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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望星空，脚踏实地

第六届航天国际化发展论坛

日月不居，春秋代序。不知不觉间，2018年已经走到尾声。这一年，是世界航天发展

和能力建设的丰收年：美国大力支持航天领域改革，并制定了史上首份航天战略；英国在

完善本国航天产业链的同时，积极拓展外部市场；中国完成 39次发射，并迈出了月球背面

探测的第一步；玻利维亚发射通讯卫星“TKSat-1”，进一步的太空探索蓄势待发；尼日利

亚对全世界范围内获得的卫星图像进行研究，致力于空间技术在农业方面的应用；巴西成

功发射了火箭 VS-30 / V14，并在中巴航天合作三十年座谈会上表示，准备发射中巴第六

颗卫星……

世界航天事业的发展一日千里，人类探索星空的征程不断赓续。2018年 12月，第六届

航天国际化论坛在北京举行，国内外航天届专家、学者、企业家汇聚一堂，就航天技术发

展现状及未来趋势共商大计。论坛主办方中国航天工业科学技术咨询有限公司（航天咨询）

与全球权威的卫星市场咨询和市场分析机构 Euroconsult（欧洲咨询）达成了合作意向协

议，联手打造高端航天产业国际交流平台。航天领域国际合作的不断深化、合作形式和内

容的日益多样化，以及航天前沿技术转化应用速度的逐步加快，都对国际人才培养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国家的发展要靠人才，空间技术应用的发展，更需倚重人才的培养。区域中心自 2014

年成立至今，以航天国际人才培养为抓手，助力航天事业发展，也在能力建设、资源共享

等方面的不断探索中取得了重大进展。从 2014年成立仪式暨理事会第一次会议的召开，到

2018年咨询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召开。区域中心在不断探索和学习的过程中，完善了各项

工作，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区域中心四年来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中心全体员工的奉献，

更得益于联合国外空司、中国政府、中心各成员国以及合作伙伴的鼎力支持。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们既要仰望星空谋发展，又要脚踏实地加油干。未来，区

域中心将更加注重瞄准国际人才需求，紧密结合空间技术应用的新成果、新发现，以“求

真务实”的工作态度和“只争朝夕”的创业激情，为成员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培养出更多

的高水平人才，助力UNISAPCE+50和“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成绩属于过去，奋斗创造未来。

头顶的蔚蓝星空正召唤着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努力绘制宏伟蓝图，创造光辉业绩！

编者

 于 2018年岁末

“走出中心办工作通讯”是岁末年初我们办刊的新举措、新尝试。这期工作通讯开始，我们将不定期为您

呈现人物采访专栏，选取上级部门、合作伙伴中具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进行访谈，了解相关政策、业界动态、

发展趋势，获取建议和反馈，促进交流。本期的访谈嘉宾是：亚太空间合作组织的李新军秘书长和中国航天工

业科学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的高军总经理。

※ 编者按

※ 概况

1. 专题报道

本届论坛共安排八场专题对话，同期还组织了商业航天企业创新成果展示。航天咨询公司将携手欧洲咨询，

面向全球航天业界，力邀各国航天主管部门，世界级卫星研制商、卫星运营商、核心服务提供商、投融资机构

和科研机构以及新兴企业等，共同举办论坛，搭建商业航天合作、交流、展示平台，并将其逐步打造成为有影

响力的全球商业航天盛会。

序 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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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反馈※ 中心代表及学员受邀参加第六届航天国际化发展论坛

本次论坛为参与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习交流平台，让他们对于中国的航天合作与发展有了更深层次的了

解。以下是部分中心学员的反馈：

“这次的论坛，对于理解一个发展中产业如何改变市场和商业模式，有着非常大的启发。小卫星产品的过

程包括设计、制作、发射以及在轨运作。目前的产品需求还包括短周期服务的解决方案。这意味着产品的制作

过程应短于一年。该解决方案还涉及包价，包涵的服务有：设计，制造，发布和运营。我还了解到，电信和空

间技术行业在新兴的发展项目过程中互为补充。这也是我第一次听说卫星保险的存在。可以说，技术不仅为科

学创造了机会，也为金融和风险管理专业人士提供了机会。”

—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专业学员 Marcelo Fernando Condori Mendoza（玻利维亚）

“该论坛讨论到，遥感数据的使用客户可以大致分为三类，即政府，商业和个人。近年来，定制数据被用

来满足用户的需求。用户的数据传递应被改进，数据应是“用户友好的”并且根据用户的要求定制。换句话说，

有必要在遥感数据中加入增值服务，以推动遥感产业和业务的发展。

与用户的要求相反，卫星数据的限制在某种程度上妨碍了用户需求的满足。因此，应该研究和克服技术限制，

以便卫星可以处理更多的数据，以满足用户需求。

该论坛强调了卫星遥感行业目前面临的问题：

1. 用户在遥感的应用过程中需要更多数据，因此有必要开发高频卫星。河水的清澈度检查和对山脉的识别

就是高频数据使用和应用的例子。2. 遥感的市场需求很大，但公司规模很小。由于开发成本非常高，开发卫星

需要更多的公司。3. 有时用户要求产品在轨道上进行工作，这样的要求很难被满足。只有一家公司的话，很难

建造卫星、运载火箭和发射设备，它需要大量资金，因此商业卫星公司需要政府的补贴和支持。4. 90％的卫星

需要在日光下工作，容量有限，因此我们需要开发能够提高容量，并能够在没有阳光的情况下工作的技术。红

外卫星可以在没有太阳光的情况下使用，但是它们有不能在云中工作的限制，需要靠技术的进步来突破这个瓶

颈。”

— 空间技术与应用博士 Mustafa Danish（巴基斯坦）

2018 年 12 月 5 日 -6 日，第六届航天国际化发展论坛在北京举行，300 余位国内外航天业界专家、智库学者、

企业家汇聚一堂，共谋商业航天大未来。区域中心执行主任、北航国际学院院长翁敬农及 33 名学员受邀参加了

本次论坛。

本届论坛以主题报告、高端对话、技术发布、产品展览等形式展开，展示了近年来国内外商业航天政策走势、

重大项目、热点领域等方面的最新信息与成果。  

论坛研讨商业航天发展的总体态势，展示“一带一路”空间信息走廊建设与应用的总体思路，呈现卫星遥感、

卫星通信及相关领域现状与未来趋势，梳理中国微纳卫星 20 余个商业航天星座计划及产业发展走势，关注加强

商业航天发展的风险控制等。

本届论坛共安排八场专题对话。其中“航天国际合作与政策解读”专场对话由国家航天局国际合作司处长

江辉，区域中心执行主任、北航国际学院院长翁敬农，APSCO 对外关系和法律事务部部长 Nasir Mahmood

等五位嘉宾共同参与，探讨了国际合作与政策、空间技术可持续发展、空间项目国际合作、空间资源环境有序

开发利用和空间技术文化与教育等重大话题。翁敬农院长介绍了区域中心在航天国际人才培养、资源共享、能

力建设等方面的最新进展。希望年轻一代能够“长江后浪推前浪”，为航天国际合作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助力实现“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

专题报道 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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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参与第六届航天国际化发展论坛，对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生来说是不可多得的机遇，从中我们能

够了解中国的发展历程，从中国的经验中学习，以期未来能够加强两国合作。我很感谢区域中心为我们提供这

次机会。”

—小卫星技术专业学员 Amir Hossein Alikhah Mishamandari（伊朗）

“我认为，第六届航天国际化发展论坛对区域中心的学员非常有帮助，本次活动的组织者和赞助商，宣布

了过去三年取得的进展，和未来在电信、遥感和全球导航卫星系统方面的开发计划。会议还证明，到目前为止，

已经实施的发射器和航天器，都具有高效率和高质量的特点。

还应该指出的是，这些火箭和太空飞行器不仅在中国非常有用，也为世界各地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重要的

服务，诸如灾害减轻和管理、卫星导航系统、maspas 地理坐标等，它们之所以能够发挥这些作用，可能都得

益于中国的空间技术载体。”

— 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专业学员 Sustach Garcia David（玻利维亚）

“航天国际化发展论坛非常有趣。它覆盖的话题非常广，如中国目前的高分辨率地球观测能力、中国的纳

米和微卫星发展、空间保险业、中国政府和私营部门对航天工业国际合作战略、HTS 的电信趋势、GNSS 应用

趋势、新兴产业和中国私营公司的空间载体发布等。它让我对中国当前和未来的航天工业，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小卫星技术专业学员 Elyka Abello（委内瑞拉）

“这个论坛非常有意思，它涉及的主题与中国空间部门的技术和商业趋势有关，包括通信卫星、遥感卫星、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微小型卫星和火箭，我们有机会深入了解中国私营空间部门的生态系统及其商业活动。也

对利用空间技术助力‘一带一路’空间信息走廊的蓝图有了更深的体会。”

— 空间技术与应用博士 Burguillos Fajardo Carlos Alberto（委内瑞拉）

“本次论坛，讨论了技术成果和创新思路，探索了发展道路，促进了产业资源整合和商业航空航天产业的

快速发展。论坛专注于商业发射服务，卫星发展，空间信息应用，投资和融资等领域，全面展示国内外商业航

空航天业的最新发展成果。航天国际化发展论坛已成为中国商业航空航天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为全面展示商用

航空航天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交流与合作的平台。”

— 空间技术与应用博士 Ednofri（印度尼西亚）

 

“我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这次论坛并从中了解到一些新的资讯。论坛过程中，讨论了卫星的历史，以及如何

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展卫星活动。论坛上还提到 2003 至 2018 年不同部门对卫星的应用，如遥感，科学探索，技

术开发，通信以及其他综合应用等。论坛还解释了纳米和微小卫星的发射及其应用。在‘一带一路’空间信息

走廊方案中，绝大部分问题都对世界范围内国家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 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专业学员 Md. Rejaun Nabi（孟加拉）

“第六届航天国际化发展论坛非常有趣，它讨论了技术成就和创新思想。对于我们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生

来说，可以通过此次论坛了解中国经历的发展细节。此外，我们还有机会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私营空间部门的生

态系统及其商业活动。”

— 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专业学员 Mehran Farhadi（伊朗）

“航天国际化发展论坛的战略，体现在对太空力量的追求上。事实上，此论坛得到了中国领导层的高层授权，

是实现中国人民民族复兴梦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空间论坛的重要性，源于高科技在中国发展中所起的重要

作用。一位研究人员表示，‘将中国建设成为太空强者，是中国恢复财富和权力的唯一途径。’根据这一观点，

战略性工业国家对高质量的空间技术仍然有着巨大的需求。”

—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专业学员 MD. Masudul Haque（孟加拉）

“2018 年航天国际化发展论坛讨论了有关卫星营销，遥感技术以及受联合国保护的‘一带一路’战略的更

多细节。这类论坛使学生了解中国在太空领域中的成就，感知中国深厚的空间结构，增进对中国技术、中国愿景、

中国做法和中国风格的了解，加强航天事业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动中国空间技术向世界发展。中国已经开始

与一些国家开展联合工作，我相信会有更多的国家有兴趣加入合作，这有助于实现更宏伟的目标。”

 — 小卫星技术专业学员 Nusrat Jahan Ety（孟加拉） 

专题报道 专题报道



07    08

工作通讯 /     工作通讯 /

  工作通讯 /2018/004 期

专题报道

人物访谈

※ 亚太空间合作组织秘书长 李新军
李新军 ，湖南人，现任亚太空间合作组织（APSCO）秘书长，1984 年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制造工程系，

1987 年在北航获工学程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2006 年获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学博士学位。先后在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及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任职。李新军博士在航空航天领域有着长期的教学科研和技术创新管理经验，

在无人机系统技术和航天国际合作领域享有盛名，还拥有丰富的培训经历，包括：可靠性技术 ; 高等教育管理 ; 

产品质量保障体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本那香槟分校（UIUC）的高等教育以及行政管理，航天系统工程及管

理等。

记者：区域中心和 APSCO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携手合作，您觉得区域中心有哪些方面值得肯定？您对

我们的工作有何建议以及意见？

李新军：

区域中心和 APSCO 的合作有几个共同点：第一，都是依托于北航，特别是北航和国际学院的教学

科研基础之上，这也是东道国提供的优良资源。第二，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APSCO 和区域中心作

为兄弟单位，有很多教学培训的合作，双方在助力成员国能力建设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第三，双方

工作关系非常融洽，合作效率很高。

谈起对区域中心的最高评价，应该是宣传的及时性。区域中心总是能够将所做工作及时得以互联

网、刊物等方式传递出去，这也是 APSCO 需要学习和改进之处。我们的成员国都是发展中国家甚至是

欠发展国家，信息的及时宣介所起到的效果，要远胜于简单的具体活动的开展。在实实在在做工作的

同时，也要让外界社会知晓我们的努力以及初心——那就是真心实意地帮助欠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一

带一路”的倡议，是真正基于“共同发展”和“和平发展”的理念，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宣传工作尤

其重要，这是我对区域中心的工作肯定的重要方面。

区域中心和 APSCO 均是非盈利机构，中国愿意让发展中国家和兄弟国家搭乘改革开放的高速发展

列车，给予经济和其他方面的援助，但人才是核心，教育培训是根本。我们有句古话：“授人以鱼不

如授人以渔”，一个有独立主权的国家，最重要的还是要靠自己的能力去发展，这也是我们真正发自

内心地去帮助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最根本原因，这就是共同发展的理念。只有大家都发展了，

世界才有可能和平相处。习近平主席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说道：“中国无论怎么发展，都永远

不会称霸”，区域中心和 APSCO 正在做的工作，也正是不称霸的基础——那就是毫无保留地分享我们

所拥有的能力、技术和经验等。

记者：就双方的合作为出发点，您认为怎样才能够实现区域中心和 APSCO 的可持续发展？

李新军：

可持续发展有不同的模式，作为非盈利机构，可持续发展首先在于工作人员的努力和奉献，没有

员工的信念，机构的工作不可能做到持续发展。其次，若没有政府和学校的全力支持，大家就没有足

够的信念和信心来做好工作。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如何去推行和平发展的理念？还是要诚心诚意的去

分享和传授我们的知识、经验、技术和已有的成果。这些都比直接的物质和金钱支持要更有力，也更

体现对受助对象的尊重。有了这两点基础，国际社会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认同和配合程度也会更高。

我们的工作理念，一是为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提供支撑，这也是最根本的理念。二是最大限度

地实现资源共享，来提高航天活动的效率。APSCO 发展航天合作的目的和方式和欧空局不同：欧空局

是发达国家聚在一起玩先进技术，两眼盯着如何拓展和探索外空能力；我们却是立足于我们赖于生存

的地球，盼望空间的资源能为地球上生活的人类带来利益，所考虑的不仅仅是如何通过航天技术发展

来带动经济社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航天技术的发展如何惠及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事实上，航天是个

高投入高风险的领域，一个国家发射或者拥有一两颗卫星并不解决太多的问题，也就是说没有必要每

个国家都能为发射卫星而劳民伤财，但所有国家都可以通过国际合作在导航、通讯、对地观测、天气

预报等方面应用卫星技术，这将会节省大量资金和精力，对区域和相应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直接作用和

价值。

因此，有航天能力的国家去分享资源才是最重要的。尤其是空间资源不同于别的资源，你用与不用，

资源都在那里，这种资源分享不仅不会影响我们自身的利益，还能够通过地面系统的联网大大提高航

天活动本身的效率。

目前世界上有一两千颗在役和报废的卫星在运行，未来如果太空有上万颗卫星，这对太空的环境

而言必然是个灾难。因此我们这些组织和机构，要帮助发展中国家掌握怎样去利用航天，同时也要制

定并共同遵守相应的规则等等，这样的发展才是可持续发展。机构的可持续发展，最终还是要定位为

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专题报道

“走出中心办工作通讯”是岁末年初我们办刊的新举措、新尝试。这期工作通讯开始，我们将不定期为您

呈现人物采访专栏，选取上级部门、合作伙伴中具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进行访谈，了解相关政策、业界动态、

发展趋势，获取建议和反馈，促进交流。本期的访谈嘉宾是：亚太空间合作组织的李新军秘书长和中国航天工

业科学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的高军总经理。

※ 编者按



09    10

工作通讯 /     工作通讯 /

  工作通讯 /2018/004 期

记者：就区域中心和 APSCO 的人才培养机制和能力建设，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李新军：

第一，要提高培训质量。我们要以用户或者成员国的需求为出发点打造高质量的知名教育培训活

动品牌。第二，要打造高层次的平台，这就必须要加强合作。今年是 APSCO 成立十周年，我们不仅仅

需要和北航合作，还需要其他大学和知名国际机构的加入。培训的主办方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

的合作所造就的产品和培养出的人才的质量和水平。如今 APSCO 和国际宇航联、欧空局等机构都签有

合作协议，这些合作将在共同开展活动、共享优势专家资源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第三，就是教育培训

活动形式的多样性。一方面吸引培训对象，满足他们参加国际活动的愿望；另一方面，让国际对我们

的工作有更强的认同感。比如利用互联网的远程培训，利用优势资源的集中培训以及扩大授众面的现

场培训。第四，注重工作细节，组织活动要用心。不仅要让培训者觉得受尊重，还要让培训者真有收益，

有助于今后个人和国家相应事业的发展。更要建立起我们自己的朋友圈，让发展中国家真正地团结起

来并且相互尊重、共同发展。

记者：过去的一年里，亚太空间组织了很多教育培训，为空间教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未来，亚太准备

如何将这种教育资源惠及到更多人？

李新军：

APSCO 的人才培养，实际上就是在为发展中国家的能力提升提供基本支撑，APSCO 不像区域中心，

有北航的技术资源作为依托，APSCO 只是一个组织活动和运行管理的机构，因此我们的教育重点主要

在两个方面：

第一，依托大学办好高质量的学位教育，APSCO 仅仅是培训的组织者，今后我们不仅仅是单纯地

依托北航，同时也要依靠大学群体，打造大学联盟，体现文化融合和优势组合。从 2018 年中国第二

个航天日起，西工大、北航、哈工大等同国际上几十个大学科研机构联合建立了一带一路创新联盟，

我们希望 APSCO 的成员国的大学能够参与这种联盟。为了强化这种联盟的凝聚力，APSCO 将把其以大

学生为主体的小卫星项目设立成滚动研究的可持续发展项目来作为大学之间合作的桥梁和纽带。让每

所大学和参与机构都能够拥有自己的小卫星地面指挥控制中心，并且每年至少联合发射一颗卫星，不

仅维持卫星星座的功能，服务于教育培训和科学研究，同时也促进大学之间的合作，为成员国培养更

多高水平的学位人才。

第二，通过多方合作，举办高水平的专业技术和应用技术培训。APSCO可以主办，也可以协办、合办、

承办，这就需要大家的合作，有了优质的专家资源，才有更切合需求的培训项目，才能得到国际社会

的认可。我们所做的，不仅仅只是知识传递、技术分享、资源共享，而是通过技术培训，将和平、协

同和共同发展的理念普及开来。未来，区域中心和 APSCO 在人才培养合作方面，有着光明的合作前景，

希望能尽我们力所能及的力量，为培养国际人才而携手奋斗。

记者：杨帆

专题报道 专题报道

※ 中国航天工业科学技术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  高军

高军 ，男，1969 年出生，黑龙江人，工程系列研究员，毕业于中科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地图学与地理信

息系统专业，博士研究生学历。现任中国航天工业科学技术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国家航天局空间碎片监测与

应用中心副主任 , 中国长城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遥感领域首席专家，主要从事遥感卫星与应用、系统工程管理研究

和企业经营管理等工作。

记者：长城公司和区域中心是重要的合作伙伴，就双方未来的发展及合作，您有何期望？

高军：

    一方面，我们希望能与区域中心合作，把教育培训和客户培养相结合；另一方面，在国家范围内，

与其他国家的工业部门等多方合作，开展诸如研讨会的活动。包括培训、教育、研发为一体的具有市

场开发和培训功能的活动形态。区域中心的培训，如联合国司长的授课和讲座等，成效显著，也希望

能让长城的客户能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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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密切跟踪了解空间科技发展动态，促进中心发展，中心代表积极参加联合国外空委会议，推动成立联合

国附属空间科技教育区域中心联盟，为促进空间技术和平利用献计献策。同时，中心积极为学员创造条件参加

空间技术相关国际会议，参观国际组织和研究所，鼓励学员在国际舞台发声，拓宽国际视野，扩大中心影响力。

※ 编者按

※ 2018 级学员参观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总部

2018 年，区域中心 35 名 2018 级学员参观了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总部（APSCO）。

对外关系和法律事务部部长 Mohammad Ebrahimi Seyedabadi 主持了参观活动。

李新军秘书长向到访学员表示了热烈欢迎，简要介绍了 APSCO 与其他机构、组织的合作活动，并鼓励大

家刻苦学习，同时强调了空间技术对于世界的重要性：“建立空间技术的目标，就是让世界更加美好”。  

教育培训和数据库管理部部长 Nasir Mahmood，介绍了 APSCO 职能、目标和成果、包含的项目、教育

培训活动和未来规划。

除此之外，学员还参观了亚太展览厅。此次参观，让学员对 APSCO 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他们表示，对

APSCO 的现在和未来充满了激情和信心。

  

记者：区域中心一直践行 UGII 人才培养模式（依托学校、政府支持、企业参与、国际组织合作），并建议

政府搭台、整合资源，建立中国航天国际人才培训中心，企业联合建立人才培训基金，请问贵公司对于人才有

何具体的需求？有没有意向设立专项人才培养基金？

高军：

从咨询的角度看，设立基金是很有必要的，我们也希望能有别国学员能够参与到咨询研究中来。

具体的形式，是以课题、研究小组还是其他，需要进行进一步探讨。我们也在争取外交部的基金，以

期运用到空间能力评估和空间信息走廊推广难点问题的研究中。

我们培养的学生，未来可能会成为政府官员，那么参与海外咨询对他们是非常有利的。即使在国

家缺乏技术能力的时候，他们也能够进行技术综合研究、发展方向的深入探讨等活动，这些活动能够

在学生的学位教育之外，进一步扩展学生的视野。

区域中心和长城公司，需要增强交流，我们的员工也应该去区域中心听听课，互相加深了解，这

样也能够促进双方的合作。也希望今后能和培训中心一起，举行一些小论坛、座谈会等，共同探讨一

些如国际动向和举措等热点问题。

记者：杨帆

2. 会议 & 参观

专题报道 会议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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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学员参观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密云卫星接收站
2018 年 12 月 02 日，区域中心组织十五名 2018 级学员参观了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的密云

遥感卫星地面接收站。

在遥感地球所柳钦火老师和平嘉贺老师的引导下，学员们参观了卫星接收站和中央操控室，对卫星地面系

统运行管理、数据接收、数据处理等有了更直观的了解，并观看了中巴卫星、高分系列卫星等接收到的图像与数据。

参观过程中，学员们积极向研究所的工作人员请教了有关卫星数据的接收与传输、使用的设施和配置等方面的

问题。

此次活动让学员们大开眼界，部分学员针对活动进行了反馈：

“空间站由两部分组成：室内部分和室外部分。室内部分包括一些硬件，如大显示器、计算机、

接收器和一些工作专家等。室外部分是接收天线，它们直接与卫星联系，并将数据传达到室内部分。”   

— PEYMAN HEIDARIAN，2018 级 DOCSTA 学员

“在卫星接收站参观时，我们被带到主实验室，那里能够接收不同的卫星信号。该接收站具有接

收外国卫星数据的能力，如Landsat等，卫星数据被获取后，将被发到相关部门供其使用。在参观期间，

我们有幸目睹了 GF-1 卫星和实验室使用的各种设备以及地面站的其他设施，并观察到室外接收天线

锁定卫星的全过程。”

— HASSAN ALI，2018 级 MASTA 遥感专业学员

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简称遥感地球所）在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对地观

测与数字地球科学中心基础上组建，于 2012 年 9 月 7 日成立，为中国科学院直属综合性科研机构。遥感地球

所的成立，旨在于进一步加强中国科学院在遥感与数字地球科技领域的综合优势，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目标，

更高水平地开展科学前沿研究，是中国科学院实施“创新 2020”的一项重大举措。

会议参观

教育培训是中心的核心工作，中心的教育培训主要包括研究生学位教育和短期培训。2019 年，中心将在

卫星通信与全球卫星导航系统、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小卫星技术三个专业方向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本着

资源共享、提高效率、合作共赢的原则，中心与合作伙伴及其他区域中心联合举办短期培训班，并开始进行青

少年科普培训，受众面不断扩大。

※ 编者按

※ 2018 年教育培训项目

教育培训

3. 教育培训

硕士研究生项目

年份 专业方向 人数 生源国

2018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6 埃塞俄比亚、秘鲁、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

2018 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 10
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孟加拉、玻利维亚、土
耳其、泰国、苏丹

2018 小卫星技术 17
委内瑞拉、泰国、蒙古、伊朗、秘鲁、玻利维
亚、土耳其、巴基斯坦、孟加拉、巴西

2018 空间法律与政策 12
孟加拉、伊朗、蒙古、巴西、尼日利亚、秘
鲁、巴基斯坦、泰国、土耳其

博士研究生项目

年份 专业方向 人数 生源国

2018 空间技术应用 11
孟加拉、印度尼西亚、伊朗、尼日利亚、巴基
斯坦、泰国

战略定位：研究遥感信息机理、对地观测与空间地球信息前沿理论，建设运行国家航天航空对地观测重大

科技基础设施与天空地一体化技术体系，构建形成数字地球科学平台和全球环境与资源空间信息保障能力。为

满足国家战略需求和促进学科发展做出创新性贡献，建成国际一流的综合性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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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培训 教育培训

合计：342 人

短期培训项目

时间 培训专题 人数 生源国

4月11-23日 卫星导航 42 埃及、摩洛哥、突尼斯

4月12-26日 空间与全球健康 43

孟加拉、玻利维亚、埃塞俄比亚、印度、伊

朗、意大利、马达加斯加、蒙古、尼泊尔、

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秘鲁、菲律宾、俄罗

斯、坦桑尼亚、委内瑞拉、赞比亚

4月23-27日 北斗/GNSS 35
阿尔及利亚、喀麦隆、中非共和国、摩洛哥、

尼日尔、塞内加尔、突尼斯

9月24日-25日 北斗/GNSS 165 埃及、黎巴嫩、苏丹、赞比亚

10月22日-26日 小卫星技术 32
摩洛哥、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等阿拉伯联

盟国家

10月28日-11月1日 基于空间的应急响应技术 27

孟加拉、巴西、中国、加纳、印度、伊朗、

老挝、蒙古、莫桑比克、巴基斯坦、秘鲁、

泰国、土耳其、越南

※ 2019 年招生计划

中心成立四年来，以“推动空间技术和平利用，造福人类”为使命，秉承“创新、开放、包容”的发展理念，

围绕中心设立方案确立的工作任务，不断探索、锐意进取、创新发展。中心拟制订 2019 年招生计划如下：

研究生学位教育项目 :

2019 年，中心将在卫星通信与全球卫星导航系统、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小卫星技术三个专业方向招收硕

士、博士研究生，计划招收学员 50 名，包括 42 名硕士、8 名博士。

中心为每个成员国提供 3 个全额中国政府奖学金名额。

中心网站：http://www.rcssteap.org

MASTA 2019  Master Program on Space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Application Qualifications 

 The applicant should be under the age of 35;

 The applicant should have some professional experiences of working in space technology 

industry or research institutes; 

 The applicant should have Bachelor Degree of relevant discipline or the diploma equivalent to 

Bachelor Degree; 

 The applicant is expected to have good command of English and the ability to take courses in 

English;

 The applicant is supposed to have research background in relevant areas.

Note: Please notice as a special requirement that selected applicants should come to study at 

Beihang University with their Private Passports only (not official/service/other types of passport).

Applicants of this program are mostly recommended by organizations. Students who are 

interested to do self-sponsor, please visit website (http://admission.buaa.edu.cn/)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Important Dates

 Applicants should mail the required applications documents to the Contact Person at 

RCSSTEAP (China) by March 15, 2019. 

 The results of admission will be notified by stages from May 20 to early August, 2019.

 The Admission Notice and related documents will be mailed to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s 

before August 15, 2019.

 The program will start in early September 2019.

In 2019, MASTA Program provides three educational fields: Satellite Communications and 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s (SC&GNSS), Remote Sensing and Geo-information System (RS&GIS), 

Micro-satellite Technology. The followings are detailed information of each field.

※ 2019 年招生简章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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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风采 

DOCSTA 2019 Doctoral Degree Program on Space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Application Qualifications 

 The applicant should be under the age of 40;

 The applicant should have some professional experiences of working in space technology 

industry or research institutes; 

 The applicant should have Master's Degree of relevant discipline or have the equivalent 

educational background of a Master's degree;

 The applicant is supposed to have research background in relevant areas; 

 The applicant is expected to have good command of English and the ability to take courses in 

English;

Note: Please notice as a special requirement that selected applicants should come to study at 

Beihang University with their Private Passports only (not official/service/other types of passport).

Applicants of this program are mostly recommended by organizations. Students who are 

interested to do self-sponsor, please visit website (http://admission.buaa.edu.cn/)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Important Dates

 Applicants should mail the required applications documents to the Contact Person at 

RCSSTEAP (China) by March 15, 2019.

 The results of admission will be notified by stages from May 20 to early August 2019.

 The Admission Notice and related documents will be mailed to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s 

before August 15, 2019.

 The program will start in early September 2019.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about the Announcement MASTA&DOCSTA2019,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http://rcssteap.org/  

今年，前联合国外空司司长 Sergio Camacho 来区域中心教授“空间法律与政策国际合作”课程。2018 级

空间法律与政策专业学员在课程考试中表现出色，其中，有两位取得了满分的好成绩。为了鼓励学员，培养优

秀毕业生，提高全体学员的学习能动性，我们对这两位学员进行了采访。

※ 编者按

※ 中心学员荣获“外研社·国才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一等奖

2018 年 12 月 5 日 -9 日，“外研社·国才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在北京举行，选手们为观众带来了一场思

想与语言交汇融合的饕餮盛宴。本届英语演讲比赛中外学生同场竞技，区域中心泰国籍留学生 Surucchawadi 

Seweewanlop（苏维迪）代表北航学生一路过关斩将，表现突出，荣获一等奖。

在决赛“即兴演讲”的舞台上，苏维迪凭借出色的口语和机智的回答获得了在场嘉宾和观众的一致认可。

她以“摸着石头过河”作比喻，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在经济政治改革中所作出的探索。她提到，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没有选择容易的道路，而是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这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尽管改革之路道阻且长，但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摸索出了适合自己的道路。中国在深化改革

开放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从小事做起，从细节做起，这也是中国能够获得长足发展的重要原因。

苏维迪是区域中心 18 级空间法律与政策专业学生，她在采访中说道：“参加这次比赛是我做的最正确的选

择之一。能从上千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参加决赛，我感到十分荣幸。通过这次比赛，我和来自全中国的参赛者

成了朋友，他们有着不同的教育背景，但都训练有素、勤奋聪慧。比赛过程中，很多人都问我学的是什么专业。

当听到我的专业是‘国际法’时，他们都说‘怪不得你的演讲内容逻辑性这么强’。我很开心听到这些赞美之词，

也让我下定决心要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在专业学习上更上一层楼。我在比赛中还学到了一句人生格言：‘真

正的勇士不是那些从不畏惧的人，而是勇于面对恐惧的人。’我非常感谢外研社和北航能够给予我这次机会。

并且，我想对大家说：一定要‘挑战自己，相信自己’！”

4. 学员风采

教育培训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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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学员参加曼弗雷德拉克斯（Manfred Lachs）国际空间法模拟法庭竞赛

2018 年 12 月 21 日 - 22 日，由中国空间法学会主办的“中国空间法学会第 15 届 CASC 杯国际空间法

模 拟 法 庭 竞 赛”（The 15th CASC Cup Manfred Lachs Space Law Moot Court Competition of China 

Institute of Space Law）在北京理工大学举行。比赛由中心空间法律与政策方向责任专家高国柱和学员导师高

琦全程指导。中心学员 SURUCCHAWADI SEWEEWANLOP、AISHIN BARABI 和 ANA PAULA CASTRO DE 

PAULA NUNES 组队参赛并获团体三等奖，SURUCCHAWADI SEWEEWANLOP、AISHIN BARABI 获优秀辩

手奖，指导老师高琦、高国柱获得“最佳组织奖”。

通过参加 Manfred Lachs 国际空间法模拟法庭竞赛，参赛者积累了宝贵经验，提高了分析和辩护能力，了

解了当代国际空间法中应该关注的核心问题。这次经历将帮助他们在各法律领域得到更好的发展。一些中心学

员分享了她们的竞赛体验：

学员风采学员风采

苏维迪演讲稿全文：

China's development is a blessing to the world as a major player on the reform of economic, 

political progress along with its enjoyment of legally protected rights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What does it tell us that China has reached this world-leading level? It tells us the inspiring story 

that is China has found a model perfectly suited to its national conditions.

摸石头过河 : crossing the river by feeling the stones

Imagine when we cross the river, we know that there are countless numbers of invisible stones 

under the river. Of course, when we have to walk across the river, in each step, our feet have to 

carefully choose which stone is stable enough to support our body, if it is not a suitable stone, we 

learned the lesson from that step, but with the spirit of the nation, we are still on the path, then we 

move forward to another stone. Consequently, we learned step by step what is the suitable path for 

our journey. You might think, choosing a stone is time consuming since there are abundant of stones 

under the river. We never know which stone is the best one without stepping on it first. Supposed 

that we have some other options to facilitate our crossing, for instance, a raft, a speed boat or even 

an airplane. Wouldn't it be a lot easier and faster to cross the river? 

However, in reality, 40 years ago, there was no other options that was capable of producing an 

effective reform on the nation. Since, a stone can be regarded as a smallest fraction of details in terms 

of national reformation, if we pay attention to even the smallest factor, it ultimately create a strong, 

solid, impregnable base for the entire country. 

We choose not to seek help from an airplane to cross the river, but rather to build up our own 

ground base by carefully and gradually cross the river by feeling the stone. We choose to walk slowly 

but sustainable. We choose to pay attention to smallest thing through deepening of reforms of our 

political system through the genuine advancement of economic reform. We choose to explore our 

way forward in a unique pioneering spirit full of scholars. Therefore, China is be able to provide for 

the long lasting peaceful rule of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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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竞赛自始至终都非常严肃认真，团队合作在竞赛的每一环节都非常重要。丰富的法律知识、

寻找案例研究、找到支持索赔的法律机构，最重要的是，表现得专业等等，都是本次竞赛的关键，也

是我们团队不断努力提升的核心竞争力。我很荣幸参加了这次 Manfred Lachs 国际空间法模拟法庭竞

赛，这对处理全球多种争端和局势中的问题很有帮助。我非常感谢这次比赛经历，希望更多人能参与

进来，获得同样难忘的经历。”

— SURUCCHAWADI SEWEEWANLOP, 空间法律与政策专业学员 

“当我听说今年能够参加 Manfred Lachs 国际空间法模拟法庭竞赛时，我非常兴奋。主要是因为

我从未想过自己会有机会参加这样的比赛。因为比赛没有在拉丁美洲和南美洲设赛区，也因为在我的

国家，我是航天工程师而非法律人士的限制。就个人而言，这次体验非常重要。因为时间有限，准备

阶段非常紧张。但我在北航学了很多关于空间法律与政策的知识，就从容了很多。尽管这是我第一次

参赛，但我发现参赛选手的水平非常高，我们是在与中国最好的法学院学生同台竞技。我很肯定我们

做到了最好，也非常荣幸能代表北航参赛。”

 — ANA PAULA CASTRO DE PAULA NUNES, 空间法律与政策专业学员

“实践的世界和专业经验总是不同于学术界和理论，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法律专业。作为一名法

律专业学生，模拟法庭是一个可以利用你的知识的机会，因为你是一名真正的律师，可以解决法律问题，

这个过程还能帮助您深入了解您之前学过的知识。此次比赛也像其他比赛一样，帮助你找出自己的弱

点和优势，让你不仅能够面对恐惧和挫折，还能提高自己的实力。所以，如果你有足够的时间和勇气

参加 Manfred Lachs 国际空间法模拟法庭竞赛，有什么理由不去呢？”

 — AISHIN BARABI, 空间法律与政策专业学员

Manfred Lachs 国际空间法模拟法庭竞赛是国际空间法学会举办的年度世界级模拟法庭大赛，比赛由亚太、

北美、非洲及欧洲四大赛区组成，每个地区的冠军队将代表本地区参加全球总决赛。全球总决赛由国际法院三

位大法官亲自出庭，该竞赛已成为当今国际最高级别的模拟法庭大赛。

※ 区域中心学员参加北京市外国留学生颁奖典礼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
     留学生奖学金颁奖典礼

2018 年 01 月 03 日，2018 年度奖学金颁奖典礼在北航学术交流厅举行。区域中心执行主任、国际学院院

长翁敬农，区域中心学员等参加了此次典礼。

此次颁奖典礼，共有四名区域中心学员获得学习优秀奖，以下是获奖学员名单：

 颁奖典礼结束后，国际学院留学生们献上了精彩的节目表演，获得了在场观众的热烈的掌声。

学员风采学员风采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留学生奖学金

学号 姓名 国籍 评审结果

LB1525207 SHERKATGHANAD EHSAN 伊朗 一等奖

LS1725205 MUHAMMAD ARSALAN 巴基斯坦 一等奖

LB1425207 SARA POURDARAEI 伊朗 二等奖

LB1602214 MURTAZA ABID 巴基斯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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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员国风光

为了增进成员国的相互了解和认识，本期工作通讯，以“建筑”为主题，为大家精心挑选了一系列成员国

的代表性建筑，带您领域别具一格的异域风光。

学员风采学员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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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克斯艺术俱乐部 阿雷基帕市

澳国内清真寺 , 拉合尔堡垒 巴拉特剧院

基督像 普兰班南寺庙

埃尔阿尔托建筑 长城

达卡拉尔巴格堡

圣伊格纳西奥教堂 库斯科

纪念碑 梅里达圣母无玷始胎圣殿主教座堂

尼泰罗伊当代艺术博物馆 武吉斯族屋 , 南苏拉威西省

基奎托斯建筑 中国国家体育场

沙古巴迦密清真寺

学员风采学员风采

三叶塔 阿尔及尔大清真寺

阿尔及利亚
Algeria
》 孟加拉国

Bangladesh
》

秘鲁
Peru
》

委内瑞拉
Venezuela
》

印度尼西亚
Indonesia
》

中国
China
》

阿根廷
Argentina
》

巴基斯坦
Pakistan
》

巴西
Brazil
》

玻利维亚
Bolivi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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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边榜样

 今年，前联合国外空司司长 Sergio Camacho 来区域中心教授“空间法律与政策国际合作”课程，2018

级空间法律与政策专业学员，在课程考试中表现出色，其中，有两位取得了满分的好成绩。为了鼓励学员，提

高全体学员的学习能动性，我们对这两位学员进行了采访。

到目前为止，我在北航的生活和学习都很顺利，有些科目也拿到了很好的成绩，很期待未来的学

习和生活。我在前联合国司长 Sergio Camacho 先生的课堂考试中得到了满分，一些参与者可能会想

知道我是如何取得这个分数的。实际上，他课上的内容对我本人和我未来的职业生涯非常重要，它是

关于联合国的内部运营过程，以及它是如何起到相应的作用的，所以我在课堂上非常认真。考前我主

要研究了他的课上内容和提供的资源，如联合国的网站等，从他的课堂中，我们能够猜想到他会提的

问题。所以我直截了当地站在他的角度，来思考他想要什么样的答案。值得一提的是，没有朋友的帮助，

我不可能拿到这样的分数。对于法律专业的学生来说，给出一个结构合理的答案是必须的，一旦学生

能够做到这一点，他的分数将会更好，在这个方面，我也正在努力。

到目前为止，我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获得了很多经验，我刚刚参加了 2018 年“外研社·国才杯”

全国英语演讲大赛和“中国空间法学会第 15 届 CASC 杯国际空间法模拟法庭竞赛”，我很感激能有这

些机会。如今我受到北航精英俱乐部主任的邀请，参加将于 2019 年 3 月左右举行的北航辩论赛，这

将是我第一次参加辩论赛，希望自己能够做到最好。

——SURUCCHAWADI SEWEEWANLOP  苏维迪

我来自巴基斯坦，是伊斯兰堡空间技术研究所的一名航天工程师。在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攻读空

间法硕士学位之前，我有四年在巴基斯坦航天空间与大气上层研究委员会（SUPARCO）工作的经验。

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和留学，能够有机会与世界各地不同文化的人交流，让我激动不已。校内的体育

设施齐全，课外活动广泛。这里的食物和我以前在祖国吃的很不一样，但是很开胃，中国有非常多

的自然和人工景点值得参观。作为一名航天工程师，学习空间法是一项巨大的挑战，但我愿意去尝试。

我想在学习的同时探索中国，所以聪明地工作是唯一的选择。令人惊讶的是，这招奏效了，我在第

一次法律考试中得了满分。我相信这种学习方式一定会对我在中国的学习有所帮助，我也建议学生

们能来中国来体验和享受他们的新工作与新生活。

——UMAIR MUZAFFAR 武马尔

学员风采学员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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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建设

能力建设是个人或组织获得、改进或保留技能、知识、工具、设备和其他资源，以期能更胜任工作或发挥

更大的能力（更大的规模、受众、影响等）的过程。区域中心以加强能力建设、培养实践能力为目标，不断提

升自身业务水平，并于今年完成北航小卫星地面站组网工作以及空间技术与应用图书馆（STA Library）的完

善与更新。

※ 编者按

※ 空间技术应用图书馆

※ 北航 UHF/VHF/S-band 地面站及地面指挥控制中心建设工作汇报

图书馆是专门收集、整理、保存、传播文献并提供利用的科学、文化、教育和科研机构。它具有保存人类

文化遗产、开展社会教育、传递科学情报、开发智力资源、提供文化娱乐等功能。区域中心空间技术应用图书馆（STA 

Library）建立于 2016 年，经过不断的修葺与完善，如今既是文化建设和传承的重地，也是国际人才培养和北

航图书馆系统的的重要组成部分。空间技术应用图书馆现具备四大区域，涵盖以下功能：

1. 存放区域中心学员的学业材料和论文等档案资料；

2. 展示中国航天成就和中国传统文化，记录中心重大活动；

3. PPT 展示、视频播放等；

4. 存放大量和中心学员专业相关的书籍、论文以供学员阅读和使用，类目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自然

科学、遥感、导航、通信、小卫星技术、空间法等。

未来，空间技术应用图书馆还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为国际人才培养和能力建设提供支撑。 1  建设背景

随着亚太空间合作组织大学小卫星项目（APSCO SSS）工作的推进，北航作为牵头大学，在 2017 年第

一届 APSCO 小卫星技术暑期学校上首次提出了 APSCO 大学小卫星地面站组网动议，得到了各个成员国代表

一致的积极响应，并在 2018 年 APSCO 理事会上得到正式批复。北航作为牵头单位带领各个成员国共同开展

APSCO 小卫星地面站组网建设和小卫星应用服务。该项工作也是我国在“一带一路”国际化战略中，在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中开展空间信息走廊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2  APSCO 大学小卫星地面站组网方案简介

     2.1 建设目标

(1) 为 APSCO 大学小卫星系统及国内外合作伙伴提供 UHF/VHF/S-band 频段的地面测控服务（未来进一

步提供 X-band 服务能力）。

(2) 北航作为地面任务指挥和数据处理中心，协调各国地面站点，完成小卫星的在轨测控服务、载荷数据接

收，以及后期数据共享管理。

5. 能力建设

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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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北航卫星地面站及地面指挥控制中心建设情况说明

2018 年初，在海军校长的领导下，经过宇航学院、国际学院、校图书馆、基建处、后勤处等各部门的全力合作，

项目组克服项目建设资金紧张等重重困难，全面完成了第一阶段（北航一站一中心）的建设目标。为 APSCO 小

卫星地面站下一步组网打下了扎实的技术基础。

（1）北航小卫星地面站已于 2018 年 11 月 20 日验收。该地面站控制室位于国际学院 507 室，具有 UHF/

VHF/S-band (4.2m) 测控服务能力，并具有无人值守和远程操控功能（仅提供给已得到授权的用户）。经过项

目组精心准备，在 12 月 7 日对 CZ-2D 火箭搭载的天仪微纳卫星成功进行了轨道预报与信号接收。既验证了北航

小卫星地面站的实战能力，也锻炼了项目研发队伍。

（2）北航地面指挥控制中心全部工作已完成。

（3）APSCO 小卫星地面站组网第二阶段建设启动

基于第一阶段（北航一站一中心）的已有工作成果，考虑到 APSCO 成员国之间技术协调工作量大，各国地

面基础设施条件差异大的实际现状，北航项目组提出了先在国内地面站小范围组网试点，确定地面站数据接口规

范，各成员国条件成熟一个发展一个的“小步快走”发展策略。目前，我方项目组已与北京天链测控技术有限公

司联合开展 APSCO 小卫星地面站国内组网试点工作，双方采用国际化的标准规范开展地面站数据接口规范设计。

争取近期内（2~3 个月）建设成为一个典型的地面站组网案例。并在 APSCO 成员国内逐步推广。

（4）APSCO 小卫星地面站组网建设与留学生专业人才培养同步进行

在 APSCO 小卫星地面站组网项目建设过程中，APSCO 成员国的部分学生已经全程参加到项目建设中来。

其中 Vahid（伊朗）、Maria（委内瑞拉）及 FAZEELAT FATIMA SHAH（巴基斯坦）学生的研究课题直接与小

卫星测控技术相关。实现了 MASTA 小卫星技术专业的留学生培养与航天工程实践训练相结合的目的。

能力建设 能力建设

北航小卫星地面指挥控制中心（DPAC）主要由运行管理、站网管理、卫星控制、资源共享服务、技术支撑、

视频会议、教育培训等 7 个子系统组成。

其中视频会议、教育培训子系统功能相对独立。既可以通过视频会议系统便捷地与各成员国和合作伙伴开

展技术交流，也可以为各成员国和合作伙伴提供空间技术国际化教育与培训课程。为各成员国和合作伙伴提供

卫星数据服务、星地模拟操作实践，培养航天国际化复合型人才，成为北航国际化的展示平台。

APSCO 大学小卫星地面站组网节点分布图

 4.2 米 S-band 天线安装

 学生在接收卫星数据

 小卫星地面指挥控制中心

北航小卫星地面指挥控制中心组成

(3) 作为“一带一路”空间信息走廊建设的重要内容，为 APSCO 成员国及联合国附属区域教育中心的学员

提供国际化的空间技术工程实践教育与培训平台（宇航学院与联合国区域教育中心联合建设）。

(4) 为我国及国外合作伙伴提供商业化航天的专项技术支持与服务，初步探索北航航天技术的产业化途径。

    2.2 建设步骤

(1) 第一阶段：立足北航建设一站一中心

北航作为牵头大学，在北航学院路校区建设一个地面站和一个地面指挥控制中心，牵头完成 APSCO 小卫

星长期在轨管理。

(2) 第二阶段：立足 APSCO 成员国建设 APSCO 小卫星全球地面网

以北航地面指挥控制中心为中心点，与 APSCO 各成员国地面站组网建设，最终形成国际化、全球覆盖

APSCO 小卫星地面测控和数据接收网。

(3) 第三阶段：立足国际合作伙伴打造全球化航天教育平台

以 APSCO 小卫星全球网为基础，与国内大学、国际合作伙伴合作，与已有地面站联网，帮助有意向合作

伙伴建立各自所属地面站，打造全球化航天教育平台，并为各大学科研小卫星等提供全球化地面服务网。

     2.3 系统组成

APSCO 大学小卫星地面站组网采用分布式、模块化、接口标准化的原则进行建设，具有网络架构简单清晰、

功能完备、可扩展性强、建设成本低等特点，其组网节点分布如图。随着小卫星地面站网络建设工作的推进，

将会有更多的国内外大学、科研机构及企业用户作为网络节点加入到该网络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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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对于中心而言，是建设的一年，也是提升的一年；是播种的一年，也是收获的一年。

2018 年，中心全年境外来访 11 次，国内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参观 10 次；

2018 年，中心举办了 6 期短期培训班，累计培训了来自近 40 个国家的 342 名学员；

2018 年，来自北斗系统总师、中国科学院等国内专家，以及来自澳大利亚、克罗地亚、马来西亚、墨西哥、

美国、等地的近 60 位境内外专家到中心授课；

2018 年，中心网站平台累计推送 56 篇，累计用户访问量 17092 人次；中心微信平台累计推送 68 条，

累计用户访问量 5598 人次；

2018 年，中心在全球卫星导航系统、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小卫星技术、空间法律与政策四个专业方向共

招收了来自 14 个国家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共 56 人；目前，区域中心有硕士在校生 87 人、博士在校生 54 人。

2018 年的征程已经结束，2019 年的钟声正在敲响。我们将整理行囊，收拾精神，以昂扬的姿态，踏实的作风，

向着特色之路、开放之路、强盛之路，再砥砺、再出发！

编者 

于 2018 年岁末

6. 数说 2018 编后语

本期《工作通讯》记录了区域中心 2018年 12月至 2019年 2月的主要工作内容，包括

第六届航天国际化发展论坛、人物访谈、学员参观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总部和中国科学院遥

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密云卫星接收站等。

2018年，区域中心致力于能力建设，以“开放、创新、包容”的理念和胸怀迎接挑战，

锻造机能，多方面均取得长足进步，但同时更多的挑战与方生的问题，仍有待我们敏于应对，

不断锐进。今后，中心将再接再厉，求真务实，运用国际教育的北航“UGII”模式，完善

中心人事系统，提升自身国际影响力。

感谢您对区域中心的关注和支持，2019年，我们将凝聚奋进之心，汇合磅礴之力，与

成员国及兄弟单位携手同行，脚踏实地，仰望星空，继续为中心和成员国的共同可持续发

展而努力，为和平外空的壮美画卷添彩增色！

编后语年度回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