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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人卫站 1.2 米望远镜项目启动会成功召开 
 

2012 年 2月 9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在上海组织召开了长春人卫站 1.2 米大视场/激光测距望

远镜讨论会。与会专家和领导有：院基础科学局薛艳杰副处长，国家天文台郝晋新副台长、王宜研究

员、赵有研究员、姜晓军研究员，上海天文台朱能鸿院士、廖新浩副台长、陶隽台长助理、吴斌研究

员、张忠萍研究员，紫金山天文台赵长印研究员，云南天文台熊耀恒研究员，南京中科天文仪器有限

公司王永董事长、赵晖高工等，郝台长主持了此次会议。我站刘承志站长、韩兴伟站长助理等出席了

会议。 

会上，刘站长向与会专家和领导汇报了该项目背景，韩助理和姜晓军研究员介绍了该项目的科学

目标，朱院士介绍了 1.2 米望远镜的研制方案，王董事长介绍了南京中科天文仪器有限公司 1 米级望

远镜研发情况，最后郝晋新台长做了总结。与会专家认真听取上述报告后，充分肯定了该项目建设的

重要性和必要性，并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建议。经过讨论，一致认为：长春人卫站 1.2米大视场/激光

测距望远镜是国家航天工程和安全迫切需求的地基观测设备，长春人造卫星观测站具有优越的观测条

件和良好的保障条件，迫切需要并适合该观测系统的建设。本次会议是长春人卫站 1.2米大视场/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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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距望远镜项目的启动会，为“十二五”科研项目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建设“长春空间目标

观测基地建设”项目起到了促进作用，将进一步推动长春人卫站可持续性发展。 

 

 

撰稿人：李振伟  

 

 

长春人卫站 1 米级大视场空间碎片光电望远镜 

采购项目评标工作圆满结束 
 

长春人卫站 1 米级大视场空间碎片光电望远镜采购项目，委托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于 2011

年 3月 29 日在中央政府采购网发布了招标公告，进行国内公开招标，邀请合格投标人提交密封投标。 

2012 年 4月 18日，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于北京市铁道大厦 2层第一会议室组织了该项目开

评标活动，招标评标委员会共由九人组成。其中，长春人卫站专家代表三人，由国家天文台原副台长

王宜研究员、长春人卫站刘承志站长和李振伟担任,其余 6位技术、法律和经济领域专家（技术领域专

家四人，法律和经济领域各一人）在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专家库中随机抽取。参与投标供应商

共四家, 招标评标委员会根据招标文件中确定的要求，从投标文件的有效性、投标人资质、实质性响

应等方面对投标文件进行了符合性审查。具体审查内容为：投标函、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

照、开标一览表及投标货物数量、产地及价格明细表等。经审查，4家投标人均通过符合性审查，进入

下一评审阶段。 

招标评标委员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科学、择优的原

则进行，对通过初审的投标人从商务、产品服务、技术、价格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评审和比较，为每

个投标人进行了分项打分并汇总，每一投标人的最终得分是所有评委给其评分的算术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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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上述评议程序，招标评标委员会推荐排名第一的南京中科天文仪器有限公司为中标人，成交

金额为 1600万元整。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近日将相关评标结果公示。 

根据这次评标结果，我站将于 30日前与中标单位签订合同，并尽快组织开工建设，争取早日完成

长春人卫站 1米级大视场空间碎片光电望远镜建设项目。 

 

撰稿人：李振伟 

 

 
长春 SLR 站首次观测到 LARES 卫星 

 

2012 年 2月 24日，长春 SLR 站首次成功观测到最新发射的国际联测 LARES 卫星。其单圈最多有效

数据点数为 127353 点、单次测距精度达到 7.2mm、弧段 5分钟左右。 

LARES (Laser Relativity Satellite — 激光相对论卫星)卫星主要用于验证爱因斯坦的广义相

对论，是 ASI/ESA 的一颗探测卫星，于 2012 年 2 月 13 日搭载欧洲航天局的新型火箭“织女星”在法

属圭亚那的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该卫星的发射将在引力物理学、广义相对论、空间大地测量与地球

动力学中起到重要的测量作用，特别是与 lageos-1、lageos-2 及 GRACE系列卫星一起，将在地球重力

感应场和 Lense-Thirring 效应方面提供一个非常准确测量。 

该卫星的相关的轨道信息如下（源自 ILRS 网站）。 

表一. LARES卫星基本参数 

轨道高度 1450km 

轨道倾角 69.5度 

轨道 圆形轨道 

偏心率 0.0 

重量 386.8kg 

    该卫星的轨道数据是由国际激光测距服务组织（ILRS）提供，ILRS 包括全球四十多个卫星激光

测距站，长春 SLR站作为国际上最先进的几个台站之一，目前采用的是 KHz测距系统，同时向 ILRS数

据中心发送 LARES 卫星的标准点和 full-rate数据，将对国际地球参考框架（ITRF/IERS）等方面的测

量有很大帮助，同时也为卫星的旋转速度及旋转轴方向测定及进一步测定轨道动力学模型提供有效数

据。 

撰稿人：宋清丽 

 

 

国家天文台激光器在长春 SLR 站试运行情况 
 

长春人造卫星观测站承担了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南美站（阿根廷 San Juan 站）的 KHz激光测距系统

改造项目，San Juan 站目前系统采用 10Hz的重复频率，改造后的 KHz 系统将为 ILRS 提供更多的观测



 

 4 

数据，该项目激光子系统中采用北京国科世纪激光技术有限公司的 KHz全固态皮秒激光器。 

2011 年 11 月 29 日，该激光器在长春站进行试验，应用到我站的 KHz测距系统中，与原有的激光

器并行使用，截止目前已经试运行三个月，正在进行下一步的调试。 

该激光器由被动锁模振荡器、再生放大器、功率放大器及倍频装置等几个主要部分组成，具有体积

小，光束质量、稳定性好等优点。 

 

图 1. 光束质量测试图 

我站测距系统采用该激光器三个月期间，共获得观测数据将近 3500 圈，地靶精度为 5mm 左右，数

据单次测距精度为 10mm 左右。图 2是数据处理界面图，表一是使用国科激光器近三个月获得的观测数

据量。 

 

图 2.数据处理界面图 

 

表一. 近三个月的观测数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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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观测数据量（圈） 

2011 年 12月 1325 

2012 年 1月 942 

2012 年 2月 1208 

总数（圈） 3467 

 

从 ILRS 数据统计结果（表二）中可以看出，采用国科激光器进行测距的三个月期间，长春站观测

数据量位列国际第二名，低轨卫星、高轨卫星及 LAGEOS 卫星观测数据量都是第二位。 

 

表二. 近三个月 ILRS测站数据统计表 

（ftp://cddis.gsfc.nasa.gov/reports/slrstatus/slrstatus.txt） 

 

    2011年 12月，长春站 SLR站单颗卫星激光测量，Lageos1和 Lageos2卫星及近地卫星 Starlette

测量名列国际第一名，远地卫星 Etalon2 及近地卫星 Ajisai、Stella 的测量也名列国际前三名。 

ftp://cddis.gsfc.nasa.gov/reports/slrstatus/slrstatus.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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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长春站单颗卫星激光测量情况 

近三个月的观测，证明该激光器可以用于千赫兹卫星激光测距。 

 

撰稿人：宋清丽 

 

 

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 大力践行雷锋精神 

 
长春站团委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积极开展创先争优活动，

在第 49 个“雷锋纪念日”来临之际，3 月 7 日上午在站激光组会议室开展“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大

力践行雷锋精神”为主题的解放思想讨论会。 

讨论以怎样做到爱岗敬业，默默奉献开始，大家主要就站共青团 2012 年如何开展义务劳动和学术

交流活动；如何获取文献资料并建立内网 FTP 资源开放服务；创建我站内部期刊；让科普工作与共青

团工作双结合；以及科技人员如何生活、工作中做到合理安排，做好自身心理减压等进行充分讨论。 

通过此次讨论青年同志各自表达了自己对本质工作的看法和自身应具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强调

自己作为站发展创新的新鲜血液，应努力完成新时期给与我们的历史使命。同时加深了对科研事业“奉

献、友爱、互助、进步”的理解。 

2012 年站共青团将进行一系列创先争优活动，使我站科研人才队伍不断成长，加大科技创新力度，

打造人才优势，整合科研力量，争取多出成果的目的，在我站青年科技队伍中形成“赶学比超”的氛

围。 



 

 7 

 

 

撰稿人：张海涛 

 

 

国家科学图书馆学科馆员来站与科研人员座谈 
 

2012 年 4 月 5 日上午 9时，在我站光学楼会议室，国科图学科馆员李娜与我站科研人员及研究生

进行座谈。 

在本次座谈会上，李馆员首先向大家介绍了中科院知识资源库 IR系统的建设的总体情况，同时也

就我站的 IR系统建设中的一些问题展开讨论，包括专题设置、科研应用的个性化应用需求等问题。随

后李馆员向大家讲解了各种数据库资源的应用领域及数据库的特点，及检索中的一些应用技巧和方法，

介绍了一些专用图书工具的使用方法，如 ENDNOTE、Googlescholar 的应用，部分馆际互借资源的使用

方法；同时，也回答了我站科研人员实际检索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李馆员征求我站科研人员的对

国科图服务方面的建议和意见，并表示在以后的服务中会对我站科研人员感兴趣的方面进行专题讲座，

以满足大家对数字图书馆资源的应用需求。 

参会人员均表示本次座谈受益匪浅，一致认为本次座谈将对我们以后合理、高效地利用信息图书

资源具有指导意义。 

 

撰稿人：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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