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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成功发射陆地生态系统碳监测卫星
新华社太原8月4日电（李国

利 郝明金）8月4日11时08分，我
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
四号乙遥四十运载火箭，成功将陆

地生态系统碳监测卫星以及搭载
的交通四号卫星和闵行少年星顺
利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
满成功。

陆地生态系统碳监测卫星主
要用于陆地生态系统碳监测、陆地
生态和资源调查监测、国家重大生
态工程监测评价，并为环保、测绘、

气象、农业、减灾等领域提供业务
支撑和研究服务。

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
箭第430次飞行。

“句芒号”成功发射看点透视
延伸

■新华社记者 胡喆宋晨

8月4日，陆地生态系统碳监测

卫星“句芒号”在太原卫星发射中

心由长征四号乙遥四十运载火箭

成功发射。陆地生态系统碳监测

卫星是我国首颗森林碳汇主被动

联合观测的遥感卫星，能够实现对

森林植被生物量、气溶胶分布、叶

绿素荧光的高精度定量遥感测

量。“句芒号”的升空，标志着我国

碳汇监测进入遥感时代。

此次发射也是自长征五号B运

载火箭成功首飞以来，长征系列运

载火箭在800多天内连续成功执行

的第100次宇航发射任务，国家航

天局负责“句芒号”卫星工程管理、

重大事项组织协调、发射许可审

批，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八院分别

负责卫星系统和运载火箭系统抓

总研制。

句芒，是中国古代民间神话
中的木神、春神，主管树木发芽生
长，与祝融齐名，象征对自然环境
的敬畏与责任。国家航天局公布
的信息显示，“句芒号”卫星在轨
运行后，可获取全球森林碳汇的
多要素遥感信息，提高碳汇计量
的效率和精度，转变传统的人工

碳汇计量手段，为我国“碳达峰、
碳中和”战略落实提供重要的遥
感支撑。

森林碳汇监测需要有高精度
的植被数据作为支撑，为达到这
一要求，研制团队尝试“跨界”，创
新性地将天基测绘“激光雷达+光
学相机”为代表的主被动联合观

测手段应用到森林监测中。
获取高精度的植被高度和面

积信息是森林碳汇监测的关键，
对应到卫星设计上，即对激光雷
达和多光谱相机提出了高要求。
为了让“句芒号”具备高精度森林
碳汇监测能力，研制团队基于现
有技术基础，从性能提升、配置方

式、总体设计上做出创新突破，最
终满足了森林碳汇监测的需求。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遥感卫星
总体部专家介绍，这种主被动联
合观测模式，不仅充分发挥了激
光雷达和多光谱相机的优势，同
时还能利用激光校准多光谱相机
精度。

尝试“跨界”：“身怀绝技”的“技能之星”

植被高度、植被面积、叶绿素
荧光和大气 PM2.5含量是计算森
林碳汇能力的核心数据。作为森
林碳汇监测的“专业之星”，“句芒
号”配置了多波束激光雷达、多角
度多光谱相机、超光谱探测仪、多
角度偏振成像仪等 4种载荷支持
获取以上数据，确保数据“准、全、
细、精”。

植被测高结果“准”。“句芒
号”利用多波束激光雷达进行
植被测高其实是一个抽样测量
的过程，通过计算激光到树冠
以及地面的时间差得出树木的

高度，而卫星一次测量发射出
激光的光束数量、频次决定着
测量精度。为最大程度提升植
被测高的数据精度，研制团队
通过数据反演、仿真分析、应用
测试，最终使植被测高精度大
幅提升。

获取植被面积“全”。为准
确还原森林茂密程度，研制团队
为卫星设计安装了 5个多光谱相
机，实现对地 5 角度立体观测。
同时，为了避免植被阴、阳面光
线影响，研制团队创新性提出月
球定标方法，确保 5角度成像光

谱响应一致。实现这些能力后，
5角度多光谱相机就能帮助“句
芒号”绘制一幅“立体”植被分布
图。

叶绿素荧光探测“细”。叶
绿素是植被光合作用的关键影
响因素，叶绿素荧光高精度制
图便是“句芒号”支撑高精度监
测的重要环节。但叶绿素荧光
的能量非常小，仅有约 0.5%到
2%以荧光的形式发射出来，为
提升叶绿素光谱探测精细程
度，科研人员为“句芒号”设计
配置了超光谱探测仪，创新使

用了光栅分光原理，能够探测
到人眼所看不到的太阳光细微
的明暗变化。

大气校正数据“精”。为了
去除大气对监测数据的影响，研
制团队首先为“句芒号”专门配
置了偏振成像仪，支持 35个角度
监测大气 PM2.5含量，获取大气
横向 PM2.5含量信息。此外，研
制团队还增配了大气激光雷达，
用于获取大气纵向 PM2.5含量信
息。一横一纵就将数据结果由
二维变成了三维立体信息，更加
精准。

“准、全、细、精”：碳汇监测的“专业之星”

“句芒号”载荷多、模式多，但
其操控十分便捷，是一颗具备自
主任务规划能力的“智能之星”。

森林碳汇监测是“句芒号”的
主要任务，除此之外，还可广泛应

用于环保、测绘、气象、农业、减灾
等领域，支撑作物评估、植物病虫
害监测、灾害应急成像等工作。
因此，“句芒号”任务繁多，工作模
式复杂，研制团队既要考虑让卫

星支持更多应用，还要考虑让卫
星易用、好操控。

为此，研制团队从硬件上保
证各种载荷数据独立传递，从软
件上让卫星“智能化”，根据设定

的边界条件参数辨别海洋、陆
地、光照条件，并以此自动规划
任务探测流程，实现自主任务规
划。

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

操控便捷：能自主规划任务的“智能之星”

新华社天津8月4日电（记
者 周润健）8月 4日迎来一年一
度的七夕。专家表示，未来 10
年，今年七夕对应的公历日期最
早。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
天文学会理事修立鹏介绍，受
公历一年与农历一年相差 11天
左右、现行农历置闰法等因素
影响，所有农历节日对应的公
历日期都是不固定的。通常情
况下，同一个农历节日所对应
的公历日期，要么比上一年或
下一年提前 10天左右，要么比
上一年或下一年推后 19 天左
右。这也导致同一个农历节日
所对应的公历日期，最早和最
晚能相差一个月。

1901 年至 2100 年这 200 年
的统计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七
夕对应的公历日期最早落在7月
31日（如2006年），最晚落在 8月
30日（如1987年）。因此，每年公
历7月31日至8月30日中的任何
一天为七夕均属正常。

2022年七夕对应的公历日
期是 8 月 4 日，这是 2015 年至

2032年这 18年里对应公历日期
最早的。之所以这么限定，是因
为 2014年七夕对应的公历日期
是 8月 2日；2033年七夕对应的
公历日期是8月1日。

“就 21世纪这 100年来说，
七夕出现在公历 7月 31日这天
共有 3次，分别是 2006年、2044
年和 2082 年；没有出现落在公
历 8 月 30 日的情况，最晚是在
公历 8月 29日，共有两次，一次
是 2025年，一次是 2055年。”修
立鹏说。

七夕在公历日期中虽然飘忽
不定，但这并不影响人们过节。
七夕源于汉代，盛行于唐宋，在我
国已有2000多年历史，是我国传
统节日中最具浪漫色彩的一个节
日，又称“乞巧节”“女儿节”“双七
节”等。

“七夕已列入我国第一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们
应该进一步挖掘其文化内涵，重
视手工实践、传扬牛郎织女传说，
让这个最具浪漫色彩的古老节日
在当下焕发出更加旺盛的生命
力。”修立鹏说。

今年七夕是未来10年内最早

我国成功发射陆地生态系统碳监测卫星。 新华社发（郑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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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月月44日日，，游客在游客在““长安十二时辰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与扮演主题街区与扮演
““月老月老””的演员的演员（（右右））合影合影。。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张博文张博文 摄摄

88月月44日日，，游客在游客在““长安十二时辰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体验写主题街区体验写
““婚书婚书””。。 新华社新华社发发（（邹竞一邹竞一 摄摄））

88月月44日日，，市民在长沙市湘江畔观看无人机市民在长沙市湘江畔观看无人机
光影秀光影秀。。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陈振海陈振海 摄摄

88月月44日日，，新郎在婚礼现场为新娘整理发饰新郎在婚礼现场为新娘整理发饰。。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欧东衢 摄摄

新华社金边8月4日电（记
者 吴长伟）当地时间 2022年 8
月4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
金边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
期间对七国集团外长发表涉台
声明予以坚决驳斥。

王毅表示，台海紧张局势
的来龙去脉一清二楚，是非曲
直一目了然。挑起事端的是美
国，制造危机的是美国，不断升
级紧张局势的仍是美国。美方
的公然挑衅造成了恶劣先例，
如果不予以纠正、不加以反制，
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还要不要？
国际法还要不要维护？地区和
平应如何保障？

王毅强调，七国集团外长
的声明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无
端指责中国维护主权和领土完
整的合理合法举措，它们何来

这样的权利？谁给它们这样的
资格？包庇侵权方，指责维权
者，岂非咄咄怪事！

王毅说，七国集团的错误
行径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
慨。中国和各国的主权和独
立是人民浴血奋战赢来的，绝
不容许再被无端侵害。今天
的中国已不再是 19世纪的中
国，历史不应重演，也绝不会
重演！

王毅表示，国际社会理应
明确反对任何挑战一个中国原
则的行径，抵制一切对各国主
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地区国
家更应当团结起来，反对强权
霸道在本地区横行。只有这
样，才能真正维护好各自的安
全，真正维护好地区的和平稳
定。

王毅坚决驳斥七国集团涉台声明

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记
者 朱超）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4日指出，美方有关涉台言论是
典型的颠倒是非、贼喊捉贼。
当前台海局势出现任何紧张，
都是美方一手造成的。美方如
果真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最
重要、最关键的是，立即言行一
致、不折不扣恪守一个中国原
则，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当日下午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国务院不
具名高官称，中方不应以美国
会众议长佩洛西访台为由继续
寻求改变涉台现状，如台海局
势在此访后出现任何升级或危
机，责任在中方。中方对此有
何评论？

华春莹说，美方有关言论
是典型的颠倒是非、贼喊捉贼，
反映出美方一贯的霸道、蛮横
无理。

第一，什么是台湾问题的
现状？事实一清二楚、明明白
白。那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
国，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
分。两岸虽长期政治对立，但
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从
未分割。这是台海问题的真正
现状。

第二，谁在制造台海危
机？美方和“台独”势力勾连挑
衅，这是导致台海局势紧张的
根本原因。近年来，民进党当
局放弃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

“ 九 二 共 识 ”，企 图 倚 美 谋
“独”。而美方出于干扰遏制中
国发展进程的战略目的，不断
歪曲、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
则，企图玩弄“台湾牌”，以台制
华，不断提升美台接触水平，持
续加大对台军售。佩洛西冒天

下之大不韪窜访台湾，严重违
反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对中
国政府作出的承诺，严重违反
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犯
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第三，谁应该对台海紧张
事态负责？中方已经反复明确
表明佩洛西窜台的严重性、危
害性，并明确指出由此造成的
一切后果由美方负责承担，勿
谓言之不预。但美国政府和佩
洛西唱双簧，一意孤行。美方
恶意挑衅在先，中方正当防卫
在后。中国政府有权采取一切
必要正当行动，坚决捍卫国家
主权和领土完整。

第四，谁在改变台海现
状？美方以25年前的错误先例
为由为佩洛西窜台狡辩，中方
早已严肃指出，以前的错误不
能成为美方错上加错的借口。
中方绝不允许美方继续以“切
香肠”方式步步蚕食、虚化、掏
空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美
方以任何理由和借口寻求逐渐
改变台海现状。

“我愿再次强调，当前台海
局势出现任何紧张，都是美方
一手造成的，其根源都是佩洛
西出于一己私利，一意孤行，执
意窜台，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
则。如果没有佩洛西窜台事
件，就不会走到今天的局面。”
华春莹说，对此，很多国家和很
多媒体都有十分清楚正确的认
识，也都以不同方式向美方提
出了警告。

“美方如果真心维护台海
和平稳定，最重要、最关键的
是，立即言行一致、不折不扣恪
守一个中国原则，遵守中美三
个联合公报。”华春莹说。

外交部发言人：
美方有关涉台言论是典型的
颠倒是非、贼喊捉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