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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热拉尔·布拉谢先生（法国） 

 

下午 3 时零 8 分宣布开会 

主席：各位尊敬的代表，下午好！ 

我现在宣布，外层空间委员会第 555 次会议
开始。 

我们现在开始审议议程项目 7：第三次外空会
议的建议的执行情况和科技小组委员会第四十三
届会议的报告以及法律小组委员会第四十五届会
议的报告。时间允许的话，我们将开始审议议程项
目 10：空间技术的附带利益的审议现状。 

我知道现在有不同的优先事项，这些都是我的
议题。这样的话，我们今天下午可以早些离开，在
6 点观看德国对哥斯达黎加的足球比赛。 

我希望告诉各位，秘书处已经散发了下午委员
会临时与会者代表名单。[？这是在这个会议是文
件 2。？]那么，哪个代表团需要修改的话，应该在

6 月 13 日星期二下午 6 点之前，把修改名单交给
秘书处。 

我还要提请各国代表团注意，在进入会议室之
后就要关手机。手机如果开着，会严重影响会议的
进程，并且影响会议的录音和同声传译，所以我要
求各位关手机。 

各位尊敬的代表，我希望现在继续进行审议议
程项目 7：第三次外空会议建议的执行情况。 

首先，请美国代表 Kenneth Hodgkins 先生发
言。 

Kenneth Hodgkins 先生（美国）谢谢主席。
主席先生，我希望向委员会介绍一下我们作为全球
导航系统小组的主席，在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方面开
展的工作，以及委员会在这个工作方面所开展的一
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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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报告的一部分是向委员会提供一些基本
情况，[？我们[？INCG？]是在周围非政府组织和
国际组织的一个用户来讨论各种方式、方法。？]
讨论如何使用地球静止气象卫星，特别是在发展中
国家讨论其使用方法。 

我们在维也纳召开了一次潜在成员的会议，制
定了一项工作计划。我们要在 2006 年年底讨论这
项工作。 

自 2005 年年底以来，有 19 个非政府组织、
政府间组织已经表明他们愿意参加委员会的工作，
要么作为成员，要么作为观察员参加。我们这个特
设组织在本星期四召开了一次会议，来确定工作组
的授权并审查工作计划。 

我们想在 10 月底在维也纳召开委员会的第一
次会议。我们将通过这一组织的成员、授权和工作
计划。讨论如何实施这些工作计划。 

[？我想指出，ICC 委员会的成员，这是我们
这个第三次外空会议的建议的一个积极的实施过
程？]我们在空间问题方面进行的相互磋商很少，
主要是谈了如何利用这一系统的服务。 

这还要强调指出，外空委员会和外空司作为协
调中心，在组织我们的会议和散发有关建立 ICG
的文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想对外空司做出的
强有力支持表示感谢。 

我想再次强调，我们的第一次会议将在维也纳
举行，而且外空司已经同意为这次会议提供组织支
持。 

我们相信，如果各位有兴趣了解我们委员会更
多的情况，我今天还会在这里愿意和大家商讨。我
们的代表也愿意提供各方希望得到的任何进一步
的信息。 

[？我要感谢 Hodgkins 先生所提供的这一信

息以及对建立 CNN 小组的进展。？]看来，他们已
经取得了非常令人满意的进展，而且在这个年底将
举行第一次会议。我要感谢这一小组成员在建立委
员会方面所取得的成绩。 

主席：大家对美国代表是否要有任何问题要
问？没有。那么，是否有代表团希望现在就议程项
目 7：第三次外空会议建议的执行情况这一议程项
目发言？没有。我们将继续审议议程项目 7。就是
在星期一继续审议这一议程项目。 

各位尊敬的代表，我现在要开始审议议程项目
8。我们是昨天下午开始审议这个议程项目的。这
是科技小组委员会的报告。第一个发言者是捷克共
和国代表，我现在请 Peter Lála 先生发言。 

Peter Lála 先生（捷克共和国）：主席先生，
我国代表团非常赞赏科技委员会审议的这个项目。
实际上，我们非常赞赏目前在具体的工作计划下审
议的大多数议程。这显然使小组委员会的工作更加
系统、更加有重点。这样，它能够为这个主要委员
会提供更加有价值的专业知识并做出贡献。 

关于空间碎片的问题，我国代表团将继续参与
[？制定一项联合国关于空间减少碎片的工作组？]
的工作。大家都可以回顾，空间碎片问题是自 1994
年以来一直在议程上讨论的问题，科技小组委员会
在 1999 年就提出了一份全面的技术报告。 

同时，我们在处理空间碎片威胁方面已经取得
了很大的科技进展。大多数的操作者已经意识到了
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并且正在自愿基础上开展工
作。 

我们坚信，委员会将把这些经验纳入联合国的
准则，并且能够加速近地环境方面的工作。空间碎
片问题是与空间交通管理紧密相关的问题。在这方
面，我们欢迎下星期德国的 Kai-Uwe Schrogl 协调
员将向委员会介绍空间卫星的研究情况。捷克共和



COPUOS/2006/T.555 
Page  

 

3

国的专家也将参与研究介绍。 

主席，根据第四十八届会议达成的一致意见，
[？委员会要审议由专家组考虑成立一个国际实体
的可能性。？]由这个实体更好地协调灾害管理。
我们目前把它简称为 DMISCO。捷克共和国为此
做出了贡献。 

我国代表坚决支持成立这个实体，最好能够把
它设立在联合国外空司的组织结构下。 

主席，各位代表，感谢您听取了我的发言。 

主席：好，我感谢捷克共和国代表刚才的发言，
介绍了捷克共和国的活动，我也感谢他宣布下周举
行一次专题介绍。介绍涉及到国际空间学院在空间
飞行管理方面的做法。我想补充一句，Lala 先生是
负责协调这项研究的两个负责人之一，他非常谦
虚。他在刚才发言时，没有提到这一点。我感谢他
与 Kai-Uwe Schrogl 一道做了大量的工作。 

由于他做出的努力，我们下个星期能够向委员
会做介绍了。再次感谢您刚才的发言。 

下面是加拿大代表 Doglas Aldworth 先生发言。 

Douglas George Aldworth 先生（加拿大）：
谢谢主席。加拿大在这一议程项目下要做 4 次发
言，正像捷克共和国代表刚才所说的，科技小组委
员会报告中涉及到了诸多的事项，值得我们逐项地
进行发言。 

首先，我想来谈一下关于对地遥感的事项。 

加拿大高兴地宣布，我们的遥感空间系统法令
在 2005 年 11 月 25 日得到通过。这个法令主要是
促进发展遥感业。同时，加拿大政府也认识到，需
要控制卫星运行以保护其国家安全、国家防务以及
我们的外交政策利益。法令规定遥感卫星系统的操
作需要获得许可证。 

[？这不管是从加拿大操纵，还是由加拿大人
操纵，并且对于遥感数据和产品的分发也做出了规
定。？]这一法令使我们在 2006 年年底发射新的高
分辨率的卫星方面，也就是第二代雷达成像卫星的
日期受到影响。 

主席，下面想谈一下卫星的空间碎片问题。我
们多年来参加了科技小组委员会减缓空间碎片的
工作。我们满意地看到，我们在工作方面取得了一
定的进展。[？我们也对于这些直接影响到了这一
工作的成功？]。 

你们大家都知道，[？空间碎片工作组已经提
前四年，整个提前一年完成了工作？]并且向科技
小组委员会提交了联合国指南。在经过各国的磋商
之后，我们在 2007 年 7 月达成了协商一致。然后
我们要向大会提交空间碎片的建议和指南。 

这次指南的重要性必须得到我们的重视。国际
社会必须认识到空间环境的恶化，我们需要限制空
间碎片的生成。 

加拿大建议，成员国应当事先考虑一下，这些
指南应不应当作为一项单独的联合国决议提交？
不要把它作为外空委年度报告的一个附件来提交。 

毫无疑问，前一种做法能够突出指南的重要
性，[？并且也能够标志接受空间碎片减缓指南的
重要性。？]同时也能够继续使外空委在我们解决
长期进入外空的问题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我们[？在以前外空委各实体的发言中？]也提
到过这种合作做法，解决新生的问题能够帮助我们
制定出其他的指南，或者是提出最佳的做法以有序
地解决空间的行为问题。 

在通过了 2007 年的指南之后，外空委能够更
好地做出对保护空间环境、开展空间活动的承诺。 

最后，加拿大希望指出，即使我们完全执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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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指南，空间碎片还很有可能年复一年地增多。这
样，随着时间的流逝，空间发生碎片碰撞的可能性
就会与日俱增。 

因为，我们认为这个指南不是一个结局，而是
一个开端。我们应当从技术方面考虑有没有可能把
空间碎片从空间消除，这样才能减少对空间环境的
影响。 

主席：好，感谢您的发言。您是不是现在也想
就其他议程项目发言。 

好，我们可以接着来谈下一个议程项目，这涉
及到空间的远程医学系统。 

许多代表表示非常热衷于看到第六工作组能
够重新开始工作，以便执行第三次外空大会的建
议，利用空间技术来改进公共卫生。 

世界卫生组织和加拿大共同领导着这个小组。
我们也将邀请大家在 6 月 13 日下午 2 点至 3 点参
加这个小组的工作。 

我们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看看小组主要是对
哪些题目感兴趣。请大家参加这次活动，感兴趣的
代表，请你们、欢迎你们参加这次活动。 

好，谢谢。还有一个发言，其题目涉及到国际
太阳物理年的活动。 

Douglas George Aldworth 先生（加拿大）：
[？……？]涉及到太阳物理年的纪念活动，加拿大
参加了咨询委员会并且也成立了国家指导委员会。
委员会由加拿大的艾伯塔大学物理系主任 Lan 
Mann 担任主席。 

我们加拿大各省和研究所的科学家已经组织
起来，利用现有的资源进行研究，以支持国际太阳
物理年的活动。 

加拿大太空署也在科技能力方面提供了一些

支持。但是，我们现在没有直接的机制或者是资金
来从事这项活动。ePOP、THEMIS，还有加拿大
空间监督机构也将在国际空间物理年期间提供宝
贵的数据，供国际科技界来分享。 

ePOP 计划在 2007 年年底进行一次发射，主
要是要收集一些数据，了解大气层的一些机制。同
时，加拿大、美国，还有日本的 8 个仪器将安装在
卫星上，开展一些科技活动。同时，我们要了解电
离层的电离，还有就是地球上的中子是如何逃逸到
空中的。 

THEMIS，还有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的
中级太空探测器计划有 5 次卫星发射活动，这是
2007 年的活动。 

[？那么，所搜集的图像我们将在地球进行观
测，？]我们要看看风暴到底是由什么机体造成的、
由什么原理所造成的。加拿大空间监督部门是一个
网络系统，THEMIS 成像器的光频分辨率更高，而
且我们这些设备共有 100 多个，主要是要实时收
集有关电离层变化的数据。这些变化使得我们能看
出电离层今后的发展趋势。 

同时，我们有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地面设备
仪器阵，我们由此能对空间环境进行研究，而且，
我们从 1980 年代中期就开始运行 CGSM，一直要
在国际空间年期间开展活动。 

主席，在 2006 年，加拿大将考虑工作组的有
关活动。我们也将非常积极热情地参加这些活动。 

主席：好，Aldworth 先生，感谢您代表加拿大
代表团做了[？四篇发言？]。我觉得特别了不起的
是，您谈到空间碎片问题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在工
作组和科技小组委员会开会讨论完这一事项之后，
在我们全体会议上又讨论起这个问题了。 

在 2007 年，这也是一个主要题目。我们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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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委员会的建议，在向大会提交的时候，到底以
什么形式来呈交？也就是减缓空间碎片方面的指
南到底以什么形式来呈交？我想，科技小组委员会
也应当做出决定。[？看这领域中已经做的工作如
何来进行评价。？] 

我们大家都知道，空间碎片是一个长期问题，
可能需要我们采取进一步的步骤来保护空间环境。
在今后的 10 年、20 年、50 年、100 年内，我们
要保护好空间环境。 

主席：好，再次感谢加拿大代表团提醒我们注
意空间碎片问题的重要性。 

有没有人要提问？刚才我们听到了几个发言，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别的代表有没有想要
发言的？有没有人要对这个议程项目进行发言
的？ 

看来没有。那么，关于议程项目 8：科技小组
委员会报告的讨论在星期一上午可以继续。 

各位代表，我们下面来看议程项目 9。我们将
继续审议法律小组委员会第四十五届会议的报告。
名单上有一个代表团已经报名，美国代表 Kenneth 
Hodgkins 先生要求发言。 

Kenneth Hodgkins 先生（美国）：谢谢主席。
本代表团已经注意到在改进外空委的议程和工作
方法，以及小组委员会的议程和工作方法方面取得
积极进展。上届法律小组委员会再次展示出，我们
所做的努力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果。法律小组委员
会是在其主席智利的 Raimundo Gonzalez 先生领
导下开展工作的，并且取得了非常有用的结果。 

外空委法律小组委员会一直保持着优良的传
统，以协商一致的方法来发展空间法，并且促进，
而不是阻挠空间的发展，法律小组委员会在制订核
心的外空条约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一个是《外空

条约》、一个是《营救协定》，并且还有《责任公
约》和《登记公约》，在这些文书的法律框架内，
空间已经由各国、国际组织和私营实体进行探索。
这项活动日益繁荣，空间技术和服务促进了经济发
展，并且提高了全世界的生活质量。 

尽管核心空间法文书仍然有相关性。但是，许
多国家现在还没有加入关键的条约，包括外空委的
成员国。美国鼓励法律小组委员会请各国批准上述
的 4 个核心空间法文书，并且也应当鼓励加入了这
些核心文书的国家来看一看，他们国家的法律是不
是有助于充分地执行这些文书。 

我们在上届法律小组委员会会议上高兴地了
解到，又有一些国家加入了核心的外空条约。一些
国家也有意向在近期加入这些公约。 

在上届法律小组委员会会议上，一些国家要求
就一个新的全面的外空公约进行谈判。本代表团的
看法是，这种做法只会适得其反。条约中所载的原
则带来一个框架，鼓励探索外空，并且使有空间活
动和无空间活动的国家都能够获益。 

我们不应当忽略人类在这个框架内能够不断
地取得成就，获得共同的利益。《外空条约》第 1
条和第 2 条确定了对外空的探索和利用，应当造福
于全体人民，为了所有人民的利益，对外空的探索
应当是不加区别的。而且在外空进行科学调查和研
究应当是自由的，外空不属于任何国家的管辖范
围。联合国完全支持这些原则。法律小组委员会应
当开展活动，继续支持这些原则发挥效力。 

美国坚信，考虑能否就一种新的、全面的空间
法文书进行谈判，会破坏上述的现有空间法律制度
的基本原则。在最近的会议上，法律小组委员会取
得了进展，也就是讨论了各国和国际组织在登记空
间物体方面的做法。 

法律小组委员会在德国的 Kai-Uwe Schrogl



COPUOS/2006/T.555 
Page  

 

6 

先生领导下，[？制订出了关于这个议题的四年工
作计划中的三年的内容。？]工作组集中讨论了登
记方面的做法的协调、不登记情况、空间物体所有
权转让方面的做法以及对于外国[？空气物体？]的
登记和不登记的做法。 

工作组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希望的初
步报告。我们期待着能够继续就此问题开展工作，
并期待着这一努力能够给各国今后在登记空间物
体方面带来积极的影响。 

法律小组委员会还制定了一份文件，主要介绍了
《赔偿责任公约》的好处在哪儿，并且鼓励所有现在
还没有加入的国家赶快加入。通过着重注意外空条约
能够带来的好处，法律小组委员会已经帮助我们[？
促进了现有的国际外空法律框架的支持？]。 

主席：好，我感谢您刚才对法律小组委员会的
活动所表示的态度，特别是您赞扬 Schrogl 领导的
工作组对登记做法进行了讨论。这个问题在会议上
多次被提到过，我们看到这一工作组还在工作，工
作计划也制订出来了，而且这项工作在 2007 年还
会继续进行。我期望在明年的全会上能够向我们提
交工作的进展报告。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有没有人想向美国代表
团或发言的其他代表团提出问题？ 

没有人要求发言。那么，我们将在星期一上午
的会议上继续审议议程项目 9。好，下面请审议议
程项目 10：空间技术的附带利益，目前的审查状
况。发言者名单上没有报名的，就是现在没有。 

由于没有人发言。我建议，星期一上午再继续
审议本议程项目。这样，我们今天下午的工作就基
本上完成了。但是，我愿借此机会向各位介绍一下
星期一上午的安排。 

星期一上午，就是 6 月 12 日上午 10 点准时
开会，届时继续审议议程项目 7：第三次外空会议
的建议的执行情况。议程项目 8：科技小组委员会
第四十三届会议的报告。议程项目 9：法律小组委
员会第四十五届会议的报告以及议题项目 10：空
间技术的附带利益，审查现状。 

请各位注意，在星期一上午会议结束之后，将
听取三个技术介绍，分别由印度、印度尼西亚和空
间协会，代表来做介绍。另外一个是外空使用核动
源工作组，就是科技小组委员会外空核动源问题的
工作组将举行会议。星期一上午 9 点在 CO7-37
号房间开会。想参加该工作组会议的代表，请到
C107 13 号房间，9 点到那个会场去开会。 

此外，有关 DMISCO，就是关于成立 DMISCO
的特设专家组也将在 7 号会议室开会，也是在星期
一上午 9 点。 

对这一时间安排有没有什么意见，有没有人要
发言？智利大使。 

Raimundo Gonzalez Aninat 先生（智力）：
我想指出，在卫星电视、广播方面空间技术是有好
处的，我相信。不知我们能否通过电视来收看这个
活动的转播？ 

主席：您也许已经注意到，星期一下午的议程
已经讨论完了。工作提前结束也许和世界杯足球赛
将开始是有关系的。但是，我现在可以说大多数代
表团都感兴趣，尤其是拉美的朋友，是我们的德国
朋友也很感兴趣。世界杯今天晚上 6 点在德国开始。 

那么，今天下午会议就结束了。谢谢各位参加
会议。期待星期一上午 10 点再见到各位。希望各
位好好看比赛。 

下午 3 时 45 分散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