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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 

 

 

 
在和平利用外层空间方面开展国际合作：会员国的活动 
 
秘书处的说明 

 

二. 从会员国收到的答复 
 
捷克共和国 

 

[原件：英文] 
[2011 年 1 月 6 日] 

 
 捷克共和国作为一个中欧国家，一直以来都重视使本国的空间科学和技术

工作更广泛地参与欧洲结构。捷克共和国与空间有关的活动由捷克空间办公室

（空间办）协调。空间办是一个私营非营利组织，成立于 2003 年 11 月，当时

捷克共和国成为了欧洲空间局（欧空局）的一个欧洲合作国。空间办向捷克科

学、教育、企业及研究和开发等部门提供支助，并且还是与国际空间界进行接

洽的第一联络点。空间办在国家和国际各级开展一系列广泛的活动，例如协

调、咨询、谈判、联网和计划等。它还代表捷克共和国参加国际活动和欧洲多

个空间组织。 

 对于像捷克共和国这样的小国，国际合作是最有效受益于空间科学和技术

的办法。空间办协调捷克与国际尤其是与欧洲空间界的关系。空间办利用一切

机会展现空间技术对国民经济和社会的现行和潜在惠益。捷克教育、青年和体

育部向空间办供资。空间办的任务是使捷克各个组织更多地参与国家和国际空

间项目并支助捷克空间界获取属于技术、科学或行政性质的信息。 

 空间办同欧洲主要的空间工业参与方（例如：欧洲宇航防务集团（EADS）
的 Astrium 和 Thales Alenia Space 公司）并同其他关键的空间企业和机构（例

如：法国国家空间研究中心及德国航空和航天中心）均保持着关系。捷克共和

国通过参加欧洲联盟（欧盟）的高级别空间政策小组并在欧盟空间理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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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备期间提供咨询服务，充分参与到欧洲空间政策和欧洲空间方案的制定之

中。2009 年 10 月，第一次欧盟—欧空局人类空间探索问题国际会议在布拉格附

近的 Štiřín 城堡举行。 

 时隔 33 年之后，当布拉格主办第 61 届国际宇航大会（宇航大会）时，它

再次成为一个世界宇宙航行学中心。该届宇航大会于 2010 年 9 月 27 日至 10 月

1 日举行，聚集了来自全世界的 3,000 多名专家。宇航大会还吸引了来自捷克一

般公众、中学和大学的 2,000 多名参观者。数年以来，宇航大会已发展成为一项

大型活动，有展览及联合国/国际宇航联盟讲习班和空间一代大会等其他活动。

第 61 届宇航大会在当地的组织安排工作委托给了空间办。 

 2008 年 11 月，捷克共和国成为欧空局第 18 个成员国，承诺在 2013 年前向

欧空局各项方案捐助大约 4,500 万欧元。目前在捷克共和国，与空间有关的项目

预算总额一半以上经由欧空局供资。加入欧空局为捷克各企业和机构开启了新

的机遇，而且，与先前 5 年捷克共和国还是欧空局一个欧洲合作国时的水平相

比，它们参与欧空局项目的程度大幅增加。 

 捷克共和国承认空间对其经济并由此对其所有公民的生活有巨大惠益。它

还重视利用空间来了解我国在管理自然资源时所面临的环境挑战，在许多技术

领域取得进步和为人类开发有用的空间应用。捷克共和国愿意进一步加强本国

参与宇航、空间科学及其在地球上的应用等众多领域的工作，其请求参与欧空

局可选方案的申请即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 

 空间科学是一门探索近地和远地空间、太阳系以及地球与外层空间互动情

况的学科。捷克共和国参与了当前调查地球磁层和探索太阳系这两项空间科学

任务，以及准备在下个十年发射的飞行任务。这些包括向太阳和水星发射的飞

行任务及天体物理观测站。捷克有两家学术机构参与了为计划中的欧空局太阳

轨道器飞行任务提供仪器的准备过程。倘若这次飞行任务取得成功，这将是捷

克共和国对从外层空间研究太阳作出的最有价值的贡献。另外，捷克共和国还

在参与欧空局向水星发射“贝皮科伦坡”（BepiColombo）号飞行任务的工作，

来自布拉格查尔斯大学的科学家正在参与开发一台电子分析仪。 

 捷克共和国参与欧洲生命和自然科学方案，该方案通过主要利用哥伦布实

验室及其他国际空间站和其他研究平台而提高在国际空间站上的能力，从而确

保欧洲在研究领域占有强有力地位。此方案的一部分是欧洲激光定时实验，其

主要任务是使空间原子钟组与地面上的其他钟组保持同步。欧洲激光定时的空

间有效载荷包括在捷克技术大学核科学和物理工程学院实验室开发的一个单光

子雪崩二极管探测器。捷克一名医学博士/研究员在南极洲肯考迪娅站为期一年

的任务是方案活动的一部分。 

 捷克共和国积极支助包括全球地球观测举措在内的所有国际地球观测举措

和对成果的分享，对此捷克共和国通过欧空局和欧洲气象卫星应用组织提供支

助。在 2008 年的上届欧空局部长理事会上，捷克共和国承诺共同为欧空局管理

的全球监测促进环境和安全空间组件方案供资。空间办尽一切努力发展全球监

测促进环境和安全举措以满足对捷克的要求，并与欧空局紧密合作以完成该目

标。捷克共和国还参与欧空局地球观测包络方案，该方案包括将改进对我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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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的认识的新欧洲任务。其中之一的重力场和稳定状态海水环流任务的重力任

务将提供捷克大地测量和绘图研究所用于分析的测量方法。捷克有许多小组都

在参与收集和分析由欧洲最大型且最尖端的地球观测卫星 Envisat 产生的结果。

由于云量分布广泛，所以捷克研究小组利用雷达卫星数据来监测可能遭受山崩

特别是洪水危险的地区，山崩和洪水是捷克共和国关键的环境问题。捷克共和

国参与的第三个欧空局地球观测方案是有可能为工业发展带来大量机会的

Meteosa 第三代空间段发展方案。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经常将气象卫星得来的数

据用于国家和区域天气预报。 

 卫星导航利用轨道卫星发出的信号，使用户能够找出他们在地球上的确切

位置。欧洲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将包括 30 颗卫星，为整个地球提供民用管制下

的一个非常精确的全球定位系统。捷克共和国已受益于卫星导航提供的各种应

用，而且积极支助开发新技术以发掘卫星导航的潜力。交通部委托空间办在当

地组织安排欧洲卫星导航竞赛。7 年间，捷克各机构和企业一直都在向竞赛提交

其在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应用领域的创新想法。 

 捷克共和国表达了其有兴趣成为欧洲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监管局的成员，并

且捷克政府正朝着该方向作出努力。此外，捷克共和国参与欧空局欧洲全球导

航卫星系统发展方案，研究和开发与今后各代的欧洲地球静止导航重叠服务和

伽利略系统有关的技术。 

 卫星通信是历史最长久的空间服务领域之一，有一个成熟和充分运营的商

业市场。捷克共和国对此有充分认识，因此参与了欧空局通信系统高级研究方

案。艾利斯作为该方案的一个次单元，侧重于空中交通管理的卫星解决方案，

是欧空局可选方案中有捷克共和国最多财务投入的一个方案。以捷克共和国

Honeywell 公司为首形成了以用户终端设计、开发和测试为任务的捷克联营公

司。还有伊瓜苏软件系统和发展系统咨询这两个软件公司正在参与该方案。其

他有捷克参与的次单元是专注于通信产品开发、鉴定和演示的 ARTES 1、
ARTES 3-4，以及主要侧重于综合空间应用开发、实施和试运行的 ARTES 20，
即“综合应用促进”。 

 空间工业是捷克共和国的一个新兴部门。捷克有若干个制造业企业一直为

卫星供应机械和（或）电子零件及传感器。除已经证实其能在空间科学和技术

领域施展才能的企业外，还有许多企业拥有把其技能转移至空间部门的潜能。

捷克在硬件方面的主要能力如下：材料热加工；高精度机械零件和组件；机

械、结构和环境测试；高质量光学机械/光学电子装置；精确的 X 射线光学/镜
式/电荷耦合照像机；雷达；自动机械系统和过程；以及纳米技术产品。在软件

开发领域，主要技能包括：飞行/地面段软件开发；综合软件解决方案；数码图

像处理；以及信号处理。捷克共和国正在参与欧空局两个主要的空间技术开发

方案：基本技术研究方案和一般支助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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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 
 

[原件：英文] 
[2011 年 1 月 13 日] 

 
2010 年菲律宾在和平利用外层空间方面开展的国际合作活动 

2010 年 7 月 6 日至 8 日在马尼拉举行 2010 年联合项目组会议， 
即关于亚洲哨兵项目的会议 
 
 2010 年联合项目组会议是有全亚洲约 100 名专家参加的一次会议，重点关

注亚洲哨兵项目。该项目是亚洲 52 个成员组织的一个协作项目，旨在通过利用

地球观测技术、快速的互联网传播方法和网络地理信息系统测绘来帮助减轻灾

害在亚太区域的破坏性影响。亚洲哨兵意图把与灾难有关的数据提供给亚洲所

有国家，是对现有的区域灾难管理机构各种活动的补充。不具备本国自己的卫

星接收设施的国家将发现亚洲哨兵在信息收集方面非常有用和颇有价值。 

 2010 年会议为讨论包括促进亚洲哨兵成为灾难管理工作伙伴在内的重大技

术事项和行政问题提供了一个场所。亚洲哨兵是亚太空间机构区域论坛下的一

个项目。 

 2010 年联合项目组会议由菲律宾先进科学与技术研究和开发委员会主办。

该委员会是科学和技术部开发、整合和协调国家先进科学与技术（包括空间技

术应用及信息和通信技术）研究系统的牵头机构。组织安排这次活动的是日本

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日本宇航研发机构）。 
 
2010 年 7 月 9 日在奎松城举行国家灾害协调理事会与联合国灾害管理和 
应急天基信息平台会议     
   
 联合国灾害管理和应急天基信息平台（天基信息平台）方案干事 Shirish 
Ravan 与国家灾害协调理事会（灾害协调理事会）官员和灾害协调理事会其他成

员机构的代表举行会谈，讨论天基信息的提供情况和关于如何为有效地使用信

息而加强协作以降低和管理灾害风险的建议。这次会议的具体议题如下： 

 (a) 2009 年台风季节期间使用的天基信息； 

 (b) 为即将到来的 2010 年台风季节所作的信息准备； 

 (c) 从过去吸取的经验教训和今后加以改进的方式方法； 

 (d) 获取天基信息的机会； 

 (e) 更加密切与天基信息平台的工作关系。 

 这次会议由民防执行干事 Ronald I. Flores 担任主席。在 Ravan 先生就天基

信息平台开展的活动及其正在提供的支助和菲律宾大气、地球物理学和天文学

服务管理局（大气、地球物理学和天文学服务管理局）Esperanza Cayanan 就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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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的气象学应用及在热带风暴凯萨娜期间卫星使用情况作了专题介绍后，举行了

关于使用和提供卫星数据以及其获取机会的讨论。这次会议建议采取下列措施： 

 (a) 由灾害协调理事会设立一个由参与这次会议的组织组成的论坛，以改

进天基信息和地球空间信息的准备情况； 

 (b) 灾害协调理事会同测绘机构进行协调，以作出预算拨款，方便购取卫

星图像； 

 (c) 机构间协调：灾害协调理事会需要提高能力使用来自所有来源的数

据，并与相关机构进行协调以有效地使用专门知识；菲律宾火山学和地震学研

究所（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将与日本宇航研发机构联合组织数据使用问题

培训，以惠及菲律宾的其他机构； 

 (d) 增强与天基信息平台的合作：灾害协调理事会作为天基信息平台的联

络点，应与天基信息平台密切工作，后者已表达愿意协助灾害协调理事会并提

供技术咨询，以在该国建立一项有效使用天基信息用于灾害管理的机制。 
 
关于卫星降水数据应用于亚洲哨兵项目的技术培训 
 
 通过与日本宇航研发机构合作，卫星降水数据应用技术培训于 2010 年 9 月

27 日至 28 日在奎松城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举办，这也是亚洲哨兵项目的一部

分。参加者包括来自大气、地球物理学和天文学服务管理局、菲律宾火山地震

研究所、民防办公室、国家测绘资源和信息局、矿山和地球科学局及灾害协调

理事会其他成员机构的人员。 
 
天基信息在灾害管理上的应用 
 
 地球物理学和天文学服务管理局继续利用天基信息提供灾害管理支助。地

球物理学和天文学服务管理局将气象卫星数据用于天气和气候监测以及洪水预

测。卫星数据即时提供大气中，特别是太平洋上方等暂无陆基观测的地区里最

新的天气系统图像。菲律宾气象卫星接收设施如下： 

 (a) 国家海洋与大气层管理局（诺阿-高级甚高分辨率辐射计），美利坚合

众国极地轨道卫星； 

 (b) 中分辨率成像分光仪，美国极地轨道卫星； 

 (c) 两颗多功能传输卫星，日本地球静止卫星；其中一颗安装在奎松城地

球物理学和天文学服务管理局天气和洪水预测中心，另一颗安装在宿务市马克

坦岛地球物理学和天文学服务管理局台站； 

 (d) 风云卫星数据广播系统接收站，中国地球静止卫星。 

 另外，地球物理学和天文学服务管理局还安装了一个在卫星通信设施帮助

下传输实时数据的气象浮标。同样地，地球物理学和天文学服务管理局将把卫

星通信用于实时传输全国自动气象站的数据。全球宽带地区网络将被用于快速

传输数据。全球宽带地区网络是一个装有使用便携式终端电话的全球卫星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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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网络。该网络由国际移动卫星组织提供，使用被称为 I-4 的三颗地球静止卫星

提供几乎全球的覆盖。 
 
联合国空间应用方案下的能力建设和培训机会 
 
 作为国际天文学年的一项持续性活动和为向青年学生宣传天文学，2010 年

2 月 19 日，地球物理学和天文学服务管理局与科学和技术部在菲律宾大学举办

了区域天文学奥林匹克竞赛。分为两类：有 5 个区域参加的大学级别和有 10 个

区域参赛者的高中级别。高中级别竞赛中前五名获胜者参加了 2010 年 10 月在

北京举办的国际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奥林匹克竞赛，并获得荣誉奖。 
 
摩尔多瓦共和国 
 
摩尔多瓦共和国可再生能源的开拓和摩尔多瓦一颗微型卫星的开发 
 

[原件：英文] 
[2010 年 11 月 4 日] 

1. 导言 
 

 本报告由摩尔多瓦科学院电子工程和工业技术研究所摩尔多瓦技术大学编

制。 

 地表勘测是一个迅速成长的领域，而在农业、大地测量、地籍、生态学和

环境监测方面，空间图像的用户数非常庞大。应用图像捕捉的研究和监测方法

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空间图像的高额成本不允许所有用户都能

从成果中受益。这些图像的高额成本和质量取决于很多因素，其中既有物质因

素又有技术因素，也取决于捕捉图像的方法和过程。因此，为了提供处理国民

经济现有重大问题的解决方案，摩尔多瓦共和国科学院决定在摩尔多瓦共和国

可再生能源开拓方案框架内促进若干空间技术项目并促进摩尔多瓦一颗微型卫

星的开发。 

 自 2007 年至 2009 年，下述项目处在进行中： 

 (a) 研究和开发微型卫星的导航和控制系统； 

 (b) 开发微型卫星稳定、定向和姿态控制系统； 

 (c) 开发微型卫星的电力供应系统； 

 (d) 开发视频监测和远地地球观测系统； 

 (e) 开发在极端宇宙条件下运行的材料、结构（包括纳米技术）和电子装

置。 

 2010 年，下述项目处在进行中： 

 (a) 开发在极端宇宙条件下运作的材料、结构（包括纳米技术）和电子装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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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微型卫星定向、稳定、导航和电力供应系统； 

 (c) 与实时编码、压缩、保护和传输有关的从远距离捕捉图像的定向和稳

定方法。 

 这些项目与关于电子数据处理且为了下述目的的国家优先事项一致：地

籍；预测山崩；预报雹云的形成和移动；监测陆地；以及监测森林、河流、湖

泊、洪水破坏情况、水文服务等。 
 

2. 项目总目标 
 
 项目目标是开发一颗微型卫星，以便分析轨道参数；改进卫星控制；测试

星载计算机及其基本组件；开展尤其是旨在获得摩尔多瓦共和国地表信息的地

球观测技术研究。另一项重要目标是开展、鼓励和促进空间技术领域的研究和

开发，为摩尔多瓦共和国的工业发展作出贡献。 
 

3. 微型卫星控制和导航系统 
 
 需用导航系统确保与微型卫星进行双向两波段无线电载波频率的无线电通

信并以全球定位系统和全球轨道导航卫星系统为基础从地面站控制多谱扫描仪

和星载计算机的工作。研究和开发微型卫星导航和控制系统的项目由来自无线

电电子学和通信学学院的研究小组实施。星载计算机被设计用来控制电力和卫

星的多谱扫描仪，确保监测和控制系统的功能，维持热状况，确保测量遥测系

统的相互作用情况，为微型卫星上的所有系统供电，以及确保与无定向微型卫

星或涉及其他定向问题的微型卫星保持通信。已取得下述成果： 

 (a) 包括基本设备在内的星载计算机导电图； 

 (b) 通信调制解调器； 

 (c) 星载计算机微型控制器的操作程序； 

 (d) 发射接收装置的电源配置； 

 (e) 遥测系统的电源配置； 

 (f) 卫星导航系统的运行模式； 

 (g) 卫星控制系统的运行模式。 
 

4. 微型卫星的供电系统 
 
 计划将卫星的供电系统用于循环程序下卫星在轨运行所有阶段的发电、储

电、配电和电力调节。开发微型卫星电力供应系统的项目由来自高能学院的研

究小组执行。 

 在载有不同电源转换器的光电板基础上，开发了许多自动的电力供应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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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由电子工程和工业技术研究所开发的整个系列的装置在数字信

号处理方面作了改进，此经验可作为实施从空间数字装置上收集和处理数据多

项工作的一个依据。由此，提出了技术解决方案，还进行了稳定的电压转换器

模拟示范性组成部分的设计和制作以及与之相关的卫星太阳能电池板的选择工

作。 
 

5. 微型卫星的定向和稳定 
 
 开发微型卫星稳定、定向和姿态控制系统的项目有以下设想：基于姿态控

制系统（太阳能传感器、磁强计）的使用，设计控制、定向和调节机制的概念

图，以实现定向运动（电磁感应圈、螺距飞轮）；基于与地球磁场的互相作用，

设计卫星飞行轨道控制、定向和调节系统；设计、研究和模拟卫星飞行轨道各

部分（磁强计、太阳能传感器、与磁感应矢量三个分量等时相关的三自由度矩

形定向机制）；啮合飞轮运行定位机制；无源运行和飞行调节的惯性机制；确定

卫星飞行轨道各部分的功能特性；模拟定向调节系统的功能。 

 参与实施本项目的机械装置和机械零件原理系的研究小组在开发用于装置

的定向和管理的分别驱动机制系统方面有很多研究经验。所提议的机电模件为

特殊结构，载有用于精确定位空间飞行装置或基本设备的高精度地球传输和专

用传感器。为减少生产成本和重量并提高润滑不良情况下的运行效率，创造者

开发了两套高精度机电塑料齿轮传动装置和滑动轴承模件。这些模件具有简单

的机电结构、令人满意的性能、谐和的体积、低重量和低生产成本。 

 近期，真空条件下定向、稳定和姿态控制专用检测站将在摩尔多瓦技术大

学揭牌。 
 

6. 地球观测、视频监测和通信 
 
 从卫星进行远距离地球观测和分配遥感数据应有助于解决非常重要的问

题。因此，开发视频监测和远地地球观测系统的项目是摩尔多瓦微型卫星方案

的中心项目。此项目由摩尔多瓦技术大学空间研究中心推进。视频监测和通信

系统在一个补充性的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多色图像传感器的基础上开发而成，以

确保地球偏远地区的勘测分辨率为 10-:-15 米。根据决定，系统必须装有一台多

谱扫描仪，这使地表研究得以在可见光和红外线范围内进行。配有便携式地面

站和低成本空间系统的遥感确实有重要作用。空间系统的一个关键特征是与一

个或多个小型地面站有直接的下行链路，而无需使用集中式处理和分配系统。

优势是可实时获取观测资料，数据库规模较小，即便是在通信系统不完善的地

区也能轻松分配信息。 
 

7. 建造材料和微型卫星可靠性 
 
 开发在极端宇宙条件下运作的材料、结构（包括纳米技术）和电子装置的

项目由电子工程和工业技术研究所 Kantzer Valery 院士领导。该项目的主要目标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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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研究和开发新的空间装置材料和组成部分以及微型卫星的地面站结构

单元； 

 (b) 设计和落实极端条件下的核查站； 

 (c) 开发和改进电子工程和工业技术研究所之前用来执行其他目的的材料

和装置，使之成为符合技术要求并能在极端宇宙条件下运作的空间装置。 

 该项目的构成基于：首先，之前在电子工程和工业技术研究所完成的工

作，包括一些与发射设备和宇宙技术有关的工作。该研究所概要内容涉及材料

低温特性研究以及电子装置和传感器，包括收集和处理数字信息。 
 

8. 科学成果、实施情况和受益者 
 
 方案将帮助教育青年并重振摩尔多瓦共和国的科学和工业潜能。它将使学

生与研究实验室和工业部门之间建立联系；吸引青年发明家；创造新的就业岗

位；保持本国的智力潜能；形成国民经济的科学和技术方向；还有助于中学毕

业生进行职业定位。 

 除教育、科学和技术问题外，此方案还将使我国能够解决国民经济的一些

具体问题；监测国土以便测量土壤湿度；估算农业耕地；监测和评价作物成熟

程度；完成多项地籍工作；监测道路、森林、河流和湖泊；确定河流的泛滥范

围；获得关于本国重要地区的照片和视频资料等。国家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潜

能取决于是否能够实现先进的技术和科学密集型项目。 

 很难估算实现这一复杂项目的经济方面。对摩尔多瓦共和国的国土进行监

测将使我国在今后得以： 

 (a) 获得开展地籍工作的高精度图像； 

 (b) 获得关于农业耕地的信息； 

 (c) 开展区域环境监测；  

 (d) 监督有冰雹威胁的云层形成过程和冰雹防护服务。 

 目前，世界市场上提供这些类型的服务的成本可高达数千美元。这个启发

性的教育项目将帮助培养学生的职业习惯；确保科学领域和工业领域之间持续

不断的联系；提高青年的创造力；而且能够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保持本国的智

力潜能，并成为摩尔多瓦新农业科学和技术领域的基础。它将有助于指导大学

前教育机构的毕业生。 
 

9. 在航天问题框架内开展国际合作 
 
 在方案的这个阶段，将扩展与执行类似项目的欧洲联盟、德国、罗马尼亚

和俄罗斯若干大学的关系。下面介绍在此方案框架内开展的合作活动。 

 2009 年，院士 Ion Bostan 与教授 Dulgheru Valeriu、Secrieru Nicolae 和

Bostan Viorel 参加了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一次会议。此外，摩尔多瓦航天方案负



 

10 V.11-82298 
 

A/AC.105/977/Add.3  

责人 Bostan 先生同欧空局国际关系部主任 Chris de Cooker 讨论了摩尔多瓦研究

员今后就欧空局航天方案开展合作并参与其中的事项。Bostan 先生和罗马尼亚

航天局局长 Marius-Ioan Piso 讨论了签订一份双边合作协定以促进高技术领域国

际关系的事项。主要合作领域包括开发小型卫星和卫星地面控制系统。 

 已经确定我国在区域一级有需要若干新解决方案的类似需求。例如，我国

准备协调各卫星方案，以处理我国的具体需求和其他要求与传感器参数有关的

特殊能力的发展中领域，如特定的频谱带、空间分辨率、时间分辨率、图像成

本、地面设备的自主度和投资量以及利用所需的专门知识。 

 另一个合作领域是交流在图像数据收集和处理方面的经验以监测洪水在我

国区域的破坏情况和用于农业应用。摩尔多瓦技术大学的研究小组正和德国锡

根大学数据通信系统研究所的小组就与实时编码、压缩、保护和传输有关的从

远距离捕捉图像的定向和稳定方法这个共同项目开展工作。为了改进我国在通

信方面的经验，与数据通信系统研究所所长 Karl Cristoph Ruland 讨论了这些问

题。决定就共同问题开展合作，因为应用图像捕捉的研究和监测方法在通信和

数据处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空间图像的高额成本不允许所有用户都能从

农业、大地测量、地籍、生态学和环境监测领域的勘探地表成果中受益。使用

安装在大型航天器（卫星、轨道站、飞机）上的长焦距和高分辨率物镜可实现

高质量图像，但这些图像的成本随之增加。另一种情形是不能安装高质量物镜

的小型航天器。不过，若以传统方式处理这个问题，则会降低图像质量。影响

图像质量的重要因素不仅有镜头参数，而且有航天器飞行动态、缺乏稳定性和

目标定向，这些可导致所捕捉到的图像发生本质上的失真。为了得到结果，通

常需要重复操作，而这并非总是可行的。 

 提议通过使用轻型航天器，应用航天器定向和稳定方面的新技术、方法和

过程，同时多重捕捉图像以及压缩、编码和向接收者实时传输数据而综合地解

决捕捉图像问题。这将提高质量，并将降低图像总成本。由此，将获得未发生

失真而且容量小得多的图像，加以编码后以便于保护和发送给接收者。 

 我国小组代表：来自摩尔多瓦技术大学空间研究中心的 Vladov Mihail 在俄

罗斯联邦萨马拉举行的“空间任务科学和技术中心”会议上作了专题介绍，并

签订了一份合作协定。萨马拉州立大学和摩尔多瓦技术大学在航天活动领域进

行科学和教育合作的意向议定书包括： 

 (a) 落实在航天领域的联合研究和开发工作； 

 (b) 参与开发和实施科学教育小型卫星领域的联合项目，包括地球遥感； 

 (c) 交换大学师生； 

 (d) 联合参与组织和举办关于双方均有兴趣的专题的会议和研讨会。 

 另外，摩尔多瓦技术大学空间研究中心和保加利亚科学院空间研究所之间

有一份关于在高新技术领域开展国际合作和促进国际关系的协定。主要合作领

域包括开发小型卫星和卫星地面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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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小组的其他代表：Bodean Ghenady 和 Blaja Valery 参与了 2010 年 9 月

21 日至 24 日举行的联合国/奥地利/欧空局小型卫星方案促进可持续发展专题讨

论会，会上他们与许多国家的研究员建立了关系。 
 

10. 结论 
 
 摩尔多瓦卫星方案虽然尚处于早期阶段，但是其成功实施已取得许多大有

可为的成果。我国期盼与其他国家合作发展这个启发性的教育方案，这将帮助

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确保科学领域和工业领域之间有持续不断的联系，提高

青年的兴趣，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保持本国的智力潜能，并成为新科技领域的

一个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