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
码
看
本
报

更
多
精
彩
报
道
A08 纵览 2019年6月10日 星期一

编辑/戴岸松 图编/言琼 美编/胡万元 校对/黄蓉

受访的卫星专家表示，“天
象”卫星利用先进的技术，不仅能
实现双星组网传输， 包括各种信
息数据、语音、视频、图片的高质
量实时传输，还兼具星间测量、导
航增强、对地遥感等多项功能。

天象卫星项目副总设计师蔚
保国说， 本次两颗组网的多功能
综合低轨小卫星， 构建了低轨导
航增强运控原型系统和地面监测
评估系统， 未来对提升北斗导航
增强以及广域高精度无人驾驶导
航定位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对公众而言， 两颗肩负探路
意义的小卫星， 或为满足实时在

线的需要掀开新篇章。 技术专家
表示，今后卫星通信将更加普及，
可以为用户提供成本更加低廉、
信号更加优质、 速率更高的数据
传输服务， 实现个人在移动通信
困难的特殊场景中的“通信自
由”。同时，它也为物联网进入寻
常百姓家提供更大的技术便利。

孙晨华说， 低轨接入网建成
后，将填补我国低轨星座的空白。
这将为国内、国际用户，为我国以
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乃至全球
用户，提供天基物联网、天基航空
航海监视、 移动宽带接入的无死
角信息服务。 ■据新华社

连日来，“海底捞杭州一店
面因垃圾分类不当，可能面临垃
圾被拒运”的消息，引起网友热
切关注， 并上了网络热搜榜。事
件的来龙去脉是怎样的？为何会
面临被拒运？新华社记者对此展
开调查。

网络热点显示，截至6月9日
12时， 因有超过269万阅读量，
“海底捞垃圾被拒运” 以第15位
登上某网络热搜榜。

网友们的留言显示，浙江杭
州海底捞绍兴路店由于垃圾分

类不合理，被城管局开出“垃圾
拒运单”。

网友留言指出，当地垃圾清
运单位反对混装生活垃圾，并发
现杭州海底捞绍兴路店的垃圾
污水溢出，污染环境，因此拒运。

网友担忧地表示，连续4天，该
店将面临垃圾无法清运的困境，同
时还会给环境带来更大污染。

新华社记者调查显示，海底
捞垃圾处理不当的事实基本属
实，但相关部门并未实施拒运。

“目前， 垃圾拒运并没有真

正实施。事实上，近一两个月以
来，杭州市环境集团清洁直运下
城分公司已经多次发现位于绍
兴路的海底捞火锅餐饮店存在
垃圾分类不规范的情况，例如生
活垃圾混装，用来丢弃除餐厨垃
圾以外其他垃圾的黄桶内有污
水，导致倾倒时污水溢出污染周
边环境。” 杭州市下城区城管局
有关负责人说，清运人员多次指
出其不规范行为，并将情况作了
上报。

■据新华社

美媒爆料特朗普
“导演”美墨关税磋商

以美国和墨西哥官员为信
息来源，美国《纽约时报》6月8
日报道， 就美墨达成的最新协
议， 大部分内容墨西哥方面今
年3月同意，而非迫于美方近期
施压所作妥协。

特朗普7日宣布与墨西哥
达成协议， 美方暂停对墨方所
有商品加征关税的计划。

据美国国务院声明， 墨方
同意采取调派国民警卫队员等
举措应对非法移民事宜； 同意
美方扩大现行项目规模， 把更
多中美洲移民遣送墨西哥，让
他们在那里等候美方审批庇护
申请， 由墨方向他们“提供就
业、医疗和教育”。

然而，美墨官员告诉《纽约
时报》记者，墨方今年3月就同
意向边境调派国民警卫队员，
阻截取道墨西哥北上美国的中
美洲移民。

另外，《纽约时报》报道，至
于美方所称扩大移民在墨西哥
境内等待美方审批的项目规
模， 同样已经由两国外交照会
激烈磋商后达成一致。

■据新华社

组建团队在境外搭建非法
App直播平台，通过远程操控、
层级化运作， 组织网络主播从
事色情直播表演，短短5个月就
吸引了90余万名网民注册会员
付费观看，非法牟利上千万元。
近日， 湖北麻城警方摧毁一个
以网游公司为幌子、 跨境实施
色情网络直播的犯罪团伙。

一个特殊的二维码， 在诸
多QQ群中广为传播。

去年3月，湖北省麻城市公
安局网安大队民警获取一条线
索：通过这个二维码，可下载到
一款名为“花花”的App视频直
播软件， 里面充满了淫秽色情
直播表演， 有团伙涉嫌以此非
法牟利。

麻城警方立即成立专案组
开展调查。民警侦查发现，这个
App通过在社交软件上推送二
维码，并以诱惑性图片和文字引
诱网民下载。 网民下载安装后，
用手机号码注册并验证登录后，
就成为直播平台注册会员。

民警发现，进入平台后，页
面内充斥着色情主播照片，点
击进入直播间后， 可以看到主
播正在进行淫秽色情表演，画

面不堪入目。 有的主播在线表
演时， 单个房间同时在线观看
人数达2000多人。

经过持续调查， 民警发现
这个直播平台背后有严密的组
织架构，层级分明，互相不知道
真实身份。为躲避打击，犯罪团
伙频繁更换“马甲”，先后五次
更换色情直播平台服务器和
App软件外壳， 利用国外银行
账户对涉案资金进行“洗钱”。

在浙江、江苏、广东等多地
警方协助配合下，湖北警方兵分
多路对该犯罪团伙成员开展收
网行动。 这一团伙的18名犯罪
嫌疑人相继在上海、深圳等地落
网，色情直播App平台被查封。

记者了解到， 洪某某曾在
上海创办某网络科技公司，专门
从事网游开发，但公司业务并不
景气，难以维持。一个偶然的机
会，洪某某得知经营色情直播平
台赚钱快，便动了歪心思。

2017年9月，洪某某组织公
司原有股东和员工， 开始“转
型”运营色情直播平台。警方查
证，短短的5个月内，平台就已
注册会员90余万人， 非法获利
1600余万元。 ■据新华社

“基站搬上卫星”，“哥俩”成太空路由器
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试验卫星“天象”1、2星个子不大，本领神奇

看着壮阔无边的大洋，想到网络世界冲浪？身处万米之高
的航班，想让手机时刻在线？这样的想法，正逐渐变为现实。

日前，长征十一号海射运载火箭顺利升空，成功将七颗国
产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其中顶着“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试验卫
星”名头的“天象”1、2星，将为帮助实现“实时互联”出一份力。
新华社记者走进“兄弟俩”的诞生地———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一探它们的神奇本领。

“天象”一语，彰显出这两颗
卫星的雄心。“随着人类活动空间
的不断拓展、 全球空间信息网络
技术的快速发展，建设高轨、低轨
和地面建设相互联结‘天地一体
化信息网’ 已是大势所趋。”“天
象”卫星项目总设计师、中国电科
首席专家孙晨华透露， 这张网的
低轨接入网规划有60颗综合卫
星与60颗宽带卫星。利用星间链
路与星间路由技术， 在极少数地
面关口站的支持下，就能实现全
球无缝窄带与宽带机动服务。

低轨接入网， 也叫作低轨

星座系统。 貌似高冷的技术名
词， 却已在我们生活中有所应
用。譬如为人所熟知的铱星、全
球星 、OBCOMM星等三大系
统， 就是在轨运营的低轨接入
网。然而，这一领域对中国来说
仍是空白。

卫星专家表示，“天象”1、2
星虽是两颗低轨试验小卫星，意
义却并不小。“兄弟俩” 希望通过
微小型平台、微小型载荷、小代价
的软件定义、软件重构等方式，为
今后我国低轨接入网建设提供技
术验证和支撑。

取名“天象”，为“天地一体化信息网”铺路

每颗仅重65公斤，却搭建起开放式验证平台

“天象”1、2星， 每颗卫星仅
重65公斤，刨去燃料、太阳能板、
外结构等部件， 留给地面科研人
员的有效载荷不足15公斤。然而，
就是在如此有限的条件下， 两颗
卫星实现了“浓缩的都是精华”。

据中国电科介绍， 卫星上搭
载有国内首个基于“软件定义网
络”功能的天基路由器。两颗卫星
已实现基于低轨星间链路的组
网传输，并构建起基于软件重构
功能的开放式验证平台。这些功
能的实现，在国内均属首次。

孙晨华表示，在卫星上，科研
人员构建了一个地面指令、 地面
上载、卫星软件重加载的开放试
验平台。由于卫星一旦上天，就不
可能通过硬件集成的方式增加
新的功能。开放平台意味着一旦
有需要，就可以通过软件来定义
新的功能，实现小卫星功能的拓
展，或者实现新的功能组合。

“天象”卫星搭载有国内首个

适应高动态条件的天基路由器。
孙晨华说，这是卫星搭载的一项
关键核心技术。天基路由器包含
路由计算和数据转发两项技术。
路由计算非常复杂， 资源消耗量
大，对中央处理器的要求比较高。
“天象”卫星，实现了路由计算和
数据转发的分离。 路由计算由地
面负责，减轻了卫星的算力负担。

星间链路， 是卫星装载的另
一项关键核心技术。据介绍，天象
卫星的星间链路采用了高动态
的传输体制，通过较高速率的可
靠的组网传输，实现各种数据、图
片、语音、视频信息在星间、星地
传输。通俗地说，两颗天象小卫星
通过星间链路实现“信息共享”。

正是通过天基路由器、星间链
路、 天基网络控制三者分工协同、
紧密合作，星间组网传输才得以实
施。它们就如同地面网络的网关硬
件、传输协议与光纤，让原本孤单
的小卫星通联为一个网络系统。

对提升北斗导航增强具有重要意义

“海底捞杭州一店面垃圾被拒运”？
部门回应：分类不规范，垃圾拒运未真正实施

二维码暗藏色情平台
5个月发展90余万名会员付费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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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女王93岁了
6月8日，在英国伦敦，

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中）
和王室成员在白金汉宫阳
台上庆祝女王生日。当日，
英国伦敦举行盛大庆典，
庆祝英女王93岁官方生
日。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