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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北半球版世界地图 ”表示的概念 ,探讨了中国二代卫星导航系统的设计覆盖范围。指出其往东即

向太平洋方向延伸的设计较合理 ,而往北极方向的延伸距离不足。此设计有可能影响二代卫星导航系统作用的发

挥 ,建议增加中国及周边地区的覆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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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erm s of the concep tion rep resented by‘a World Map in the edition for the Northern Hem i2
spher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esigned coverage of the 2nd generation of China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It is

pointed that the design will be more reasonable if the range extends eastwords along the Pacific, while the distance

will be short if it extends towards the North Pole. The design may lim it the function of the 2nd generation of China

Navigation System. Therefore we advance the suggestion about expanding the coverage to the regions around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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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列世界地图》简介

我国地处东、北半球 ,但是 ,我国传统的世界地

图适用于表达中国与东半球的地理关系 ,却不适用

于表达中国与北半球的地理关系。传统世界地图适

用于表达东、西半球的地理关系 ,其投影方法采用经

线分割地球仪 ,是一种“经线世界地图 ”。“经线世

界地图 ”有一个缺点 :南北半球的变形较大且与周

缘地区的相互关系不太明确。例如 ,南极洲的面积

为澳大利亚的 1. 8倍 ,但在“经线世界地图 ”上却为

3. 8倍 ;南极洲的形状像“孔雀 ”,但在“经线世界地

图 ”上则像“长城 ”;南极洲被南美洲、非洲和澳大利

亚这三块大陆“环抱 ”,但在“经线世界地图 ”上却

“平行 ”。同理在北极地区也一样 ,北冰洋像“地中

海 ”一样被陆地环绕 ,但在“经线世界地图 ”上却是

远离陆地的“天涯海角 ”;“经线世界地图 ”上的俄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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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北部、加拿大北部和格陵兰北部 ,均产生了形状和

面积的巨大变形 [ 1～3 ]。

与“经线世界地图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纬线世

界地图 ”,“纬线世界地图 ”适用于表达南、北半球的

地理关系 ,其投影方法采用纬线分割地球仪 [ 1, 3 ]。

为了准确和完整地表达中国与东、西、南、北半

球的地理关系 ,作者于 2002年提出并实施了“双经

双纬 ”编制《系列世界地图 》的设计方案 ,即 :《系列

世界地图 》一套 4种 ,“东半球版 ”和“西半球版 ”为

“经线世界地图 ”,“北半球版 ”和“南半球版 ”为“纬

线世界地图 ”。

《系列世界地图 》于 2002年 4月在武汉编制完

成 [ 1 ]。《系列世界地图 》以全方位、多角度反映出世

界地理关系 ,体现了一种崭新的“全球观念 ”。

除了表达“全球观念 ”这个主题之外 ,《系列世

界地图 》还可表示不同的专题内容 [ 4 ] ,如 :在“东半

球版世界地图 ”中 ,世界海洋的变形相对较小 ,适用

于表达世界航海线 ;在“西半球版世界地图 ”中 ,东

经与西经对称排列 ,适用于表达世界标准时区分布 ;

在“北半球版世界地图”中 ,世界陆地的变形相对较

小 ,适用于表达世界航空线 ;在“南半球版世界地

图 ”中 ,南极洲的变形较小 ,适用于表达各国在南极

地区象征国家主权和领土意识的南极考察站。

在《系列世界地图 》中 ,“南半球版世界地图 ”和

“北半球版世界地图 ”均为“纬线世界地图 ”,并已被

我国南极科考和环球大洋科考采用 [ 5～8 ]。基于《系

列世界地图 》的全球板块分布图 ,也已编绘完成 [ 9 ]。

2　从北半球版世界地图看中国二代卫
星导航系统的设计覆盖范围

2002年 9月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开通北京经北

极直飞纽约的航线 ,这在同类航线中是最短的 ,单程

飞行比过去减少 3个多小时 (图 1)。其实 ,这条“北

极航线 ”不仅是最短的航空线 ,也是各类飞行器最

短的飞行轨迹。

2006年 7月 ,新浪网转载美国《国防新闻 》周刊

的报道说①:如中国新型导弹横越北极发射 ,可到达

欧洲和美国的任何目标 ,这将成为白宫决策的影响

因素。中美隔北极相望 ,这在“北半球版世界地图 ”

上表示得非常清楚 ,这个地理事实既然是美国政府

决策的影响因素 ,也应是我国政府决策的影响因素。

2006年 10月 ,有关专家在中国测绘学会大地

测量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的报告中介绍 :考虑发射

和运行成本等因素 ,我国二代卫星导航系统暂时还

不能覆盖全球 ,而只能满足“中国及周边地区 ”的需

求 ,而“中国及周边地区 ”的覆盖范围在经度方向跨

125°,纬度方向跨 55°,经纬跨度比为 2. 3: 1,覆盖范

围在经度方向的大大扩展是基于“太平洋方向战略

问题 ”的考虑②。

我国国土面积范围 (含南沙群岛海域 )约跨经

度 60°、纬度 55°,经纬跨度比为 1. 1: 1,然而 ,二代卫

星导航系统的设计覆盖范围的经纬跨度比却为 2. 3:

1,二者相差一倍多。实际上 ,北京经北极直飞纽约

的航线无法直观表达在传统的世界地图中 ,因而容

易产生跨越太平洋的误解 (见图 2)。

3　讨论

从海洋方面考虑 ,“太平洋方向战略问题 ”肯定

是必要的 ,但是从陆地方面考虑 ,“北极方向战略问

题 ”更不容忽视。我国二代卫星导航系统的设计覆

盖范围是“中国及周边地区 ”,其覆盖范围往东越过

国界向太平洋方向远远延伸 ,但往北却刚刚到达最

北国界而没有向北极方向延伸。

“北极方向战略问题 ”事关国家根本利益 ,既是

它国战略决策的影响因素 ,也理应是我国战略决策

的影响因素。其实 ,不仅是在陆地方面 ,北冰洋历来

是美、俄核潜艇的必争之地 ,不久前俄罗斯的“库尔

斯克号 ”核潜艇就沉没在北冰洋。我国二代卫星导

航系统的建设目的之一 ,是用于国土防空和战略武

器的导航。忽略“北极方向战略问题 ”,将给我们国

家和民族带来灾难性的后果③。

即使我国将来要发展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中

国及周边地区 ”也是非常重要的特殊地区 ,是我国

的卫星导航系统需要重点运行和维护的地区。建议

将“北极方向战略问题 ”作为我国二代卫星导航系

统重要决策因素之一 ,将卫星导航系统的“中国及

周边地区 ”覆盖范围向北极方向延伸 ,以保证国防

建设的基本需求。

2006年 12月 ,关于“北扩问题 ”的专家研讨会

在北京召开 ,与会专家认同研讨“北扩问题 ”的重要

性和紧迫性 ,建议有关部门组织协同攻关 ,深入研究

将二代卫星导航系统的覆盖范围向北延伸的必要性

与可行性 ,为我国二代卫星导航系统的实施和发展

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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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北半球版世界地图

Fig. 1　World Map (North V iew)

图 2　东半球版世界地图 (传统世界地图 )

Fig. 2　World Map ( East V 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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