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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航天合作是中阿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自 ２００７ 年以来ꎬ 中阿航天合作以 ２０１４ 年中阿合作论坛为界ꎬ 分为起步和拓

展两个阶段ꎮ 中阿双方在 “一带一路” 合作倡议的框架下ꎬ 共同建设 “天基

丝绸之路”ꎬ 中阿航天合作快速发展ꎬ 呈现出机制化、 模式化和多样化的特

点ꎮ 中阿航天合作发展的主要动力来源于中阿双方重视航天ꎬ 积极开展战略

设计ꎮ 此外ꎬ 中国航天科技水平的快速发展是中阿航天合作的重要基础ꎮ 与

此同时ꎬ 中阿航天合作面临着资金投入有限和国际竞争激烈的挑战ꎮ 从国家

战略和科技发展的角度看ꎬ 未来中阿航天合作拥有巨大潜力ꎬ 需要双方在资

金筹措、 保障体系、 航天应用和模式创新方面开展工作ꎬ 进一步促进中阿航

天合作的发展ꎮ
关 键 词 　 中阿航天合作　 “一带一路” 　 “天基丝绸之路” 　 中阿北

斗合作论坛　 商业航天

作者简介　 蔺陆洲ꎬ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ꎮ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以来ꎬ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强调ꎬ 要推动形成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 “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ꎮ 这一新

理念也写入了 “十四五” 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中ꎮ① 在国内外环

境多变的背景下ꎬ 中国需要以高质量的 “一带一路” 带动全球化的深化ꎬ 为

“外循环” 扩展市场空间ꎮ 其中ꎬ 开展航天合作是重塑中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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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 ‘中阿合作论坛’ 框架下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整体外交研究”
(１９ＡＧＪ０１０) 的阶段性成果ꎮ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ꎬ
载中国政府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２０ －１１ / ０３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５５６９９１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０ － １１ － ０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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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的重要路径ꎮ 就阿拉伯地区而言ꎬ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正处于快速

发展时期ꎬ 双方合作不断深化ꎬ 航天作为当今尖端科技的代表ꎬ 是双方重要

的合作领域ꎮ 在坚持独立自主方针的前提下ꎬ 中国航天相关部门根据国家现

代化建设的需要ꎬ 统筹考虑、 综合合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ꎬ 开展积极、 务

实和高效的国际合作ꎬ 促进对空间科学的研究探索和外层空间的开发应用ꎮ
在空间科学方面ꎬ 中国同世界各国开展空间天文、 空间物理、 微重力科学、
空间生命科学、 月球探测和行星探测等领域的科学研究ꎮ 在空间技术和应用

方面ꎬ 中国通过商业发射服务ꎬ 航天技术、 产品和服务的出口ꎬ 取得一定的

经济效益ꎬ 支持中国国内的航天产业发展ꎮ 阿拉伯国家作为 “一带一路” 合

作倡议的重要区域ꎬ 中阿航天合作成为中国航天对外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双方积极开展 “天基丝绸之路” (以下简称 “天基丝路”) 的建设ꎮ

“天基丝路” 指中国利用在航天领域的优势技术ꎬ 围绕空间科学、 发射服

务、 卫星应用、 深空探测、 载人航天和航天基础设施建设等议题ꎬ 整合各类

航天资源开展国际合作ꎬ 为 “一带一路” 地区国家的经济发展、 社会进步和

民生改善提供有力支撑ꎮ① 当前ꎬ 国内学界对于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在航天合作

方面的研究集中于两个层面: 在宏观层面ꎬ 主要是从外空安全和市场开发的

角度研究航天在中国国家战略中的作用ꎬ 由此涉及部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

航天合作ꎻ② 在微观层面ꎬ 主要是针对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某一航天技术领域

或具体合作项目开展分析研究ꎮ③ 相关研究成果总体较少ꎬ 尤其缺乏能够结合

中国航天国际合作实践ꎬ 且对中阿航天合作进行全面和系统研究的成果ꎮ 鉴

此ꎬ 本文通过回顾中阿航天合作在起步和拓展两个不同阶段的特点ꎬ 以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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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基丝路” 概念由中国航天工业科学技术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莉在 ２０１４ 年举办的第二届

航天国际化发展论坛上提出ꎬ 可参见 «加强创新驱动　 构建天基丝路: 第二届航天国际化发展论坛召

开»ꎬ 载 «卫星与网络» 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１ 期ꎬ 第 ４６ 页ꎻ 杨海霞、 姚丽: «把握时代机遇　 共建 “天基丝

路”: 专访中国航天工业科学技术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莉»ꎬ 载 «中国投资» 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２ 期ꎬ 第 ３１
页等ꎮ

相关文章可参见: 何其松: « “天基丝路” 助推 “一带一路” 战略实施: 军事安全保障视角»ꎬ
载 «国际安全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ꎻ 云成: «加速中国的卫星服务阿拉伯国家»ꎬ 载 «卫星应用»
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ꎻ 王海啸、 郑驰、 范晨: «西亚北非地区航天市场发展分析»ꎬ 载 «卫星应用» ２０１７ 年

第 ８ 期等ꎮ
相关文章可参见孙德刚: «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落户阿拉伯世界的机遇与风险»ꎬ 载 «社会

科学» ２０１５ 年第 ７ 期ꎻ 蔺陆洲、 李作虎: «中阿北斗合作论坛的机遇与挑战»ꎬ 载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ꎻ 艾哈桑布哈利法、 檀生兰: «中阿航天合作新起点»ꎬ 载 «中国投资» ２０１８ 年第 ６
期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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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为分析框架ꎬ 剖析中阿航天合作的动力来源和发展基础ꎬ 识别中

阿航天合作发展的限制性条件ꎬ 分析中阿航天合作未来的发展趋势并提出政

策建议ꎮ

一　 中阿航天合作的发展阶段

阿拉伯国家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启动航天项目ꎬ 重视航天应用ꎮ 阿拉

伯国家的早期航天活动从卫星通信起步ꎬ １９７７ 年 ２ 月ꎬ 阿拉伯国家联盟成立

了由 ２１ 个成员参加的阿拉伯卫星通信组织ꎬ 总部设在沙特利雅得ꎬ 理事会由

沙特、 埃及、 阿联酋、 利比亚等九国组成ꎬ 沙特为整个卫星系统提供 ２６％ 的

经费ꎮ 这是首个由发展中国家建立的国际卫星通信合作组织ꎬ 能够为西亚北

非地区的阿拉伯国家提供卫星通信服务ꎮ① 此外ꎬ 在 １９７３ 年的中东战争中ꎬ
美国将侦察卫星的情报提供给以色列ꎬ 此举起到了扭转战局的关键性作用ꎬ
阿拉伯国家自此普遍重视卫星遥感的应用ꎬ 尤以埃及和沙特为代表ꎮ 阿拉伯

国家积极采购和研制遥感卫星ꎬ 同时也通过购买商业遥感卫星数据的方式ꎬ
增强对地观测和获取情报的能力ꎮ②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阿拉伯国家开始关注

航天工业的发展ꎬ 在提升卫星研制能力的同时ꎬ 开始探索载人航天、 深空探

测等具有较高技术门槛的航天领域ꎬ 积极寻求国际合作ꎮ③

中国重视与阿拉伯国家开展航天合作ꎬ 以联合国框架下的外层空间活动

基本原则为基础ꎬ 积极与阿拉伯国家开展平等互利、 和平利用、 共同发展的

航天合作ꎮ 特别是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航天科技水

平持续提升ꎬ 中国开始探索同阿拉伯国家开展航天合作ꎮ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

在航天领域的合作起步较晚ꎬ 始于 ２００７ 年ꎮ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ꎬ 双方合作可

大致划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在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３ 年是中阿航天合作的起步阶段ꎬ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０ 年是中阿航天合作的拓展阶段ꎮ 中阿双方以空间技术和卫星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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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德棣: «阿拉伯卫星通信系统»ꎬ 载 «国际太空» １９８３ 年第 １１ 期ꎬ 第 ２１ 页ꎮ
Ｐｒｏｆ Ｇｅｒａｌｄ Ｍ Ｓｔｅｉｎｂｅｒｇꎬ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Ｄｕａｌ － ｕｓ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Ｈｉｇｈ －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ꎬ Ｇｅｏｓｐａｔｉａｌ Ｗｏｒｌｄ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ｅｏｓｐａｔｉａｌｗｏｒｌｄ ｎｅｔ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ｔｈｅ － ｉｍｐａｃｔ － ｏｆ －
ｄｕａｌ － ｕｓｅ － ａｓｐｅｃｔｓ － ｏｆ － ｈｉｇｈ －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 － ｉｎ － ｔｈｅ － ｍｉｄｄｌｅ － ｅａｓｔꎬ
２０２０ － ０５ － ０２

Ｄｒ Ｓｈｕａｌ Ｓｈａｙꎬ “Ｔｈｅ Ｓｐａｃｅ Ｒａ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ｊｎｓ ｏｒｇ / ｔｈｅ － ｓｐａｃｅ － ｒａｃｅ －
ｉｎ － ｔｈｅ － ｍｉｄｄｌｅ － ｅａｓｔꎬ ２０２０ － ０５ －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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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重点ꎬ 主要围绕卫星通信开展合作ꎮ
(一) 起步阶段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３ 年)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航天合作的启动以 ２００７ 年中国与阿尔及利亚签订航天

合作谅解备忘录为标志ꎮ 在这一阶段ꎬ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将航天作为一个独

立且专业的领域策划开展合作ꎬ 明确了双方在合作中的责任单位ꎬ 启动了航

天领域的重大合作项目ꎮ
第一ꎬ 中阿航天合作成为独立领域ꎮ 在 ２００７ 年以前ꎬ 中国与埃及、 约旦

和伊拉克等阿拉伯国家在科技研究、 农业技术、 环境保护、 商品出口、 军援

军贸等合作中涉及部分航天技术和产品ꎬ 但是将航天从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

合作中独立出来ꎬ 形成一个专业领域则起始于 ２００７ 年中国与阿尔及利亚签署

的 «中国国家航天局和阿尔及利亚航天局关于空间技术及应用合作的谅解备

忘录»ꎮ 在阿拉伯国家中ꎬ 阿尔及利亚发展本国航天事业的历史较短ꎬ 其在

２００２ 年成立国家航天局并加入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太空委员会ꎬ 同年发射阿尔

及利亚首颗卫星 “阿星一号” (Ａｌｓａｔ － １)ꎮ 阿尔及利亚在阿拉伯国家中能够

率先同中国开展航天合作ꎬ 有赖于双方坚实的合作基础和阿尔及利亚的合作

需求ꎮ 中国与阿尔及利亚有着传统友好关系ꎬ 且双方业已开展了在军援、 军

贸领域的长期合作ꎮ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１３ 日ꎬ 中国国防科工委副主任、 国家航天局

局长孙来燕在京会见了来访的阿尔及利亚高教和科研部长拉希德哈拉乌比

亚ꎬ 双方就加强中阿在航天领域的合作交换了意见ꎮ 随后ꎬ 孙来燕与阿尔及

利亚驻华大使贾迈勒艾丁格林共同签署了 «中国国家航天局和阿尔及利

亚航天局关于空间技术及应用合作的谅解备忘录»ꎬ 确定双方在对地观测、 通

信和卫星导航、 卫星发射服务等领域开展合作的意向ꎮ 该备忘录的签署为中

国与阿尔及利亚的航天合作奠定了基础性框架ꎮ① 经过双方五年的共同努力ꎬ
２０１３ 年中国国家航天局与阿尔及利亚航天局签署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

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在空间科学、 技术及应用领域的合作协

定»ꎬ 这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签署的第一个政府间航天合作协定ꎮ②

第二ꎬ 中阿航天合作明确了责任单位ꎮ 牵头单位的组织协调能力对中阿

００１

①

②

«国家航天局与阿尔及利亚签署空间合作谅解备忘录»ꎬ 载央视网: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ｃｃｔｖ ｃｏｍ /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 ２００７０６１５ / １０７７１２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９ － １２ － ２０ꎮ

«中阿签署空间科学、 技术及应用领域合作协定»ꎬ 载中国政府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ｇｚｄｔ /
２０１３ － １２ / １２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５４６７１２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９ － １２ － ２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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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合作的启动具有重要作用ꎬ 阿尔及利亚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保障了中国

与阿尔及利亚航天合作项目的开展ꎮ 阿尔及利亚航天局根据第 ０２—４８ 号总统

令在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成立ꎬ 对国家的航天活动进行统一集中的管理ꎬ 形成集 “管
理—科研—生产—运维” 为一体的航天活动管理体制ꎮ 航天局负责制定国家

太空活动战略ꎬ 协调各行业部门的任务和需求ꎬ 对航天领域的活动进行监督

与评估ꎬ 执行相关航天项目ꎬ 建设航天基础设施ꎬ 开展航天系统的设计、 研

发和制造工作ꎬ 负责开展航天领域的国际合作ꎮ 阿尔及利亚航天局在这种高

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下ꎬ 能够制定清晰的发展战略ꎬ 协调多个相关部门ꎬ 签署

并执行相关国际合作协议ꎬ 在国家财政中争取稳定预算ꎬ 保障中国与阿尔及

利亚航天合作项目的启动与实施ꎮ
第三ꎬ 中阿航天合作启动了重大项目ꎮ 以卫星应用为主ꎬ 整星出口是此

阶段中国与阿尔及利亚卫星通信合作的重点ꎮ 阿尔及利亚在发展航天工业、
扩展航天应用和提升航天科技水平方面存在迫切需求ꎮ 早期阿尔及利亚重点

关注和发展卫星遥感技术ꎬ 通过国际合作的方式发展 “阿尔及利亚卫星” 系

列光学对地观测卫星ꎮ 阿尔及利亚在 ２００７ 年同中国开展合作时拥有一定的微

小卫星设计、 制造和运营经验ꎬ 但是没有建立完善的航天工业体系ꎬ 也不具

备卫星发射入轨能力ꎮ 卫星通信是阿尔及利亚计划开拓的领域ꎬ 因此ꎬ 双方

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签署了 “阿尔及利亚一号通信卫星” (Ａｌｃｏｍｓａｔ － １) 的项目合

同ꎬ 中国向阿尔及利亚出口了一颗高通量通信卫星ꎬ “阿尔及利亚一号通信卫

星” 是阿尔及利亚的第一颗通信卫星ꎬ 也是两国航天领域的首个合作项目ꎮ
卫星采用东方红四号卫星平台ꎬ 共有 ３３ 路转发器ꎬ 主要用于阿尔及利亚的广

播电视、 应急通信、 远程教育、 电子政务、 企业通信、 宽带接入和星基导航

增强服务等领域ꎮ① 中国为阿尔及利亚研制的 “阿尔及利亚一号通信卫星”
在 ２０１７ 年成功发射入轨并在 ２０１８ 年顺利移交阿尔及利亚航天局运营ꎬ 目前

在轨工作正常ꎮ 重大项目的启动对中阿航天合作起到了关键性的牵引作用ꎬ
提高了中国航天在阿拉伯国家的知名度ꎬ 展示了中国航天的技术水平ꎬ 扩大

了中国航天的影响力ꎬ 增强了阿拉伯国家与中国开展航天合作的信心ꎮ
作为中阿航天合作的起步阶段ꎬ 这一时期中阿航天合作的特点是合作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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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魏经华: «长三乙成功发射阿尔及利亚一号通信卫星»ꎬ 载 «中国航天» 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２ 期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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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亚非洲　 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

家数目较少、 合作领域有限、 合作进展较为缓慢ꎮ 在合作伙伴方面ꎬ 中国在

这一时期仅与阿尔及利亚开展了航天合作ꎬ 主要基于阿尔及利亚航天管理体

制的支持、 阿尔及利亚发展航天工业能力、 满足其国际应用需求和提升航天

科技水平的诉求ꎬ 而尚未开展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大规模合作ꎻ 在合作领域

方面ꎬ 中阿双方虽然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和政府间合作协议ꎬ 但是直到

２０１３ 年底才签署通信卫星项目合同ꎬ 缺少大量项目支撑双方合作的落地和实

施ꎻ 在合作进展方面ꎬ 从谅解备忘录签署到正式的政府间协议签署经历了 ６
年ꎬ 推进较为缓慢ꎮ 造成中阿航天合作在起步阶段参与国家少、 项目领域内

容有限、 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在于ꎬ 双方虽然均高度重视航天ꎬ 也有一定的

经济基础ꎬ 但是战略和技术上双方均把同航天强国和发达国家开展合作作为

重点ꎬ 阿尔及利亚主要同英国、 法国等欧洲国家开展卫星遥感的合作项目ꎬ
中国在同一时期也重点与英、 法、 俄等欧洲国家开展航天合作项目ꎬ 在区域

上中国更加重视与周边亚太国家的合作ꎬ 未将阿拉伯国家和西亚北非地区作

为重点区域开展合作ꎮ
(二) 拓展阶段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０ 年)
中阿航天合作自 ２０１４ 年进入快速拓展阶段ꎬ 中国的战略设计成为中阿航

天合作快速发展的动力来源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和 １０ 月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

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ꎬ 先后提出共建 “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 “２１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 的重大倡议ꎮ ２０１４ 年习近平主席在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

第六届部长级会议上提出构建 “１ ＋ ２ ＋ ３” 合作格局ꎬ 明确 “以核能、 航天卫

星、 新能源三大高新领域为突破口ꎬ 努力提升中阿务实合作层次ꎮ”① 这一战

略规划在 ２０１６ 年发布的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 中再次确认ꎬ 并在投

资贸易领域明确为 “进一步发展中阿航天合作ꎬ 积极探讨在空间技术、 卫星

及其应用、 空间教育、 培训等领域开展联合项目ꎬ 加快推进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落地阿拉伯国家ꎬ 积极推动中阿载人航天领域交流与合作ꎬ 提升双方航天

合作水平ꎮ”② 国防科工局和发展改革委在 ２０１６ 年发布 «关于加快推进 “一
带一路” 空间信息走廊建设与应用的指导意见»ꎬ 细化了促进中国与阿拉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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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习近平: 做好顶层设计ꎬ 构建 “１ ＋ ２ ＋ ３” 中阿合作格局»ꎬ 载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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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空间信息产业合作的工作重点ꎮ① 中国在战略规划中将中阿航天合作聚焦于

卫星导航和卫星遥感领域ꎬ 计划通过教育培训和技术转移、 航天技术联合研

究、 卫星联合研制与出口、 航天应用推广等多种方式开展合作ꎮ 在中国主动

的战略设计下ꎬ 中阿航天合作快速发展ꎬ 呈现出机制化、 模式化和多样化的

特点ꎮ
第一ꎬ 中阿航天合作机制化ꎮ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联盟开展合作ꎬ 以卫星

导航为切入口ꎬ 在阿盟秘书处的协调下ꎬ 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和阿

拉伯信息通信技术组织开展合作ꎬ 双方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０ 日在埃及开罗阿盟总

部签署 «中阿卫星导航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ꎬ 建立了卫星导航领域的正式合

作机制ꎬ 每两年举办一届中阿北斗合作论坛ꎬ 第一届和第二届论坛先后于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９ 年在中国上海和突尼斯成功举办ꎬ 并在突尼斯建设了 “中阿北

斗 / ＧＮＳＳ 中心”ꎬ 联合举行了北斗系统测试体验活动并发布了阿拉伯地区北斗

系统测试评价结果ꎬ 开展了北斗应用演示体验活动ꎬ 举办了多期面向阿拉伯

国家的专题培训活动ꎬ 提供了多名阿拉伯留学生来华的中国政府奖学金ꎬ 组

织专家前往阿拉伯国家开展多轮次的导航技术与应用培训ꎮ② 中阿在卫星导航

领域的合作已经进入机制化和常态化的发展阶段ꎮ
第二ꎬ 中阿航天合作模式化ꎮ 中阿航天合作形成了以重点国家和重点项

目为牵引的发展模式ꎬ 除阿尔及利亚外ꎬ 中国重点与沙特阿拉伯、 埃及签署

了政府合作协议ꎬ 围绕重点项目开展合作ꎮ 沙特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科技城

(ＫＡＣＳＴ) 是沙特国内科技事业的核心机构ꎬ 下属的航天研究院 ( Ｓｐａ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是沙特国内主要的航天科研机构ꎬ 由国家遥感技术中心、
国家卫星技术中心、 国家航空技术中心、 国家喷气发动机技术中心和国家天

文中心组成ꎮ③ 中沙在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４ 日签署了 «关于开展空间科学技术合作

的谅解备忘录»ꎬ 为两国在航天领域的后续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ꎮ 埃及积极

发展本国航天事业ꎬ １９７２ 年在美国的帮助下建立遥感中心ꎬ １９７３ 年加入联合

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ꎮ 埃及拥有较强的卫星运营能力ꎬ 在卫星通信和

３０１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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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加快推进 “一带一路” 空间信息走廊建设与应用的指导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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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方面也具有丰富经验ꎮ 埃及国家遥感与空间科学局与中国航天企业、 科

研院所拥有长期的合作关系ꎮ① 中国与埃及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签署了 «关于在航

天技术和遥感应用领域合作的协定»ꎬ 决定在卫星研制、 卫星发射、 航天测

控、 卫星应用、 数据共享等领域加强合作ꎮ
第三ꎬ 中阿航天合作多样化ꎮ 中阿航天合作在签署政府间合作协议和整

星出口外ꎬ 拓展到卫星导航、 卫星遥感、 发射服务、 深空探测和航天基础设

施建设等多个领域ꎮ 其一ꎬ 在卫星导航方面ꎬ 中国与沙特阿拉伯在 ２０１６ 年签

署了 «中沙卫星导航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ꎮ② 之后ꎬ 双方于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１８
日至 １９ 日在沙特利雅得成功举办 “北斗 / ＧＮＳＳ 研讨会”ꎬ 围绕技术交流和导

航应用开展合作ꎮ 中国与阿尔及利亚在 ２０１８ 年利用北斗技术开展国家地基增

强网建设ꎬ 该项目在当地新建和改建地基增强站 ２２３ 个ꎬ 并新建两个控制中

心ꎮ③ 其二ꎬ 在卫星遥感方面ꎬ 中国利用 “风云” 系列卫星向阿拉伯国家提

供卫星遥感数据ꎬ 所有阿拉伯国家都可以获得大气、 陆地、 海洋等气象卫星

遥感产品ꎬ 部分阿拉伯国家还可获得高频次天气监测服务ꎮ④ 其三ꎬ 在发射服

务方面ꎬ 中国在 ２０１８ 年为沙特发射了 “沙特 － ５Ａ / Ｂ” (ＳａｕｄｉＳａｔ５Ａ / Ｂ) 两颗

遥感卫星ꎬ 这是沙特目前为止最大的自行研制用于对地观测的遥感卫星ꎮ⑤ 此

外ꎬ 在深空探测方面ꎬ 中沙两国在 ２０１７ 年签署了 «关于中国嫦娥四号任务合

作的谅解备忘录»ꎮ 阿布杜拉齐兹国王科技城 (ＫＡＣＳＴ) 的光学相机搭载在随

嫦娥四号中继星任务一起发射的 “龙江二号” 微卫星上ꎬ 中沙共享此载荷的

数据并联合进行成果发布ꎮ⑥ 其四ꎬ 在航天基础设施建设方面ꎬ 中国与埃及在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签署了 «关于埃及二号遥感卫星及后续卫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ꎬ
启动了埃及卫星总装集成测试中心 (ＡＩＴ) 和埃及二号遥感卫星合作项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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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气象遥感卫星技术将服务阿拉伯国家»ꎬ 载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ｅｎｅｒｇｙ /

２０１８ － ０７ / １２ / ｃ＿１１２３１１３７１１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０ － ０５ － ０２ꎮ
崔恩慧: « “长征” 二号 Ｄ 运载火箭成功发射 “沙特” 卫星»ꎬ 载 «中国航天» 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２

期ꎬ 第 ２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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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卫星总装集成测试中心是中国首个援助埃及的航天合作项目ꎬ 着力建

设埃及航天发展所需的重要基础设施ꎮ 中心坐落于埃及 “新开罗”ꎬ 由改建

和扩建两部分组成ꎬ 包括卫星总装洁净厂房与系列配套总装、 集成及测试

设备ꎬ 建筑面积约 ６ ４００ 平方米ꎬ 中国投资规模约 １ ４６ 亿人民币ꎮ 中心建

成后ꎬ 埃方将具备两颗 ６００ 公斤级卫星的并行研制能力ꎬ 并大幅提升其宇

航基础能力及人才队伍技术水平ꎮ① 中国援助的埃及二号遥感卫星项目包括

一颗小型遥感卫星、 一个地面测控站和一套地面应用系统ꎮ 卫星组装工作

将在中国援建的埃及首个卫星总装集成测试中心进行ꎬ 同时埃及二号卫星

将利用中国发射场发射ꎬ 实现在轨交付ꎮ 遥感系统可广泛应用于埃及海洋

资源、 城市规划、 气象、 农业、 救灾等领域ꎮ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ꎬ 中埃双

方将通过联合团队方式进行研制和应用ꎬ 以提升埃方技术人员的系统设计

和应用能力ꎮ②

中阿航天合作在拓展阶段参与国家增多、 领域内容扩展、 合作进展加快ꎬ
呈现出机制化、 模式化和多样化的特点ꎮ 据统计ꎬ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９ 年ꎬ 中国与阿

拉伯国家共签署航天合作文件 １５ 份ꎬ 开展合作项目 ２１ 个ꎮ 其中ꎬ 中国与海

湾国家签订合作文件 ８ 份ꎬ 开展合作项目 １２ 个ꎻ 中国与北非阿拉伯国家签订

合作文件 ４ 份ꎬ 开展合作项目 ９ 个ꎮ 从合作领域来看ꎬ 卫星通信项目 ４ 个ꎬ 卫

星遥感项目 ７ 个ꎬ 卫星导航项目 １０ 个ꎮ③ 在中国的战略设计下ꎬ 以中国经济

的持续发展和航天科技水平的快速提升为支撑ꎬ 结合阿拉伯国家的需求ꎬ 形

成了以中阿合作论坛为平台的多个合作机制ꎬ 将阿尔及利亚、 沙特和埃及作

为重点国家开展合作ꎬ 同时还与突尼斯、 约旦、 卡塔尔、 阿联酋等国家开展

了联系与交流ꎬ 在整星出口的基础上ꎬ 围绕发射服务、 卫星通信、 卫星遥感、
航天基础设施等众多领域ꎬ 开展了交流培训、 数据共享、 联合研发、 系统建

设和应用推广等多种类型的合作ꎬ 促使中阿航天合作规模日益扩大、 合作议

题不断丰富ꎮ

５０１

①

②

③

李唯丹、 李明利、 章文菂: «中国援助埃及卫星总装集成测试中心项目建设»ꎬ 载 «卫星应

用» ２０１８ 年第 ８ 期ꎬ 第 ２９ 页ꎮ
«中国援埃及二号卫星项目在开罗举行启动仪式»ꎬ 载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２０１９ － ０９ / ０９ / ｃ＿１１２４９７７９１２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０ － ０１ － １６ꎮ
本文有关中阿航天合作的资料和数据均来源于公开新闻报道ꎬ 主要包括: 中国国家航天局网

站、 新华社等中文媒体的新闻报道并参考部分外国媒体和机构 ( Ｓｐａｃｅ Ｎｅｗｓꎬ Ｓｐａ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等方

面的新闻报道和报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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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阿航天合作的基础

中阿航天合作自 ２０１４ 年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以来ꎬ 发展势头良好ꎮ 中阿航

天合作发展得益于双边层面国家发展战略的引领ꎬ 而中国航天技术水平的快

速提升是中阿航天合作得以开展的重要基础ꎮ
(一) 发展战略

国家的战略设计对中阿航天合作具有核心作用ꎬ 体现了双方合作的意愿ꎮ
阿拉伯国家在外交战略中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诉求是推动中阿航天合作

开展的前提条件ꎬ 中国在外交战略中对航天领域的重视ꎬ 特别是对中阿航天

合作的战略规划ꎬ 是自 ２０１４ 年以来中阿航天合作得以快速发展的推动力ꎮ
阿拉伯国家注重发展与中国的关系ꎬ 希望通过合作促进其经济发展和社

会转型ꎮ 航天作为当今具有代表性的技术密集型产业ꎬ 获得了阿拉伯国家的

普遍关注ꎬ 愿意同中国在航天领域开展合作ꎮ 首先ꎬ 阿拉伯国家高度重视发

展与中国的关系ꎮ 在冷战期间阿拉伯国家只能在美、 苏两大阵营之间选边站ꎬ
冷战结束以后阿拉伯国家别无选择在外交上普遍倒向西方ꎮ 但是ꎬ 美国的中

东政策损害了阿拉伯国家的利益ꎬ 伤害了民众的感情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随

着一批新兴国家的崛起ꎬ 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ꎬ 特别是中国经济的高速

发展对阿拉伯国家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ꎮ ２００４ 年中阿合作论坛成立以来ꎬ 阿

拉伯国家 “向东看” 政策倾向日益明显ꎮ① 虽然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开始的政治动荡

波及十多个阿拉伯国家ꎬ 对于阿拉伯国家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显著影响ꎬ 但是

中阿关系具有坚实基础ꎬ 双方在维护地区局势稳定、 扩大经贸规模等方面拥

有共同利益ꎬ 动乱不会改变阿拉伯国家与中国关系迅速发展的势头ꎮ② 其次ꎬ
阿拉伯国家在发展中面临严峻挑战ꎬ 希望利用先进科技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

转型ꎮ 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ꎬ 产油国由于原油出口得以获得丰厚

的经济收入ꎬ 但是经济结构单一ꎬ 多元化水平较低ꎮ 非产油国虽然能够保持

一定的发展ꎬ 但是主要依靠农产品和工业原料出口、 旅游业等低经济附加值

６０１

①
②

安惠侯: «阿拉伯国家 “向东看” 政策评析»ꎬ 载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４ 页ꎮ
杨光: «中东动乱不会转移阿拉伯国家的 “向东看” 目光»ꎬ 载王正伟主编: «第二届中国 －

阿拉伯国家经贸论坛理论研讨会论文集» (第二辑)ꎬ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１ 年

版ꎬ 第 ２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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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ꎬ 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滞后ꎮ 贫困、 失业和社会不公等多种问题反映出

阿拉伯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多种弊端和深层次危机ꎬ 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

机的打击下经济发展出现更多的困难ꎮ① 航天作为当今先进科技的代表得到了

广大阿拉伯国家的青睐ꎬ 希望利用航天科技推动其经济发展ꎮ
阿拉伯国家普遍重视发展航天事业ꎬ 西亚北非地区也是全球航天发展的

热点地区ꎮ 从航天管理体制方面看ꎬ １１ 个阿拉伯国家设有专门主管航天事务

的政府机构ꎬ １２ 个阿拉伯国家是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 (ＣＯＰＵＯＳ)
的成员ꎮ 目前ꎬ 阿拉伯国家有 ３ 个主要的航天组织ꎬ 即总部位于沙特的阿拉

伯通信卫星组织、 总部位于约旦的阿拉伯天文与航天科学联盟ꎬ 以及总部位

于阿联酋的阿拉伯国家太空合作组织ꎮ 从航天活动方面看ꎬ 目前在 ２２ 个阿拉

伯国家中ꎬ 伊拉克、 沙特、 卡塔尔、 阿联酋、 埃及、 阿尔及利亚、 摩洛哥、
苏丹共 ８ 个国家拥有卫星ꎬ 突尼斯将在 ２０２１ 年拥有首颗卫星ꎮ 其中ꎬ 沙特和

阿联酋是航天活动最为活跃的国家ꎬ 也是阿拉伯国家中拥有在轨卫星数量和

种类最多的国家ꎮ 阿拉伯国家在商业航天方面需求增长明显ꎬ 但发展不均衡ꎬ
整体规模保持较小的增长态势ꎮ 根据欧洲咨询公司 (Ｅｕｒｏｃｏｎｓｕｌｔ) «２０１９ 年政

府太空计划» 报告估算ꎬ 在 ２２ 个阿拉伯国家中有超过一半的国家制定了政府

层面的太空计划ꎮ ２０１８ 年ꎬ 阿拉伯国家在航天领域的总支出不到 １３ 亿美元ꎬ
其中支出额居前四位的国家是阿联酋 (３ ８３ 亿美元)、 卡塔尔 (１ ８６ 亿美

元)、 埃及 (１ ７７ 亿美元) 和沙特 (１ ６５ 亿美元)ꎮ 阿拉伯国家航天发展规

模虽小ꎬ 但表现出了非凡的活力ꎬ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９ 年复合年增长率 (ＣＡＧＲ) 为

１１％ ꎮ 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些阿拉伯国家强有力的科技发展计划的推动ꎬ
同时突尼斯和阿曼等航天领域新进入者的首次航天系统的采购也推动了这一

增长态势ꎮ②

中国高度重视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ꎬ 航天是中阿合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ꎮ 首先ꎬ 中国始终从战略高度看待和把握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ꎬ 发展与阿

拉伯国家友好合作始终是中国外交优先方向ꎬ 特别是在 “一带一路” 倡议引

领下ꎬ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持续快速发展ꎬ 跃升到了新的历史高度ꎮ 中阿

７０１

①

②

吴磊、 杨泽榆: «阿拉伯国家社会转型中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ꎬ 载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４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１２ 页ꎮ

Ｓｉｍｏｎ Ｓｅｍｉｎａｒｉꎬ “Ｗｈｅｒｅ Ｄｏ Ａｒａｂ Ｓｐａｃ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ｒｓ Ｓｔａｎｄ? Ｅｕｒｏｃｏｎｓｕｌｔ Ｇｉｖｅｓ Ｕｓ ｔｈｅ Ｌｏｗｄｏｗｎ”ꎬ
ｈｔｔｐｓ: / /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ｐｒｏｍｅ ｃｏｍ / ｏｐｉｎｉｏｎ / ｕｐｄａｔｅ － ａｒａｂ － ｓｐａｃｅ －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ｓꎬ ２０２０ － ０２ －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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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政治中相互协调立场并给予彼此支持ꎬ 中国先后同埃及、 阿尔及利亚、
沙特、 阿联酋等国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ꎮ 中阿在经贸领域互补性强ꎬ 合作潜

力巨大ꎬ 中国已经成为阿拉伯国家第二大贸易伙伴及重要的原油出口市场ꎬ
阿拉伯国家是中国第七大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原油供应基地ꎮ 此外ꎬ 中阿在文

化、 教育、 旅游、 卫生、 媒体、 民间等领域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交流与合作ꎮ
中阿合作论坛已经成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开展合作的重要多边机制ꎮ 其次ꎬ
中国将航天作为中阿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航天作为尖端科技的代表ꎬ 在维

护国家安全、 促进科技、 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ꎮ 中国政府把发

展航天事业作为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中国政府认为ꎬ 自由探

索、 开发和利用外层空间及其天体是世界各国都享有的平等权利ꎮ 中国主张

在平等互利、 和平利用、 共同发展的基础上ꎬ 加强国际空间交流与合作ꎬ 促

进包容性发展ꎮ① 中国航天在对外合作中形成了航天外交ꎬ 即利用外交手段促

进与对象国在航天领域的合作项目ꎬ 同时以航天合作建立议题联系ꎬ 促进中

国与对象国合作关系的深化ꎬ 使航天与外交互相借力ꎬ 彼此支撑ꎮ 因此ꎬ 中

国积极开展同阿拉伯国家的航天合作ꎬ 满足阿拉伯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的需求ꎮ 中阿航天合作自 ２０１４ 年以来在中阿合作论坛的框架下得到了快速发

展ꎮ 在中国航天主管部门和外交主管部门的设计、 组织和协调下ꎬ 中阿在航

天的技术交流、 教育培训、 重大工程和应用推广等领域开展了类型多样、 富

有成效的合作ꎬ 中国对航天的高度重视和对阿外交中的战略设计ꎬ 有助于中

阿航天合作的快速发展ꎮ
(二) 科技水平

中国航天科技水平发展是中阿航天合作快速发展的基本条件ꎬ 也是双方

在航天领域合作践行战略设计的关键ꎮ 中国航天的科技水平在 ２１ 世纪得到快

速发展ꎮ 特别是在 ２０１４ 年以后ꎬ 中国航天科技水平快速提升ꎬ 自主创新能力

显著增强ꎬ 进入空间能力大幅提升ꎬ 空间基础设施不断完善ꎮ 随着北斗卫星导

航系统、 神舟飞船与天宫空间站、 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 月球探测等一系列

航天重大工程的顺利实施ꎬ 空间科学、 航天技术和航天应用取得了巨大进展ꎬ
中国加快了从航天大国向航天强国的发展ꎮ 中国航天科技水平的快速提升使得

中国能够为阿拉伯国家提供不逊色于美国、 法国、 英国、 俄罗斯等航天强国的

８０１

① 齐真: « ‹２０１６ 中国的航天白皮书› (摘编)»ꎬ 载 «国际太空» 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１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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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与服务ꎬ 为中阿航天合作的开展提供基本保障并奠定了坚实基础ꎮ
在发射服务方面ꎬ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优异表现和新型运载火箭的快速发

展使得中国运载火箭的技术水平进一步提升ꎬ 促成了中国发射沙特遥感卫星的

合作ꎮ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ꎬ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共完成 ３２６ 次发射ꎬ 发射成功率高

于 ９６％ꎬ 在国际发射服务市场具有较强的竞争力ꎮ 同时ꎬ 长征五号、 长征六号、
长征七号、 长征十一号和快舟系列等新一代运载火箭顺利研制和发射ꎬ 进一步

完善了运载火箭型谱ꎬ 提高了中国运载火箭的可靠性和高密度发射能力ꎮ① 中国

运载火箭技术的快速提升为中阿在商业发射服务领域的合作奠定了科技基础ꎬ
可以为阿拉伯国家提供可靠性更高、 运力更强、 响应更加及时的发射服务ꎮ

在卫星导航方面ꎬ 北斗系统的快速发射组网能够为阿拉伯国家提供服务ꎬ
保障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开展广泛的卫星导航合作ꎮ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自

２０１２ 年正式向亚太地区提供服务以来ꎬ 经过高密度发射组网ꎬ 在 ２０１８ 年开始

向阿拉伯国家提供定位、 测速、 授时等服务ꎬ 中阿联合进行的测试评价结果

表明ꎬ 在阿拉伯国家上空可见 ８ 颗北斗卫星ꎬ 定位精度优于 １０ 米ꎬ 可用性

９５％以上ꎬ 北斗系统可为阿拉伯国家和地区提供优质卫星导航服务ꎮ② 此外ꎬ
北斗卫星导航在中国已形成自主可控、 完整成熟的产业链ꎬ 其提供的时间和

空间位置信息被广泛应用于交通运输、 海洋渔业、 测绘制图、 防灾减灾、 应

急救援、 金融电力授时等众多关系国计民生的核心领域ꎮ 阿拉伯国家普遍使用

美国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ＧＰＳ)ꎬ 但是依赖单一卫星导航系统容易产生安全隐

患ꎬ 不利于信息系统的稳定运行ꎮ 例如ꎬ 在 ２０１８ 年叙利亚战争期间ꎬ 全球卫星

定位系统信号强度的波动使得部分接收机失效ꎬ 造成了恶劣影响ꎮ 阿拉伯国家

应用北斗ꎬ 通过多系统兼容互操作的共用方式ꎬ 可以维护国家卫星导航的应用

安全ꎮ③ 中国卫星导航技术的快速发展为中阿在卫星导航领域建设 “中阿北斗 /
ＧＮＳＳ 中心”ꎬ 开展教育培训、 推广各类北斗卫星导航应用奠定了技术基础ꎮ

在卫星通信方面ꎬ 中国通信卫星在固定通信、 移动通信、 宽带业务、 数

据中继方面的技术进步和系统建设ꎬ 为中国向阿尔及利亚出口通信卫星提供

９０１

①

②
③

尚辉: «长征 － １１ 首次亮相国际小卫星商业发射服务市场»ꎬ 载 «国际太空» ２０１６ 年第 ８ 期ꎬ
第 ３４ 页ꎮ

陈飚: «第二届中阿北斗合作论坛在突尼斯成功举办»ꎬ 载 «国际太空» ２０１９ 年第４ 期ꎬ 第６９ 页ꎮ
蔺陆洲、 邓平科: «卫星导航安全与北斗系统的发展»ꎬ 载 «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 ２０１８ 年

第 １１ 期ꎬ第 ３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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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支撑ꎮ “东方红四号” 卫星平台的成功应用和 “东方红五号” 超大型通信

卫星平台的顺利研制使得中国通信卫星具备了更强的出口能力ꎬ “亚太” “中
星” “天通” “天链” 等系列通信卫星的成功发射ꎬ 通信卫星测控站、 信关

站、 上行站、 标校场等地面设施的建设增强了国际用户的信心ꎮ① 中国在卫星

通信领域的技术进步为中阿开展卫星通信合作提供了保障ꎮ
在卫星遥感方面ꎬ 中国对地观测卫星技术和应用的提升ꎬ 为中国与埃及

开展卫星遥感合作奠定了基础ꎮ “风云” 系列气象卫星、 “海洋” 系列海洋遥

感卫星、 “资源” 系列陆地遥感卫星和 “高分” 系列高分辨率遥感卫星的成

功发射、 系统建设和数据应用ꎬ 提升了中国卫星对地观测的能力和水平ꎮ② 中

国可以同阿拉伯国家在卫星研制、 遥感数据接收与处理、 信息共享等方面开

展合作ꎬ 推动阿拉伯国家的对地观测卫星数据在行业、 区域、 公众服务等领

域的应用ꎬ 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ꎮ
在深空探测领域ꎬ 中国探月工程的成功实施为中沙开展对月成像合作提

供了平台ꎮ 中国 “嫦娥” 系列月球探测器对月球的探测和研究ꎬ 使得中国深

空探测的水平进一步提升ꎬ 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未来在深空探测领域开展合

作提供了可能ꎮ
在载人航天方面ꎬ 中国 “神州” 系列载人飞船和 “天宫” 空间实验室的

成功发射和运行ꎬ 突破了天地往返、 空间出舱、 交会对接、 组合体运行、 航

天员中期驻留、 地面长时间任务支持和保障等载人航天领域的重大技术ꎬ 为

阿拉伯国家参与中国空间站的合作与交流ꎬ 在航天器平台技术、 空间科学与

应用、 航天员选拔训练与联合飞行、 载人航天技术成果推广等领域合作的开

展奠定了技术基础ꎮ
在科学研究方面ꎬ 中国成功发射 “实践” 系列技术试验卫星ꎬ 为空间科

学研究提供了重要手段和平台ꎬ 为阿拉伯国家参与新技术验证、 空间环境下

的科学试验和空间环境探测与预报提供了可能ꎮ
在航天基础设施建设方面ꎬ 中国航天器制造、 航天发射场和航天测控的

系统建设与技术发展ꎬ 为中国援助埃及卫星总装车间提供了技术支撑ꎮ 中国

建设了酒泉、 太原、 西昌和文昌 ４ 个航天发射场ꎬ 利用地面系统、 卫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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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望” 测量船建立了陆海天一体、 功能多样、 规模适度的航天测控网ꎬ 为中

阿在航天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开展合作奠定了基础ꎮ
发展战略和科技水平是中阿航天合作的基础ꎮ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发展

战略对接ꎬ 可推进双方共同制定推进此领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ꎬ 为双方合作

提供政策保障ꎮ 阿拉伯国家制定了通过开展国际合作促进航天发展的国家政

策ꎬ 中国设计了航天国际化的战略规划ꎬ 中阿双方将彼此作为航天领域合作

的重要对象ꎬ 积极推动相关合作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中国航天科技水平的持

续提高ꎬ 特别是在发射服务、 卫星导航、 卫星通信、 卫星遥感、 深空探测、
载人航天、 科学试验、 航天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取得的一系列进展ꎬ 使得中

国能够向阿拉伯国家提供优质和先进的航天技术、 产品与服务ꎬ 为中阿航天

合作创造了能力基础与可行性ꎮ

三　 中阿航天合作面临的挑战

中阿航天合作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资金投入和国际竞争方面ꎮ 中阿双方

对于合作资金的筹措和投入是目前中阿航天合作得以开展的重要保障ꎬ 也是

未来中阿航天合作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ꎮ 与此同时ꎬ 中阿航天合作在阿拉

伯国家有限的航天市场内还面临着激烈的国际竞争ꎮ
(一) 中阿双方资金投入有限

航天项目的投资金额大、 周期长、 风险高ꎬ 虽然能够间接产生较好的社

会效益ꎬ 但是其直接经济效益较低ꎬ 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长期以来是各类航

天应用的最大用户ꎬ 因此航天活动和国际航天合作需要依靠国家财政的大量

投入才能维持ꎮ① 中阿航天合作的资金主要来源于阿拉伯国家政府和中国政府

的投入ꎮ 就阿方而言ꎬ 阿拉伯国家虽然普遍重视航天ꎬ 但是能够筹集并投入

较大资金与中国开展航天合作的只有阿尔及利亚、 沙特、 埃及等少数国家ꎮ
以阿尔及利亚、 沙特为代表ꎬ 这类产油国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较为充足的

国家财政预算ꎬ 在高油价情况下ꎬ 可以提供资金支持开展中阿航天合作ꎮ 就

中方而言ꎬ 主要通过国家进出口银行授信和援助的方式ꎬ 为中阿航天合作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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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资金ꎮ 在以政府投入为基础的资金筹措模式下ꎬ 阿拉伯国家有限的资金筹

措能力以及中阿航天合作的资金投入增长较为有限ꎬ 是限制中阿航天合作进

一步发展的主要瓶颈ꎮ
从阿拉伯国家的资金投入来看ꎬ 中阿航天合作资金来源增长有限ꎮ 能够

为中阿航天合作投入资金的阿拉伯国家主要是产油国ꎬ 这些国家虽然经济发

展较好且政府预算较为充足ꎬ 能够为中阿航天合作的各类项目提供资金支持ꎬ
但是这些国家的政府资金预算大都和国际油价挂钩ꎮ 以沙特为例ꎬ 虽然从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９ 年有着年均 ３ ８１％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速ꎬ 且在现代农业、 制造业

和金融业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ꎬ 但是国家整体依赖石油出口的经济格局

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ꎮ 多年来ꎬ 石油出口额约占沙特国内生产总值的 ４０％ 、
财政收入的 ８０％ 、 外汇收入的 ９０％ 以上ꎬ 依然是国民经济的支柱ꎮ① 随着近

年来油气价格的波动和走低ꎬ 沙特未能增加新的卫星和发射服务采购计划ꎮ
其他海湾国家、 阿尔及利亚等产油国由于普遍未能抓住国际经济分工变革的

浪潮ꎬ 其单一的经济结构未能改变ꎬ 自身在国际经济格局中日益边缘化ꎻ 它

们虽然拥有大量油气资源ꎬ 但是并不拥有石油的定价权ꎮ 这些国家极度依赖

国际市场ꎬ 经济发展会受到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和周期性波动的巨大影响ꎮ 阿

拉伯产油国迫切希望通过发展以航天为代表的高新科技改变经济增长模式ꎬ
实现从资源型向科技型经济体的转变ꎬ 进而实现社会的转型ꎮ 但是ꎬ 阿拉伯

国家的航天还处于起步阶段ꎬ 普遍缺乏完整的航天工业体系和本国的航天人

才ꎬ 在技术上未能实现自主可控ꎬ 也缺乏与航天发展配套的产业和行业应用

基础ꎮ 由于航天项目很难直接产生经济回报ꎬ 在油气价格低迷时期ꎬ 阿拉伯

产油国容易减少在航天领域政府投资的规模ꎬ 削减预算或延期ꎬ 限制了中阿

航天合作的进一步发展ꎮ
从中国的政府资金投入来看ꎬ 中阿航天合作资金来源的增长同样有限ꎮ

中国主要通过银行贷款和对外援助的方式为中阿航天合作提供资金ꎮ 在银行

贷款方面ꎬ 中国通过中国进出口银行、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银行的授

信、 优惠贷款等多种方式ꎬ 向中阿航天合作项目提供资金支持ꎬ 特别是在国

家 “一带一路” 倡议的支持下ꎬ 通过 “整星出口配套发射服务”ꎬ 中国航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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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为亚非拉国家在进出口银行等申请到项目资金支持ꎬ 通过项目支持当地发

展ꎮ① 在对外援助方面ꎬ 中国以对外援助的方式向不具备商业运行条件的航天

合作项目提供资金ꎮ 例如ꎬ 中国援助的埃及二号卫星项目ꎬ 是中国第一次为

埃及援建一个完整的卫星总装集成测试中心ꎮ② 在中国政府资金的大力支持下ꎬ
中阿航天合作得以快速发展ꎬ 但是这两种方式的资金规模增长都是有限的ꎮ 中

国对外援助的经验表明ꎬ 一个国家对外援助的支出总是要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

展水平以及受援国的经济发展状态保持动态平衡ꎮ 对外援助既不能成为援助国

的财政负担ꎬ 也不能让受援国形成援助依赖ꎮ③ 虽然中国发展仍然处于可以大有

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内ꎬ 中国对外援助整体上将是稳中有进、 不断扩大的④ꎬ
但是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且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环境下ꎬ 中国势必需要根据

自身的能力水平为中阿航天合作提供资金ꎬ 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项目资金的快

速增长ꎮ 因此ꎬ 在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政府预算增长有限的情况下ꎬ 为中阿航天

合作筹集充足资金ꎬ 是未来中阿航天合作进一步扩展的重要挑战ꎮ
(二) 国际竞争激烈

阿拉伯国家的航天市场规模有限ꎬ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航天合作面临美

国、 法国、 英国、 俄罗斯等国的竞争ꎮ 阿拉伯国家制定长期航天预算并发展

本国航天产业ꎬ 尽管发展步伐放慢ꎬ 但是在未来十年中ꎬ 阿拉伯国家航天投

入的复合年增长率将保持在 ５％左右ꎮ 预计到 ２０２８ 年ꎬ 阿拉伯地区航天领域

预算将达到 １９ 亿美元ꎮ⑤ 由于航天应用与军事安全活动的密切联系ꎬ 例如卫

星遥感广泛应用于战场侦察与情报收集ꎬ 地区动荡和偶然性事件可能会引发

阿拉伯国家加大在航天领域的投入ꎬ 扩大预算购买卫星遥感分析图像、 增加

卫星通信采购、 向安全部队配发卫星导航终端等活动ꎮ 但从较长时期看ꎬ 受

到新能源革命和国际经济发展整体减速的影响ꎬ 阿拉伯国家的航天市场规模

有限ꎮ 当前ꎬ 世界主要航天国家相继制定或调整航天发展战略ꎬ 积极开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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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新闻中心: « “整星出口配套发射服务业务” 为商业航天插上 “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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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航天合作ꎬ 航天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ꎮ 在中阿航天合作之

外ꎬ 美国、 法国、 英国、 俄罗斯和日本正积极开展与阿拉伯国家的合作ꎮ
阿拉伯国家与美国、 法国、 英国和俄罗斯等欧洲国家拥有长期且紧密的

合作关系ꎬ 重大航天项目中的核心元器件、 单机、 软件、 卫星、 地面系统和

大量终端设备均采购欧美国家老牌航天企业的产品和服务ꎮ 日本、 印度等新

兴航天国家也在积极开拓阿拉伯国家的航天市场ꎮ 卫星通信和发射服务作为

商业化程度较高且利润丰厚的两大领域ꎬ 激烈的国际竞争最为突出ꎮ
在卫星通信方面ꎬ 阿拉伯卫星通信组织 (Ａｒａｂｓａｔ) 和尼罗河卫星公司

(Ｎｉｌｅｓａｔ) 作为阿拉伯国家规模较大的卫星通信运营商ꎬ 它们所拥有和运行的

２０ 余颗通信卫星均由欧洲宇航防务集团 (ＥＡＤＳ)、 法国泰雷兹阿莱尼亚宇航

公司 (Ｔｈａｌｅｓ Ａｌｅｎｉａ Ｓｐａｃｅ)、 美国休斯公司 (Ｈｕｇｈｅｓ)、 波音公司 (Ｂｏｅｉｎｇ)、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Ｌｏｃｋｈｅｅｄ Ｍａｒｔｉｎ) 等欧美国家的航天企业制造ꎮ 例如ꎬ
埃及的 “尼罗河卫星” (ＮｉｌｅＳａｔ － １０１) 是埃及和阿拉伯国家的第一颗卫星ꎬ
由法国阿斯特里姆公司 (Ａｓｔｒｉｕｍ) 制造ꎬ 于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 ２８ 日在法属圭亚那由

“阿丽亚娜” 四号火箭发射升空ꎬ 同年 ５ 月 ３１ 日正式启用提供通信服务ꎮ 阿拉

伯通信卫星 (ＡｒａｂＳａｔ) 的 ２０ 颗通信卫星中ꎬ 共 ３ 颗通信卫星 (Ａｒａｂｓａｔ１Ｄ / １Ｅ /
２Ｃ) 由美国休斯公司制造ꎬ“阿拉伯通信卫星 ６Ａ” (Ａｒａｂｓａｔ６Ａ) 为美国洛马公司

制造ꎬ 其余自 “阿拉伯通信卫星 １Ａ” (Ａｒａｂｓａｔ１Ａ) 至 “阿拉伯通信卫星 ６Ｅ”
(Ａｒａｂｓａｔ６Ｅ) 的 １６ 颗通信卫星均由欧洲航天企业制造ꎮ① 日本近年来也加入竞

争ꎬ 三菱电机公司赢得了为卡塔尔老人星卫星公司 (Ｅｓ’ｈａｉｌＳａｔ) 制造 “老人

星二号” (Ｅｓ’ｈａｉｌ － ２) 通信卫星的订单ꎬ 加入到为中东地区用户提供卫星电

视广播服务的行列ꎮ② 中国在除阿尔及利亚以外的阿拉伯传统主流卫星通信市

场尚未获得通信卫星订单ꎮ
在发射服务方面ꎬ 世界主要航天国家能够为阿拉伯国家提供多种类型的

发射服务ꎮ 美国除由洛马和波音公司组成的联合发射联盟 (ＵＬＡꎬ Ｕｎｉｔｅｄ
Ｌａｕｎｃｈ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利用 “大力神” (Ａｔｌａｓ) 和 “三角洲” (Ｄｅｌｔａ) 系列火箭提

供发射服务外ꎬ 马斯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Ｓｐａｃｅ Ｘ) 通过开发火箭重复利

用技术大幅降低了发射服务的成本ꎬ 其 “猎鹰九号” (Ｆａｌｃｏｎ ９) 和 “重型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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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 (Ｆａｌｃｏｎ Ｈｅａｖｙ) 的发射报价约为传统发射服务商的 ４０％ ꎬ 具有极高的市

场竞争力ꎮ 俄罗斯利用自身性能优异的运载火箭为阿拉伯国家发射了大量卫

星ꎬ 除质子型运载火箭外ꎬ 正在研发 “安加拉” 系列运载火箭ꎮ 同时ꎬ 俄罗

斯航天集团开展了 “降价促销”ꎬ 将发射服务价格降低 ３０％ ꎬ 以应对美国太

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竞争ꎮ① 欧洲国家凭借 “阿丽亚娜” (Ａｒｉａｎｅ) 系列火箭在

国际发射服务市场上的优异表现ꎬ 参与了阿拉伯国家卫星发射服务的竞争ꎮ
此外ꎬ 日本利用 “Ｎ 系列” 和 “Ｈ 系列” 运载火箭、 印度利用极地轨道运载

火箭 (ＰＳＬＶ) 和地球同步运载火箭 (ＧＳＬＶ)ꎬ 也在积极尝试获取发射服务合

同ꎮ 在阿拉伯国家卫星发射数量有限的情况下ꎬ 中国与美、 俄、 法、 英、 日、
印在阿拉伯卫星发射服务市场内将围绕价格和可靠性展开激烈竞争ꎮ

在航天的非商业领域ꎬ 各国也通过军事援助、 联合研发等多种方式加强与

阿拉伯国家的航天合作ꎮ 美国向沙特、 埃及等阿拉伯国家提供大量卫星遥感数

据和分析情报ꎬ 其军事援助还包括技术转让、 卫星研制、 卫星发射、 遥测遥控、
数据共享等众多方面ꎮ 欧洲国家利用 “地平线 ２０２０” 计划的支持ꎬ 与阿拉伯国

家在航天领域围绕 “伽利略” (Ｇａｌｉｌｅｏ) 导航应用、 联合探月等议题ꎬ 开展联合

研究和应用推广合作ꎮ 俄罗斯积极与阿拉伯国家开展形式多样的合作ꎬ 在 ２０１５
年为埃及研制并发射遥感卫星ꎬ 在 ２０１９ 年利用联盟飞船搭载阿联酋宇航员进入

国际空间站ꎬ 在 ２０２１ 年还将为突尼斯发射该国第一颗 “卫星挑战一号”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ＯＮＥ)ꎮ② 日本通过九州理工学院与阿尔及利亚航天局联合研制了纳

米卫星 (Ｔｅｎ － Ｋｏｈ)ꎬ 利用日本航空航天局 ( ＪＡＸＡ) 的 “Ｈ２Ａ － Ｆ４０” 火箭

在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发射ꎬ 开展地轨道空间环境观测和材料老化试验ꎮ③

中国快速发展的航天科技为中阿开展航天合作奠定了基础ꎬ 但是在卫星

研制、 系统建设、 发射服务和空间科学研究等众多方面ꎬ 美国、 法国、 英国、
俄罗斯、 日本、 印度等老牌航天强国和新兴航天国家凭借较强的航天科技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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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与业已开展的合作业务ꎬ 不断推进它们同阿拉伯国家在航天领域的合作ꎮ
由此看ꎬ 中阿航天合作有机遇ꎬ 同时也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ꎮ

四　 中阿航天合作的发展趋势

中阿航天合作在未来拥有巨大的潜力ꎮ 一方面ꎬ 有利于中阿航天合作进

一步开展的战略和科技因素仍然存在ꎬ 将继续推动中阿航天合作的发展ꎻ 另

一方面ꎬ 需要通过积极的战略设计ꎬ 多渠道筹措中阿航天合作所需的资金ꎬ
提高现有资金的利用率ꎬ 通过合作模式创新应对中阿航天合作中的挑战ꎮ

(一) 持续深化的中阿航天合作

当前ꎬ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航天合作项目已经为中阿航天合作的进一步

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ꎮ 中阿双方建立了合作渠道ꎬ 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合作模

式ꎬ 相关项目取得了积极成效ꎬ 在项目中塑造了中国航天的优质品牌和形象ꎮ
从国家战略和科技发展的角度看ꎬ 未来中阿航天合作会持续推进ꎬ 这主要基

于以下三方面的合作潜力ꎮ
第一ꎬ 阿拉伯国家看好航天领域发展前景ꎬ 通过机构调整、 扩展任务规

划领域的方式为域外国家提供更多合作机遇与市场空间ꎮ 前期ꎬ 阿拉伯国家

重点关注卫星应用ꎬ 希望利用航天技术发挥社会经济效益ꎬ 在卫星通信和对

地观测方面同中国开展合作ꎮ 未来ꎬ 阿拉伯国家的航天国际合作方向将从卫

星应用扩展到载人航天、 深空探测、 空间科学等众多领域ꎬ 进一步丰富中阿

航天合作的内容ꎮ 以海湾国家为例ꎬ 沙特在原有航天活动管理机构的基础上

进一步调整组织架构ꎬ 成立新的航天局主管航天事务ꎬ 大幅提升其航天活动

的规模和数量ꎮ 在任务规划方面ꎬ 目前卫星通信和对地观测占据了沙特阿拉

伯总空间预算的 ８５％ (卫星通信和对地观测占比分别为 ６３％和 ２２％ )ꎮ 未来ꎬ
沙特还将扩大航天任务ꎬ 除卫星通信和对地观测之外ꎬ 还将开展多个航天应

用领域的技术研发ꎬ 提升其本土发射卫星的能力ꎬ 以建设太空港的形式吸引

商业航天发射ꎬ 积极开展载人航天和深空探测的研究ꎮ① 阿联酋通过组织架构

的调整、 政策制定和法律修订为航天活动进行规划并增加预算ꎬ 特别是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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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由 １１ 个阿拉伯国家共同参与的阿拉伯国家太空合作组织ꎬ 研制一颗完全

由阿拉伯人建造的对地观测卫星ꎮ 此外ꎬ 在载人航天和深空探测方面ꎬ 阿联

酋在向国际空间站派出航天员外ꎬ 将进一步增加其载人航天活动的范围ꎬ 同

时继续执行火星探测任务ꎬ 开展对火星大气、 火星地形等众多领域的探测和

研究ꎮ 卡塔尔继续重视卫星通信ꎬ 老人星卫星通信公司的通信卫星占据其

９０％的空间预算ꎬ 未来将继续采购第三颗通信卫星满足其通信需求ꎬ 在卫星

通信和对地观测方面增加其国防预算的支出ꎮ
第二ꎬ 阿拉伯国家是践行 “天基丝路” 的重要合作伙伴ꎮ 中国政府高度

重视与阿拉伯国家开展航天合作ꎬ 从中国航天对外合作的整体情况来看ꎬ 发

展中国家是中国航天的重要合作伙伴ꎮ 由于美国对中国实行航天封锁政策ꎬ
１９９９ 年以后中国未能承担任何美制及含有受控美制零部件卫星的发射服务ꎬ
也不能从美国购买先进航天产品和服务ꎬ 中美航天的商业合作完全陷于停

顿ꎮ① 随着近年来中美大国竞争态势的加剧ꎬ 美国变本加厉ꎬ 通过出口管制和

技术封锁、 对中国航天企业实施资产冻结和经济制裁、 拒发签证禁止中国科

研人员赴美参会等多种形式ꎬ 全面阻止和封锁中美包括空间科学在内航天领

域几乎所有的人员接触与交流ꎮ 中国与欧洲国家、 日本在航天领域的交流也

受到美国对华航天遏制政策的影响ꎬ 合作举步维艰ꎮ 美国在航天领域对中国

的遏制ꎬ 不仅使得中国失去了公平竞争的环境ꎬ 更为重要的是阻滞了中国通

过国际交流与合作提升航天实力的路径ꎬ 限制了航天产业的加速发展ꎬ 不利

于中国科技竞争能力的提升ꎮ 中俄在载人航天、 卫星导航等领域开展了广泛

合作ꎬ 且由于中国航天科技水平的快速提升和俄罗斯航天实力的下降ꎬ 双方

的合作空间在快速缩小ꎮ 因此ꎬ 中国航天的国际合作重点是发展中国家ꎬ 位

于西亚北非地区的阿拉伯国家作为 “一带一路” 倡议的重要区域ꎬ 与东南亚、
南亚、 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美地区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相比ꎬ 在战略地位、 应

用市场和技术条件等方面具有较好的基础ꎮ 中东地区是中国航天产品和服务

出口的重要战略市场区域ꎬ 中国已经与 ４ 个国家签署了多个系统级航天项目

出口合同ꎬ 总签约额超过 １４ ７ 亿美元ꎮ② 中国航天的发展需要通过向阿拉伯

国家提供优质的产品与服务ꎬ 扩大航天市场份额、 获得航天发展资金、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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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科技水平、 增强国家航天实力ꎮ
第三ꎬ 航天合作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经济与技术合作的新增长点ꎮ 中阿

关系经过 ６０ 余年的发展ꎬ 双方政治互信ꎬ 经济互补ꎬ 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ꎮ
中阿经贸合作规模稳步扩大ꎬ ２０１９ 年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贸易额达 ２ ６６４ 亿美

元ꎬ 同比增长 ９％ ꎮ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直接投资 １４ ２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１８ ８％ ꎮ① 双方还在文化交流、 教育科研、 新闻传播、 环境保护、 人力资源等

众多方面开展了合作ꎮ 但在当前的中阿经贸合作中ꎬ 阿拉伯国家主要是向中

国出口能源和矿产资源ꎬ 中国主要对阿拉伯国家出口食品、 纺织品、 钢铁、
机电产品等农产品和工业制成品ꎬ 附加值高、 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和服务占比

较低ꎮ② 在中阿经贸的高新技术产品领域ꎬ 中国凭借价格优势打开了一定市

场ꎬ 但是产品结构不合理ꎬ 仅计算机与通信技术产品就占到 ８０％ 以上ꎬ 出口

结构单一ꎬ 不具有多元化竞争优势ꎮ③ 随着中国航天科技水平的提升ꎬ 中阿航

天合作可选择的形式和领域不断扩展ꎬ 能够满足阿拉伯国家的需求ꎬ 为中阿

进一步丰富航天合作的内容奠定了科技基础ꎮ 航天合作作为中阿双方青睐的

高技术与高附加值新兴领域ꎬ 可以有效改善中阿贸易结构ꎮ 同时以卫星通信、
导航和遥感等航天应用为重点ꎬ 将对阿拉伯国家的公共服务改善、 科技水平

提升和经济社会转型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ꎮ 航天作为中阿技术与经济

合作的新领域ꎬ 将为中阿合作注入新动能ꎮ
(二) 进一步提升中阿航天合作的政策建议

为进一步推动中阿航天合作ꎬ 在 “十四五” 时期需要根据建设航天强国

战略目标ꎬ 将商业航天的发展作为发展的重要抓手ꎬ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进行资源配置ꎬ 提升航天产业链发

展水平ꎬ 为阿拉伯国家提供性能更优、 价格更低、 可靠性更高、 质量更好、
客户体验更加完美的产品和服务ꎬ 坚定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航天国际合作之

路ꎬ 从资金筹措、 保障体系、 航天应用和模式创新方面开展工作ꎮ
第一ꎬ 积极开展资金筹措工作ꎮ 在中阿航天合作中ꎬ 由于航天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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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阿共建 “天基丝路”: 现状、 问题与对策　

项目的投入较大、 风险较高ꎬ 单纯依靠航天企业很难筹措到足够的项目资金ꎬ
因此缺乏资金支持一直是阻碍中阿航天项目开展的重要瓶颈ꎮ 中阿双方需要

从多个渠道为中阿航天合作筹集资金ꎮ 在现有政府预算内通过更多的渠道ꎬ
从不同行业和不同主管部门争取新的资金来源ꎮ 例如ꎬ 在航天主管部门外ꎬ
尝试从电信主管部门、 交通主管部门、 公共安全主管部门争取政府资金ꎮ 此

外ꎬ 中阿双方可以探索新的融资模式ꎬ 利用基金发展中阿航天合作ꎮ 通过成

立专门的中阿航天合作基金或者整合现有的丝路基金、 中国—阿联酋共同投

资基金ꎬ 扩展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沙特主权财富基金、 阿拉伯国家的多

种主权财富基金等金融机构的专项资金ꎬ 为中阿航天合作提供资金保障ꎮ
第二ꎬ 进一步完善航空合作的保障体系ꎮ 在政策和标准方面ꎬ 中国和阿拉

伯国家需要进一步制定适合中阿航天合作的扶持性政策ꎬ 组织各国航天领域的

主管部门开展协调工作ꎬ 达成合作协议ꎬ 完善和巩固合作机制ꎬ 着力推动航天

项目落地ꎬ 为中国航天企业在阿拉伯国家开展商业活动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ꎮ
同时ꎬ 双方需要利用中国航天从芯片、 模块、 板卡、 单机、 设备、 软件到解决

方案的完整航天产业链ꎬ 广泛联合中阿双方政界、 学界、 商界、 科技界ꎬ 建立

航天合作的协作关系网络ꎬ 联合制定航天产品和服务的行业技术标准ꎬ 引导相

关航天企业的产品和服务进入阿拉伯国家市场ꎬ 保障产品和服务的质量ꎮ
第三ꎬ 重点发展航天应用ꎮ 应用ꎬ 是航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ꎮ 在当前中

阿一系列重点合作工程项目外ꎬ 需要将航天应用作为双方合作的重点ꎬ 力求

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ꎬ 有效促进经济增长ꎬ 为普通大众提供生活的便利ꎬ 带

动相关航天技术应用产业的发展ꎬ 发挥航天技术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方面

的推动作用ꎮ 其一ꎬ 中阿双方可以通过开展与行业应用密切相关的教育培训ꎬ
利用研讨会、 短期培训、 学位教育等形式ꎬ 为阿拉伯学生提供奖学金ꎬ 促使

行业从业人员和主管掌握中国航天技术、 产品和服务的特点ꎬ 利用阿拉伯国

家学生熟悉本国行业需求、 拥有业务关系网的特点ꎬ 推动中国航天应用在阿

拉伯国家的落地和发展ꎮ 其二ꎬ 中阿双方可以通过开展与行业应用密切相关

的国际合作示范项目ꎬ 促进中国航天技术、 产品和服务与阿拉伯国家在各个行

业的深度融合ꎬ 通过对中国航天技术的适应性改造ꎬ 形成符合当地行业需求的

综合应用解决方案ꎬ 推动航天应用在当地的市场化和规模化应用ꎮ 其三ꎬ 在中

阿大型合作项目中推动航天应用ꎬ 在中国企业承建的阿拉伯国家大型基建项目

中ꎬ 可以综合利用卫星遥感技术、 北斗高精度定位技术进行测绘设计、 辅助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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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等工作ꎬ 实现中国航天技术在实际行业应用中的赋能和推广ꎮ
第四ꎬ 中阿应注重航天合作模式创新ꎮ 随着当前商业航天的蓬勃发展ꎬ

双方需要超越政府层面采购和援助的模式ꎬ 增强企业的地位和作用ꎬ 以合作

模式的创新实现中阿航天合作的升级ꎮ 商业航天是由私营企业提供的航天产

品、 服务或活动ꎬ 这些私营企业为此需要承担一定比例的投资风险和责任ꎬ
按照典型的市场激励机制运行来控制成本并获得最大的投资回报ꎮ 包括国家

航天工程的商业化运行ꎬ 私营企业自行发起的航天工程和应用ꎮ① 当前ꎬ 中国

的商业航天正在蓬勃发展ꎬ 中国航天产业的生态圈正在快速演变ꎬ 越来越多

的私营公司在参与国内外航天产业不同领域的竞争ꎬ 到 ２０１８ 年中国航天价值

链估计规模超过 １６０ 亿美元ꎬ 其中下游市场所占比重略高于 ８５％ ꎬ 价值链的

上下游和所有应用领域都在出现快节奏的变化ꎮ② 中阿航天合作在未来需要利

用中国商业航天快速发展的有利优势ꎬ 结合阿拉伯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

的需要ꎬ 注重合作模式的创新ꎬ 以项目盈利为主要目标ꎬ 设计新的商业合作

架构ꎬ 提升私营企业在中阿航天合作中地位ꎬ 实现中阿航天合作从政府主导

向企业主导的转变ꎬ 使航天私营企业成为中阿航天合作新动能ꎮ
综上所述ꎬ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航天合作是中阿合作的新兴领域ꎬ 丰富了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传统外交的 “工具箱”ꎬ 对促进中阿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

动作用ꎮ 面对中国发展环境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ꎬ 根据 “十四五” 规划指导思

想的要求ꎬ 我们需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ꎬ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ꎬ 促进国内

国际双循环ꎬ 以科技发展引领ꎬ 引领国内国际产业发展ꎮ③ 航天作为中国重点

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ꎬ 是培育新技术、 新产品、 新业态、 新模式的重要抓

手ꎮ 开展中阿航天合作ꎬ 有利于增强中国参与国际科技和经济合作的新优势ꎬ
构建独具特色、 优势互补、 结构合理的经济增长引擎ꎬ 丰富 “一带一路” 高

质量合作的内涵ꎬ 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ꎮ 如果说美、 苏的航天竞赛是 ２０ 世纪

国际航天的主轴ꎬ 那么中国在航天领域的崛起将是 ２１ 世纪国际航天的主轴ꎮ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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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阿共建 “天基丝路”: 现状、 问题与对策　

阿拉伯国家作为 “一带一路” 倡议的重要合作伙伴ꎬ 通过中阿航天合作共建

“天基丝路”ꎬ 将有力支撑阿拉伯国家的科技进步、 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ꎬ 同

时也会为中国航天领域的海外合作注入新活力ꎮ 未来ꎬ 如何把中阿航天合作

潜力转化为现实图景ꎬ 需要双方在共商、 共建中持续推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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