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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言

1.

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 2021 年第五十八届会议建议

秘书处继续邀请会员国提交有关各自空间活动的年度报告（A/AC.105/1240，第 34
段）
。
2.

在 2021 年 8 月 11 日的一份普通照会中，秘书处外层空间事务厅邀请会员国在

2021 年 11 月 1 日之前提交其报告。本说明是秘书处基于所收到的对这一邀请做出
的答复而编写的。

二.

会员国提供的答复
澳大利亚
[原件：英文]
[2021 年 11 月 1 日]
澳大利亚政府于 2018 年 7 月 1 日成立了澳大利亚空间局。该机构的目的是通过国
际和国家的深入参与，支持在全球享有声誉的澳大利亚空间产业实现转型和发展，
乃至提振整个经济并激励和改善澳大利亚人的生活。在这项努力中，澳大利亚空间
局依循其所持价值观，包括作为负责任全球公民，致力于在太空和地球上开展安全
可靠的行动。
自该机构于 2018 年成立以来，澳大利亚政府已承诺投入 7 亿多澳元发展澳大利亚
民用航天部门。澳大利亚在空间部门的活动包括：
(a) 实施《2019-2028 年澳大利亚民用航天战略》，该战略概述了澳大利亚政府
实现澳大利亚航天工业转型和发展的计划；
(b) 促进信息共享，提高空间立法和政策能力；
(c) 加强我们与欧洲空间局的伙伴关系，以便能够通过建造另一个深空天线为
飞行任务提供更多跨部门支持；
(d) 支持澳大利亚企业开展能力建设，并融入国际空间供应链，为美国国家航
空航天局（美国航天局）的从月球到火星的活动做好准备；
(e) 落实空间基础设施基金，该基金将在三年内向七个项目提供 1,950 万澳元
的投资，以弥合空间基础设施方面的差距；
(f)

落实国际空间投资基金，该基金将提供 1,500 万澳元，以支持澳大利亚的

企业参与全球国际飞行任务和项目行业。
随着 2020 年 12 月发布《2021-2030 年通信技术和服务路线图》
，该机构还已着手落
实技术路线图。
2021 年，该机构与印度空间研究组织的负责人签署了一份关于在民用空间科学、技
术和教育方面同印度展开合作的经修订的谅解备忘录。这是在与加拿大、法国、德
国、意大利、日本、新西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
美国的空间机构以及与欧洲空间局（欧空局）的现有安排之外所做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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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机构正在加强与国际空间活动的合作，包括给诸如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
（日本宇航机构）的隼鸟 2 号样本返回任务、印度空间研究组织的‘天舟’号载人
航天方案和联合王国–澳大利亚的空间桥方案等国际空间活动提供支持。
澳大利亚还在深化与美国宇航局在支持深空通信方面的合作，此前美国宇航局宣布
将在 2029 年前在澳大利亚安装一个新的深空天线。
澳大利亚政府每年出版一份空间状况报告；《2020 年空间状况报告》于 2020 年 12
月出版（www.industry.gov.au/data-and-publications/state-of-space-report-2020）。
2019-2028 年澳大利亚民用空间战略
澳大利亚民用空间战略是澳大利亚政府争取到 2030 年将澳大利亚空间部门的规模
扩大两倍，达到 120 亿澳元的计划。为了实现这一愿景，该战略概述了澳大利亚政
府在四个战略空间支柱下扶持空间部门的行动、举措和方案：
(a) 国际方面。经由该机构为民用空间活动和伙伴关系提供国际“大门”，并
与对应空间机构、相关多边论坛及其他国际组织开展合作，为澳大利亚的空间工业
创造有利环境；
(b) 国家方面。支持国家民用空间优先事项，投资于有利的基础设施，协助发
展国家能力，确定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今后面临的机会和障碍，并通过该机构协调
民用空间活动；
(c) 承担责任。逐步建立起世界一流的监管体系，在确保安全和安保、履行国
际和国家层面义务的同时扶持创业，并就国内发射能力相关风险和机遇展开调查；
(d) 提供激励。展示澳大利亚在空间活动方面的成就，以激励年轻人从事
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职业，并确定在空间部门激发、提高能力和建
立合作的“月球发射”任务的各种备选方案。
过去一年，该机构在“国际”支柱下开展了以下工作：
(a) 开展至关重要的协调活动，以确保日本宇航机构隼鸟 2 号样本返回舱的安
全返回，该返回舱带有 2020 年 12 月在南澳大利亚成功着陆的小行星龙宫的样本；
(b) 2021 年 2 月签署了澳大利亚和联合王国之间的《太空桥框架协定》
，该协
定加强了为发展我们的太空产业而在空间方案与技术、贸易和投资以及研究和教育
方面的合作；
(c) 与美国宇航局签署了一项太空法案协议，从 2026 年开始启动前往月球的
联合任务。作为澳大利亚的第一次登月任务，这将包括某一基金会服务的漫游车，
以展示支持人类在月球表面长期存在的行动和自动化；
(d) 举办了几次工业专题讨论会的活动，以鼓励澳大利亚与加拿大、日本、新
西兰、大韩民国、联合王国和美国等其他国际空间经济体之间展开工业商业合作；
(e) 着手与韩国航空航天研究所共同主持国际空间探索协调小组内的新兴空
间机构工作组，以支持加深对空间活动的认识并为助力国际合作开展更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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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承担责任”的支柱下，澳大利亚继续根据 2019 年 8 月 31 日开始的《2018 年空
间（发射和返回）法令》实施其关于空间发射和返回的法律框架。自 2018 年成立
以来，该机构协助批准了包括澳大利亚发射许可证和发射设施许可证在内的四项复
杂的申请，并审议了 20 项海外有效载荷许可证，迄今已批准了其中的 18 项。
在“激励”支柱下，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宣布位于该
机构总部的澳大利亚空间探索中心正式开幕。该中心旨在通过关于机遇、好奇心和
技术的叙事来激励澳大利亚社会和下一代的航天工作者。它由该机构和澳大利亚国
家科学技术中心 Questacon 开发，并于 2021 年 9 月迎来了第 10,000 名访客。
促进信息共享及提高空间立法和政策的能力
作为我们为促进和支持在空间立法和政策方面相互学习所做努力的一部分，该机构
通过国家空间法倡议与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大韩民国、
泰国和越南进行了合作。该倡议于 2019 年在亚太区域空间机构论坛下设立，旨在
促进就亚太区域各国空间立法和政策上的做法和实例展开信息共享和相互学习，并
根据国际规范加强亚太国家起草并执行国家空间立法和政策的能力。
一份促进与我们各自监管框架有关的信息共享和相互学习的报告——已提交给
2021 年 6 月举行的法律小组委员会第六十届会议，并得到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
的注意。
加强与欧洲空间局的合作
2021 年 4 月 30 日，欧空局和该机构宣布在位于西澳大利亚珀斯以北 140 公里的欧
空局新诺西亚站建造一个 35 米的深空天线。620 吨的天线将成为一个对该站点现有
深空天线予以补充的新的模型，设置了新的功能并支持增加通信频率。
确定新天线确切位置的研究始于 2019 年底，
预计将于 2024 年完工。该天线将于 2024
年下半年开始与欧空局在新诺西亚的现有天线一起运行，这些天线由作为澳大利亚
国家科学机构的联邦科学和工业研究组织在当地运营。
新天线将加入欧空局的网络，从而促成与美国航天局、日本宇航机构及其他空间机
构等合作伙伴的飞行任务进行合作和提供跨部门支持。它将把数据返回率提高 40%，
提高科学回报率和效率。该项目助力欧空局和澳大利亚之间的长期伙伴关系，从而
带来经济、技术和科学方面的惠益，并将为在空间通信、空间态势感知和飞行任务
操作等领域的进一步合作铺平道路。
支持美国宇航局的登陆火星行动
作为美国宇航局登陆火星活动的一部分，该机构和美国宇航局之间为期五年、价值
1.5 亿澳元的合作伙伴关系正在继续给澳大利亚的企业融入国际空间供应链提供支
持。对在澳大利亚的开展的活动进行了投资，包括三个综合部分——供应链计划、
演示者方案和开拓者计划。
该机构在所涉供应链计划的部分下向澳大利亚的企业提供了资助（见
https://business.gov.au/grants-and-programs/moon-to-mars-supply-chain-capability-im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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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ment-grants/grant-recipients）。为了给增强澳大利亚在空间飞行遗产方面的能力
做好准备，该机构还在演示者计划的部分下向澳大利亚各组织提供了演示者可行性
赠款（见 https://business.gov.au/grants-and-programs/moon-to-mars-initiative-demonstratorfeasibility-grants/grant-recipients）
。
空间基础设施基金
空间基础设施基金是一项 1,950 万澳元的投资，它投资于澳大利亚各地的 7 个基础
设施项目，这些项目将提高空间部门向金融、农业、采矿、卫生、旅游和制造业等
行业提供支持的能力。
所有七项计划中项目都在进行之中。
最近于 2021 年 6 月提供了 250 万澳元的赠款，
用于建立国家空间资格网络，该网络将为澳大利亚和整个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制造
商提供端到端有效载荷测试能力。该网络将提供负担得起的飞行任务保证，并确保
普遍加入，从而有助于为澳大利亚航天部门参与国际空间活动开辟更多机会。
国际空间投资基金
国际空间投资基金专门拨出 1,500 万澳元的启动资金，以投资于国际飞行任务和项
目，方便澳大利亚的企业得以进入该全球产业。这一基金使澳大利亚企业能够经由
与国际空间机构的合作和既定国际空间方案，在国际空间事业方面开拓机遇，拓宽
澳大利亚空间部门的能力。国际空间投资基金的落实正在有序进行，迄今已承诺提
供 1,100 万澳元以给 10 个项目提供支持。

奥地利
[原件：英文]
[2021 年 10 月 27 日]
奥地利 2030+空间战略
经对奥地利空间活动的全面评估，在奥地利航天界的广泛参与下，草拟了《2030
年奥地利空间战略》
。这项工作由联邦气候行动、环境、能源、交通、创新和技术
部牵头，该部也是奥地利空间事务部。
《奥地利空间战略 2030+》追求以下六项目标：
(a) 地球和空间的可持续发展；
(b) 奥地利具有高附加值和可持续就业的竞争性空间部门；
(c) 关于空间和地球探索的卓越科学；
(d) 将空间用于生活所有各个领域；
(e) 空间方面的人才和多样性；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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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些目标中的每一项目标，均界定了子目标及短期到长期的措施。
奥地利研究活动
太阳系等离子体和系外行星探索
奥地利科学院空间研究所开发和建造了空间合格仪器，并对这些仪器提供的数据进
行了分析和处理。空间研究所的核心工程专长是制造磁力计和车载计算机及卫星激
光测距。在科学方面，该研究所专注于关于空间等离子体物理、行星高层大气和系
外行星的动力学过程。空间研究所与世界各地的空间机构以及各类国家和国际性的
研究机构展开密切合作。2020 年，该研究所参与了 12 个进行中项目和 9 个即将到
来的国际太空任务。在已经在进行中的空间任务方面，星簇飞行任务 2020 年已有
二十周年，并且仍然为更好理解空间等离子体提供了不同替代的数据。在过去五年
里，由配备四颗同等卫星的磁层多尺度飞行任务已经完成了对地球磁层的三维测量。
中国首颗电磁监测试验卫星（张衡一号）自 2018 年以来一直在对地球电离层展开
研究。
水星探测太空船 BepiColombo3 月份进行了地球引力辅助操作，10 月份进行了金星
引力辅助操作。在其运行的第一年，CHEOPS（系外行星特性探测卫星）已经提供
了关于围绕明亮恒星运行的系外行星特征的重要结果。此外，太阳轨道飞行器的成
功发射是该年的一项最重要活动。
奥地利空间教育活动
在教育方面，主要侧重于加强奥地利的人才库，拓宽研究、工程和商业能力，同时
在从小学到研究生和年轻专业人员的各级教育方面向学生提供支持。奥地利空间战
略 2030+的六个目标之一是，经由加强教育系统的空间能力来给空间方面的人才培
养提供支持，利用在各级教育中空间所带来的启示来促进空间部门以及 STEAM（科
学、技术、工程、艺术和数学，或应用数学）领域年轻人才的发展。
激励中小学的下一代空间先锋
欧洲空间教育资源办公室项目是欧洲空间局（欧空局）支持欧洲中小学教育界的主
要途径。欧洲空间教育资源办公室利用与空间相关的主题和年轻人对空间的迷恋来
提高学生科学、技术、教育和数学相关科目的基础知识和能力。欧洲空间教育资源
办公室奥地利办事处设在林茨的电子艺术中心，得到了奥地利研究促进局和奥地利
联邦气候行动、环境、能源、运输、创新与技术部的支持。
主要侧重于支持教师利用空间环境，提升相关专题的教学对学生的吸引力并使其更
加容易理解，给奥地利的学校制作以空间为背景的教材。欧洲空间教育资源办公室
奥地利办事处与欧空局合作，提供了针对学校教师的一系列培训课程和教育挑战赛。
2021 年，欧洲空间教育资源办公室奥地利办事处与学术界的专家一起，成功开展了
学校课堂在线活动。启动了一个名为“在课堂上教授外层空间的奇迹”的网络研讨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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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的大学与空间有关的不同研究
奥地利的大学提供以下与空间有关的研究：
(a) 格拉茨自然科学项目的空间科学和空间地球硕士研究：四个学期的关于太
阳系物理、卫星系统和从太空观测地球系统的培训；
(b) 格拉茨技术大学：大学课程太空技术——空间系统和商业工程工程硕士，
涉及各种模块的专家培训；
(c) 维也纳新城应用科学大学的航空航天工程，包括设有航空航天讲座的机械
电子学学士和航空航天工程硕士；
(d) 维也纳工业大学的学生航空航天模块：针对攻读学士或硕士学位的学生的
航空航天专业；
(e) 维也纳技术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建筑课程的新兴领域：极限建筑领域有远
见和可实现项目的模块；
(f)

维也纳大学：天文学、天体物理学和空间研究方面的学士和硕士课程；

(g) 维也纳大学欧洲法、国际法和比较法系国际法与国际关系专业：空间法选
修课（关于利用外层空间技术的一般法律框架和关于利用外层空间技术的特定法律
问题）
。
与空间有关的学生倡议及其他倡议和活动
奥地利有以下举措：
(a) 维也纳工业大学航天团队（https://spaceteam.at/?lang=en）是一个专注于航
空航天和航天工程的学生组织。它是一个由 100 多名志愿成员组成的网络，致力于
若干复杂的工程项目，例如探空火箭及其发动机、小型卫星及其他航天器；
(b) 格拉茨航空航天团队（www.astg.at/?page_id=496）是格拉茨一个力求开发
火箭的热情高昂的学生团队；
(c) 奥地利空间论坛是一个由学生牵头开展火星模拟任务和开发纳米卫星子
系统的协会。它协助向年轻的空间爱好者提供支持和联络（https://oewf.org/en/
about-the-oewf）；
(d) 下奥地利科学学院：为 14 至 16 岁有好奇心并且热情高昂的年轻人提供设
有各种不同课程的课外教育方案，让他们有机会与科学家和专家直接接触。其中一
门课程专门针对太空（连续四个学期）。它涵盖天体物理学、空间和行星系统、空
间物流和运输系统、在太空、月球和火星上生活和工作、太空旅行中的机器人、新
技术和新材料及技术哲学和未来的愿景。
维也纳工业大学与空间有关的活动
设计工作室“月球绿洲–综合生境建筑愿景”将于 2021 年 9 月至 11 月举行，它是
维也纳工业大学建筑建设与设计系和阿布扎比大学之间的一项合作活动。这两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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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学生共同致力于设计具有综合生命支持和温室技术的月球设施。通过视频会议
举行了联席会议。研究结果将公布在一份联合出版物上。关于建筑新兴领域的课程
模块汇集了建筑和工程学科方面新的研究领域以及旨在增加知识和技能交流的空
间相关主题。讲座信息将在以下网页公布：https://emergingfields.eventbrite.com。讲
座存档见 www.youtube.com/c/EmergingFieldsinArchitecture。

巴西
[原件：英文]
[2021 年 10 月 18 日]
巴西与世界各国政府均订有空间合作协议。巴西航天局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发展巴
西的空间科技能力，努力满足该国该战略领域的需求。这种伙伴关系是减少太空发
生暴力事件的有效手段，因为各国持有共同的目标，并且都更有动力保持外层空间
用于和平目的。许多国家已经同意根据政府间框架协定，与巴西在和平利用外层空
间方面开展合作。从理论上讲，这些协定是新的国际文书和倡议的先导，有助于在
双边和多边层面上完善巴西的空间方案及获取新的技术。
科学、技术和工艺合作是巴西在拉丁美洲内部展开合作的支柱。在欧洲，巴西与欧
洲空间局和欧洲联盟的合作主要基于卫星数据的开放式获取。中国、俄罗斯联邦和
美利坚合众国是巴西在全球范围内的主要空间伙伴，其举措从联合进行科学研究到
技术开发和卫星制造（中国–巴西地球资源卫星方案）等。巴西还与几个国家（包
括比利时、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签订了双边协议。关于巴西航天局与外国政府和
公司之间的国际协议的整个清单可按照电子信息系统参考号 0125720 查取。
3 月 11 日，巴西和挪威签署了一份关于扩大和改善在科学、技术和创新方面的合作
的谅解备忘录（SEI 0127646）
。该文书规定将在海洋研究、石油和天然气、可再生
能源、生物技术和气候变化等领域开展合作。各方可联合成立工作组，并就优先领
域制定定期工作计划，以加强这一新近建立的合作。
6 月 15 日，巴西签署了《关于为和平目的民用探索和利用月球、火星、彗星和小行
星合作原则的阿耳特弥斯协定》
，成为第一个与美国合作实施该方案的南美洲国家，
该方案除了做出其他努力外，还将让第一位女性和第一位有色人种登上月球表面。
巴西对该协定的参与是在 2020 年 12 月美国前国家航空航天局（美国航天局）局长
吉姆·布赖登斯坦与巴西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部长马科斯·庞特斯签署了一份联合意
向声明之后，该说明对巴西签署上述协定的意向做了介绍。该协定是一项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全球空间探索合作倡议。目的是经由一套切实可行的原则、准则和最佳做
法创建一个共同愿景，以加强对民用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的管理。
8 月 9 日，马科斯·庞特斯和秘书处外层空间事务厅厅长西蒙妮塔·迪皮波签署了一
项正式确定巴西参与“外层空间促进女性权利”项目的协议（SEI 01350.000525/
2020-90）。签署仪式在维也纳外层空间事务厅总部举行，在签署仪式上还讨论了巴
西参与开放宇宙倡议的问题。“外层空间促进女性权利”倡议鼓励妇女和女孩接受
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教育，并提高对职业机会以及空间部门性别平
等和赋权重要性的认识。还值得注意的是，定于 2021 年 10 月 21 日和 22 日举行的
“外层空间促进女性权利”问题专家会议是由外层空间事务厅、巴西科学、技术和
创新部、巴西航天局、国家空间研究所和穆罕默德·本·拉希德空间中心联合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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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8 日，巴西、中国、印度、俄罗斯联邦和南非的空间机构负责人举行线上会晤，
签署了一项关于遥感卫星星座的合作协议（SEI 0122097）
。该协议将帮助签署方应
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包括气候变化、重大灾害和自然资源管理。遥感卫星星座
将创建一个共享遥感数据的系统，这意味着来自每个会员国现有地球观测卫星数据
将会向所有其他会员国开放。
8 月 19 日，巴西和哥伦比亚签署了一份关于为和平目的合作开展空间活动的谅解备
忘录（SEI 01350.000276/2020-32）
。该文书由马科斯·庞特斯和哥伦比亚对口机关负
责人铁托·克里先·博列罗签署。合作将涵盖诸如地球观测和卫星开发、组装、测试
和运行等领域。此外，这一伙伴关系将为两国共享科技基础设施提供便利。
巴西于 2020 年 8 月加入了国际空间探索协调小组，并继续积极参与在该论坛内开
展的大多数活动。除了任命参与技术工作组、商业化工作组和新兴空间机构工作组
的代表之外，巴西航天局官员还积极出席协调小组的所有月度电话会议，参加了与
下一次高级别机构管理人员会议有关的讨论以及与该小组活动及现有规则和条例
（SEI 01350.001035/2020-19）有关的其他活动和辩论。

危地马拉
[原件：西班牙语]
[2021 年 10 月 18 日]
在危地马拉共和国，与和平利用外层空间有关的活动主要由危地马拉山谷大学这一
积极促进该国空间研究的学术机构牵头。
在“希望号立方体”方案下，秘书处外层空间事务厅和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
开展了一项联合努力，
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发射了第一颗危地马拉卫星
“Quetzal-1”。
这次发射是通过由外层空间事务厅掌管的联合国登记册向秘书长登记的。
危地马拉共和国在和平利用外层空间方面开展的最新活动内容如下。
1.

Quetzal-1 号立方体卫星
Quetzal-1 号立方体卫星于 2020 年 11 月 25 日停止在太空运行，至今仍在轨道上，
但逐渐接近地球。在 2021 年期间，它的轨道参数一直受到持续监测，因此在其重
新进入大气层并予以解体之时（预计将在 2022 年发生）
，将会相应地通知外层空间
事务厅。
2021 年 9 月 9 日，该卫星的轨道数据如下：
近地点：377 公里
远地点：380 公里

2.

与欧洲空间天文学中心合作开发立方体卫星
2021 年期间，山谷大学一直致力于开发 3U 立方体卫星的结构和动力系统，该卫星
将由欧洲空间天文学中心在今后几年发射到外层空间。该立方体卫星的目标是，测
试用于校准地面仪器的两个天线，以便测量微波背景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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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立方体卫星脱轨系统的研制

2021 年，2U 或 3U 立方体卫星脱轨系统原型在山谷大学建成并进行地面测试。该
系统与帆和机械释放系统一起工作。测试和开发将在 2022 年继续进行。
4.

生物膜测试
山谷大学生物化学和微生物学的教师和学生着手分析国际空间站上生长的细菌样
本，以此作为空间生物膜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得到了美利坚合众国国家航空航天
局（美国航天局）的资助，由科罗拉多大学和生物服务空间技术公司牵头。这些研
究是对主要研究人员进行的研究的补充，并为学生提供了在空间微生物学这一重要
领域开展研究的机会。研究结果将会向公众开放，以提升对微重力条件下微生物进
程的全面认识。

印度
[原件：英文]
[2021 年 10 月 31 日]
印度在和平利用外层空间方面奉行与其他国家和空间机构的双边和多边关系。多年
来，印度已与 60 个国家和 5 个多国机构签署了空间合作文件，这些国家和机构是：
阿富汗、阿尔及利亚、阿根廷、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巴林、孟加拉国、不丹、多
民族玻利维亚国、巴西、文莱达鲁萨兰国、保加利亚、加拿大、智利、中国、哥伦
比亚、埃及、芬兰、法国、德国、匈牙利、印度尼西亚、以色列、意大利、日本、
哈萨克斯坦、科威特、马尔代夫、毛里求斯、墨西哥、蒙古、摩洛哥、缅甸、尼泊
尔、荷兰、尼日利亚、挪威、阿曼、秘鲁、葡萄牙、大韩民国、俄罗斯联邦、圣多
美和普林西比、沙特阿拉伯、新加坡、南非、西班牙、斯里兰卡、瑞典、阿拉伯叙
利亚共和国、塔吉克斯坦、泰国、土耳其、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不列颠
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乌兹别克斯坦、委内瑞拉波利瓦尔共和国、
越南、欧盟委员会、欧洲中程气象预报中心、欧洲空间局、欧洲气象卫星开发组织
和南亚区域合作联盟。
在过去的一年里，与 7 个国家的实体和 1 个多边机构签署了 11 项合作文件。上述
合作活动包括利用地球观测资料开发森林火灾管理应用程序、进行学术和研究合作、
就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展开合作、载人空间飞行活动、农业监测、利用地面站提供跨
部门支持以及交流地球观测数据。
除了这些新的举措外，以下正在进行的活动在过去一年中取得了良好的进展。印度
空间研究组织与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美国航天局）正在共同实现印度空间研究
组织–美国航天局合成孔径雷达卫星任务。印度空间研究组织和法国国家空间研究
中心已经完成了实现热红外成像卫星任务的可行性研究。印度空间研究组织和日本
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日本宇航机构）正在开展一项联合月球探测任务的可行性
研究。来自法国国家空间研究中心的卫星环境数据收集网的有效载荷将被安置在印
度空间研究组织的 OCEANSAT-3 号卫星上。印度空间研究组织开发的 L 波段和 S
波段机载合成孔径雷达空中行动是在北美不同地点使用美国宇航局的航天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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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印度空间研究组织与法国、德国和美国的空间机构合作开展了专业交流方案。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正在与法国、日本、俄罗斯联邦和南非就在这些国家建立印度区
域导航卫星系统基准台站展开讨论。此外，为支持雄心勃勃的印度载人航天方案，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正在与澳大利亚、法国、日本、俄罗斯联邦和美国就载人航天能
力的所涉各个方面开展合作。四名印度宇航员候选人圆满完成了俄罗斯段的载人航
天飞行训练。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宣布了一项为期八周的名为“联合国探索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会
议纳米卫星大会和培训会议”的纳米卫星发展能力建设方案，以此作为纪念外空会
议+50 的一项举措。2019 年举办了第一期和第二期培训班，有来自 17 个国家的 29
名官员参加了第一期培训班，
共有来自 16 个国家的 30 名官员参加了第二期培训班。
由于大流行病，第三期培训班无法举行。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继续通过印度遥感研究所和设在德拉敦的附属于联合国的亚洲
及太平洋空间科技教育中心举办短期和长期课程，分享其在空间科学和技术应用方
面的设施和专门知识。到目前为止，这些方案有来自 109 个国家的 3200 多名受益
者。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继续在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的审议中发挥积极作用。印度担
任外层空间长期可持续性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议程项目下的工作组主席。外空委
第六十四届会议期间举行了正式会议和非正式磋商。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还积极参加主要多边论坛的会议，其中包括：国际宇宙航行联合
会、国际宇航科学院、国际空间法学会、地球观测卫星委员会、国际摄影测量和遥
感学会、气象卫星协调小组、全球导航卫星国际委员会、空间研究委员会、国际空
间探索协调组和机构间空间碎片协调委员会。

日本
[原件：英文]
[2021 年 10 月 29 日]
1.

国际空间站
日本从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国际空间站创立之初就积极参加该方案。国际空间站是
在空间新疆域开展的有史以来最大的国际科学和技术合作方案。国际空间站方案的
参与者致力于进一步利用外层空间为地球带来惠益。
日本对国际空间站方案的一个显著贡献是“希望”号日本实验舱。日本一直在促进
利用“希望”号来最大限度地提高其成果。例如，在“希望号”上进行了各种实验，
包括材料和物理科学、医学、生命科学和能力建设领域的实验。2020 年 11 月至 2021
年 5 月，日本宇航员野口聪一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飞行任务，在此期间他进行了包
括生物和材料研究在内的各种微重力实验。他还完成了一项舱外活动，包括经由安
装属于空间站新系统的新的太阳能电池阵列支架对国际空间站进行升级。2021 年 4
月至 11 月，日本宇航员细石明彦作为指挥官在国际空间站执行长期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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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还通过对“希望号”的利用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能力建设做出贡献，这
是国际空间站上唯一一个既配备机械臂又配备气闸的舱。这种独特的能力给进行诸
如部署小型卫星等各种舱外项目扫清了道路。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日本宇
航机构）在“希望号”方案下与外层空间事务厅进行了合作，该方案为发展中国家
和新兴国家提供了利用“希望号”部署立方体卫星的机会。迄今为止，肯尼亚、危
地马拉和毛里求斯已经由该方案利用“希望号”部署卫星。2019 年，日本宇航机构
与美利坚合众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美国航天局）合作，启动了一个名为“希望号机
器人编程挑战”的新的教育方案；来自亚太地区 7 个国家的 1000 多名学生参加了
第一轮比赛。
2.

空间运输
在日本 2021 财年期间，进行了探空火箭 S-520 第 31 号的发射。计划在年底前进行
以下发射：艾普斯龙第 5 号；在挪威进行的 SS-520 探空火箭第 3 号；H-IIA 44 号。
日本目前正在研制 H3 运载火箭，计划在 2021 日本财年进行首飞。

3.

空间探索和科学
太空探索
与国际伙伴的合作是日本空间探索任务的关键组成部分。日本政府于 2020 年 6 月
更新了空间政策基本计划和执行计划，其中强调了日本对阿耳特弥斯方案的参与。
2020 年 10 月，日本属于第一批签署《关于为和平目的民用探索和利用月球、火星、
彗星和小行星合作原则的阿耳特弥斯协定》的国家，它签署《阿耳特弥斯协定》是
为了在政治上承诺将致力于就民用空间探索活动和国家空间机构利用外层空间的
各项原则建立一个世所公认的框架。2020 年 12 月，日本政府与美国宇航局签署了
关于民用月球网关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日本对该网关的预期贡献是，经由国际空间
站的运行所获技术，提供关于居住能力和后勤再补给的服务。
在月球表面探测领域，日本宇航机构正在开发用于勘察月球的智能着陆器，计划于
日本 2022 财年发射，以演示精确着陆技术。日本宇航机构还在与印度空间研究组
织及其他机构展开合作，以执行月球极地探测任务，目标是在日本 2023 财年之前
进行发射。该任务旨在探索月球极地地区的水冰等潜在资源，以研究今后对资源加
以利用的可行性。此外，日本宇航机构正在与日本私营公司展开联合研究，以开发
作为运输工具的载人增压月球车，给本世纪 20 年代后期及其以后的可持续月球表
面探测提供支持。
空间科学
日本宇航机构正在积极规划和开展各种空间科学任务。2018 年 10 月，贝皮科隆博
项目、欧洲空间局（欧空局）和日本宇航机构联合执行的水星探测任务由阿丽亚娜-5
号火箭从法属圭亚那成功发射。贝皮科隆博项目现在正在进行为期七年的水星之旅，
其中包括多次行星偏转操作和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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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宇航机构正在开发 X 射线成像和光谱任务，目的是利用高通量成像和高分辨率
光谱调查宇宙中的 X 射线物体。该任务是与美国航天局和欧空局合作进行的任务，
定于日本 2022 财政年度启动。
关于火星探测，日本宇航机构计划在日本 2024 财年启动火星月球探测任务。它的
目的是对火星及其卫星火卫一和土卫二展开调查，并收集火卫一的样本。这次任务
是继 Hayabusa2 号任务成功进行之后的下一个样本送回项目，Hayabusa2 号探测了
称作“Ryugu”的 C 型小行星，并于 2020 年 12 月将其样本带回了地球。作为一项
国际合作任务，美国航天局、法国国家空间研究中心、德国航空航天中心和欧空局
都将做出贡献。
4.

遥感
全球变化观测飞行任务旨在监测全球气候变化。它由两颗卫星组成：GCOM-W 卫
星和 GCOM-C 卫星。日本宇航机构于 2012 年 5 月发射了 GCOM-W 卫星。其目的
是对水循环相关参数进行观测，例如水蒸气、液态水、海上风速、海洋表面温度、
海上冰面范围和积雪深度。迄今，GCOM-W 卫星对全球水循环进行监测，包括易
受气候变化影响的极地冰盖。GCOM-C 于 2017 年 12 月发射，目的是监测 15 个参
数，包括气溶胶、云、植被以及陆地和海洋表面的温度。这些监测数据对于更准确
地预测今后环境的变化是必不可少的。
日本环境省、国家环境研究院和日本宇航机构开发了一系列温室气体观测卫星。第
一颗温室气体观测卫星（GOSAT）于 2009 年发射。作为世界上第一颗专门监测二
氧化碳和甲烷等温室气体的卫星，该卫星已经积累了十年多的数据。2018 年 10 月，
日本发射了执行后续任务的 GOSAT-2 号卫星。该卫星监测同样的观测对象（二氧
化碳和甲烷）
，但准确性更高，所涉地点范围更广，并且还将测量一氧化碳水平以
更准确而精确地估计各地的二氧化碳波动情况。
日本宇航机构还针对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而在促进卫星数据利用方面
的国际合作。2020 年，日本宇航机构与欧空局和美国航天局一起发布了“地球观测
情况示意图”，这是一个汇集由三组织地球观测数据所得指标以可视化方式显示
COVID-19 的影响，并跟踪空气、水质、温室气体、经济活动和农业的变化的网站。

5.

天基定位、导航和授时系统
日本一直在开发一种称作“准天顶卫星系统”的天基定位、导航和授时系统。自 2018
年 11 月以来，该系统一直以四颗卫星星座的形式运行。在亚洲–大洋洲地区的各
个地点随时都能看到三颗卫星。准天顶卫星系统可以与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结合使
用，从而确保有足够数量的卫星进行稳定、高精度的定位。第一颗卫星（QZS-1）
于 2010 年发射，其替代卫星（QZS-1R）于 2021 年 10 月成功发射。日本还计划在
2023 年 3 月底之前建立一个由七颗卫星组成的星座，以保持和提高持续定位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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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亚洲太平洋区域空间机构论坛
亚洲太平洋区域空间机构论坛设立于 1993 年，目的是加强亚太区域的空间活动。
空间机构、
政府机关和联合国机构等国际组织以及来自 40 多个国家和区域的公司、
大学和研究所和国际组织每年参加该论坛的活动。这是亚太区域规模最大的空间相
关会议。
2020 年 11 月，举行了以“空间愿景远程共享”为主题的“亚太区域空间机构论坛
在线 2020”
。各空间机构负责人分享了他们在充满挑战的 COVID-19 时代所持的愿
景及其空间举措，与会者承认，对空间技术的需求与日俱增，特别是在支持远程活
动方面。今年，日本和越南将于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3 日在线上主办亚太空间机构
论坛第二十七次会议，会议的主题是“通过多种伙伴关系扩大空间创新。”

约旦
[原件：阿拉伯文]
[2021 年 9 月 14 日]
约旦皇家地理中心总干事穆阿迈尔·卡迈勒·哈达丁上校代表约旦主持了和平利用外
层空间委员会“空间 2030”议程工作组的会议。工作组的会议是结合 2021 年 9 月
3 日结束的外空委届会线上举行的。
“空间 2030”议程的最后草案已提交给外空委，
以便转交大会予以通过并给外空委拟订建议，因为外层空间被视为是推动可持续发
展的主要驱动力。
约旦皇家地理中心总干事代表约旦哈希姆王国，并以主办西亚空间科学和技术教育
区域中心的官方政府机构的身份，参加了外层空间事务厅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
会评价俄罗斯联邦提出的在莫斯科主办一个空间科学和技术教育区域中心请求的
专家组，该中心如果成立，将成为世界上第七个此类中心。约旦皇家地理中心总干
事代表约旦主持了 2021 年 5 月 31 日至 6 月 11 日期间在线上举行的“空间 2030”
议程工作组会议。
约旦皇家地理中心总干事代表约旦主持了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科学技术小组
委员会第五十七届会议期间的“空间 2030”议程工作组的工作。所涉会议是于 2021
年 2 月 3 日至 12 日在维也纳举行的。
约旦皇家地理中心及西亚空间科学和技术教育区域中心与穆塔赫大学合作，于 2021
年夏季学期在约旦皇家地理中心校园开办了地理信息系统硕士课程。
全年为该区域一些国家举办了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以及制图、航空照片判读和地图
阅读领域的专门技术课程。还举行了几次空间和天文科学方面的研讨会。
其他活动包括参加若干天文活动，例如观察斋月和肖瓦尔月份的新月，及建立天文
事件观测营，这类事件包括月食和日食、流星、彗星和罕见的天文现象（如 2020
年 12 月 21 日的木星–土星会合，这是一个大约每 20 年发生一次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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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求斯
[原件：英文]
[2021 年 10 月 27 日]
毛里求斯：2021 年将第一颗纳米卫星送入太空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之一
2018 年 6 月，
毛里求斯共和国获得了由秘书处外层空间事务厅和日本宇宙航空研究
开发机构（日本宇航机构）组织的“希望号立方体”方案的一等奖。名为 MIR-SAT1
的卫星（毛里求斯第 1 号成像和无线电通信卫星）
，于 2019 年建造并于 2020 年通
过测试。2021 年 2 月，在日本筑波航天中心把该卫星交付给日本宇航机构。2021
年 6 月 3 日，该卫星经由 SpaceX 的 SpX-CRS22 飞行送往国际空间站。
2021 年 6 月 22 日，第一颗毛里求斯纳米卫星 MIR-SAT1 从国际空间站发射部署。
该卫星目前由毛里求斯研究与创新委员会通过其地面站控制和运营。
根据“希望号立方体”的要求，MIR-SAT1 的通信是在业余无线电波段进行的，任
何人都可以使用其遥测技术，因为 MIR-SAT1 遥测技术的解码器是由国际业余无线
电合作者开发的，可在国际业余无线电联盟网站上下载。MIR-SAT1 在国际业余无
线电联盟和国际电信联盟注册。毛里求斯信息和通信技术管理局和毛里求斯业余无
线电学会为该注册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国际业余无线电联盟注册的 MIR-SAT1 通信频率如下：甚高频 145.9875 和超高频
436.925。航天器的呼号是 3B8-MIR，地面站的呼号是 3B8-MRC。
2021 年 9 月 6 日，MIR-SAT1 在外层空间事务厅正式登记。
自 MIR-SAT1 部署以来，
该卫星每四分钟发射一次信标。毛里求斯研究和创新委员会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试
运行。该委员会在 2021 年 8 月底前已经着手收集毛里求斯周围地区和毛里求斯专
属经济区的图像。
从 2021 年 11 月起，毛里求斯研究和创新委员会将启用 PacSat 协议，这将使业余无
线电运营商得以能够从 MIR-SAT1 下载选定的图像。该卫星还配备了一个数字扬声
器，将在印度洋上进行关于岛与岛之间通信的测试。
毛里求斯研究和创新委员会在当地启动了一个低地球轨道接收天线方案，向高中生
和大学生传授如何建造简化版甚高频和超高频接收天线。迄今为止，该委员会和毛
里求斯业余无线电学会已经培训了 100 名学生和 15 名教育工作者。全国各地许多
接受培训的学校以及业余无线电操作人都在接收来自卫星的遥测数据。作为其学习
的一部分，这些学生还可接收到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卫星图像。这些活动是毛
里求斯研究和创新委员会旨在促进该国基础空间技术的方案的一部分。该方案已经
扩展到毛里求斯共和国的所有各所中学和大学。
尽管毛里求斯现在正步入卫星技术和空间活动的初级阶段，但它仍需开展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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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
[原件：英文]
[2021 年 10 月 29 日]
挪威目前有五颗微卫星在低地球轨道运行，四颗商业（Telenor）通信卫星在地球静
止轨道运行，一颗在弃星轨道运行。未来几年计划发射几颗新卫星，特别是海上监
视和通信领域的微卫星。
挪威太空公司与卫星运营商 Inmarsat 和挪威国防部合作，为北极的民用和军用用户
提供移动宽带覆盖。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启动，两颗卫星将由诺斯洛普格拉曼公司建
造，并计划由 SpaceX 公司于 2022 年末或 2023 年初在高椭圆轨道上发射。地面站
将建在挪威北部，以确保挪威掌控这一至关重要的能力。对于那些宽带接入非常有
限或没有宽带接入的北极人来说，这将是一个里程碑事件。这项任务被称为北极卫
星宽带任务。飞行任务还将携带一台辐射监测仪，以测量意趣盎然的轨道上的辐射
情况，从而促进了解不同轨道上辐射相关情况。这通常也与卫星设计师有关。
今年 4 月，一颗新的海上监视卫星 NorSat-3 发射升空，挪威海上监视星座由此有了
4 颗卫星。如同以往的卫星，NorSat-3 配备了自动识别系统接收器。此外，NorSat-3
搭载了一个实验性导航雷达探测器，在自动识别系统的信号丢失或受到操纵时，该
探测器能够行使船只检测能力。
自 1962 年以来，探空火箭一直是从挪威北部的安岛发射的。安岛航天中心现已获
得政府资助，以建立一个发射小型卫星到极地轨道的发射场。该航天港将服务于旨
在把高达 1.5 公吨的有效载荷送入轨道的运载工具。作为发射场运营商，安岛航天
中心将提供技术基础设施、发射台及辅助建筑物和服务。发射服务供应商将提供运
载火箭。
挪威航天工业目前包括全国各地的 40 多家大大小小的公司。该行业提供高科技产
品，从地面站服务到卫星和火箭的先进机械和有效载荷，每年总收入约为 80 亿挪
威克朗。其中一个主要参与者是挪威电信运营商 Telenor 公司，该公司拥有并运营
几颗地球静止轨道上的通信卫星。
挪威的大部分空间活动是通过挪威参与欧洲空间局（欧空局）、欧洲气象卫星应用
组织和欧洲联盟的空间方案进行的。挪威积极参与欧洲方案，如欧洲卫星导航系统
（伽利略）
、欧洲地球静止导航重叠服务、欧洲地球观测方案、对地静止气象卫星
和 MetOp 卫星的方案以及诸如欧几里德飞行任务和太阳轨道飞行器之类欧洲空间
局的科学飞行任务。
挪威康斯堡卫星服务公司在挪威大陆、斯瓦尔巴特群岛、Jan Mayen 和南极洲运营
的地面站为许多国家的卫星运营商提供重要服务，无论是在关键的发射和轨道早期
阶段，还是在正常运行中。
挪威与其他几个国家在空间研究和应用方面达成了双边协议，并为美国航天局火星
2020“毅力”号漫游车和太阳界面区成像光谱仪卫星太阳天文台以及日本的“日出”
号太阳天文台做出了重要贡献。
挪威在欧洲空间局空间安全方案的空间天气部分发挥了多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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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的许多研究机构和公司都参与了关于卫星遥感数据的新的创新型下游应用的
开发。
挪威有许多与空间有关的地面科学基础设施。这包括位于安多亚的阿洛玛天文台、
位于斯瓦尔巴特群岛的凯尔·亨里克森天文台和欧洲极光带非相干散射科学学会斯
瓦尔巴特雷达。凯尔·亨里克森天文台是世界上最大的北极光光学天文台，拥有来
自国际机构的 32 台不同的仪器。目前正在对斯瓦尔巴特群岛上的一个大型大地观
测站进行升级。
挪威也拥有一个充满活力的科学界，从事从太阳物理学、宇宙结构、空间气象和国
际空间站植物种植到空间飞行任务硬件和软件开发等广泛问题的研究。这包括美国
宇航局工作在火星上的“坚持不懈的漫游车”的探地雷达 RIMFAX。
人们越来越关注空间技术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的关键作用。这引起了人们对确保和平
利用外层空间所需的法律和政治层面的兴趣。挪威自 2017 年以来一直是和平利用
外层空间委员会的成员。
挪威的国家空间法可以追溯到 1969 年。由于空间部门的快速发展，挪威正在修订
国家立法以反映当前的现实。积极参加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被认为是指导挪威
开展这些工作并让挪威得以了解情况的关键所在。
为了协助努力制止毁坏世界各地的雨林以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挪威提供了对热带地
区的高分辨率卫星监测的普遍接入。经由挪威的国际气候和森林倡议，已经向世人
开放关于北纬 30 度至南纬 30 度之间所有热带森林的陆地成像。对所述成像将每月
更新，直到 2022 年 8 月，届时将考虑再延长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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