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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30日，我国首颗太阳探测科学技术试验卫星“羲和号”成果发布会在京举行———

太阳专属“摄影师”“羲和号”取得哪些成果
■ 新华社记者 胡喆 陈席元

宋晨

“效法羲和驭天马， 志在长空牧群
星”， 我国首颗太阳探测科学技术试验
卫星“羲和号”成功发射后一直受到关
注。 8 月 30 日，“羲和号”成果发布会在
京举行。 “羲和号” 取得了哪些重要成
果？ 有何意义？ 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国际上首次给太阳低层

大气做“CT”

太阳是地球人类文明和经济社会
发展最重要的环境影响因素，是万物生
长的源泉。 太阳是太阳系中最大的天
体，是离地球最近、与人类关系最密切
的恒星。太阳对地球演化和人类文明发
展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同时，太阳对地球的影响也无所不
在。 人类已建立了地面太阳监测网，但
由于地球大气对紫外线、X 射线、 伽马
射线等电磁波是不透明的，地面上的可
见光波段也会受到地球大气吸收、扰动
和阴雨天气等因素的影响，探测行星际
等离子体、磁场信息，必须到深空中去。

高分专项总设计师兼副总指挥、国
防科工局重大专项工程中心主任赵坚
介绍，近一年来，国家航天局组织航天
科技集团、 南京大学等工程任务团队，
开展卫星平台超高指向精度、超高稳定
度技术试验 300 余次， 太阳光谱成像

1000 余次，圆满完成了 “羲和号 ”在轨
测试和试验工作， 取得了重要科研成
果，包含 5 项国际首次成果。

“我们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在空间
对太阳 Hα 波段的光谱扫描成像，记录
了太阳活动在光球层和色球层的响应
过程。 ”赵坚告诉记者，通过一次扫描，
“羲和号” 可获取 376 个波长位置的太
阳图像，不同波长对应了光球和色球不
同层次的太阳大气。

赵坚说， 对于太阳物理研究而言，
Hα 谱线十分重要。“因为它是太阳活动
在太阳低层大气中响应最强的谱线。对
这条谱线开展探测，就可以同时获得光
球层和色球层的活动信息，大大提高我
们对太阳爆发物理机制的认知。 ”

据悉，“羲和号”此次利用 Hα 成像
光谱仪的分辨率比地面滤光器提高了
约 10 倍，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羲和号”卫星首席科学家、南京大
学教授丁明德表示，“羲和号”在国际上
首次在轨获取了太阳 Hα 谱线、SiⅠ谱
线和 FeⅠ谱线， 得到了完整的谱线轮
廓，这些数据有助于科学家计算出太阳
大气的温度、密度、速度，更加深入地研
究太阳大气结构，了解太阳爆发活动的
触发原因和传播过程，从而更好地开展
空间天气预报，保障人类生命安全。

丁明德介绍，“羲和号”卫星科学数
据已向全球开放共享，可通过南京大学
太阳科学数据中心查询和下载，目前已
得到美、法、德等国太阳物理研究学者

的广泛应用。

太空 “磁悬浮 ”，让拍照
又准又稳

作为一名“摄影师”，相机既要对得
准，又要拍得稳。 “羲和号”在国际上首
次采用基于“动静隔离、主从协同”理念
的非接触式磁浮卫星平台，就像装上了
“云台”。

航天科技集团八院“羲和号”卫星系
统总指挥陈建新介绍， 传统卫星均采用
平台舱和载荷舱固定连接的设计方法，
平台舱飞轮、陀螺等活动部件的振动，将
不可避免地传递至载荷舱， 影响相机观
测质量。 “羲和号”采用“动静隔离非接
触”的总体设计新方法，将平台舱与载荷
舱物理隔离， 有效隔绝了卫星平台的干
扰， 通过大带宽、 超高精度的磁浮作动
器， 实现了相机指向精度和稳定度指标
较传统卫星提升一至两个数量级。

同时， 为实现平台舱对载荷舱的能
源供给以及两舱之间的信息传输，“羲和
号”还在轨验证了舱间无线能源传输、激
光通信、 无线通信等多项卫星平台新技
术。 未来，新型平台还将应用于空间天文
探测、 高分辨率对地详查等新一代航天
任务中，有效完成高精度观测。

空间测速探索全新解决方案

卫星在茫茫太空飞行，如何准确获

取自身的位置和速度？ 赵坚告诉记者，
与近地空间任务相比，深空探测任务由
于缺乏导航卫星的辅助，只能依靠传统
的无线电测距、测速导航方法。然而，无
线电导航的精确性会随着卫星飞行距
离的增加而大幅下降。此次“羲和号”搭
载了原子鉴频太阳测速导航仪，就试图
克服这一困难。

卫星在太空中运动，太阳发出的光
到达卫星时将产生频率变化，也就是多
普勒频移，频移的大小与卫星相对太阳
的视向速度成正比。 因此，如果能测出
太阳光的频率变化，也就能知道卫星相
对太阳的视向速度。

赵坚告诉记者，“羲和号”在国际上
首次在轨采用原子鉴频原理，利用钠原
子自身的超精细光谱作为频率标准，实
时准确地确定太阳光的频率变化，进而
获取卫星相对太阳的视向速度。经过在
轨实测，导航仪的速度测量精度优于 2
米每秒，为未来深空探测任务中的自主
导航提供了一种新型的速度测量技术
手段，夯实了我国在深空探测领域的原
创性技术积累。

此外，相关科学与工程部门已联合
提出了未来开展日地 L5 点太阳探测、
太阳极轨探测、太阳抵近探测等一系列
任务规划，将对太阳进行全方位立体探
测，进一步深入认识太阳活动的起源和
演化，监测太阳爆发的行星际传播和对
地响应，为推动人类科学文明的发展贡
献力量。 （新华社北京 8月 30日电）

美“芯片法案”损人害己 终将反噬自身
■ 新华社记者 熊茂伶

美国日前正式推出 《2022 芯片与
科学法案》（以下简称“芯片法案”），旨在
通过巨额产业补贴和遏制竞争的霸道条

款，推动芯片制造“回流”本土。不少业内
专家表示， 这一法案将科技和经贸问题
“武器化”,扰乱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终将
反噬美国自身。

逆潮流 反规律

经济全球化不断迈进， 芯片产业在
世界范围内建立起跨区域的产业链供应

链网络，形成相互协作的高效运转格局。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 美国炮制 “芯片法
案”，妄图推动芯片制造回流，是逆全球
化潮流和反产业发展规律的行为。

按照白宫公布的数据， 美国半导体
产量仅占全球约 10%， 东亚地区产量占
全球 75%。 这意味着在东亚地区存在强
大的半导体产业集群。

德勤咨询公司在一份报告中说，在芯
片领域，厂商自然形成高度集中的生产集
群，创造了强大的“人才库”和“技能池”。

美国兰德公司供应链安全领域主管

布拉德·马丁告诉新华社记者，“芯片法
案” 无法在短期内解决美国芯片行业的
劳动力发展等问题。

除了无法振兴美国相关产业，“芯片
法案”还对已有的供应链系统造成冲击。
波士顿咨询公司分析师马特·兰焦内指
出，该法案肯定会导致供应链效率降低，
供应链系统将出现更多冗余。

另外， 这份法案逼迫企业 “选边站
队”：只要接受美国政府补贴，10 年内就
不得在中国或任何其他经济体扩大先进

芯片产能。不少半导体企业认为，类似规
定扭曲全球供应链， 破坏企业全球竞争
力，最终影响美国技术进步和发展。

增赤字 推通胀

“芯片法案”违背市场规律，通过巨

额产业补贴强行扶植“美国制造”，不仅
不解决老问题，反而制造新矛盾。分析人
士指出，美国半导体企业利润已经很高，
再给予补贴，相当于“劫贫济富”，将激化
高赤字和高通胀等风险。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此前估算，“芯
片法案”将在十年内增加 550 亿美元支
出，再加上产业税收抵免将减少 240 亿
美元税收，两者合计增加 790 亿美元财
政赤字。一些预算监督机构表示，这将持
续推高通胀，拖累经济增长。

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学家德斯蒙

德·拉赫曼告诉记者，“芯片法案”目标实
现周期很长， 等到那些用于鼓励半导体
行业发展的投资获得成果， 美国普通民
众付出的成本只会更高。

美国“自由事业”基金会主管亚当·
布兰登认为，芯片法案是鲁莽财政支出，
只会为通货膨胀“火上浇油”，让美国家
庭承担成本。他表示，扩大企业的福利不
会让美国更有竞争力， 只会加重它们对
政府的依赖。

频打压 错上错

鼓吹 “芯片法案 ”的政客声称 ，法
案能减少美国对外国半导体产品的依

赖 ， 解决芯片短缺问题 。 分析人士表
示 ， 芯片短缺的原因是美国单方面挑
起经贸摩擦 ， 动摇了半导体全球供应
链 。 “芯片法案 ”是使用错误的方式解
决美国的另一个错误 ， 完全是一种政
治操弄工具。

前白宫贸易顾问、 美国智库彼得森
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查德·鲍恩
在一篇文章中表示， 美国打击其他国家
企业，动摇了全球半导体供应链，损害了
美国企业和工人的利益， 相关出口管制
还阻碍制造商在美国本土投资。

波士顿咨询公司估计， 如果美国完
全禁止半导体企业向中国客户销售产

品， 美国半导体企业将丧失 18%的全球
市场份额和 37%的收入， 半导体行业也
将减少 1.5 万个至 4 万个高技能工作
岗位。

如此看来，这份强调排他性的“芯片
法案”不仅无法助力美国半导体产业，还
会加剧全球产业链扭曲错配、损人害己。

（新华社华盛顿 8 月 29 日电）

·国际观察·

财政部表示

下半年将落实落细积极的财政政策
新华社北京 8月 30 日电 （记者 申

铖）今年以来，各级财政部门加强财政资
源统筹，实施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
保证财政支出强度， 优化支出重点和结
构，持续改善民生，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
盘。财政部表示，下半年将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落实落细积极的财政政策。

财政部 30 日发布 2022 年上半年
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介绍上半
年财政政策执行情况和下半年财政政
策展望。

财政运行经受疫情等因素冲击，预
算执行总体较好 ；18455 亿元退税款退
付到纳税人账户， 顺利实现留抵退税政
策“大头落地”；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已完
成再担保合作业务规模 5962 亿元，同比
增长 85%； 已发行的新增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共支持超过 2.38 万个项目，其中在
建项目约 1.08 万个， 新建项目约 1.3 万
个……报告中的一组数据， 彰显上半年

积极的财政政策提升效能， 更加注重精
准、可持续。

根据报告，下半年，财政部将继续实
施好各项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 持续释
放政策红利。 认真研究解决市场主体反
映的突出问题，督促地方加强政策配套，
挖掘自身潜力加大支持力度， 持续助力
市场主体纾困发展。 用好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资金， 支持地方政府用足用好专项
债务限额。 压实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责
任，实施支出进度通报预警机制，推动尽
快形成实物工作量。 加强财政与货币政
策联动， 支持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落
地，实现扩大有效投资、带动就业、促进
消费的综合效应。

财政部表示， 下半年还将加强重大
战略任务财力保障， 切实保障和改善民
生，加强财政收支管理，强化财政可持续
性，进一步严肃财经纪律。

今年我国洪旱灾害呈现四方面特点

新华社北京 8月 30 日电 （记者 严

赋憬 刘夏村）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周学文
30 日表示，今年我国洪旱灾害主要呈现
降水“南北多中间少”、江河洪水编号多、
局部洪涝灾害重、 高温干旱时间长四方
面特点。

周学文是在当天中共中央宣传部举
行的“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上作出上述表述的。

今年以来全国面平均降雨量接近常
年略偏少， 但是北方的大部和华南等地
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一成到 1 倍，长
江流域及新疆、西藏降水偏少一至五成。

“全国共有 586 条河流发生超警戒
以上的洪水，主要江河共发生了 10 次编
号洪水。 ”周学文表示，今年以来，洪涝灾

害造成的死亡失踪人数和倒塌房屋数
量， 与近 5 年同期均值相比， 分别下降
60%和 71.7%。

此外，7 月份以来，长江流域平均高
温日数 32.5 天， 为 1961 年有完整气象
观测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最多；平均降水
量 160.3 毫米，为 1961 年以来历史同期
最少。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 9 月到 11
月，我国北方地区、西南、华中、华南降水
偏多； 华西秋雨开始时间偏早， 总体偏
强；长江流域中下游可能伏秋连旱。

“这几天，华西地区的四川、陕西、甘
肃、重庆以及湖北等地降雨增多，我们在
严防旱涝急转， 怕长期干旱再遇突发强
降雨，造成洪涝灾害。 ”周学文表示。

我国首条跨海高铁全线铺轨贯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