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斗三号系统 卫星功能各不同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由

24

颗

地球中圆轨道卫星 （

MEO

）、

3

颗倾斜地球

同步轨道卫星（

IGSO

）和

3

颗地球静止轨

道卫星（

GEO

）组成，共同构成了北斗三号

星座大家族。

其中每种类型的卫星都有其独特功

用， 根据各自运行轨道特点和承载功能，

既各司其职，又优势互补，共同为全球用

户提供高质量的定位导航授时服务。

地球静止轨道卫星（

GEO

）

位于距地球约

3.6

万千米、 与赤道平

行且倾角为

0°

的轨道。 理论上，星下点轨

迹 （即卫星运行轨迹在地球上的投影）是

一个点，始终随着地球自转而动。

在导航、通信、电力、金融、测绘交通

等领域，为祖国发展建设默默奉献。

地球中圆轨道卫星（

MEO

）

运行在约

2

万公里高度的轨道，作为

北斗全球组网的主要成员，其星下点轨迹

不停地画着波浪线，以便覆盖到全球更广

阔的区域。

MEO

卫星因其全球运行、全球覆盖的

特点，是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中实现全球服

务的最优选择。

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

IGSO

）

运行周期与地球自转周期相同，星下

点轨迹呈现“

8

”字形。

单星覆盖区域较大，

3

颗卫星即可覆

盖亚太大部分地区。

作为高轨道卫星， 信号抗遮挡能力

强，尤其在低纬度地区，其性能特点更为

明显。

据新华社电 北斗闪耀，泽沐八方。 北

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成暨开通仪式

31日上午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仪式，宣

布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并

参观北斗系统建设发展成果展览展示，代

表党中央向参与系统研制建设的全体人员

表示衷心的感谢、致以诚挚的问候。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韩正出席仪式。

人民大会堂雄伟壮丽， 东大厅内灯光

璀璨、气氛热烈。10时 30分，在热烈的掌声

中，习近平等步入仪式现场。

刘鹤主持仪式。 仪式播放了反映北斗

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设发展情况的视

频短片。 张又侠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央军委的贺电。

10时 48分，习近平走上主席台，宣布：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 ”

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仪式结束后， 习近平等来到人民大会

堂河北厅， 参观北斗系统建设发展成果展

览展示，听取工程建设、运行服务、应用推

广、国际合作和发展展望介绍。 体现北斗系

统自主创新自主可控重要成果和规模化、

市场化、 产业化应用以及国际化进程的展

板和展品，吸引了习近平的目光，他不时驻

足察看，详细询问有关情况。

习近平充分肯定北斗系统特别是北斗

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设取得的成就。

他指出，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建

成开通， 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集

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 对提升我国综

合国力， 对推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我

国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对推动当前国际

经济形势下我国对外开放， 对进一步增强

民族自信心、努力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

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6年来，参与

北斗系统研制建设的全体人员迎难而上、

敢打硬仗、接续奋斗，发扬“两弹一星” 精

神，培育了新时代北斗精神，要传承好、弘

扬好。 要推广北斗系统应用，做好确保系统

稳定运行等后续各项工作， 为推动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丁薛祥、许其亮、肖捷、何立峰，以及李

作成参加上述活动。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 军队有关

单位负责同志， 北斗系统参研参建代表等

参加仪式。

北斗系统是党中央决策实施的国家重

大科技工程。 工程自 1994年启动，2000 年

完成北斗一号系统建设，2012 年完成北斗

二号系统建设。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

统全面建成并开通服务，标志着工程“三步

走” 发展战略取得决战决胜，我国成为世界

上第三个独立拥有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国

家。 目前，全球已有 120余个国家和地区使

用北斗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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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三号全球卫星

导航系统正式开通

习近平出席建成暨开通仪式并宣布

据新华社电 鉴于目前香港严峻的疫情

形势已对选举造成重大影响，香港特区行政

长官林郑月娥 31 日宣布， 她会同行政会议

基于公众利益和香港实际情况，援引《紧急

情况规例条例》（“紧急法” ）， 决定将香港

特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推迟一年。

林郑月娥在当日傍晚举行的记者会上

表示，推迟四年一度的立法会换届选举是非

常艰难的决定， 但为了遏止新冠肺炎疫情、

维护公共安全、保障市民健康并确保选举在

公开、公平情况下进行，这是必须的决定。

林郑月娥表示，新的立法会换届选举日

期为 2021年 9月 5 日， 撤销此前有关 2020

年 9 月 6 日立法会换届选举的公告，现有选

举程序即告终结。 但选举事务主任及候选人

仍须履行责任，备妥供公众查阅的文件。

GEO

、

IGSO

和

MEO

三种轨道的混合

星座构型， 北斗系统集成了不同轨道的优

势，实现了覆盖全球、突出区域，功能丰富、

效费比高， 循序渐进、 分步实施的设计目

标。

覆盖全球、突出区域

MEO

卫星全球运行，支撑实现了全球

覆盖和全球服务；

GEO

卫星和

IGSO

卫星

组成的区域星座， 既实现了对亚太区域良

好的几何构型，也可在重点区域、遮档区域

等获得更好的星座性能， 显著增强北斗在

重点服务区的导航性能。

功能丰富、效费比高

除基本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外，

GEO

卫

星还承载了区域短报文通信、 精密单点定

位、 星基增强等服务功能，

MEO

卫星还承

载了全球短报文通信、 国际搜救等服务功

能。

循序渐进、分步实施

北斗系统建设发展按照“三步走”战略

实施， 北斗星座的建设也是从覆盖我国到

覆盖亚太，再到覆盖全球，循序渐进、逐步

扩展。

北斗三号设计目标

据“吉林发布” 消息 吉林省委决定，免

去贺电同志吉林省公安厅党委副书记、常务

副厅长职务。

7 月 27 日晚， 有微博网友晒出 7 张图

片，内容为一本名为《平安经》的封面照片

以及书里内容照片。整本书以“XXX平安”造

句，吉林省公安厅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厅长

贺电所著 《平安经》 一书在网上引发讨

论。

7月 29日，吉林省委成立关于对吉林省

公安厅党委副书记、 常务副厅长贺电所作

《平安经》有关问题进行调查核实的联合调

查组后，吉林省公安厅党委立即召开民主生

活会，传达省委决定和公安部要求，查找问

题不足，统一思想认识，进一步加强队伍管

理。 会上，贺电同志作了深刻检查。

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推迟一年 《平安经》涉事副厅长贺电被免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