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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举行的第八届中国卫星导航学术年会亮点纷呈 

2017 年 5 月 23 日—25 日，在上海举行的第八届中国卫星导航学术年会已经胜利闭幕了。对

于年会的好评如潮，亮点纷呈，令人应接不暇。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综述其亮点纷呈。 

年会的第一亮点，当然是关于系统全球化进程和学术成果深刻卓著。北斗系统的全球化进程真

正的出发点是在今年，有六到八颗北斗全球系统卫星在今年发射，至明年底有可能达到十八颗全球

卫星，实现一带一路的服务，而且北斗全球卫星实现与其它 GNSS 卫星系统的兼容与互操作。在不

经意中，学术年会已经走过八个年头，人们有没有发现，如今的学术论文，与八年前的论文相比，

从其深度广度而言，有根本性的质的提升，与国际技术发展趋势紧密结合，与自身从事的实际研究

工作密切关联，以及与其它产业的深度融合和关联度也有很大提高。尤其是在卫星导航增强技术分

会上，我们现在系统的痛点，“星基增强”被强调出来了，而且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思路，特别需要

提出的是，如中电科技二十二研究所这样的专业所，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电离层研究方面取得了初步

的成果，这是非常好的一种发展苗头，值得庆贺。 

年会的第二亮点，是应用产业化论坛精彩纷呈，以及政策、法规及知识产权分会深入接地气。

其实北斗系统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在产业。实际上，这一亮点每年都在悄悄地进步，都在成长

和扩大，令人叹为观止。今年的应用产业化论坛，分为产业环境板块、用户应用板块和产业研究板

块。在产业环境板块中，除开中国卫星导航管理办公室做的“产业化形势与思考”外，具有代表性

的工信部和科技部都汇报了他们对于北斗产业化的支持工作情况，而北京和上海均介绍了他们的经

验和打算，很有启发作用。用户应用板块中，北斗融合创新和高精度智能应用，以及物联网应用，

既反映了产业的现实发展，也涉及了产业的未来前景，如共享单车、室内外融合、智能城市、无人

机应用等等。多个互动和融合创新的专题研讨会，也是这次年会非常引人瞩目的亮点，如卫星导航

与移动通信协同发展论坛，北斗与物联网论坛，北斗产业园区建设与发展研讨会，和北斗“一带一

路”应用研讨会，均有发人深省的题材和焦点话题。正在制定的中国卫星导航条例，是北斗系统实

现法制保障的重大举措，会议作了极其深入的探讨。标准国际化步伐也是会议的重要议题。知识产

权在这次年会中，受到广泛的关注和研讨。 

年会的第三个亮点，最有展示价值的还是中国卫星导航技术与应用成果展，各种各样的应用与

服务产品，琳琅满目，除开北斗星通、合众思壮、泰斗微电子新出品的芯片外，多种多样的终端、

软件、系统级应用与服务产品，可谓层出不穷，深刻地显示出产业发展的强大生命活力。如果你是

个有心人，与展位的主人谈谈心，会有出人意料之外的收获，因为展品无法讲述其背后动人心弦的

故事和创新经验。而开源、共享、众筹等创新模式是这次展览中真正价值所在的公共产品，会逐步

显示其不可限量的发展前景。展厅中人头攒动的新技术、新产品发布区，不断地有喜人的信息传

来，互动体验区也不断地给人以出乎意料之外的惊喜，北斗开放实验室展区、中国科学院导航创新

卫星导航行业信息简报 
上海产业技术研究院卫星导航产业发展战略研究中心 编 

 【总编寄语】 



2017 年第 9 期／总第 69 期  2017 年 5 月 31 日 2 

 

  
版权所有：上海产业技术研究院卫星导航产业发展战略研究中心 

 

  

 
 

第八届中国卫星导航学术年会在上海召开 

2017 年 5 月 23 日，第八届中国卫星导航学术年会在上海召开。作为国际三大卫星导航学术

会议之一，本届年会以“定位，万物互联”为主题，分为开幕式、GNSS 主管部门报告、特邀报

告、分会交流、科学普及、展览展示等环节，全方位体现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以及世界各大卫星导

航系统建设发展成果，展现出卫星导航与新兴技术融合发展趋势，高精度时空信息服务已逐步渗

透并赋能各行各业和大众民生，成为万物互联、联通共享的时空基础，为人类发展带来无限可

能、无限憧憬。中国卫星导航系统委员会主席王力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国内外卫星导航系统主管

部门领导、卫星导航领域院士和专家学者、卫星导航应用企业代表 3000 余人参加了年会。 

在世界各大卫星导航系统更新报告环节，北斗系统、美国 GPS、俄罗斯格洛纳斯和欧洲伽利

略四大卫星导航系统主管部门相继做了报告，全面介绍了各自系统建设、应用发展、国际合作、

国家政策等方面情况，充分展现出各大系统加快建设、不断升级完善、提升服务能力、促进全球

应用的发展格局。中国始终秉持和践行“中国的北斗，世界的北斗”的发展理念，已经全面启动

北斗系统第三步建设，即北斗三号系统，计划今年下半年发射 6-8 颗全球组网卫星，2018 年前后

完成 18 颗卫星发射，通过优化卫星发射计划，率先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基本服务；2020

年将形成全球服务能力，建成世界一流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北斗三号系统在北斗二号系统基础

上，增加了性能更优、与其他系统信号兼容互操作程度更高、用户体验更优的服务信号，实现了

更高精度的星载原子钟和星间链路技术，高精度时空信息服务能力将会得到大幅提升，为加快构

建国家综合定位导航授时体系提供强劲动力。 

年会召开卫星导航应用技术，导航与位置服务，卫星导航信号与信号处理，卫星轨道与钟

成果展区、北斗产业园展区等都将自家独具特色的创新成果和拳头产品，公之于众。最为引人瞩目

的当然是一年一度的北斗之夜，今年的特点是精彩非凡的具有江南地方特色和浓厚文化气息的演出

节目，和一批批的获奖项目、单位和人士，如年会优秀论文奖、青年优秀论文奖、北斗办大奖赛多

重奖项，以及产业应用创新和突出贡献奖等等。唯有不足和遗憾的是，各个地方，尤其是历年来举

办过年会的地方区域性成果，和刚刚发布的产业白皮书的主要成果没有得到充分展示。 

年会的第四个亮点，是年会的本地组织委员会及其所代表的上海和青浦区的政府机构、企事业

单位、各具特色的企业家和卫星导航从业人员，以及来与会参会的所有北斗人，他们组成了一道靓

丽的风景线，其中不少人是年年赴会，岁岁进步，与北斗荣辱与共，乐此不疲，他们如一股奔腾不

息的巨大洪流，汇合并且形成千方万计建北斗、千军万马推北斗、千家万户爱北斗、千千万万用北

斗的大好局面，现在又将中国的北斗，推动成为世界的北斗，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和军民融合战

略等重大行动计划，将北斗从卫星导航一行一业，推进为时空信息技术产业，用新时空理论打造伟

大的智能信息产业，全力以赴地推进中国服务 2030，把北斗导航和中国新时空技术与改造传统产

业和实现产业转型创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把建立北斗时空和中国服务体系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而且把他们作为一代人的伟大事业为之奋斗拼搏，为之守望坚持，

为之无怨无悔。这就是北斗人！今年，北斗二号卫星工程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北斗导航与

位置服务关键技术及其产业化获得上海市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一群群北斗人获得奖项和社会肯定，

更多的北斗人，是无名英雄，这些有名和无名的北斗人，是创造北斗历史的真正英雄，他们在为中

国、为北斗树碑立传，建功立业，开拓进取，这是每次年会永远最为靓丽的风景线。 

 

【上海专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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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精密定位技术，原子钟与时频技术，卫星导航增强技术，测试评估技术，用户终端技术，多

源融合导航技术，PNT 新概念、新方法及新技术等多个技术分会，分享全球先进理念和先进技

术，激发技术创新。 

作为年会的高端活动之一，本届年会应用产业化论坛、政策法规分会，围绕北斗行业标配化

使用、大众规模化应用、应用标准国际化、全球化应用，从政府政策、用户应用和产业研究等方

面进行交流讨论，主要有两大热议焦点：一是全国时空信息服务平台构建，通过平台建设打通基

础设施和用户应用的桥梁，推动形成国家时空信息应用服务体系，充分释放系统服务资源，降低

用户使用的技术、管理门槛，深挖用户潜力，打造北斗导航应用升级版；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卫星导航条例》作为国务院立法计划任务，已全面展开研究起草工作，为形成国家卫星导航领域

基础法规，规范国家卫星导航领域活动，确立北斗系统作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的法律地位提供法

律基础。 

年会同期举办了第八届中国卫星导航应用与成果展，展出面积 12000 平方米，设置功能区及

企业展区，140 余家国内外知名导航企业参展，届时还将举办多场新技术产品发布、现场互动活

动等，是目前全球最大规模、最具影响力和权威性的卫星导航领域专业展览。通过各企业应用成

果展览，将全面展示北斗系统在交通运输、海洋渔业、水文监测、气象预报、测绘地理信息、森

林防火、通信时统、电力调度、救灾减灾、应急搜救等多个行业和大众消费领域成功应用。据统

计，2010-2016 年我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产值持续增长，2016 年底已达 2100 亿元人民

币，北斗贡献率超过 30%，已成为助推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引擎。年会期间，还颁发了“北斗

杯”及青年论文等奖项。本届年会由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科学技术部高新技术发展及

产业化司、国防科工局系统工程一司、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中

国卫星导航定位应用管理中心、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任务局、中国工程院国际合作局、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公司、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上海

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政府共同支持，上海北斗导航创新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微

小卫星创新研究院等单位共同承办。 

 

第一届中阿北斗合作论坛在上海成功举办 

为推动中阿卫星导航合作，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落地阿拉伯项目”，

根据《中阿合作论坛 2016 至 2018 年行动执行计划》，第一届中阿北斗合作论坛于 2017 年 5 月

24 日在上海召开，共商中阿卫星导航合作大计，共建合作平台，共享合作成果。本届论坛由中阿

合作论坛中方秘书处、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阿拉伯信息通信

技术组织联合主办，来自 21 个阿盟成员国和国际组织的 80 余位阿方代表和中国外交部、商务

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相关政府部门，科研院所以及北斗企业的领导或

代表，共计 200 余人参加了本届论坛。中阿北斗合作论坛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在卫星导航领域进

行国际合作的多边平台和长期合作机制，旨在带动北斗落地阿拉伯国家，促进北斗服务于阿拉伯

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第一届论坛分为开幕式、论坛报告和参观展览三个环节。中国卫星导航系统委员会王力主

席、外交部张明副部长、阿拉伯信息通信技术组织穆罕默德·本·阿莫秘书长、阿拉伯科技海运

学院伊斯梅尔·法拉格院长出席了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上，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

与阿拉伯信息通信技术组织签署了《第一届中阿北斗合作论坛声明》，这是中阿在卫星导航领域

开展合作交流的重要成果文件，确立了中阿北斗合作论坛是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的多边平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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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将加强中阿卫星导航交流合作，全面带动北斗系统落地阿拉伯国家，促进北斗系统服务于阿

拉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北斗二号卫星工程·系统工程管理》新书发布会在沪召开 

2017 年 5 月 23 日，《北斗二号卫星工程·系统工程管理》新书发布会在沪召开。北斗系统

高级顾问孙家栋院士、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总设计师杨长风、北斗系统高级顾问李祖洪、中国卫星

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主任冉承其、北斗系统总设计师助理郭树人等领导出席发布会。 

本书由孙家栋院士和杨长风总师主编，内容涉及北斗二号卫星工程系统工程管理等知识体

系，是北斗二号卫星工程的重要经验总结。与会领导表示，北斗二号卫星工程是中国航天发展里

程碑式工程，并获得了 2016 年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本书对北斗二号卫星工程的建设成就与经

验进行了梳理，为北斗三号系统建设提供参考。本书得到了北斗各大系统的大力支持，是所有北

斗人共同经验结晶，对于了解北斗系统、了解中国航天系统工程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2017 国际 GNSS 监测评估研讨会在上海召开 

2017 年 5 月 22 日，2017 国际 GNSS 监测评估研讨会 (International GNSS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IGMA)在中国上海举行，共有来自中国、美国、俄罗斯、欧盟、德国、日本、澳大利

亚、巴西、巴基斯坦等国家和地区的 60 余名代表参加，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冉承其主任

到会并致辞，会议承办方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陶隽副台长出席。 

本次会议包括两部分，上午举行了国际 GNSS 研讨会，下午召开了 IGMA 任务组会议，会议

由 IGMA 中方主席董绪荣和日方主席 Satoshi Kogure 主持。在国际 GNSS 研讨会上，来自中、

美、俄、欧以及 IGS、iGMAS 的代表和相关专家分别介绍了国际 GNSS 监测评估领域的最新进展

和相关研究工作。中方专家围绕中方倡导建立的 iGMAS 系统，介绍了中国在 GNSS 监测评估领

域的研究进展，研究成果得到了与会专家的一致认可。在 IGMA 任务组会议上，与会专家围绕

IGMA-IGS 联合试验项目共享测站、数据共享方式和产品输出格式以及后续工作计划等任务，展开

了细致和卓有成效的讨论。本次会议对 IGMA 任务组后续工作及 IGMA-IGS 联合试验项目的实施

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首届北斗“一带一路”应用研讨会在上海召开 

5 月 25 日上午，首届北斗“一带一路”应用研讨会在上海成功召开，研讨会由中国卫星导航

系统管理办公室学术交流中心主办，上海华测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承办。 

研讨会上，来自俄罗斯、土耳其、印度、乌克兰、缅甸、斯里兰卡、柬埔寨的报告嘉宾，介

绍了众多北斗产品在土地确权、水利、测绘、道路基建、水利水电、环境科技、海洋、矿上等领

域的应用情况。翔实的数据、大量的应用，真实地反映了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正在为“一带

一路”众多国家提供基础服务。 

 

全国首个北斗系统开放性数据平台发布 

2017 年 5 月 23 日下午，北斗开放能力平台在“北斗青年论坛”上正式发布。作为全国首个

北斗系统的开放性数据及能力平台，北斗开放能力平台将为用户提供海量的多维度数据、分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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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能力、测试分析能力、应用场景验证等，为北斗相关行业开发者“一站式”的算法研发奠定

基础。 

北斗能力开放平台所提供的海量多维数据基于国家北斗地基增强系统全国“一张网”产生，

由 1450 个地基增强站数据，11 万虚拟观测点数据，星历、DCB、 ERP 数据及千寻位置积累的测

试数据组成。北斗能力开放平台能够充分利用云计算资源进行海量数据计算，并进行计算效能评

估。同时，北斗能力开放平台还能提供算法效果的展示、分析、回归等功能及高质量算法在自动

驾驶、共享单车、无人机等实际场景的验证机会。 

北斗能力开放平台提供了数据-计算-测试-应用的完整闭环，能够帮助使用者提高研发效率，

促进产学研贯通。同时，北斗能力开放平台的大数据、云计算以及智能算法还将为使用者提供深

度学习的机会，使用者可尝试用最新的技术解决城市峡谷多路径问题、低纬度地区电离层模型问

题、基于人工智能的轨道预测等难题，迎接智能时代的来临。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星导航条例》完成草案初稿拟制 

据新华网报道，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主任冉承其 23 日在第八届中国卫星导航学术

年会开幕式上透露，《中华人民共和国卫星导航条例》研究起草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已完成草案

初稿拟制，即将形成征求意见稿。作为国家卫星导航领域的基本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卫星导

航条例》已被列入国务院立法工作计划，将规范国家卫星导航领域相关活动和工作，确立北斗系

统作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的法律地位。 

起草工作组组长、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总设计师杨长风说，这个条例将填补我国在这一领

域的短板，通过法治手段强化顶层设计和统筹发展，保障北斗系统工程建设、稳定运行，提供连

续可靠的服务，促进北斗系统的广泛应用。 

 

北斗终端系统正式纳入省级补贴范围 

北斗导航及相关的遥感技术是我国拥有独立自主产权的高端技术。近年来，北斗技术在农业

领域的一些应用开始普及。农业用北斗终端在 2015 年开始使用在农机上，2016 年有一些省份尝

试将其纳入农机补贴目录，2017 年正式进入省级补贴范围。 

2016 年是北斗应用在农机领域迅猛发展的一年。起垄播种、土地深松、作物收割、秸秆还田

等农业生产工序，北斗应用开始逐渐渗透。从近期公布或公示的地方补贴额度一览表中可以发

现，陕西、湖北、内蒙古、黑龙江、江苏、甘肃等省区的补贴目录里第一次出现了农业用北斗终

端。如陕西补贴目录中有两种产品，其中一种是液压控制转向机，直线精度±2.5cm 的北斗导航

自动驾驶系统，补贴 28500 元。甘肃对四种农业用北斗终端进行补贴，有农业用的、渔业用的，

补贴额度在 300 元到 27000 元不等 。 

 

近期全国各地北斗应用汇编 

湖北：宜昌市公车监管利用北斗系统等先进技术实现了定点找车和自动报警，“车轮上的腐

败”哪怕只有几秒钟也会被抓现行。去年，宜昌市在全省率先运用人工智能和北斗系统等科技手

【大事速报-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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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A 发布首个伽利略开放服务性能报告 

欧洲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局（GSA）近日发布了首个伽利略公开服务季度业绩报告。 

在 2016 年 12 月发布初始服务之后，GSA 将在每个季度发布新的伽利略初始开放服务报

告。该季度报告旨在向公众提供有关伽利略开放服务性能的最新信息。 

据悉，该文件主要报告了以下参数： 

 伽利略初始开放服务测距性能； 

 伽利略协调世界时（UTC）传播和伽利略至 GOS 时间偏移（GGTO）性能确定； 

 伽利略定位性能； 

 及时公布伽利略用户咨询通知（NAGUs）。 

根据欧洲 GNSS（伽利略）开放服务定义文件（OS-SDD）的声明，GSA 对每个参数的最

低性能水平（MPLs）进行了检查。 

在伽利略初始服务发布第一个季度报告期内，测量的伽利略初始开放服务性能数据大大地超

过了 OS-SDD 规定的 MPL 目标。 

本季度报告中的一些亮点： 

 伽利略测距服务最差用户位置（Worst User Location, WUL）可用性的月均值为

100％，远高于预期。其最低性能水平仅为 87％。 

 空间测距精度信号显示每月精度的第 95 百分位数，优于个人航天器的 1.07 [m]。 

 实现了伽利略 UTC 时间确定服务的可用性，月均值为 100％，而[OS-SDD] 最低性能水

平目标仅为 87％。 

 1 月和 3 月，GGTO 测定（本阶段并未宣布开始服务）的可用性为 100％。2 月的数值

略低，为 96.44％，但这也远远高于 80％的[OS-SDD] 最低性能水平目标。 

 UTC 时间传播服务精度值非常好。测量的伽利略初始开放服务性能数据基本都远远超过

了 OS-SDD 中规定的最低性能水平目标。 

 
 

段开发出公务用车服务监管平台并启用，目前全市已有 1631 台公车纳入监管。该平台首次实现

“定点找车”，在地图上任选一个地点就可搜索到其周边范围内有无公车经过或停放，经过或停

放时间可精确到几秒钟。该平台还把所有中小学、景点、公墓等公车私用易发多发区设为警戒

区，一有公车入区即自动报警。 

陕西：近日，陕西省基于北斗的农机事故应急指挥平台在渭南市临渭区启动。该平台的投入

使用标志着该省农机安全监管工作即将迈入智能化时代。农机事故应急指挥平台是利用北斗定位

技术、电子车牌技术、移动互联技术和无线通信技术来实现农机信息化服务。今年陕西省农机局

开展农机安全监理规范化试点工作，临渭区承担了试点项目，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建立农机事故

应急指挥中心。依靠这一平台，农机管理部门可实时掌握辖区内农机的位置、数量等信息；通过

智能手机或移动执法终端远距离扫描电子车牌，就能够准确发现伪造变造牌证、无牌作业、无证

操作等违法行为。 

 

 

【大事速报-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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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神成功发射 WAAS 有效载荷 

雷神公司（Raytheon Company）成功发射 GEO 6 卫星有效载荷，开始了其为期 12 年的任

务。这是支持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WAAS 的最新有效载荷，它可以增强航空旅行引导中

GPS 信号的可靠性和精度。 

雷神开发的有效载荷是 WAAS 的关键要素，为民用、商用和通用航空飞行员提供了更多的

直航飞行路线、更高的跑道能力和对机场和远程着陆点的精确定位，不再需要依靠当地的地面着

陆系统。 

2016 年 6 月，雷神公司发射了 WAAS GEO 5 卫星，最近被 FAA 纳入到运行中的 WAAS 系

统中。WAAS GEO 5 和 GEO 6 发射的目的均是替代老旧的卫星，提高 FAA 的 GPS 精度。

WAAS 将 GPS 的精度从 10 米提高到了大约 2 米，并且几乎支持所有国家的空域。 

 

u-blox 推出新款汽车航位推算固件 

定位芯片公司 u-blox 正在为 OEM 和售后市场应用提供针对导航、远程信息处理、eCall 和

V2X 应用的新款汽车航位推算（Automotive Dead Reckoning, ADR）固件。 

固件 ADR4.10 使用多模、惯性传感器和车辆速度数据组合，提供高达 30 Hz 的实时低延迟

定位。该版本还提供简化的安装，在密集的城市环境中拥有更高的精度，并能为 eCall 提供新的

消息。 

 

Oscilloquartz 推出小蜂窝 GNSS 双频天线 

近日，Oscilloquartz 推出了 OSA 5405 SyncReach，一个集成 PTP 和 GNSS 接收机的双天

线接收机，使大规模推出的小蜂窝能够得到成功应用。这项新技术为快速增长的小蜂窝市场提供

精确且低成本的相位同步，并满足 4.5G 和 5G 连接的严格授时要求。 

Oscilloquartz 表示，通过 OSA 5405，运营商可以用标准的高性价比铜缆和光纤以太网电缆

来代替传统的 GNSS 射频天线和电缆，从而降低资本支出和运营成本。此外，OSA 5405 还采用

了独特的双 GNSS 天线和接收机算法来减轻多径信号的干扰。 

OSA 5405 可以在室内和室外使用，还可以部署在恶劣环境中，包括无法获取 GPS 信号的

城市峡谷。OSA 5405 外形小巧，能够放置在室内窗户上，以避免建筑物内物体的多径信号干

扰。 

 

 

 

摩拜落地应用 NB-IoT 物联网技术共享单车 

5 月 15 日，摩拜单车宣布与四川移动、华为达成战略合作，三方将在窄带物联网(Narrow 

Band Internet of Things, NB-IOT)应用及 NB-IoT 创新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这也标志着摩拜单

车成为全球首家落地应用 NB-IoT 物联网技术的共享单车平台。目前，摩拜单车、四川移动与华

为的物联网合作应用已在成都进行测试，这也标志着摩拜单车成为全球第一个基于 NB-IoT 900M

技术的共享单车。在尖端科技的助推下，摩拜单车的用户体验将迈上新的台阶，树立行业新标

杆。 

【创新热点】 

 



2017 年第 9 期／总第 69 期  2017 年 5 月 31 日 8 

 

  
版权所有：上海产业技术研究院卫星导航产业发展战略研究中心 

 

  

窄带物联网基于国家授权频谱，是万物互联网络的一个重要分支。相比传统物联网络，它具

有“覆盖深广、连接数大、功耗低、终端成本低”四大特点，可以提供广域低功耗的连续物联网

连接，弥补传统物联网网络的不足，推动物联网大连接的蓬勃发展。 

 

 
 

我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业产值破 2000 亿 

5 月 17 日发布的 2016 年度《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16 年产

业总产值突破 2000 亿元大关，达到 2118 亿。其中，包括与卫星导航技术直接相关的芯片、器

件、算法、软件、导航数据、终端设备等在内的产业核心产值达到 808 亿元，北斗对产业核心产

值的贡献率已达 70%。 

据统计，2016 年国内导航定位终端产品总销量突破 5.3 亿台，其中具有卫星导航定位功能

的智能手机销量达 5.1 亿台。目前，国内销售的智能手机超过 40%的款型已经装配北斗兼容芯

片，包括各类采用北斗兼容芯片的终端产品用户保有量也接近 3 亿台/套。汽车导航后装市场终

端销量达到 800 万台，前装市场终端销量突破 550 万台，各类监控终端销量在 600 万台左右，

高精度定位接收机 14 万台/套。 

根据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市场中消费用户的分布情况，主要分为特殊（安全）应用市场、行

业（领域）应用市场和大众（个人）应用市场三大类。其中，国内行业市场和特殊市场中，北斗

兼容应用已成为主流方案，大众市场正向北斗标配化发展。 

白皮书显示，2016 年行业应用市场是产业发展的关键及核心市场，北斗应用更深入渗透到

交通运输、车船监管、电力、农业、渔业、公安、林业等诸多行业和领域；大众应用市场是产业

发展的重心和依托，2016 年大众市场获得更加广泛的拓展，在监控跟踪类可穿戴式设备、移动

健康医疗、城市快递、互联网汽车、电动自行车安防和共享单车等细分领域获得重大突破；特殊

应用市场是产业发展的高端市场，涉及军用、警用、防灾减灾、应急救援、公共安全等领域，

2016 年北斗产品和服务在警用和防灾减灾等细分市场获得大量部署，使得特殊市场总体保持稳

定增长。 

2016 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鄂豫湘、川陕渝五大区域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的产业

总体产值达到 1686 亿元，在全国总产值中占比高达 79.6%。其中，珠三角去年产值超过 515 亿

元，全国占比约为 24.3%，在五大产业区域中排名之一。而长三角去年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

产值为 281 亿元，增长率全国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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