中科院承研的该颗卫

星采用了基于相控阵天线的星间链路体制，跻身

国际领先行列。

2015年4月23日16时左右，该卫星星间链路

设备开机，运行状态良好，在轨温度控制理想，18

时左右完成了星地捕获和稳定锁定，实现星地建

链，在“北斗”导航卫星上首次验证了相控阵方式

的星间链路体制。

5 管理创新和举措

5.1 管理扁平化，决策高效化

此次发射的卫星是上海微小卫星工程中心首

次承担的长寿命、高可靠的业务星。为集中优势

资源做好导航，进一步加强导航卫星总体力量，工

程中心突破常规，于2011年9月15日成立了导航

技术研究室，专业开展卫星研制技术工作；项目管

理办公室作为两条指挥线的决策机构，建立了计

划、质量、经费和物资保障等几条管理线，开展项

目的总体管理工作。

本着“做简约有效的管理”的原则，上海微小

卫星工程中心导航项目实行扁平化管理，重大事

项由中心主任办公会直接决策以提高效率。项目

办建立了“两总”联席会制度，任务立项实施以来，

共召开“两总”联席会33次，对型号研制中的重大

事项进行决策。同时，项目办建立并很好地保持

了周调度会、综合调度会、专题调度会、班前/班后

会、专题协调会、质量工作会等各项制度并在研制

工作中切实贯彻落实。2011年至今，共组织召开

综合调度会 21次，周调度会 201次以及各类技术

协调会，项目办和技术总体两驾马车相互配合，不

断推动工作稳步推进。

5.2 流程合理化，效率出效益

上海微小卫星工程中心秉承中科院不拘一格

勇于创新的传统，型号“两总”们在研究技术创新

的同时还琢磨着管理创新。新一代“北斗”导航卫

星在研制流程上有两点比较突出：

（1）大胆地决定在整星大型试验前完成单机

软件落焊，提前固化软件状态，通过整星力学试

验、真空热试验、EMC试验等一系列大型试验，在

充分考核整星软件工作的正确性、匹配性的同时，

更好地确保了整星总装集成的有效性。

（2）充分优化卫星在发射场工作流程，卫星带

太阳翼和蓄电池组整体运输，极大地减少了卫星

在发射场的拆装次数，缩减了发射场工作时间。

该卫星 2015年 2月 26日空运进场，3月 30日晚发

射，仅用 33天就完成了在发射场全部工作，创造

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新纪录。

5.3 创新的技术状态转移矩阵管理办法，确保状

态全程受控

质量和技术状态管控既是航天型号管理的生

命线，也是航天型号管理的难点。上海微小卫星

工程中心独创性地提出了技术状态转移矩阵管理

新方法，通过制定技术状态转移矩阵表，在卫星出

厂技术状态的基础上，梳理卫星进场技术状态相

对发射星技术状态待开展的工作项目明细及最终

状态固化节点，结合卫星发射场技术流程，针对每

一阶段测试及总装操作项目，详细记录每一项卫

星操作相对于卫星发射状态的技术状态转移情

况。通过并不复杂的一张张表格，既降低了技术

状态管理的繁琐程度，又确保在每一项操作中卫

星状态转移过程可控，清晰可见、有据可查。

5.4 坚定推进自主可控，核心器部件国产化率进

一步提高

国产器部件的可靠性不仅是设计出来、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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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的，同时还是使用出来的。从立项之

初，上海微小卫星工程中心就坚定不移地走

自主可控的道路，通过多次召开宣贯会使自

主可控的理念深入到第一线设计师心目中。

在本次发射的新一代“北斗”导航卫星

上，核心器部件国产化率得到进一步提高，

包括中科院武汉物数所研制的高精度星载

铷原子钟、计算所研制的“龙芯 1E”抗辐照

中央处理器（LS1E）和“龙芯1F”抗辐照处理

器（LS1F）、电子所研制的空间大功率行波

管放大器等。

4月21日，星载铷原子钟、时频、大功率

行波管等载荷单机开机，地面成功接收到卫

星下发的导航信号，标志着我国在自主可控

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5.5 年轻团队发挥执行力，凝聚战斗力

伴随着首颗新一代“北斗”导航卫星的

发射升空，一支年轻的队伍也逐渐从幕后走

到台前，他们中很多同志都是从高校校园直

接进入上海微小卫星工程中心的测试间和

厂房。“年轻人能有机会参与如此重大航天

型号，还有什么理由不倍加珍惜呢？”——这

是团队共同的想法。作风就是战斗力，在型

号“两总”的带领下，这支队伍充分发挥了敢

打肯拼、连续作战的作风，完成了星上近百

台设备设计生产，60多个软件配置项研制，

开展了数十次整星级大型试验和系统间对

接试验，整星加电时间累计达 2 000多个小

时，这支队伍被誉为“北斗战神”。

当火箭呼啸着升空、当卫星与上面级顺

利分离、当卫星太阳帆板展开锁定、当卫星

准确定点捕获、当地面接收到卫星下发的导

航信号，年轻的科研人员们热泪盈眶、群情

激昂，1 200多个日日夜夜、“5+2”、白加黑的

生活成为大家献身国防、报效祖国的珍藏，

也必将化作扬帆启航的新动力。

6 结论

“北斗”事业光荣而神圣，此次发射的新

一代“北斗”导航卫星拉开了“北斗”系统全

球组网建设的序幕，根据国家导航领域

2020年战略规划，后续任务依然十分艰巨，

上海微小卫星工程中心将时刻铭记中科院

提出的“立足自主创新、突破核心关键、提供

解决方案、打破封锁垄断”的要义，持续发扬

“自主创新，团结协作，攻坚克难，追求卓越”

的“北斗”精神和“勤于学习，勇于创新，敢于

挑战，善于合作，甘于奉献”的工作作风，根

据国家航天的需要，在“北斗”系统全球组网

建设的道路上迈出更快的步伐，做出更多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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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successfully launched from Xichang Satellite Launch Center（XSLC），which has the meaning of China’s Beidou Naviga-

tion System began to expand from regional to the world. Shanghai Engineering Centre for Microsatellites（SECM），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CAS），is the prime manufacture of the satellite. Fronted with stringent mission requirements, high tech-

nical difficulty and tight development schedule, SECM has assimilated innovation concept into the satellite development, break

through a number of key technologies, and 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e satellite development and launch. Until now, the satellite

in-orbit test has been going well. Both functions and performance have met with the mission requirements. This satellite, the

first CAS navigation dedicated platform, experiments and validates key technologies including the frame-panel light-weight sat-

ellite structure for the direct orbit injection, star-tracker based attitude determination, and high functional density avionics archi-

tecture. These technologies have laid a strong foundation for the batch production of the global constellation. It’s also the first

time using the launcher upper-stage to launch the satellite into orbit directly. The phased array antennas inter-satellite link

technology and auto-navigation scheme have been firstly verified in orbit. High percentage of domestically produced equip-

ment and components have been applied onboard the satellite. The concept of“functional chain”has been brought out, divid-

ing the satellite into payload, mechanical and thermal, avionics, AOCS functional chains, greatly enhancing the reliability and

functional density of the satellite. It’s also the first geostationary, long-lifetime, high reliability satellite undertaken by the 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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