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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 
第四十届会议第四十届会议第四十届会议第四十届会议    

1997199719971997年年年年 6666月月月月 2222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13131313日日日日 维也纳维也纳维也纳维也纳    
 

在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第三十四届会议上 
提出的科学和技术情况介绍 

 
秘书处的报告秘书处的报告秘书处的报告秘书处的报告 

 
1.  在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期间 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

会 科学理事会 空间研究委员会 空间研委会 和国际国际宇航联合会

宇航联合会 协同各会员国 举办了直接广播空间系统和空间研究全球

信息系统专题讨论会 以补充在小组委员会范围内就该专题进行的讨论

专题讨论会是根据小组委员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建议 A/AC.105/637,第 192
段 举办的 该建议后来得到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第三十九届会议 1

和大会 1996年 12月 13日第 51/123号决议核可  
 
2. 这是空间研委会和宇航联合会在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年会期间举办
的第十三个专题讨论会 每年讨论会的专题由小组委员会前一届会议选定

专题讨论会继小组委员会于1997年2月17日和18日下午会议完毕后举行  
 
3. 除空间研委会和宇航联合会应小组委员会请求举办的专题介绍外 各会

员国代表团还结合小组委员会各议程项目 安排了由空间科学和应用专家

主讲的若干科学和技术专题介绍 一些国家组织和国际组织也特别介绍了

它们所进行的科学和技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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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为使各会员国更广泛了解专题讨论会和小组委员会届会期间所提供的
关于科学 技术和应用的最新情况 秘书处编写了下述资料提要  
 
5.  附件载有在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第三十四届会议上所作的科学和技
术专题介绍的详细说明 该附件仅为英文 专题介绍和讲演人一览表载于

附件的附录中  
 

一 直接广播空间系统和空间研究直接广播空间系统和空间研究直接广播空间系统和空间研究直接广播空间系统和空间研究    

全球信息系统专题讨论会 

 

6. 任何广播媒介的主要功能都是提供信息 娱乐和教育 电视问世前 无

线电是一直是新闻广播的主要模式 但时至今日 一些用户依然经常使用

无线电 而不是其他传播媒介收听新闻 无线电实现了播放教育节目 特

别是为小学生播放教育节目这一十分重要的社会目标 有时 无线电甚至

还以交互式方式举办专题服务节目 如对农民 产业工人 妇女 青年和

儿童进行咨询  
 
7. 在世界范围内 收音机数目已达数十亿台 但同电话和电视一样 各国

每 1000户人口拥有的收音机数因其经济状况而大相径庭 发达国家为 1050
台 发展中国家约为 180台 在某些国家 约有 30 的地区未建立任何

国内无线电广播电台 当前 广播系统主要是通过陆地系统进行模拟和广

播 卫星系统大多用于节目转播 以扩大节目播放面 或为电缆输入端提

供服务 用数字卫星系统取而代之需用很长时间 因为现有基础结构费用

必须全部支付 而且数字接收机的初期费用很高  
 
8. 过去几年来 印度一直在对卫星数字音频广播进行研究 自 1983年印
度国家卫星系统 INSAT 建立以来 广播节目的播放主要是通过卫星广

播网络系统进行的 为 28个广播网络频道安装的卫星转发器月累计利用率
超过 13,000小时 印度虽建立了广泛的广播网络 但其人口繁杂 语言各

异 因此该国正想方设法在全国设置足够的声频通道  
9. 计划在印度地球静止卫星运载工具首次研制飞行中发射的 GSAT-1 号
卫星 携带两个 S频段高倍转发器 总共能提供 96个声频通道 使用如此

之多的频道 可望使印度的无线电广播事业发生根本性变革 除一般频道

外 还可使用专用频道播放新闻 体育节目 各种音乐节目 商业信息

发展通信以及其他重要领域的消息 这种数字系统可提供大量数据广播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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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如对开放大学的学生进行函授教育 播放电子新闻和公共事业机构提

供的信息 或下载大量 Internet数据  
 
10.  Internet指数空前增长 网络规模每年扩大一倍 从而使对多媒体和广

播服务的需求有了类似增长 由于视频 声频和计算机应用需要更大的带

宽 因此应当大大改进地面基础结构 即光导纤维网络 综合服务数字网

络 先进的调制技术 压缩装置及其他设施 这对适当连接为补充地面系

统建立的卫星系统也是必要的 而且对迅速扩大全球服务范围至关重要

根据与欧洲航天局 欧空局 签署的一项合同 Joanneum研究所和萨尔茨
堡大学 奥地利 正在研制试验性的局域网互连卫星系统 该系统可为设

在一个网络内的 64个活动站提供便利 每秒最大用户率为 2个兆字节  
 
11.  直接广播系统能够大大减少向用户 特别是向人口稀少的广大地区用

户播放电视节目的费用 这种情况在俄罗斯联邦很典型 在地球静止轨道

与直接广播系统连接的小型终端易于使用 而且与地面系统相比 能够提

供更多优质频道 1994年 俄罗斯联邦发射了第一颗 GALS系统卫星 1995
年又发射了第二颗 现正为 1998 年至 2000 年研制的 GALS R16 号新卫
星 在 18/12千兆赫频带应拥有 16个射束 设计这一系统的主要目的 是

为该国欧洲部分提供服务 其活动寿命应增至 7 至 10 年 天线直径为 50
至 90厘米的个人接收机 能够接收多达 4个模拟电视节目和 32个数字电
视节目  
 
12.  日本正在筹建一个商业公司 该公司将设置近 100个频道 用于提供

试验数字广播和正规数字直接广播系统服务 此外 欧洲 亚洲和南美洲

许多家广播公司也已在提供或准备提供数字直接广播系统服务 第一颗韩

国卫星于 1995 年 8 月在东径 116 度的位置射入地球静止轨道 第二颗于

1996年 1月发射 每颗韩国卫星都有三个 27兆赫 120瓦的直接广播服务
系统发射机转发器以及频率为 12千兆赫的集中射束 因此 在大韩民国境

内 使用直径只有 40厘米的抛物面天线 就能接收到十分清晰的电视信号

而且在有许多朝鲜人定居的邻国 仅用一米长的天线就足够了 该系统能

够支助每秒达 2个兆字节的未来数据广播服务 这可以提供如下服务 如

家庭购物 远距离教育 电子报刊传送 静止图象拍摄 娱乐节目编排和

卡拉 OK 此外 现正研制高清晰电视系统 以便在 1999年试播 并用于

转播 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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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由于美利坚合众国地球行星飞行目标是扩充地球系统科学知识 传播

信息 并在私营部门有效利用地球行星飞行科学技术 因此 连网和存档

系统是这项研究工作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约有 10,000家科学用户
和 100,000 家非科学用户将会仔细研究通过国际和国家卫星组群 原地平

台和许多商业供应商获得的数据 除主要的地球观测数据和信息系统外

地球行星飞行还将利用各种网络和档案 对所有有关的数据进行分类和存

档 例如 日本与美国根据一项联合倡议将联合建立一个全球观测信息网

络 以加强地球观测信息网络的双边合作  
 
14.  国际地圈 生物圈方案研究的目标 是为确定地球系统功能奠定基

础 并发展作出有效政策反应的实际预测能力 利用新的机会在全球范围

内收集数据的工作 将通过国际地圈 生物圈方案数据和信息系统进行

该系统不是传统的信息系统 未安装大型数据装置或计算机设施 它的作

用是鉴定全球变化研究主要数据的缺陷 并确定准备作出补救反应的国家

或国际机构 空间观测因具有全球性 因而是国际地圈 生物圈方案数据

和信息系统至关重要的重点  
 
15.  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和促进全球变化研究是至关重要的 这首先是因

为发展中国家正造成环境的重大变化 其人口规模 森林砍伐 人的活动

造成的土壤侵蚀 农业以及其他因素等均对环境产生了影响 这些国家的

经济主要依赖自然资源 其经济发展战略往往造成增长迅速 但生产率低

下的状况 因此 发展中国家面临严重的全球环境问题 如植被减少 土

地退化 自然灾害和污染等 它们必须从本国利益出发 参加与全球变化

有关的方案 并为国际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  
16.  中国为全球变化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 该国于 1987年成立了中国国家
气候委员会 并于 1988年成立了中国国际地圈 生物圈方案全国委员会

一些国家机构正在进行环境研究 专门进行的某些研究项目包括 今后 20
至 50年中国维持生命环境趋势预测研究 中国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环境变化

动态进程和趋势预测 南极洲全球环境变化研究 在黑河流域对大气圈与

地面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的野外实验 对热带西太平洋海洋环流进行的实

验 以及对青海和西藏高原生态系统的形成 演变和环境变化进行的研究  
 
17.  迄今为止 万维网一直用于传播信息和数据 正文 视频和音频

并也开始用于分配软件和提高计算能力 Java程序设计语言现在有可能使
不用平台的软件与网页连接 因此 该软件装入了使用网浏览器的客户机

器 以卸载服务器 这就解决了有关向遥远地点发送软件和在这些地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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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维修的全部问题 哈勃空间望远镜欧洲协调机构开始试用 Java程序设计
语言 以使万维网对天文学具有更大的效用 其长期目标是对用户地点的

客户机器进行数据校准等项工作  
 
18.  个人工作站设立后 下一步就该设立研究站 这包括安装连接 通过

高频宽网络 其他机器及数据库和知识库的高效能地方处理机 该处理机
有一个可配置的个人用户接口 能够以统一而有效的方式提供各种服务

并发挥各种功能 重点是实现直观化和概念化 模型构造 使用多屏幕

大屏幕投影机 飞行仿真器 或录像机就能达到这一目标  
 

二 其他科学和技术介绍 
 

A.  空间碎片空间碎片空间碎片空间碎片 
 

19.  法国空间研究中心继续使用 Cote d’Azur观测站 1.5米的 Schmidt望远
镜 对空间碎片进行实验观测 该中心应能检测地球静止轨道 20厘米大小
的碎片 1996 年利用照像胶片和扫描器进行了第一次研究 并于 1997 年
对装有电荷耦合器件的摄影机进行了测试 日本通信研究实验室利用直径

为 1.5 米 装有电荷耦合器摄影机的望远镜 在东京小金井也对地球静止

物体进行了光学观测  
 
20.  若干日本研究团体对空间飞行装置进行了飞行后分析 该装置在进入

轨道 10个月后被美国航天飞机收回 约 20平方米的暴露面用于对空间飞
行装置进行分析 在目视观测中 总共对 337次直径大于约 200微米的碰
撞进行了观测 并在选定表面的高分辨观测中对 180次碰撞进行了观测
最大损失直径约为 13.4毫米 碰撞造成的环形凹坑直径为 2.5毫米  
 
21.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防卫评价研究局实施了综合碎片套装评
估方案 该方案将直径超过 10厘米的决定性粒子模型与不到 10厘米的随
机粒子模型结合起来使用 意大利比萨大学根据欧空局签署的一项合同

正在研制对碎片总数进行长期分析所用的半决定性工具 俄罗斯联邦研制

的 Nazarenko 模型根据俄罗斯和美国的空间目录数据 提供了空间密度分

布和速度分布情况 法国国家空间研究中心特别重视脆性材料 玻璃 硅

碎片的碰撞 这种碰撞会造成大量小粒子 二次碰撞 二级粒子的质量

可能是初级粒子质量的 100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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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在德国 空间碎片模型的制作得到了德国研究和技术部以及德国航天

局的资助 模型制作工作是由不伦瑞克技术大学飞行力学和空间飞行技术

研究所进行的 根据设在达姆施塔特的欧洲空间业务中心签署的一项合同

飞行力学和空间飞行技术研究所研制了欧空局空间碎片参考模型 该模型

包括人造碎片和天然流星 德国海德尔堡Max Planck研究所制作了流星分
布模型  
 
23.  自 1990年以来 不伦瑞克技术大学与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约翰逊航

天中心在政府的赞助下进行了合作 这导致就制作模型的方法以及双方利

用自己的工具取得的成果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讨论 约翰逊航天中心保存和

改进了不伦瑞克技术大学 1993年首次研制的 CHAIN模型 而且该大学还

制作了 CHAIN欧洲扩展模型 CHAINEE 可利用编码确定涉及特定缓

解政策的有关趋势 并可在以后由 EVOLVE模型进行较为精确的评价  
 
24.  美国轨道碎片方案旨在确保人类空间飞行安全 使国家空间资产和投

资免受轨道碎片破坏 并最终确保空间环境长期得到保护 轨道碎片技术

模型 ORDEM 用于计算目前和近期轨道碎片给低地球轨道飞行造成的

危害 为进行载人航天器飞行和建立未来国际空间站 美国开始实施一项

流星和轨道碎片危险飞行前评估以及飞行后损害评估特别方案 BUMPER
计算机编码利用有关的输入和输出规格 可以确定具体的损害程度概率  
 
25.  进行空间活动的国家必须在多边基础上制订和实施限制空间碎片产生
的措施 日本国家空间发展局 NASDA 于 1996年 3月 28日制订了NASDA

STD 18空间碎片缓解标准 NASDA的标准包括如下缓解措施: 飞行结
束后 纯化航天器和发射装置的上级 飞行结束后 使航天器和发射装置

的上级重返轨道 在地球静止转移轨道处置物体 以免给地球静止轨道造

成危险 最大限度地减少正常运行期间释放出来的碎片 以及从低地球轨

道对航天器进行飞行后处理  
 
26.  严格的缓解措施适用于法国国家空间研究中心发射的所有航天器 基

本要求是 每次有效载荷不在轨道多留一块纯化碎片 就单发射而言 这

系指发射装置的上级 就双发射而言 这系指具有连接构造的发射装置上

级 将有效载荷与阿丽亚娜 4号发射装置末级分开 不应造成任何其他碎

片 烟火应当清除干净 并应截留碎片残骸 发射装置上级的正常使用

不应造成其他碎片 因此应避免在轨道使用固体推进剂 而且用完的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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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引起爆炸 为纯化发射装置上级 应当增加排空油罐和降低内部压力

的爆炸活门  
 
27.  1993年 正式建立了机构间空间碎片协调委员会 以在成员国空间机

构间交流空间碎片研究活动的情况 审查正进行的合作活动取得的进展

为在空间碎片研究方面进行合作提供机会 并确定碎片缓解选择方法 该

委员会的创始成员国是欧空局 日本 美国航天局和俄罗斯联邦航天局

1995年 中国加入了机构间空间碎片协委会 随后 英国航天局 法国国

家空间研究中心以及印度空间研究组织于 1996年也加入了该委员会 按计

划委员会约每年举行一次正式会议 委员会的所有协议均以协商一致方式

达成  
 
28.  在俄罗斯联邦 退役的核动力源与空间碎片在滞留轨道期间发生冲撞

造成的各种后果是有关外层空间放射污染 化学污染和环境污染研究的主

要目标 空间碎片与射入空间并置于甚高轨道的反应堆核动力源之间发生

冲撞可能造成的各种后果是 反应堆辐射器反射体 铍 受到破坏 辐射

屏蔽 一氢化锂 受到破坏 液体金属电路受到破坏 冷却剂 钠钾 有

可能外流 而且反应堆核动力源结构元件受到破坏 并随之产生结构材料

碎片  
 

B. 在外层空间使用核动力源在外层空间使用核动力源在外层空间使用核动力源在外层空间使用核动力源 
 
29.  为保持特定的热状态 并为火星 96号项目小型自治站提供电力 利用

钚 238研制了特殊的放射性同位素热电式发电机和放射性核素传热装置
该传热装置是通用的 每个装置能产生约 8.5 瓦的热力 因此 也用

作放射性同位素热电式发动机热源装置热电换器 这就简化了两类装置的

安全设计 因为含有钚 238的密封舱是相同的 这些装置的设计和研制完

全符合大会第 47/68号决议通过的 关于在外层空间使用核动力源的原则

以及俄罗斯联邦国际安全标准  
 
30.  火星 6号空间探测器装载了 18个放射性核素传热装置 所含二氧化钚

总量不超过 300克 钚 238为 270克 活动总量约为 4700居里 两个小

型科学站各安装了 2个放射性同位素热电式发电机 各载有一个放射性核

素传热装置 和 2个放射性核素传热装置 同样 两个火星穿透器也各装

有一个放射性同位素热电式发电机 由两个放射性核素传热装置提供电力

和三个放射性核素传热装置 主要航天器的电力由通用太阳能电池板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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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载有放射性材料的密封舱要特别加以保护  以抵挡火焰温度在 4000
秒内高达 3600开的 Proton航天器推进剂发生爆炸和燃烧  防止航天器以
一级和二级空间速度 每秒达 11公里 重返大气层 并避免以每秒 80米
的速度与地球表面 包括混凝土和岩石 发生碰撞 此外 二氧化钚 金

属陶瓷 在淡水和海水 10公里深处 以及碱性或酸性环境中不会溶解

机构间专家委员会利用模型和全尺寸放射性核素传热装置标本进行的地面

试验证实 密封舱具有防漏能力  
 
32.  1996年 11月 16日 格林尼治时间 20时 49分 在拜科努尔科斯莫德

罗梅发射了载有国际科学设备的火星 96号空间探测器 以对火星进行复杂

的探索 质子号航天器的发动机按预定安排运作 特殊加速装置也按计划

进行了第一次点火 但第二次点火未成功 装有火星 96号控测器的装置仍
留在低地球轨道 航天器自动系统与加速装置脱离 并给自己的发动机点

火 但这在轨道不足以明显加快速度 1996年 11月 18日 格林尼治时间

1时 20分 在距澳大利亚东部数千公里 南纬 51度和西径 168度 的太

平洋上空 加速装置准确地进入低轨道运行并发生衰变  
 
33.  对火星 96 号探测器的追踪未持续进行 因为该探测器衰变的位置很

难确定 经过对现有全部资料进行仔细分析 证实该探测器 包括放射性

同位素密封舱 在第三次绕地球运转结束后 于 1996年 11月 17日 格林

尼治时间约 1时 进入大气层 可能的降落区位于智利西海岸 距轨道 800
至 200公里的太平洋 其中心在南纬 25.1度和西径 75.4度  
 
34.  在返回大气层期间 火星 96 号航天器以及铝制放射性同位素热电式
发动机和钢结构元件受到航空动力破坏后 含有二氧化钚的密封舱以实际

上未变的形式 在碎片落下的地区降落 由于二氧化钚未释放到环境中

因此不可能造成任何放射性污染和使居民受到辐射 在极深的太平洋洋底

处置放射性核素传热装置 被视为是从生态上对数量较少的钚 238进行的
安全处置   

 
C.  遥感与全球环境遥感与全球环境遥感与全球环境遥感与全球环境 

 
35.  地球观测卫星委员会积极谋求制订综合全球观测战略 以更加有效利

用这一领域的投资 并满足全世界对一整套复杂工具的需求 这类工具用

于收集和传播有关的数据 并制造和分配数据成品 现有系统似乎未满足

人们的需要 应当通过更好地进行机构间协调与合作 更加有效地满足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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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需求 应制订一项纳入机构间规划的战略 该规划应涉及具有成本效率

的空间系统 内部校准 数据输送系统的兼容 以及在用户与提供者之间

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 提供服务的目的应当是满足用户的社会 经济和环

境需要 发展中国家被视为数据的提供者与用户  
 
36.  1989年 摩洛哥建立了皇家遥感中心 随后 该国在形成空间信息方

面采取了一项重要步骤 除从事不同的空间任务外 该中心还负责利用空

间遥感检测和地理信息系统传播卫星图象和集中收集国家卫星数据及项目

数据记录 目前 摩洛哥正在逐步实施或制订利用这类技术的若干项目

以满足自然资源保存和管理 环境保护及土地开发方面的需要 皇家遥感

中心现正组织研制第一颗国家微型实验卫星 这颗卫星装有传送信息的有

效载荷和遥感设备 这项工作是与柏林技术大学合作进行的 该大学正为

上述项目提供 TUBSAT C号平台 构件系统的安装可望于 1997年完成  
 

D. 空间医学与材料科学空间医学与材料科学空间医学与材料科学空间医学与材料科学 
 
37.  过去数年来 在实现微重蛋白质晶体化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从而使

人们对研制最终能治愈的南美洲锥虫病 即中美洲和南美洲大部分农村地

区发生的感染病更加抱有希望 自 1984年以来 美国航天局一些航天飞机

在飞行任务中 进行了晶体化实验 并研制了必要的软件 1996年 2月
哥伦比亚航天飞机在执行 STS 75号飞行任务期间 进行了由拉丁美洲研

究者设计的第一次医疗实验 16天中 晶体从一种与传播疾病的寄生虫有

关的特定酶中逐步形成 根据所取得的成果 该国于 1997 年 4 月为 STS
83号飞行作好了新的实验准备 参加实验的科学家来自阿根廷 巴西

智利 哥斯达黎加 墨西哥 乌拉圭和美国 他们都希望利用国家药物设

计 能够研制出一种新药 用于治疗这种隐性的但却是致命的疾病  
 

E. 天文学与行星科学天文学与行星科学天文学与行星科学天文学与行星科学 
 
38.  1997年 2月 12日 日本空间和航空科学研究所使用新型的M V运
载火箭 成功地发射了超长基础干涉测量卫星MUSES B号 在轨道上又

称 HALCA 号——极为先进的通信和天文学实验室 随着新型发射器的

问世 日本的空间科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 在这一领域,应当实施更加雄
心勃勃的项目 包括对月球和行星进行探索 已批准五个以上航天器由M

V运裁火箭发射 这五个航天器是 穿越月球飞行的 LUNAR A号 1997
年财政年度 向火星发射的 PLANET B号 1998年财政年度 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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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射线天文卫星的 ASTRO E号 1999年财政年度 用于收回小行星样

品的MUSES C号 2001年财政年度 以及用于红外线天文学的 ASTRO
F号 2002年财政年度  

 
39.  欧空局从事的第一项飞行任务 是就地研究慧星的核环境及其在太阳

系内的演变 这项任务称作 Rosetta 它应能详细探索慧星核及其附近的环

境 并具备独特的样品分析能力 以基本实现收集慧星核样品这项原定任

务的各项目标 Rosetta 轨道器的科学有效载荷由欧空局科学方案委员会
1996年 2月会议预先选定和核准  轨道器有效载荷包括 11项调查 奥地

利负责与另外六个国家的共同调查者合作 进行微型成像尘埃分析系统实

验 该系统使用的工具对 Rosetta飞行任务至关重要 因为它第一次提供了

在毫微米与微米范围内 进行尘埃颗粒三维图像制作的能力  
 
40.  显然 在役和报废的航天飞机以及可追踪的较大块空间碎片是造成拖

尾——物体穿过天文望远镜视场的最大原因 对此从摄影 在进行深空研

究期间 和光测角度进行了记录 深空图像拍摄质量下降 光测观察徒劳

无益 灵敏检测器总是存在着损坏的危险 1996年 6月 美国 Naval研究
实验室发射了 TIPS双实验卫星 其中的两个构件由一个 4公里长的系绳连
接在一起 由于这些情况 TIPS有可能产生拖影 而不是拖尾 拖影在规

模上类似于商业上可供专业和业余天文学家使用的电荷耦合器视场  
 
41.  据 1996 年公布 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正逐步放弃 宽容之

星 的概念 以庆祝其成立第一个五十周年 据认为宽容之星是由两个反

射气球组成的系统 在 1,250 公里高的轨道上 由一条 2 公里长的绳索连
接 同 TIPS一样 它在微光中基本上能够看清 但在夜空中却十分醒目

而且与天狼星一样明亮 遗憾的是 该概念有可能作为千周年纪念活动项

目重新提出 这个项目的发起将是一个灾难性的信号 即在空间做广告被

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欧空局对该项目采取了坚决的反对立场 这一点深得

整个天文界的赞赏  
 
注注注注    
 

1  大会正式记录 第五十一届会议 补编第 20号 A/51/20 第

115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