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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

珠穆朗玛峰作为地球之巅，一直为
世人所瞩目。洞悉它的“身高”变化，有
利于我们更好地分析、研判珠峰地区的
生态保护、地质现状、地壳运动。而“丈
量”珠峰的过程，也是我国测绘技术的一
次大检阅。在这场顶级测绘“练兵”中，
江苏测绘企业、科研人贡献了坚实力量，
在8848.86米的珠峰，自信满满地亮出

“国产化”标杆，再一次擦亮“中国制造”
的名片。

小企业挑重担——“千里眼”将
精度偏差锁定在每公里1毫米内

每次珠峰测量，都体现了我国测绘
技术的不断进步，彰显了我国测绘技术
的最高水平。常州本土企业迈拓光电技
术有限公司研发的“长测程全站仪”，是
这次珠峰高程精准测量的主要仪器，堪
称珠峰测量中的“千里眼”。

“国产‘长测程全站仪’的使用，使
得三角高程测量的大地高与 GNSS（全
球卫星导航）成果的差异由 2005 年的
29 厘米缩小至 2.6 厘米，大幅度提高
了峰顶三角高程大地高的精度及其与
GNSS 大地高的一致性。”珠峰测量数
据处理主任郭春喜表示，此次珠峰高
程测量的科学性、可靠性、创新性明显
提高，一方面得益于严密、科学的测绘

方案，另一方面有赖于一系列高性能、
高精度的国产化测绘设备。

常州迈拓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在国家
光电测距仪检测中心的组织下，进行联
合攻关，在全世界范围内首次成功研制
了测程大于19千米并且适用于高海拔、
低气温、低气压恶劣环境的高精度全站
仪，有力保障了珠峰峰顶交会和三角高
程测量任务的实施。

“这次珠峰高程测量，是从日喀则
一等水准点起测，将高程传递至珠峰脚
下的 6 个交会点。登顶测量队员完成
测量觇标的架设后，6 个交会点的测量
队员同时开始三角高程测量和交会测
量。”迈拓光电经理孙宏洪颇为自家的

“常州智造”自豪，“全站仪的工作原理
其实就是利用光测距离和角度，由已知
数据推导未知峰顶的数据。定制要求
其精度误差在每公里 2 毫米内，我们比
照标准距离不断调校全站仪使用，最终
确保了实际送检的 10 台机器精度偏差
不超过每公里 1 毫米。”

长测程全站仪先后攻克了低温、低
气压、测距三大难题，它可以在半小时
之内，从 20 千米之外的距离捕捉到目
标信号，完成测距。国家测绘信息计量
站站长、本次珠峰测量设备保障负责人
齐维君表示：“小企业做了一个大成果，

这不仅仅是反映了常州迈拓这个企业
的技术实力，同时也反映出中国制造的
水平和能力。”

常州基地打磨 8 个月——“金
箍棒”刚柔并济，稳扎峰顶

2020 珠峰高程测量登顶时，高高
矗立在珠峰峰顶的红色觇标非常醒目，
它颜色鲜艳，像个“金箍棒”，顶端还有 6
个像“大眼睛”一样的棱镜。这个特别的
峰顶觇标，让 6 个交会点可以看到同一
个目标，并可以同时测量距离。这个测
量设备同样出自江苏，由南方测绘常州
附件工厂生产。

少用螺钉、棱镜座测量夹角69度、测
量高度2米、接插式、折叠快装、钻冰头定
制、觇标杆定制⋯⋯南方测绘常州附件工
厂攻克了一连串特殊的技术指标要求。
从材料定制，结构加工，细节调整⋯⋯到
最终成品通过验收，就这样一个重量不
过 5 公斤的觇标，在常州制造基地历经
了8个月的打磨。

重量不过 5 公斤，仅这一项指标，
就为此次登峰的测绘人员争取到了更
多“安全感”。“这是首次由测绘人员带
着觇标等一系列设备登珠峰，他们的身
体素养不同于专业登山者，负荷每增加
一斤，都会带来成倍的工作风险。”南方

测绘常州附件工厂厂长王翔说，此次站
上珠峰的“金箍棒”能够挺立在-40℃
低温和 10 级大风的复杂环境下，可谓
刚柔并济，重量轻，但结实、柔韧性好，
便于携带折叠、组装，尽可能地为测绘
人员提供便捷，减少在峰顶的停留时
间，降低工作风险。

产值突破 630 亿元——地理
测绘成为耀眼的“江苏名片”

以隐形冠军著称的“常州智造”，在
此次触摸“世界之巅”中起到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放眼江苏，测绘地信已逐渐成
为标志性产业，不断发展壮大。

江苏省测绘地理信息学会秘书长
陈洪良介绍，目前，全省拥有测绘专
业、地理信息学科的高校达 34 所，测
绘信息企业 2400 多家，去年，江苏测
绘产值超 630 亿元，占全国总产值的
十分之一。

近年来，省测绘地理信息局积极
主动作为，也为实现全省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强有力的测绘地理信息保障服
务——全省地理国情普查在全国率先
完成，地理国情监测顺利推进，应急测
绘保障作用显著，地理信息产业加速
发展⋯⋯当前，测绘地理信息已深度
融入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及国防建设

主战场，着力形成一支本领过硬的“测
绘苏军”。陈洪良表示，接下来江苏将
发挥测绘地理信息技术、信息资源优
势，提升山水林田湖草的地理国情持
续监测水平。

本报记者 王梦然

江苏测绘为丈量珠峰扛起坚实担当

“千里眼”“金箍棒”助力锁定珠峰之巅

“在探照灯旁寻找微弱的萤
火虫”

“我们处在一个很好的时代——寻
找系外生命不再停留在科幻小说和科幻
电影里，而是用科学手段来探测适宜人
类生命存在的星球。”中科院南京天光所
研究员窦江培说。

据了解，国内外科学家进行系外行
星探测，主要用的是间接探测法和直接
成像法。相关数据统计，目前已发现
4300 多颗系外行星，其中绝大多数是
通过间接探测法“捕捉”到的。

所谓间接探测法，是通过探测恒星
信号（行星对恒星的扰动产生的变化）来
推断行星的存在，如凌星法、视向速度法
等。但是间接探测法难以直接获取来自
行星的信号，再加之现有技术的局限，至
今科学家尚未确认另一个存在生命的星
球——地球2。

直接成像法，则通过系外行星直接
成像技术，直接探测行星信号，从而真正
地“看到”行星，并研究行星的大气中是
否存在生命特征信号。这是未来确认

“地球 2”的关键。但是，该技术难度极
大，目前利用该方法发现的行星只有40
多颗。

“系外行星直接成像探测在技术上
非常具有挑战性。”窦江培告诉记者，因
为行星光非常弱，而恒星光非常强，通常
情况下行星光会被淹没在恒星强光之
下，难以被直接探测到。他打了个比方：
要探测冷下来的系外行星，相当于“站在
南京看位于北京天安门探照灯旁 30 厘
米处的萤火虫”。

因此，要直接“看到”行星的信号，需
要借助高对比度成像星冕仪技术。星冕
仪可以通过各种调制技术来抑制恒星强
光，在最终像面特定区域内获得高对比
度成像，使得暗弱的行星被成像到。

以中科院南京天光所研制的星冕仪
为例，通过对望远镜瞳面光能量进行调
制，改变恒星最终图像强度分布，使得目
标探测区内的衍射光被有效抑制，行星
从而得以直接成像；同时，任何微小的波

像差都会在探测区域内产生散斑噪声，
同样会影响“冷”行星被成像。对此，要
精确修正来自星冕仪自身和望远镜前端
每个镜面不理想表面产生的波像差，对
上述波像差修正精度均方根值要到千分
之几到万分之一波长。

国际上认为，系外行星的未来探测
趋势，将从注重大数量发现转入对行星
自身物理性质的全面和精细观测。由于
直接成像技术能够获取行星更重要的物
理信息，未来空间旗舰任务都将开展系
外行星成像和光谱探测。

立足于探索高对比度星冕仪的新技
术方法，窦江培团队已攻坚克难十多年，
目前在系外行星超高对比度成像技术和
实测领域获得突破性进展，先后入选
2009 年度和 2019 年度“十大天文科
技进展”。

研制首套“便携式”系外行星
成像仪

早在 2000 年左右，欧美国家就开
始提出并发展高对比度成像星冕仪技
术。目标是发射仪器到太空搜寻质量更
小的类地行星，并研究行星上面的大气
成分。当时，有多个大型空间类地行星
探测计划问世，如类地行星搜寻计划

（Terrestrial Planet Finder，简 称
TPF）等。

我国率先开展高对比度星冕仪技术
研究的便是窦江培团队，虽然于 2007
年开始，起步较晚，他们却并没有重复国
际上已有的技术路线，而是另辟蹊径，在
高对比度成像技术特定领域提出了一系
列的创新理念。

团队提出了有限带光瞳调制新方
法，创新地解决了原光瞳调制技术因
研制难度过大、精度受限的实际难题；
提 出 了 大 区 域 超 高 对 比 度 成 像 新 方
法，首次将液晶空间光调制器用于星
冕仪高精度像差校正，将成像探测区
域提高数倍，显著提高了空间系外行
星探测效率；提出了独特的图像旋转
处理技术新方法，将系外行星成像对
比度在小角距离处提高一个数量级；

并建造了国内首个系外行星超高对比
度成像真空实验室仪器，实验成像对
比度达到数十亿倍。

基于上述重要技术积累，团队研制
成功世界首套“便携式”系外行星探测系
统，与国际 4 米口径望远镜开展联合观
测，观测到系外行星的清晰图像，实现了
我国系外行星直接成像探测零的突破。

一般来说，天文学家只是使用现有
的仪器，来获取数据开展科学研究，甚至
不需要到天文台站，仅通过观测助手就
能完成数据的获取。窦江培团队则需要
把自主研制的成像仪器安装到新的望远
镜上，既要和望远镜开展精密而复杂的
联调、定标和测试，又要对自己的仪器进
行很好的标校。

国际上4米级别望远镜的观测时间
竞争是非常激烈的，2014 年，团队终于
凭实力申请到了欧南台 3.6 米新技术望
远镜的观测时间。“这是我们团队首次将
研制的便携式行星成像系统用于国际 4
米望远镜，也是团队从研制仪器到迈向
科学观测的关键一步。”窦江培说，团队
为了这次观测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凭
借多年的技术积累和团队的共同努力，
最终拿到了预期的观测结果。目前，团
队研制的地基系外行星成像仪实测成像
对比度达到百万倍量级，达到了国际同
类仪器相当的水平。

打开研究“冷”行星大气光谱
的窗口

由于受地面大气影响和现有技术限
制，目前科学家在地面观测发现的均为
形成中的年轻“热”行星，还不能探测有
效温度接近百K的“冷”行星。为了向人
类搜寻系外生命更进一步，窦江培团队
一直谋划将研制的星冕仪“搬”到天上
去。

2018年4月，中国载人空间站巡天
空间望远镜向国内征集新的天文科学载
荷，窦江培团队很快提出了对类太阳恒
星周围的系外“冷”行星直接成像探测计
划——“空间站系外行星成像星冕仪”项
目。2019 年 6 月通过立项后，2020 年

10月，项目已顺利通过方案研制转初样
评审。

与原有载荷相比较，新增的科学载
荷立项晚、时间紧、任务重。但整个团队
信心十足，因为这一项目背后，凝聚了团
队超过十年的技术储备作为支撑。

最初，团队只有一间空空如也的实
验室；后来，逐步建立起国内首个系外行
星探测技术实验室和空间类地行星超高
对比度成像实验室。最初，研究所自筹
科研经费；后来，逐步获得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多个重点项目、中国载人空间站工
程项目、中科院项目基金等上亿经费的
资助。最初，团队从摸索十万倍实验成
像对比度的新技术新方法开始研究；后
来，实现了更大探测区域内高达数十亿
倍对比度这一国际先进指标⋯⋯

“这些都得益于国家对基础研究领
域持续的投入和支持，得益于研究所对
前沿课题的前瞻布局和提前谋划，得益
于团队团结协作和不懈的努力。”窦江培
说，正是基于十多年的积淀，才获得了空
间站科学载荷项目的立项。

目前，“星冕仪”的上天计划正在有
条不紊地进行，它将成为国际首台在类

太阳型恒星周围成像探测“冷”行星的科
学载荷，有望打开研究“冷”行星大气光
谱的窗口，为未来发现“地球 2”奠定重
要基础，从而推动我国在空间天文、空间
高技术领域和行星科学方面处于国际领
先地位。

人类在宇宙中是否孤独？对这一基
本问题给出科学回答，是众多天文科学
家一生追求的梦想。

窦江培预测，未来十年，人类有望
搜寻围绕类太阳恒星宜居带内的地球
质量的行星系统；未来二十年，有望突
破类地行星超高对比度成像和后续光
谱探测能力限制。“科学家将通过直接
成像获取类似地球质量的行星的图像，
进而通过光谱分析该类行星大气的成
分，判断生命特征信号的存在。一旦确
认系外生命信号，将最终挑战‘人类在
宇宙中的位置’，即地球不再是宇宙存
在生命的中心。”

本报记者 蔡姝雯
通讯员 郑 健 高晓敏

下图：窦江培在欧洲南方天文台
La Silla 观测站 3.6 米新技术望远镜和
自主研制的行星成像仪客座仪器前。

系外行星直接成像技术获突破性进展系外行星直接成像技术获突破性进展——

成 像 探 测 系 外成 像 探 测 系 外““ 冷冷 ””行 星行 星 ，，
把 星 冕 仪把 星 冕 仪““ 搬 上 天搬 上 天 ””

宇宙浩渺宇宙浩渺，，奥秘无限奥秘无限；；仰望星空仰望星空，，求索不止求索不止。。太阳系外行星探测与搜寻地球外的生命息息相关太阳系外行星探测与搜寻地球外的生命息息相关，，一直是国际天文一直是国际天文

学的研究热点学的研究热点。。

中国科学院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负责的中国科学院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负责的““中国载人空间站巡天空间望远镜系外行星成像星冕仪中国载人空间站巡天空间望远镜系外行星成像星冕仪””科研项科研项

目目，，将首次把星冕仪将首次把星冕仪““搬搬””到天上去到天上去，，对类太阳恒星周围对类太阳恒星周围““冷冷””行星进行直接成像探测行星进行直接成像探测，，为人类寻找系外生命迈出关键为人类寻找系外生命迈出关键

一步一步。。目前目前，，该项目已完成两项关键技术攻关该项目已完成两项关键技术攻关，，并于并于20202020年年1010月顺利通过方案研制转初样评审月顺利通过方案研制转初样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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