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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Micro/Nano Satellite 微纳卫星发展

一、Micro/Nano Satellite 微纳卫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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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当前微纳卫星发展异常火热。Micro satellites booming in the world!

l 功能密度不断提升，50kg以下卫星已达到1m分辨率成像能力。High 

Performance/Mass Ratio achieve 1m GSD by a 50kg microsat. 

≤10kg

10-50kg

50-250kg

250-500kg

Zhuhai-1



二、微纳卫星时代来临——技术推动
(Coming of Micro/Nano Satellite Era——Technical engin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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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纳卫星虽个头很小，但“小”不等同于“弱”。
很多卫星所展现的先进性能和应用能力令人刮目相看。

Satellite
Platform

Country Main 
specification

重量
(weight)

技术状态(technical 
status)

X50
Series 

SSTL 3mPAN/6mMS
/22mHS/30mIR

50-
75kg

标准化平台，货架式载
荷搭配(standardized 
platform with shelf 
type payloads)

SCOUT Blacksky 1m resolution 50kg 计划发射，星座部署
(ready to launch to 
form constellation) 

Bugsat 1
Aleph 1

Satellogic 2m resolution
1m resolution

22kg
37kg

2014年发射，后续
Aleph星座2016年发
射
Launched in 2014, 
2016

FLOCK-1 Planet 
Labs

3-5m resolution 5kg 已发射超过200颗，实
现业务应用(over 200 
application
satellites in-orbit)

Part 1 Micro/Nano Satellite 微纳卫星发展



微纳卫星正从“小而弱”向“精而强”发展，已经从最初的技术验证和简单任务，
发展到当前的业务化应用。

More and more strong, more and more use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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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微纳卫星时代来临——技术推动
(Coming of Micro/Nano Satellite Era——Technical engine )



三、微纳卫星国内发展 (Blooming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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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发射<100kg
卫星50余颗
in-orbit

10+
10余家单位开展了
微纳卫星总体开发
10+ institutions 

20
2015年一箭二十星
创造中国历史
20 sats with 1 
rocket in 2015 

需求与技术状态(TE) 问题与差距(Problems)

卫星应用涉及对地观测、通信、数

据采集、空间探测等众多领域的技

术验证

(EO/telecommunication/data 

acquisition/space explo. etc )

技术指标存在差距，50kg以下的

高指标遥感应用还处于空白(short

in technical spec. High index 

RS application under 50kg still 

stay in vain)

研制单位类型多，包含航天企业、

科研机构、高校等(vary in type of 

the involved R&D institution)

围绕单星技术验证，部分开展标准

化研究，但缺乏行业标准(single 

sat technic verify. 

Lack of standards )

具备一箭多星发射部署技术基础

(capable of multi-sats

launching with 1 rocket)

业务型批量化大规模研制部署的技

术体制和工程化实现还需研究提升

(large-scale D&D and

industrialization)

Part 1 Micro/Nano Satellite 微纳卫星发展



四、东方红微纳卫星发展(DFHSat launched 10+ micros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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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2015 2017
l XW-1(2009)
Ø 60kg
Ø Aerospace education 

for youth 
Ø Amateur Radio

l XW-2A~F(2015)
Ø 25kg，10kg×3，1kg×2
Ø Atmospheric density 

detection 
Ø Amateur Radio

l Zhuhai-1A/B
Ø 50kg
Ø Commercial remote 

sensing
Ø 2mGSD Imaging & 

Video

Part 1 Micro/Nano Satellite 微纳卫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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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微纳卫星需求牵引(Requirement 1: Disaster Man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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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对地观测遥感应用——灾害精细化管理

l 灾害及灾害链发生发展过程动态监测

l 多灾并发形势下的机动快速多点监测

l “一带一路”战略下全球高时效重访监测

多尺度遥感数据获取，高时间分辨率和高空间分辨率能力同时实现

较低成本的批量化复合微纳卫星星座组网观测！

时间尺度

空间尺度

？

地震后灾区上
空2~6小时内
为晴空的最佳
观测窗口期
2~6hrs 
window

优于5m分辨率&优于10min级重访

Part 2 Background & Project 背景与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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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空间环境科学研究与数据应用所需
要的高时空采样探测、南北极共轭观测、
高时空分辨率异常区观测需求，通过多
种轨道的微纳卫星星座可以实现
High temporal resolution
High spatial resolution
Bi-polar observe simultaneously

电离层全球动态变化

l 低轨大气瞬变模型(On-orbit 
atmosphere model)

l 低纬电离层短时预报(Ionosphere 
short time forecasting )

l 带电粒子瞬态扰动关联性研究
(Charge particles  disturbance 
research) 

一、微纳卫星需求牵引Requirement 2:
n 空间环境探测应用与科学研究 Space Environment  Research

Part 2 Background & Project 背景与项目



四、遥感微纳卫星发展目标(Developing 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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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 Cost 低成本：百颗级微纳卫星在轨应用的基础

n High 
Resolution, 
Spatial & Time
高时空分辨率

l 重点目标分钟级

重访

l 米级空间分辨率

成像

n High 
Coverage
高覆盖性

l 全球快速覆盖

l 目标数据谱段

全面性

n High 
Intelligence
高智能化

l 在线遥感参数

高精度标定

l 高性能计算与

数据智能化深

度融合

n High 
Flexibility
高灵活度

l 高灵活度发射

l 天地一体简易

应用回路

l 高灵活度天地

应用模式

“4H1L 四高一低”

Part 2 Background & Project 背景与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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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微纳卫星实用化面临的问题(Challe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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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Difficulties) 分析与思路(Analysis & Methods)

高精度定量化遥感应用

High precision app. 

通过高性能微纳载荷及在轨参数标定实现定量化、异

构备份架构与工作模式设计提高可靠性

资源受限下实现好用易用

Strict resource

limitation

平台载荷一体化设计实现微型化集成化基础上的信息/

能源/机电不同层面的一体化，强调资源共享、标准化

接口，同时具备星上高性能信息处理能力和星对地面

应用终端的灵活通信能力

大量部署、运行的技术体

制难点

Large scale Sats

低成本货架式技术体制和批量化工程实现途径，通过

标准化实现；多种发射方式部署到位；具有轨控能力

Part 2 Background & Project 背景与项目



Part 2 Background & Project 背景与项目

一、项目介绍(Project Introduction)

第13页

n 项目性质Funding：国家重点研发计划National Key 

Technologies R&D Programs from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n 项目名称Project：面向遥感应用的微纳卫星平台载荷一体化技术

Integration of Platform and Payload on MicroNano

Remote Sensing Satellite (Program No. 2016YFB0501300)

n 项目单位Undertaker：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DFH Satellite

Co., Ltd and etc.

n 项目立项经费Budget：4500万/45million(RMB)

n 项目周期：2016年7月~2020年12月



一、项目目标（Project  G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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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面向以自然灾害精细化管理和海洋常态化动态监测业务为代表的遥感应用和

以空间天气灾害监测为代表的地球空间环境探测需求: RS Applications,

Space Environment Detection

p 完成微纳卫星平台载荷一体化关键技术研究，为未来百星编队奠定“四高一

低”的技术基础，即高时空分辨率、高覆盖性、高智能化、高灵活度应用和

低成本: 4H1L

p 实现20kg级微纳卫星优于2m@500km的对地成像能力，实现遥感、探测、

测控、数传、姿控、星管等信息流统一处理和在轨遥感参数高精度标定

p 完成一体化微纳型遥感卫星集成样机，完成微纳星标准流程规范，力争实现

关键技术直至整星级的在轨验证: Flying verification in 2019, standards

2019年中实现在轨飞行

提前验证部分关键技术指标和功能

Part 2 Background & Project 背景与项目



一、Project Team参研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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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家单位“产学研用”联合

National Application Services

Scientific Institutions

Universities

Industries

Part 2 Background & Project 背景与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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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纳卫星平台载荷一体化总体技
术及批量化低成本建造标准规范

l 标准化微纳型高分辨率遥感载荷单元技术
l Standardized Micro-nano RS 

Payload Unit
l 微纳卫星遥感参数在轨高精度自主标定技术
l High-precision On-orbit Geometry 

Parameter Automatic Calibration
l 基于商业器件的星上遥感数据深度处理技术
l On-orbit Remote Sensing Image Deep 

Processing

微纳卫星在轨遥感参数高精度一体化标定技术
High Resolution Optical Payload & 

On-orbit Geometry Calibration

l 基于APP和北斗短报文的星地一体简易
应用技术

l 空间电离层与磁场建模及探测目标优化
和反演方法

l 空间电离层光学遥感探测微传感器技术

l 空间微型磁传感器技术

空间电离层和磁场
探测微传感器技术

l 空间大气成分及密度探测微传感器技术

l 空间大气探测数据的反演及应用研究

l 微纳卫星自主时空信息确定技术

l 空间带电粒子微型传感器技术

空间大气和带电粒子探
测微传感器技术

飞行验证星、
地面验证星及
演示验证系统

课题一(2016YFB0501301) 课题二(2016YFB0501302)

课题三(2016YFB0501304)课题四(2016YFB0501303)

l 微纳卫星信息/能源/机电一体化设计
及标准化信息流和能源流单元技术

l 标准化微纳姿态测量和控制单元
l 基于GPU的星上处理软件支撑架构技

术
l 微纳卫星新体制双向星地通信技术
l 批量化低成本微纳遥感卫星技术体制

与标准规范研究

一、主要研究内容(Proj. Main Duty)
4 Groups

4课题16子课题

Part 2 Background & Project 背景与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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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Innovative Methods 创新设计

一、飞行验证星核心指标(Performance  Index)

第18页

l 质量Mass：25kg

l 功耗Power：长期Long35W，峰值Peak80W

l 姿态控制Attitude：姿态确定精度0.005 °，姿态控制精度0.05 °，姿态

稳定度0.005 °/s，姿态机动能力45 °/60s

l 星地通信Communication：上行Up30kbps，下行Down30kbps-

30Mbps自适应调节Adaptive

l 星上计算能力Onboard Calculation：最高1TFlops

l 星上存储Data Storage：512G

l 成像Imaging：分辨率2m@500km，幅宽8km

l 选择实现空间大气、带电粒子、电离层、磁场探测Sensors



3轴磁力
矩器

北斗短报
文

SoC
北斗导航

CAN

CAN
PPS

测控

GPU

3或3+1零
动量系统

双轴太阳
敏感器

磁强计

中等精度
MEMS陀螺

纳型星敏
感器

低精度
MEMS陀螺

微纳型姿态控制单元

微纳型姿态测量单
元

电池组1
太阳帆板1

并
网

MPPT

电池组2
太阳帆板2

MPPT
DCDC

DCDC

28V（载荷）

能源流一体化单元

下位机CAN总线
A/ B

28V（平台）

二次电源

二次电源

接
口

Camera 
l i nk

信息流一体化单元

CAN

CAN

CAN

天线

X/ Ku波段

S波段

模拟量
间接OC
热控

卫星新体制星地通信
单元

姿控处理单元

接口管理

接
口

接
口

星载智能
处理单元

自星敏

去相机

LVDS

LVDS

CAN

接
口

UART
（RS422）

星务管
理单元

数据
处理

固存

通信基带
及射频

UART
（

RS422
）

带电粒子探测微传感器

空间大气探测微传感器

电离层探测微传感器

磁场探测微传感器

RS422
RS422
RS422
RS422

微型PNT
组件

CAN

LVDS

RS422

二、平台载荷信息流一体化(Data Handle Un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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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纳星地双频双向通信单元
Communication Unit

微纳卫星信息
流一体化单元
Data Handle 
Unit

标准化微纳型
遥感载荷单元
Standardized 
RS Payload 
Unit

微纳卫星能源
流一体化单元
Energy Unit

微纳卫星姿
态控制单元
Attitude 
Control 
Unit

微纳卫星姿
态测量单元
Attitude 
Measure 
Unit

空间环境探测微传感器
Space Env. Detect 
Sensors

创新点：通过SoC+GPU异构

架构的标准化信息流单元实现

星上信息流一体化管理

Part 3  Innovative Methods 创新设计



二、 信息流一体化软件支撑架构(Software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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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U
星务管理单元

CAN ROM RAM Timer Watch
DogTM TC

BSP 驱动

测控
姿轨控

管理

热

控

能源管

控

载荷

管控

系统管

理
自主任务规划

时间

管理

任务管理

其他

管理

操作系统

硬件

层

通信协议

栈

操作系

统层

应用层

系统及

任务层

星上综合管理软件架构

星载高性能计算机

（ARM+GPU）

商用操作系统

Linux/……

调度管理软件

时间
服务

轨道信
息服务

姿态敏
感信息
服务

载荷数据传
递服务

载荷数据管
理服务

数据存储
管理服务

用户数
据分发
服务

星载智能处
理软件

驱动程序 驱动程序驱动程序 驱动程序

星载智能处
理软件

星载智能处
理软件

星载智能处
理软件

智能处理支撑软件架构

l 创新点： 星上综合管理软件运行在高可靠SoC芯片中，实现平台的综合管理及任务

智能自主规划；智能处理软件运行在高性能GPU处理器中，实现载荷数据智能处理

l 难点：基于商业化高性能产品二次开发操作系统，并建立标准

Part 3  Innovative Methods 创新设计



二、 平台载荷一体化构型布局(Configuration & Lay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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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流并网控制模块

多功能结构板

数传天线

标准化遥感载荷单元

磁场探测微传感器

空间大气微传感器

带电粒子微传感器

电离层微
传感器

蓄电池

堆栈组合体（14块）
姿态控制单元

测控天线
双向通信单元

Part 3  Innovative Methods 创新设计



n Hardware	Infrastructure
Assemble the various

units with standardized

interfaces and achieve

mechatronics integration.

Page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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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标准化微纳型载荷单元(Paylo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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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微纳型载荷单元
Standardized Micro-nano

Payload Unit

遥感载荷单元
Optical RS 

Payload Unit

空间环境探测微传感器
Space Environment Micro 

Detectors

带
电
粒
子

空
间
大
气

电
离
层

磁
场

＋
高精度遥感几何参数自标

定技术和互标定技术
High-precision 

Geometry Parameter 
Calibration

Part 3  Innovative Methods 创新设计



三、遥感应用与标准化载荷型谱 RS Applications and Payload Types

第24页

…
…

防灾减灾
Disaster Prevention

资源监测
Resource Monitoring

海洋应用
Ocean Management

大气与气象应用
Atmosphere 
Monitoring 

应用领域
Applications

载荷系列
Payload Types

可见光PAN Payload
多光谱MS Payload

高光谱
Spectrograph Payload

光谱偏振
Polarization Payload

红外IF Payload
视频Video Payload
紫外探测UL Payload

全色/多光谱高分PAN/MS HR Payload
空间分辨率GSD：<2m（PAN），<8m（MS）

高光谱载荷 HS Payload
谱段范围Spectral Coverage：0.4~1um；
光谱分辨率Spectral Resolution：10nm

光谱视频Spectrograph Video Payload
谱段范围Spectral Coverage ：0.4~0.7um；
谱段分辨率Spectral Resolution ：5nm

光谱偏振一体载荷Polarization Payload
光谱分辨率Spectral Coverage ：20nm；
偏振分辨率Spectral Resolution ：80nm

Part 3  Innovative Methods 创新设计

载荷指标 Payload Performance Index



l 1~2m@500km HR remote-
sensing payload unit

l In-orbit automatic calibration 
based on the self-collimation 
angle measurement 

Self and mutual geometric 
in-orbit calibrations 

n HR Micro payload unit

Page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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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空间环境探测微传感器(Space Environment Detectors)

第26页

微传感名称 Sensors 应用目标 App. Goals 完成指标 Performance Index

带电粒子探测微传感
器
Charged particle 
micro-detector

空间辐射环境与航天器在轨安
全研究(radiation safety)

重量≤1kg；
探测质子能道：2MeV-10MeV、10MeV-
50MeV、50MeV-100MeV、＞100MeV；
探测电子能道：500keV-1MeV、1MeV-
2MeV、＞2MeV；

空间大气探测微传感
器
On-orbit atmosphere 
micro-detector

轨道大气模型建立，航天器在
轨寿命研究(On-orbit 
atmosphere model)

重量≤1kg；
主要探测成分O、H；
大气密度探测范围10-9~10-6g/cm2；

电离层探测微传感器
Ionosphere micro-
detector

海上短波通信、导航误差分析，
空间天气耦合研究等(Ocean 
short-wave communication, 
GPS deviation, space weather 
research)

重量≤1kg；
灵敏度150 counts/s/Rayleigh；

磁场探测微传感器
Space magnetic field 
micro-detector

空间天气研究、全球磁图建模
(space weather research, 
space magnetic field map)

磁场微传感器工程样机：1 台；
重量≤200g；
量程±65000nT
精度≤0.1nT

Part 3  Innovative Methods 创新设计



l 带电粒子探测微传感器(Charged particle micro det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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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烁体微结构

Ø 采用YSO闪烁晶体(YSO  crystal)
l 粒子阻止能量强，实现传感器小型化
l 低成本、不潮解

Ø 闪烁晶体表面微结构(micro structure  
of crystal)
l 提高闪烁晶体光输出，减小闪烁晶体发光

衰减时间(high output, short decay 
time)

l 提高微传感器能量分辨和最大探测通量
(high spectral resolution)

Ø 采用基于ASIC信号处理电路
l 高密度、小尺寸、低功耗、多通道

采用ΔE-E方法设计三层探测器结构
ΔE-E schematic

创新设计思路：

Part 3  Innovative Methods 创新设计



l 空间大气探测微传(In–orbit atmosphere micro det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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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传感器

原子氧传感器

大气密度传感器n 高精度吸附型多层膜式谐振器结
构实现大气密度探测

n 双晶片差频补偿温漂影响
n 采用脱附方式实现在轨可再生

n 金属相变原理诱导电阻变化实
现空间H探测

n 第一性原理仿真确定敏感膜特
性参数

n 微纳米化或图形化膜结构提高
敏感膜检测限

氢传感器(H 
detector)

n 创新点：混合电路微处理器
和功能电路的复用实现大气
探测微传感器一体化集成
(Hybrid circuit)

金属电极

谐振器镀膜衬底
（“ 空白” 片）

大气密度传感器
(atmosphere 

density)

n 高线性度石墨敏感膜阻值
变化实现原子氧探测

n 电桥式结构补偿温漂影响
R

石墨膜螺钉

金电极

陶瓷基底

原子氧传感器(O 
detector)

Part 3  Innovative Methods 创新设计



l 电离层探测微传感器(Ionosphere micro det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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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新 点 ： 利 用 微 传 感 器 对 夜 间
135.6nm原子氧远紫外波段气辉辐
射的遥感测量，反演夜间电离层峰
值 电 子 密 度 (FUV 135.6nm
airglow deduce Total electron
content)

Part 3  Innovative Methods 创新设计



l 磁场探测微传感器(Space magnetic field micro det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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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探头采用基于磁通门原理的高集成构型

(fluxgate magnetometer)，实现三轴共

点高分辨率的磁场探测。采取双探头空间差

分布局的模式，效消除磁干扰，适应无伸杆

探测模式(no boom extend)，保证磁场探

测精度
l 电路功能集成传感器激励、磁通门信号

解算、负反馈回路三个模块

Part 3  Innovative Methods 创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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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编队组网设计：针对高时空分辨率、高覆盖性的编队组网设计和效能分析

l 高度：568km（考虑天回归SSO）

l 倾角：97.64度

l 选择非Walker均匀过顶星座

目标区域 重访时间（s） 过顶时间（s）

30°N 580 140

15°N 552 168

一、百颗级遥感组网应用效能(Constellation Effectiveness)

百颗效能：全球任意点平均10分钟重访
Image	Frequency:	10min	revisit

Part 4  Application & Conclusion 应用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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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地球辐射带、大气高时空分辨率观测(High resolution detection of radiation 
belt and on-orbit atmosphere)

n 磁场南北极共轭、电离层高时空分辨率异常区观测需求
l 南北极同时观测（下图）(bi-polar detection 

simultaneously)

l 不同高度的磁场变化（右图）(space 

magnetic field)

l 低纬电离层赤道异常区高密度观测（右下图）

(ionosphere distribution detection)

二、空间环境探测应用展望

Part 4  Application & Conclusion 应用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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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多源空间大气数据适用性研究
n 高层大气辐射过程研究
n 高层大气与太阳活动关系研究

n 可视化交互环境集成
n 动态建模分析

检索

NoSQL

可视化

按时间

按空间

按高程

时序图

分布图

趋势图

数据管理

数据入库

数据检索

数据分发

数据服务

检索

可视化

数据获取

模型服务

模型配置

运算管理

结果传递

热层大气密度及
成分观测值

太阳活动指数选取
(MGII/ EUV/F10.4等)

其他卫星观测
反演结果

数据标准化

数据质检

地球模拟
分析

高层大气
模拟分析

太阳指数
相关分析

空间数据显示系统

建立卫星数据可视化
空间分析应用平台

百颗级微纳卫星空间大气探测数据

l 空间大气模型
l Atmospheric Modeling

完成可视化
方案设计

Part 4  Application & Conclusion 应用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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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空间电离层与磁场模型

l Ionosphere & magnetic filed model

高时空分辨
率磁场观测
对地磁场重
构和全球电
离层模型

地磁急变现象在局部区域的发展过程

主磁场加速度在全球的时间演化规律

地磁场年度尺度的周期变化特征及起源

磁场重联中磁场微尺度位型三维重构

电离层各区域电流体系的反演

微尺度磁结构中的电流反演

高时空分辨率地磁场模型

高时空分辨率磁场观测对地磁场重构
的提高和修正

电离层模型的定标和修正

l 为电离层模型提供数据
(input for ionosphere 
model)

l 高时空分辨率全球电离层
峰值电子密度动态分布
(high resolution 
distribution of global 
ionosphere)

l 低纬电离层扰动预警(early 
warning for diturbance)

Part 4  Application & Conclusion 应用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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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地球空间磁场模型与应用(Space magnetic field model)

l 多颗卫星配合可以实现高时空分辨率的磁场探测图

(multi-satellites corporation )

l 多颗卫星的配合，在磁场异常区、电离层闪烁多发

区域进行重点的加密覆盖，并可以实现短时间的整

个覆盖。

l 构建运行于不同轨道面的磁力探测卫星星座，克服

磁场测量时空模糊问题，更好地区分不同源对地磁

场的作用。

多星组网探测

100颗微纳卫星实现km
级分辨率，需要三个月
100sats, 3month 
refresh

Part 4  Application & Conclusion 应用展望



Conclusion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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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 4H1L is the bridge to Micro/Nano Sat. Cloud. 通过实现微纳卫星“精

而强”，为未来实现高性能“微纳百星遥感云”建立技术能力和手段

Part 4  Application & Conclusion 应用展望

ü Hundred of micro/nano scale satellites: Application Revolution on

Popular Service. 百颗规模微纳卫星编队组网运行模式，将带来卫星数据

应用的变革，促进卫星应用的大众化、服务化

ü Widely serve the two Earths – both of natural & social, big data.

广泛服务于自然地球和社会地球的数字化监测，实现空间探测大数据的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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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FH Satellite Co., Ltd. (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

l Established in August 2001, DFHSat is
mainly engaged in system R&D, design,
integration and in-orbit service of small
satellites. 东方红公司成立于2001年，提供小
卫星系统研发、集成和在轨管理的系列服务

l It is the legal entity of National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of Small
Satellites and Applications. 国家小卫星工程
及应用研究中心

l Subordinated to China Academy of
Space Technology (CAST). 隶属于中国空间
技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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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Through continuous technology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improvement and cost reduction, DFHSat provides the most
effective and integrated solutions for remote sensing, space
exploration, technology in-orbit test, and science education
missions. 东方红公司围绕对地观测、空间探测、在轨技术试验和科学教
育等任务提供最有效的一揽子解决方案。

l Based on our independently developed platforms CAST968,
CAST2000, CAST100, CAST3000 and PN applicable to satellites
from 1kg to 1000kg in mass. And have launched 68 satellites. 东
方红公司开发了CAST968、CAST2000、CAST100、CAST3000和PN
卫星平台，可适应1~1000kg量级的卫星产品，已成功发射68颗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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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FH Satellite Co., Ltd. (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 



1、联合创新中心：Joint Innovation Center in Beijing & Cape Town 

l Micro Payload, Package, Component, etc

Page 41

2、微纳卫星联合实验室：Joint Lab on Micro/Nano Sat.

Part 5  Institution & Coop. 单位介绍与合作设想

2、Cooperation Proposals 

l Joint Project: Earth Observ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Atmosphere, Deep Space Detection, Space Debris Cleaning

l Popular Shared Sat. , for instance

3、微纳卫星联合项目：Joint Project on Micro/Nano 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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