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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之无愧 

——追授赵九章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我们党成立九十周年以来，祖国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党领导的各项事业都

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党中央先后决策进行“两弹一星”研制，

使这一尖端科技领域取得了日新月异的发

展。科技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做出了重

大贡献。赵九章是这一群体中的一位杰出

代表。 

赵九章（1907 年—1968 年）1933 年毕

业清华大学，1938 年在德国柏林大学获博士学位后回国，在西南联合

大学教学。1944 年起先后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1950

年起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所长，带领全所在地球物理各学科领域

进行开拓性研究。他是我国现代气象学奠基人之一，是推动我国动力

气象学的第一人，开展我国现代空间物理学研究的第一人，在他生命

的最后十年，参与创建了我国人造地球卫星事业。 

（一） 

1957 年 10 月 4 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包

括赵九章在内的许多著名科学家，都积极阐述了这一事件的深远意义，

并建议考虑我国人造卫星发展设想。 

1958 年 5 月 17 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中央八届二次会议上提出

“我们也要搞一点卫星”。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书记张劲夫受聂荣

臻副总理委托与有关方面商讨我国卫星规划问题。8 月，张劲夫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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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赵九章等专家讨论我国人造卫星规划设想，决定成立“中国

科学院 581 组”，专门研究我国人造卫星发展问题。组长钱学森，副组

长赵九章、卫一清，组员有 7 个研究所的主要负责人。581 组下设技

术组，定期开会，由赵九章主持，与会专家根据各自专长提出许多建

议，讨论综合分析，由赵九章负责提出总的方案建议。恰逢中国科学

院要举办自然科学跃进成果展览会，当时决定先做探空火箭的两个箭

头模型，一个是高空物理探测仪器舱，另一个是生物试验舱。国庆展

出期间，毛主席、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到现

场看了实物、图表，再经科学家直观地介绍，领导人和各方面都有了

较深的印象。 

（二） 

根据中苏双方科学院专家交换访问计划，苏联科学院邀请中国科

学院专家访苏。当时正想搞卫星，如何搞？大多心中无数，因而试图

借这次访苏，能了解一些苏联搞卫星和火箭探空情况。中国科学院决

定派出高空大气物理代表团、团长赵九章、副团长卫一清，团员有钱

骥、杨嘉墀、杨树智等。10 月 12 日张劲夫对赵九章说：“为了抢时间，

说走就走，今天是星期日，后天就走”。因而代表团 10 月 14 日乘坐伊

尔 14 出发了。苏方接待还是很热情，但要求参观有关卫星的项目，对

方都要向上请示，很难得到同意。代表团参观了天文台、空间电子学

研究所、应用地球物理研究所等单位。代表团抓紧时机，多问、多了

解些情况，每参观一个单位大家认真整理记录，集体分析，力求找出

一些有用的内容。在参观地磁研究所时，所长态度友好，仔细介绍情

况，临别时还送了一个小型磁强计作为礼品。有一天，代表团被邀请

到一个院子里，开来一辆卡车，上面装载的设备用布覆盖。掀开盖布，

是一个形似探空火箭的箭头，介绍说这是进入轨道的卫星，里面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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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探测仪器。大家围着卡车对卫星外形仔细看了一阵，提出可否打

开蒙皮外壳，看看里面的仪器布置，回答是“不能打开”。这次也算是

一次重要的参观了。在莫斯科还参观了公开展出的工业和科技展览，

对苏联的先进工业和科技还是增加了见识。 

对这次访苏，赵九章与代表团成员认真做了总结思考。除了科技

方面有所收获外，最主要的是对比了苏联和我国的情况，深深地认识

到发射人造卫星应立足国内，自力更生，靠外授是不可能的，要靠自

己国家有强大的工业基础和较高的科技水平。我们搞空间探测事业要

由小到大，由低到高，由初级到高级逐步发展，根据当时的国情，发

射卫星的技术条件完全不具备，应先从火箭探空搞起。 

（三） 

赵九章的建议正符合当时中央关于卫星工作的指示精神。1959 年

初，副总理陈云、邓小平分别对张劲夫说：“卫星还要搞，但是要推后

一点，因为国家经济困难。”1959 年 1 月 21 日张劲夫在院党组会上传

达了中央的指示。卫星明年不放，与国力不相称。随后院党组调整了

部署。提出“大腿变小腿，卫星变探空”的工作方针，这次调整不是

下马，而是着重打基础。 

赵九章与卫一清、钱骥商量，提出了五条工作意见：以火箭探空

练兵；高空物理探测打基础；不断探索卫星发展方向；筹建空间环境

模拟实验室；研究地面跟踪接收设备。这五条得到科学院党组的同意。

从 1959 年到 1965 年赵九章在他领导的研究实体中积极开展工作。首

先是火箭探空，与上海机电设计院密切配合，1960 年到 1965 年共发

射试验了 20 多发 T7、T7A火箭，取得了 60 公里以下的气象数据，还

进行过电离层、生物等项目试验，这些都为卫星研制打下了一定的技

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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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年起成立的卫星总体研究室，赵九章决定由钱骥负责，开始

对国际上的卫星情况全面调研，对星上和地面的相关技术作专题研究。

同时还组建高空物理和空间技术的有关研究室，赵九章领导的研究实

体由当初的几十人到 1964 年已有 400 多人。 

1964 年 10 月赵九章应国防科委邀请去 20 基地（现为酒泉卫星发

射场）访问，随行有钱骥、吴智诚等。主要是参观东风 2 号火箭发射

试验和基地的地面跟踪接收设备，还与火箭研制人员和基地技术人员

座谈。 

在结束这次访问后，1964 年 11 月初的一个晚上，应赵九章的约

请，钱学森来到赵九章的办公室。钱见面就问：“去基地的观感如何？”

赵说：“收获很大，导弹研制进展这么快，真是出乎意料”。赵九章认

为再过四、五年，100 公斤左右的卫星的运载火箭有可能研制出来。

卫星研制也是有把握完成。现在关键是卫星研制要由国家立项。要立

项就要向高层汇报清楚必要性与可能性。赵九章认为钱学森说话比较

有分量，希望他能在上层做些工作。但钱讲话很谨慎，他说“现在上

面顾不过来”。当时最高决策层从战备考虑要拿出真正能用的两弹来。

而卫星很难成为当务之急。“上面顾不过来”这句话，钱学森前两年多

次对赵说过，这次还是这句话。 

（四） 

“上面顾不过来”这句话使赵九章思虑再三，出于对国家的责任

感，有必要向中央写报告，申述搞卫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1958 年搞

卫星确实早了点，经过这五六年的努力，各方面都有很大进展，力争

1969 年发射我国第一颗卫星已具有相当的技术条件和现实可能性。赵

九章找钱骥、吴智诚讨论后，起草报告，报告要有理有据、有建议，

具有很强的说服力。1964 年 12 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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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赵九章把报告直接呈送周总理。周总理看后很快批转聂荣臻副总

理，组织有关方面研究论证。 

国防科委在调查研究、多次座谈后，于 1965 年 4 月 29 日提出 1970

年至 1971 年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报告，其中明确：卫星本体由

中国科学院负责研制；运载火箭由七机部负责研制；地面观测跟踪遥

测系统以四机部为主，中国科学院配合研制。这个报告经中央专委第

十二次会议（5 月）批准。 

此后，中国科学院组织有关所积极行动起来，并要求 6 月 10 日前

提出方案设想，正是由于赵九章、钱骥领导的研究实体已有六年的预

研准备，仅仅十天就提了初步方案，主要内容包括：发射卫星的目的；

十年奋斗目标和发展步骤；第一颗卫星的本体方案；卫星轨道选择与

地面网站建立；重要建议和措施等。为了便于说明，归纳了 3 张图 1

张表。以此方案多次向国防科委与中国科学院的有关机关汇报，讨论

修改。在张劲夫亲自听取汇报后，于 7 月 1 日中国科学院向中央专案

上报了：“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的规划方案建议，”8 月中央专委第

十三次会议，批准了张劲夫在会上作的报告。从此卫星研制正式立项，

中国科学院将此列为 1965 年第 1 号任务，代号定为“651”。 

（五） 

1965 年 10 月 20 日到 11 月 30 日，中科院受国防科委委托召开了

我国第一颗卫星论证会，参加会议有 120 余名代表，会议由中科院副

院长裴丽生主持，赵九章报告了“我国卫星研制的总体方案（草案），

钱骥报告了第一颗卫星的本体方案（草案），七机部、四机部的代表分

别报告了运载火箭方案（草案）与地面跟踪接收系统的方案（草案），

王大珩、陈芳允、刘易成等先后做了地面设计、轨道选择、地面站网

布局方案设想的报告。除大会外，还按专业分小组讨论。为使全球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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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听到我国卫星的声音，总体组何正华等建议卫星播放“东方红”乐

音，以代替卫星无线电讯号，并与卫星遥测信号时分串行播放，还建

议第一颗卫星命名为“东方红 1 号”。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的这次论证

会，历时 42 天，技术问题讨论很细，不同意见广泛探讨，集思广益，

最后对卫星的结构外形，主要技术指标等都得到大家肯定。对这次卫

星发射要求是“上得去、抓得住、听得到、看得见”。会议成果是产生

了总体分案、本体方案、运载工具方案、地面系统方案四个文件。还

编写了 27 个专题材料，共约 15 万字。 

（六） 

我国第一颗卫星设计方案诞生，是党领导下汇集众人智慧的结晶，

也是赵九章指导的科研团队交出的合格答卷。这一团队自 1958 年 10

月起一直在西苑操场甲 1 号开展工作。这是一处四周有围墙、有武装

警卫、约有 30 亩地的院落。其北侧隔条马路是中医西苑医院，是为西

苑操场 1 号。其东、南侧均为水稻田，其西侧隔条水沟为一些旧二层

楼房，还有一座食堂。这一院落产权属中直西苑机关，上世纪五十年

代初中科院借用，1958 年 10 月改为搞卫星所用。院内北侧有一座三

层灰砖南北向小楼，2000 多平方米，约 80 间房，以后陆续建些平房。

科技人员在这里日夜工作，查阅文献资料，计算、试验、研制仪器。

经历了不少挫折与失败，甚至发生过爆炸事故。经济困难那几年，粮

食定量少，大多吃不饱，照样日夜加班。像赵九章这样的大科学家两

腿还曾浮肿过，其他人的情况可以想象。大家一心为祖国搞卫星，有

的就是无私奉献精神。正是这七年的辛勤劳动，才有了我国第一颗卫

星设计方案，才有了搞卫星的必需的技术条件。可以这样说，西苑操

场甲 1 号是我国早期卫星设计的摇篮。在这个院落里，日后出现有两

位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功勋科学家（赵九章、钱骥），有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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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院士，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还有一批空间科学与技术的高级

专家。四十多年过去了，这个院落早已面目全非，我们还是不应忘记

它当年的贡献。 

（七） 

论证会后，中科院抓紧方案完善与研制工件，1966 年 1 月成立“中

科院 651 设计院”（即卫星设计院），赵九章任院长，杨刚毅任党委书

记，钱骥为副院长，同时筹建 701 工程处，负责地面设备研制与地面

台站网建设。 

卫星研制工作紧张而有序的展开，各方面都有了进展，有了突破，

卫星研制基本成功的时候“文革浩劫”来临，张劲夫被夺了权，赵九

章、钱骥等靠边站了，紧接着对赵九章进行残酷批斗，直到 1968 年

10 月 16 日被迫害致死。 

历史是公正的。党和祖国人民没有忘记他，1978 年经邓小平批准，

为赵九章平反昭雪。 

1985 年 6 月，中科院为“东方红 1 号及卫星事业开创奠基工作”

项目申请国家科技进步奖，该项目有重大贡献人员中赵九章名列第一，

并列举了他的五条主要贡献：1、适时向中央提出建议，使卫星事业得

到及时的和顺利的发展。2、主持卫星总体方案的制定和实施。3、即

时组织制定了测轨、选轨方案，赢得了时间，节省了资源，提高了水

平。4、主持制定了卫星系列规划，为卫星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基础。5、

开创和主持了我国卫星前期准备工作。 

1997 年 10 月赵九章诞辰 90 周年时，王淦昌、钱伟长、王大珩等

42 位院士签名倡议为赵九章树立铜像，约 170 位科技专家自愿捐款为

塑造铜像提供经费。 

1999 年 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举办大会，为“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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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颁发“两弹一星功勋奖”，赵九章是

其中之一。 

他当之无愧！ 

 

赵九章的学生等瞻仰铜像 

右起前排：包海燕、陈建奎、徐荣栏、刘振兴（院士）、陶诗言（院士）、

叶笃正（院士）、张厚英、周秀骥（院士）、吴智诚 

后排：都亨、王英鑑、卢毓明 

 

（1956 年 7 月，我被调至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办公室，为赵九章做些秘书

工作，1958 年 10 月又被调至 581 组办公室，负责计划科工作，在我国早期卫星工

作中，我参与过一些活动，现仅就所见所闻写点回忆片段，也算是一点历史见证。 

吴智诚  2011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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