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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玉兔”安全行走导航
——记石家庄铁道大学“航天测控可视化系统”研发团队
■本报记者 周红松

通讯员 赵艳斌

随着“嫦娥三号” 成功飞天落
月， 浩瀚太空再次见证了“中国创
造” 的力量。 其中， 石家庄铁道大学
研发的“航天测控可视化系统” 在承
担以往对航天器的遥感数据处理、 信
息可视化、 实时仿真和实时监控之
外， 特别针对“嫦娥三号” 释放的
“玉兔” 月球车实现“遥操作”， 为
“玉兔” 安全行走导航。 日前， 记者
来到石家庄铁道大学， 对这个研发团
队进行了采访。

八次参与国家重大航
天工程

谈起此次“嫦娥三号” 发射任
务， 石家庄铁道大学“航天测控可视
化系统” 研发团队带头人赵正旭难掩
内心的激动： “航天测控可视化是一

种特殊的计算方法， 其奥妙就是把
浩如烟海的数据转换成图形， 描绘
成数据‘风景’， 为人们提供一种
发现不可见信息的方法。” 1988
年， 原本在国内学习机械专业的赵
正旭， 出国后到英国攻读计算机科
学博士学位， 自此开始了虚拟现实
技术研究与系统开发。 2008年，
阔别祖国20年的赵正旭回国后，
很快就投入到我国航天测控可视化
专业领域。 2009年4月开始研发我
国首次火星探测三维可视化系统平
台， 仅用6个月的时间， 就完成了
建立和调试。 航天测控可视化系统
倾注了赵正旭太多的智慧和心血，
有人想出钱购买， 被赵正旭回绝
了。 “我研发这一软件系统的初衷
不是为了钱， 是想为中国的航天事
业做一点实质性的工作。”

从“嫦娥二号” 算起， 石家庄
铁道大学赵正旭研发团队已经是第

八次参与我国重大航天工程， 包括：
嫦娥二号探月任务、 神舟八号与天宫
一号交会对接任务、 神舟九号与天宫
一号载人交会对接任务、 神舟十号与
天宫一号载人交会对接任务和本次的

“嫦娥三号” 发射任务等。

摆脱了对国外开发平
台的依赖

赵正旭团队研发的“航天测试可
视化系统”， 是国内首个具有完整自
主知识产权且多次通过任务检验的航
天测控可视化系统。 据北京航天飞行
控制中心有关专家介绍， 之前只有美
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欧洲太空局拥有
深空探测三维可视化平台， 赵正旭团
队研发的“航天测控可视化系统” 使
我国航天测控可视化领域摆脱了长久
以来对国外开发平台的依赖， 其核心
技术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实现了我
国深层空间探测技术的飞跃式发展，

使中国的航天可视化事业走在了世界
前列。

“该系统是一个完整的、 大型的、
海量级的空间技术模拟计算与信息控
制系统， 不仅包括了美国航天局和欧
洲空间指挥中心目前所使用的同类系
统的所有功能， 而且还具有很多独特
功能， 今后国家深空探测也可以用得
上。” 赵正旭说。

研发团队骨干成员王威介绍 ，
随着“航天测控可视化系统” 的广
泛应用， 研发团队提供给用户的计
算结果和绘制的场景画面和实际的
宇宙空间环境、 时间、 位置、 形状
等各种参量和数值基本实现了“零
误差”。 同时， 可视化航天系统没有
把用户以及用户的视觉限制在地球
表面， 可使用户以不同的方式、 在
不同的时间、 以不同的速度和方向，
沉浸式地监测、 观察、 控制飞行器。
系统平台还能漫游和访问已知太空

的任何角落。

航天工程最年轻的研
发团队

在“航天测控可视化系统”
12个人的研发团队里， 赵正旭教授
是“领头羊”。 在系统研发团队成员
里， 有“80后” 教师， 也不乏一些

“80后” 和“90后” 的博士生、 硕士
生甚至本科生。 王威是一名“80后”
教师， 主要负责系统可视化平台模型
的创建。 为了赶时间和进度， 王威上
午刚举行完新婚典礼， 下午就走进实
验室， 经常工作到深夜。 卢石磊和温
晋杰是“90后”， 今年刚刚考取了本
校的研究生。 在本科学习阶段， 他们
就先后参与了“神九” 和“神十” 可
视化航天系统平台的研发。 北京航天
飞行控制中心一位负责人说， 石家庄
铁道大学这个研发团队应该是“参与
航天工程最年轻的团队”。

变“要支部活动”为“支部要活动”

东北大学创新基层党组织活动
本报讯 （记者 刘玉） 常年坚

持开展基层党组织活动方案立项、
党员述责测评， 创造性地推出教工
学堂、 教职工“1+1” 专项活动方
案等系列党建和思想教育工作新举
措， 并使之成为学校广大党员和基
层党组织凝心聚力的强磁场。 多年
来， 东北大学充分发掘广大党员和
基层党组织的活力和潜力， 使之成
为学校改革发展稳定的助力和推
手。

东北大学党委书记孙家学认
为， 人才培养是学校的根本任务。
学校党建和思想教育工作要为人才
的成长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 因
此， 作为学校发展的坚强后盾， 党
建和思想教育工作的模式不断推陈
出新。 中心组学习制度和教职工政
治学习制度历来是东北大学领导干

部和教职工提高理论修养的重要平
台。 2012年， 东北大学又创新性地
提出教职工“1+1” 专项活动方案，
即“备选活动+自选活动” 模式。 各
分党委在每一活动阶段， 从每个活动
模块所列的3项备选活动中选取1项
开展活动。 同时结合本单位实际， 围
绕该阶段的活动目的， 自行设计1项
活动或从该模块备选活动中再选择1
项活动， 作为自选活动。

与此同时， 东北大学还通过开展
“院士话师德”、青年教师“四个一”成
长成才系列活动，采取“师德一票否决
制”、学生评教等一系列措施，“软硬兼
施”护卫师德师风。

近10年来， 东北大学累计发展
学生党员10752名， 教工党员269名。
目前共有22个分党委 （直属党总支）、
533个党支部、 在校党员10974名。

对此， 东北大学创造性提出， 把教师
党支部建在所上， 把本科生党支部建
在班上， 党组织全面融入学校各个部
门和各项工作。

2002年5月， 该校党委在全国率
先提出“基层党组织活动方案立项”活
动，把过去的“要支部活动”变为“支部
要活动”。2012年，东北大学在支部立
项工作基础上， 又开展特色支部创建
活动， 进一步构建特色鲜明、 亮点纷
呈、充满活力的基层党组织。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明显增强
了全校广大党员和基层党组织的凝聚
力与活力： 院士名家陆续走上讲台，
由学术水平高、 治学能力强， 具有较
高学术影响力的院士担任学术委员会
主任， 引进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和优秀
学术骨干……学校多次被评为全国文
明单位、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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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订阅
2014年中国教育报

其实，您和我们很贴心！
我是鄂西北大山深处、郧县胡家营镇白塔小学一名教师。学校只有20来个

学生，可能是觉得这种大报离我们偏远山村小学太“远”了，学校从没有订过

《中国教育报》。

今年开学伊始，学校给我们订了一份《中国教育报》。晚上，学生们都回家

了，只有三个人在学校。这时，报纸是我们最好的好伙伴。我认真读起《中国教

育报》。读着读着，我才认识到我以前真的错了，报纸上刊登的《今天我们入队

了》、《欢乐农庄种出了冬瓜王》，其实我们山村小学也有这些事儿呀！

自此，每每邮递员将新的《中国教育报》送到学校，我们如获至宝。我开始

细细品读《中国教育报》，新闻版为我打开了一扇窗，更好地理解党在新时期的

教育方针和政策；专周刊为我亮起了一盏引航明灯，引导着我们如何搞好实际

教育教学工作。我将她推荐给我的两位同事阅读，他们读后说：“其实，《中国教

育报》和我们很贴心啊！”

黄开文

读 者 的 需 要 是 我 们 追 求 的 目 标 读 者 的 满 意 是 我 们 前 进 的 动 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甘肃营养餐覆盖所有
农村义务教育学生
推行以学校食堂供餐为主模式

本报讯 （记者 李小伟） 记者近日在甘
肃省采访时了解到， 从今年春季学期开始，
甘肃省在嘉峪关市和28个非连片特困县市
区启动实施了农村 （不含县城） 义务教育学
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工作省级试点， 加上之
前在58个连片特困县实施的营养改善计划，
目前， 228万名农村义务教育学生吃上了由
政府提供的营养餐， 实现了全省农村义务教
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全覆盖。

同时， 甘肃省加大了学校食堂建设力
度。 甘肃省教育厅厅长王嘉毅说， 在确保学
生吃得上、 吃得安全的前提下， 甘肃省大力
推行以学校食堂供餐为主的供餐模式， 逐步
向吃得好转变。 截至目前， 甘肃省薄弱学校
改造计划为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新建或改扩建
食堂 （伙房） 安排项目学校2422所， 新增
学生食堂面积168.42万平方米， 超过50%的
学校都有自己的食堂。

据介绍， 鉴于3元钱的标准， 甘肃省的
营养餐基本开展的是营养早餐， 实行3种供
餐模式： 有条件的地方开展食堂供餐， 占
50%以上； 没有食堂和目前正在建造食堂的
学校采用企业供餐； 一些村小和复式学校则
由中心小学食堂做好饭后配送到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