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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地球200公里至2000公里的低空轨道上，数万颗卫星正

计划发射升空，各国卫星互联网之争箭在弦上。满天“星座”，或是未

来实现万物互联的重要一环。面对轨道与频谱先登先占的原则，我国

也在积极布局低轨卫星互联网建设，国家发改委今年首次将卫星互联

网纳入我国“新基建”范畴，卫星互联网再度升温。热度之下，不乏冷

思考，科学界及产业界人士提醒，如何突破卫星互联网应用及盈利的

空白和难点、系统化构建卫星互联网安全防御体系，值得深入探讨。

低轨道卫星星座
将地面基站打到天上去

10月25日上午，美国民营企业太
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再次使用猎
鹰9号火箭发射了60颗“星链计划”的
卫星，至此，气势磅礴的“星链计划”已经
累计发射893颗卫星，其未来目标是发
射4.2万颗卫星，为全球数十亿用户提
供卫星互联网服务。

“星链计划”搭建低轨道通信卫星星
座的想法，其实并不是一个新概念。

“通俗地说，低轨通信卫星星座就是
将地面基站打到天上去，实现全球无缝
式的网络通信。”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天
学院康国华教授告诉记者，早在1997、
1998年，美国铱星公司发射了66颗用
于手机全球通信的人造卫星，这些人造
卫星就叫“铱星”，由于星座结构酷似化
学元素铱（Ir）而得名，“目的是为了在无
线情况下，直接接通卫星进行通信。”

可尴尬的是，当“铱星”花费了10
年，在66颗卫星上天组网可以运营之
际，地面蜂窝移动通信技术已经兴起，借
助稳定信号、低廉价格，迅速占领了“铱
星”本打算面向的市场。“地面每一个基
站就像一盏灯照亮一个区域，只要信号
覆盖的地方都可以实现无线通信。”康国
华说，而与地面建设基站相比，整个星座
的建设、维护成本显得过于庞大，“铱星”
计划最终破产，低轨道卫星通信也逐渐
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近年来低轨卫星星座组网的再次兴
起，是因为航天技术在低成本重复使用
方面取得重要突破。康国华表示，
SpaceX实现火箭可重复利用技术后，
卫星发射的成本大大降低，组网的周期
迅速缩短，维护费用也随之降低。

“早期卫星发射成本居高不下，甚至
可以达到卫星本身成本的一半。火箭一
次一般发射一颗卫星，如打一吨重的卫
星进入轨道，大约就需要1000万美元
的成本。当火箭重复使用并且一箭多星
发射后，每颗卫星发射成本大幅降低，甚
至可以达到原来的1/10。”随着成本的
降低，低轨卫星组网技术再次被激活。

“由于没有重复使用火箭来降低发
射成本，同时由于星座投资的长期性，目
前除了美国，各国的星座计划都进展缓
慢。”康国华举例，英国通信公司一网公
司（OneWeb）于2012年就计划通过发
射超过600个小卫星到低轨道创建覆
盖全球的高速电信网络。但在发射部分
卫星后，由于盈利不及预期，投资前景不
明朗加上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One-
Web及其最大投资者日本软银的20亿
美元投资谈判破裂，申请破产。

在我国，中国航天科技和中国航天
科工两大集团于2015年都推出了自己
的低轨通信项目“鸿雁星座”系统和“虹
云工程”，与星链计划几乎同时起步，但
目前还是仅发射了一些验证卫星。康国

华认为，我们除了技术和成本的差距外，
低轨卫星通信星座还面临着应用场景和
盈利模式的空白和难点。

卫星组网和5G
是互补而不是相互替代

“有市场需求存在，技术才能不断地
迭代和演进。”康国华认为，基于低轨通
信卫星星座的星基互联网，在美国、澳大
利亚等地广人稀的国家更有迫切需要。

“卫星的优势是‘站得高，看得远’，卫
星相比地面基站覆盖面积更大，用户更
多。”康国华举例说，在美国有一些偏远地
区人口密度很低，建设地面基站就很不经
济，低轨卫星互联网可以作为一种灵活
的、低成本的替代性无线接入手段。

那么卫星互联网和地面基站及海底
光纤所组成的互联网是否存在竞争关
系？康国华表示，两者应该是互补关系。
目前星基互联网在航空、航海以及沙漠等
无人区应用场景更具优势——无需铺设
基站；但在人口众多的大城市，基站本身
已铺设完善，且能覆盖室内、楼宇，信号更
稳定，因此比星基互联网更具优势。

低轨卫星通信组网也存在带宽约
束、信号延时等问题，“与北斗、GPS等导
航卫星采取的信号广播、用户单向接收
不同，低轨通信卫星与用户之间是双向
通信，受限带宽限制，在保证一定码速率
前提下，用户数量存在限制。”康国华说，
简单说，当用户太多时，会影响网速。

“此外，每个卫星过境时间很短，大
约只有几分钟；只有足够多的卫星不断
接力，才能保持信号的持续。”康国华
说，这有点类似于我们经常感觉高铁上
打电话信号不好，这是因为高铁速度很
快，当手机刚接上某个基站信号，很快
高铁就超出了这个基站覆盖范围，需要

与下一个基站连接，这就会导致手机频
繁地切换基站，造成信号断续。要解决
码速率和信号延时的问题，目前的办法
就是打更多的卫星上天，把星座“织得
更密”，“所以‘星链计划’原先是涉及
1.2万个卫星，后期已经将计划修改到
4.2万个卫星。”

对于低轨卫星互联网的未来前景，
康国华表示，我国在卫星领域过去更重
视技术突破，解决技术的有无问题；目
前随着我国航天水平不断提升，应用服
务能力得到提高，以“盈利为目的”的商
业航天也开始发展，在我国“军民融合”
政策推动的大背景下，目前国家组织了
国网等公司来牵头低轨星座组网工
作。通过市场和资本共同驱动，促进低
轨卫星通信网络的建成，实现低轨星座
的落地应用。

据了解，在南京江北的北斗产业园，
目前已有一些公司通过以往在通信卫星
领域技术的积累开始积极介入这一产
业。低轨通信互联，还不仅是宽带上网
这么简单，业界更看好的是卫星互联网
与物联网相互结合，预计会形成数以千
亿的市场，比如最近中国移动与吉利公
司就签署了协议，共同推进低轨卫星通
信、自动驾驶等领域合作。

未来，卫星网络业务的应用场景还
将拓展到诸多领域，如政府通信与应急
响应体系、远程教育和远程医疗、地面车
辆交通互联等领域，还可以用于“一带一
路”的建设等；此外，卫星互联网业务还
能为跨国企业和其他机构用户提供移动
互联网接入服务以及不同维度的全球化
管理数据服务。卫星移动服务市场将呈
现多样化发展，“缝隙”市场未来或将逐
渐成长为大众市场。

热度下的冷思考
资源占用、安全防御问题待解

对于低轨卫星互联网，目前科学界
也存在一定的忧虑。比如spaceX的“星
链计划”的4.2万颗卫星，会不会造成严
重的太空拥堵从而威胁其他航天器？

“每个卫星都有寿命限制，如果卫星
轨道较高，卫星失效后又没有主动的离
轨措施，那只能长时间滞留在轨道上。”
康国华说，随着大规模卫星入轨，失效卫
星数量将不断增加，相撞概率也随之上
升，并且会产生链式反应，形成太空垃圾
带。尽管spaceX已经提出保证，卫星都

有离轨措施，到期后将主动坠入大气层
烧毁，但即使如此，截至目前，已发射的
800多颗星链卫星中仍有3%左右的失
效卫星完全联系不上，成为“死星”。有
人甚至预测，如果未来不对太空垃圾进
行清除，放任这种情况下去，人类也许无
法再发射航天器入轨，甚至有可能锁死
了航天发展，这也许不是危言耸听。

除了资源占用造成太空拥堵，低轨
卫星互联网的安全问题也引起了科学界
和产业界的关注。

“近地轨道可容纳约6万颗卫星，到
2029年地球近地轨道将部署约57000
颗低轨卫星，各国抢占卫星互联网空间
轨位和频谱资源态势逼人。”日前在无锡
召开的2020物联网密码应用峰会上，
北京计算机技术及应用研究所所长袁晓
光对低轨卫星互联网安全防御问题进行
了探讨。他介绍，截至目前，中国卫星互
联网星座计划中组网数量在30颗以上
的低轨卫星项目已达10个，项目规划卫
星发射数量达到1900颗。在此背景
下，卫星互联网的安全防御提上日程。

卫星网络失控会产生极大危害，卫
星被恶意控制后将导致服务中断或造成
太空垃圾。袁晓光说，2008年黑客控
制了NASA的两颗卫星，导致一颗卫星
被控约2分钟，另一颗被控约9分钟，就
是典型的卫星安全事件。此外，卫星发
射、运行受气候、空间环境等影响，安全
保密、远程运维、监控升级等难度较大。
他表示，这对密码技术的应用提出了新
要求，“要主动防御，用密码支撑卫星互
联网安全防护体系，提升卫星互联网数
据共享和隐私保护能力，将密码技术贯
穿卫星制造、卫星发射、地面设备制造、
卫星运营和服务等垂直产业的整个过
程，为卫星互联网赋能。”

袁晓光建议，建立低轨卫星互联网
安全防御产业联盟，整合安全防御、卫
星等领域的优势力量，由企业主导，科
研院所、高校、民营企业、运营商等具体
实施，多维创新驱动发展，推动知识向
成果快速转化。建设低轨卫星互联网
安全防御实验基地，由国家扶持，优势
单位牵头，针对弹性动态、具有空域攻
击特性网络，构建星际间兼容适配、攻
防演练基地，为我国的低轨卫星互联网
发展筑牢安全防线。

本报记者 杨频萍 蔡姝雯
图片来源 视觉中国

首次低轨宽带卫星互联网+
5G海上融合组网试验成功

近日，由中国航天科工二院空间工
程公司抓总开展的我国首次低轨宽带卫
星互联网+5G 海上融合组网试验获得
圆满成功，达到预期目标。

我国首颗低轨宽带通信技术验证卫
星于 2018 年 12 月 22 日成功发射，至今
已经在轨稳定运行超过650天。基于这
颗卫星，空间工程公司已成功开展了多
项卫星互联网关键技术试验验证。

在烟波浩渺的太平洋上，没有光纤
也没有基站，空间工程公司项目团队在
海上没有地面移动网络信号覆盖的情况
下，成功利用我国首颗低轨宽带通信技
术验证卫星在海上构建起了5G天基回
传通道，并通过5G和低轨卫星宽带通信
的融合，开展了文件传输、信息发送、网
页浏览、视频点播等一系列常规网络测
试，无丢帧卡滞现象。

作为体验的第一批用户，空间工程
公司设计师李星显得有些兴奋，他将看
到的美景通过低轨宽带卫星互联网与身
在北京的同事进行了分享。“终于可以在
海上没有地面移动网络信号覆盖的情况
下，通过自己设计的卫星和家人视频聊
天，查看新闻资讯，简直太赞了。”

据了解，低轨卫星互联网具有低延时、

易于实现全球覆盖等特点，建成后，能够
使地球任何一个角落都获得互联网接入
服务，届时无论身处沙漠还是海上、飞机
上，都能享受像家里一样的上网体验。

未来，借助卫星互联网，5G信号不
仅能够覆盖城市、乡村，还可以覆盖广袤
的天空和海洋。此次试验的成功，便证
明了这一技术途径的可行性。

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卫星互
联网分会成立

10 月 28 日，在第 21 届中国卫星应
用大会召开之际，为共同发展低轨卫星
通信技术，推动卫星互联网产业落地，中
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卫星互联网分会
（以下简称“中高会互联网分会”）在京筹
备成立。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履谦、毛二
可对中高会互联网分会的成立给予了极
大的肯定和支持。

张履谦表示，“从 1958 年国家领导
人作出独立自主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
决策，到我们可以飞天揽月到星球上，再
到如今国家正式把卫星互联网列为国家
战略性工程，我国的航天事业一直往前
发展。现在，卫星互联网有着非常重要
的意义，对我们来说任务重大。”

卫星互联网是基于卫星通信的互联
网，是天地一体化信息系统的关键组成
部分。2020年4月，国家正式把卫星互

联网纳入新基建范畴，标志着卫星互联
网建设成为国家战略性工程。中高会互
联网分会正是在此背景下筹备，其发起
单位包括卫星研制、卫星发射、卫星运
营、终端研制、系统应用、标准制定等领
域的重要机构和企业。

在筹备会上，分会秘书长、若森智能
董事长季文涛汇报了分会筹建情况，明
确了分会工作目标：实现在我国卫星互
联网领域搭建“一个协会、一队专家、一
套标准、一条产业链组合、一组行业生态
和 N 个样板应用”的平台。通过“五个

一”和“N个样板应用”，加快推动我国卫
星互联网产业发展，努力为我国在全球
卫星互联网产业竞争中取得优势。

中高会常务副理事长梁小虹表示，
此时成立卫星互联网分会，聚焦卫星互
联网这一未来重要的技术和产业高地，
联合我国卫星通信界权威专家学者和产
业链上下游企业，就是希望能加快我国
天地一体化的移动卫星通信服务布局，
推动国家卫星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在新
一轮太空资源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

分会理事长、航天科技委副主任吴劲

风也表示，卫星互联网是一个转折，航天
事业遇到难得一遇的发展机遇。作为一
名航天领域的从业者，他非常看好商业航
天民企的活力，对分会的成立充满期待。

同时，本次筹备会也明确了中高会
卫星互联网分会的工作内容。根据国
家对卫星互联网新基建的工作要求，开
展通信卫星（含高轨和低轨）互联网业
务相关的学术推进及产业化工作。具
体包括：在卫星互联网学术交流方面发
挥促进作用，在商业化应用与科技相结
合上发挥政策咨询作用，在促进卫星互
联网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发挥中介作用，
在形成卫星互联网产业生态方面发挥
推动作用。

卫星互联网是世界性的、时代性的，
发展卫星通信技术必须具有全球视野。
卫星互联网技术的重大突破和加快应用
将影响全球经济结构，导致产业和经济
竞争的赛场发生转换。季文涛对分会成
立充满信心：“中高会卫星互联网分会的
工作只有同国家需要、人民要求、市场需
求相结合，推动科学研究、实验开发、推
广应用、产业落地，才能真正实现创新价
值、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本报记者 王 甜 整理
素材来源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

新华社
图片来源 视觉中国

产业加速落地产业加速落地，，中国卫星互联网纳入中国卫星互联网纳入““新基建新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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