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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全球 GNSS 芯片市场会是什么样子？ 

今年以来，已经有两个专门关于全球 GNSS 芯片市场的研究报告问世，由这两个报告可以看到

关于 GNSS 市场发展的一点端倪。也可以对我国的北斗兼容其它 GNSS 系统信号的芯片市场和相

关企业业务发展有所启发。 

今年三月份，“QY Research”发布了“全球 GNSS 芯片市场研究报告 2017”。这是关于全

球 GNSS 芯片市场的综合研究报告。 该报告主要涉及应用的细分市场、终端用户、地理分布与相

关技术。报告涵盖了主要参与者，目前的趋势及其对全球市场的影响，涉及投资回报分析、SWOT

分析和可行性研究，适用于行业中主要的全球市场参与者，用来分析、评估市场发展的重大动态、

细分市场、重点领域的规模与份额和区域分布，并预测其发展前景。该报告在地域分为几个关键区

域，这就是美国、欧洲、中国、日本、韩国、台湾地区，进行了 2012 年至 2022 年期间 GNSS 芯

片数据分析与预测，主要科目是生产、消费、收入总金额，与市场份额和增长率。该报告还展示了

全球 GNSS 芯片制造商的市场竞争态势，主要制造商的生产量、产品价格、收入（价值）和市场份

额，其中顶级制造商包括高通公司、意法半导体、联发科、U-Blox 控股、博通公司、英特尔公司、

古野电器、Skyworks 解决方案、Quectel 无线解决方案和 Navika 电子。按照产品主要分为两种类

型：标准精度和高精度。该报告显示了每种类型的生产量、收入、价格，与市场份额和增长率。按

照 GNSS 芯片的终端用户和应用进行分类，主要包括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个人导航仪、车载系

统、可穿戴设备、数码相机。该报告重点介绍了主要应用/终端用户的状态和展望，每个应用的导航

芯片的消费量（销售），与市场份额和增长速度。 

今年二月份，“研究与市场”发布了“GNSS 芯片市场至 2022 年的全球预测”。该报告从芯

片市场涉及到应用设备（智能电话、车载终端系统、平板电脑、个人导航仪等），所服务的行业应

用（位置服务、导航与车联网信息系统、测量与绘图、时间与同步），以及垂直市场和地理区域分

布。 

该报告指出，“全球 GNSS 芯片市场在 2016 年至 2022 年之间呈现显着增长，复合年增长率

为 7.9％”。“到 2022 年，全球导航芯片市场预计将达到 522 亿美元。” 2017 年产值接近 36 亿

美元。GNSS 芯片市场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包括：对可穿戴电子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对测绘，导

航，制图等定位应用实时分析的需求不断增加；以及电子设备、可穿戴设备和连接设备的高穿透

性。然而，高初始投资正在限制 GNSS 芯片市场的增长。 

智能手机在预测期间将主导 GNSS 芯片市场。智能手机在 2016 年的 GNSS 芯片市场规模最

大。智能手机中的 GNSS 芯片用于诸如基于位置的服务（LBS），网络游戏和移动地理信息系统

（GIS）等应用。由于发展中国家日益增长的需求以及需要关于车辆、个人和其他资产确切位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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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代表团赴法国参加 ICG S 组中间会议及系列会议 

2017 年 7 月 5 日至 7 日，2017 年联合国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ICG）系统、信号与服务工作组（S 组）中间

会议及系列会议在法国巴黎第七大学召开。中国、美国、俄罗斯、欧盟、日本等国及国际 GNSS

服务组织（IGS）、国际权度局（BIPM）等国际组织均派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来自中国科学院

国家授时中心、上海天文台、信息工程大学等单位代表参加了现场及远程网络会议。 

7 月 5 日，ICG S 组互操作与服务标准子工作组会议召开，中科院国家授时中心副主任卢晓春

作为联合主席主持了该会议。会议围绕开放服务信息分发、服务性能监测、空间碎片、系统互操

作提案等议题展开了讨论，听取了 IGMA 任务组作的 IGMA-IGS 联合试验项目进展及 5 月份

IGMA 研讨会情况，回顾了子工作组前期提案进展，并形成了向工作组会议提交的报告。 

7 月 6 日至 7 日，召开了 ICG S 组中间会议，听取了互操作子工作组会议情况介绍，更新了

工作组前期提案完成情况，对兼容、互操作两个子工作组会议情况进行了总结，对工作组提案草

案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工作组下一步工作计划。期间，ICG S 组还召开了两次 IGMA 任务组会

议及一次授时研讨会，围绕监测评估算法、时间偏差等进行了讨论。 

中方代表还参加了同期举行的 IGS 研讨会，听取了多 GNSS 与星座监测、IGS 产品应用、时

间等议题相关报告并参与了技术讨论。来自中国科学院、武汉大学等多家单位的二十余名专家学

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中国开展新一代原子钟研制 有望用于新一代北斗 

 6 月 29 日，从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二院 203 所获悉，该所已启动汞离子微波钟研制。其作

为新一代原子钟，在未来深空探测和卫星导航领域有明显的优势，有望应用于下一代北斗导航卫

星。 

项目负责人王暖让表示，目前 203 所已完成《空间汞离子微波频标关键技术研究》立项论

证，并首次完成了氧化汞的装载，迈出了汞离子微波频标的关键一步。该所计划利用 4 年左右时

间，搭建汞离子微波钟的实验系统，进行科学试验，在地面上形成闭合。之后进行小型化设计，

最后实现工程化设计。 

据介绍，微波钟是目前最精确的时间测量器具之一，也是世界公认最难研制的微波钟系统之

实时信息，智能手机预计在预测期间将拥有 GNSS 芯片市场规模最大的市场。 

在预测期间，汽车行业在 GNSS 芯片市场中占有主要份额。汽车行业的市场预计将在 2016 年

至 2022 年间以较高的速度增长。全球导航卫星系统芯片正在汽车行业应用，如连接汽车和车载系

统。车辆检测和监视技术不断升级，以加强速度监测、交通计数和车辆分类。连接的汽车配备有能

够使用 GNSS 芯片进行上网的设备，并允许他们与道路上的其他车辆和基础设施进行通信，包括交

通停止信号，卫星，基于云的服务和路边天线等。 

预计亚太地区将成为 GNSS 芯片增长最快的市场。亚太地区主要的消费电子产品制造商都专注

于推出新的创新产品，这些产品需要实时数据来跟踪和记录使用各种设备（如智能手机，穿戴式设

备，平板电脑等）的特定位置。因此，消费电子行业的持续技术进步和可穿戴设备在亚太地区日益

普及正在推动该地区 GNSS 芯片市场的增长。 

【大事速报-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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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汞离子钟对空间环境适应能力强，在体积功耗不变的情况下，可比现有的主流星载钟指标提

高 1 至 2 个数量级，是新一代星载原子钟的发展方向。 

203 所是国内唯一同时开展氢、铷、铯三种原子钟研制的单位，其原子钟产品为我国北斗二

代导航卫星系统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中，该所研制的国内首台星载氢原子钟于 2015 年 9 月顺利首

飞，对北斗导航系统进一步提高定位授时精度，实现长期在轨自主运行具有里程碑意义。 

近期全国各地北斗应用汇编 

南海：马尼拉海沟是太平洋最主要的地震带，6 月下旬，我国在南海马尼拉海沟平行线上，首

次同时布放两套基于北斗系统的海啸浮标，形成海啸监测“双保险”。这标志着我国南海海啸浮

标监测网建成。这两套海啸浮标是第四代多功能集成浮标系统，拥有水文气象观测等多项功能，

浮标标体、锚系均在国内自主设计生产，既降低成本又便于维护。浮标依托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保证了数据传输的安全性。两套海啸浮标与其他近岸水文气象观测浮标和通讯网络等，共同

构成了南海海啸浮标监测网。两套海啸浮标分别布放在南海的海啸监测预定站位，站位水深 4000

米左右，目前运行正常。浮标的水下单元采用了新技术，监测精度较以往有显著提高，最小能监

测到因海啸造成的 5 毫米海平面抬升。一旦发生由海底地震引发的海啸，浮标可监测到极微弱的

波动，会立即通过卫星，实时将数据传送到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浮标数据接收中心和国家海啸预

警中心，可望为我国大陆、台湾地区和东南亚周边沿海国家赢得 2 小时左右的预警和疏散时间。 

广东：广东电网揭阳供电局去年采用的通过增加信号增强器和无源天线实现放大信号和信号

中继的方式，使部分小水电站成功实现远程抄表，但是仍有 21 家小水电站地处人烟稀少的深山

中，受地理环境限制，四周完全无公网信号覆盖，无法实现远程抄表。通过认真对比各类通信方

式的优缺点，技术人员选定了采用北斗卫星短报文代替公网信号的解决方案。为了论证北斗卫星

双向短报文远程抄表系统的使用效果，揭阳供电局挑选了 10 个分布于不同地貌的小水电站作为试

点，在 4 月份完成了安装调试。从今年 5 月开始，揭阳供电局对这 10 个试点终端进行的跟踪监测

报告显示，北斗卫星远程自动抄表系统的数据传输非常稳定，试运行情况远远超出预期效果。下

阶段，揭阳供电局将申请立项对剩余的无信号小水电站进行北斗卫星改造。北斗应用强化了该局

小水电站的电能量数据管理，将为揭阳供电局和属地单位的抄表收费、用电检查、计量装置运维

等营销工作带来较大便利。 

航天放飞中国梦  北斗闪耀庆回归 

6 月 28 日下午，作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0 周年系列活动之一的“创科驱动 成就梦想”科技

展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开幕。其中，作为此次科技展的重头戏，6 月 29 日至 7 月 2 日，一场充满

智慧趣味和科技感的航天科普嘉年华将在此精彩亮相。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为我国重要航天科技

成就，闪亮登场。此次展览，北斗系统共展出芯片、板卡、模块、天线等近 40 余个基础产品，同

时配有 5 个科普互动展品，场馆中心伫立的北斗系统组网模型与循环播放的北斗系统宣传片，吸

引了众多香港市民的驻足。本次展览的主办单位为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合办单位包括中国科

协、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亚洲机器人联盟、香港新一代文化协会。展览还将与其它庆典活动

进行“互动”。 

智慧物流接入“天眼”   北斗系统应用落地京东 

经过五年多的研发、部署，京东物流在自营干支线、城配线路上全部加载北斗系统的车辆超

过 6000 辆，合作伙伴有超过 1500 辆车安装了北斗系统，更有 2 万多名京东配送员配备了带有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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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导航系统的智能手环设备。 

京东将北斗系统与自建物流的大数据优势相结合，通过对车辆速度和路线的实时监控，保障

驾驶安全；同时，结合北斗系统的地理位置数据进行深入分析，定制了仓储和站点的位置信息，

重置推算出最佳的服务线路，实现了物流运营时效提升、运营成本的管控加强、消费者订单的透

明追踪。依托于强大的北斗导航技术，系统可每 30 秒采集一次地理位置信息，每 2 分钟上传一次

服务器，消费者可以随时通过手机看到商品配送轨迹和实时位置，大大提升了购物体验。 

京东还建立了基于北斗系统的 OBD 智能车辆管理系统，实现了车辆报表、驾驶员报表，驾驶

员评分报表和事件报表等多套系统的智能数据生成，简便高效地获取包括瞬时车速、瞬时油耗、

转速、发动机信息等数据，再通过系统的智能分析计算，统计出车辆的行程数、里程数、耗油

量、百公里油耗等指标，实现了对车辆和人员的行车路线、位置及时间、速度、里程和停车点提

供全方位动态监测，实现管理决策科学化，确保了交易安全，降低了物流成本，提高了物流配送

效率，最大限度地节约能源、减少排放。 

 

印度区域导航卫星系统时钟出现严重技术故障 

据每日 GPS 网站报道，印度本土的导航系统已经遇到了严重的问题，六颗卫星上的四个原

子钟遇到了无法解释的错误。此外，21 个星上时钟中有 7 个已经显示有麻烦。 

这些时钟的正常运行对于为印度武装部队提供精确导航至关重要。2016 年，印度空间研究组

织（ISRO）承认了印度区域导航卫星系统（IRNSS）中某颗卫星上的三颗原子钟出现故障。 

2017 年 6 月初，印度空间研究组织主席 A.S. Kiran Kumar 说，“这些时钟运行得很好，出

于重要原因考虑，我们不可能透露任务管理上的技术细节。为了使卫星系统实现最佳运行，印度

空间研究组织采取了不同的策略。”然而，据说已经有更多的原子钟面临了提供数据的困难，很

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会发射备份卫星替代。 

三颗原子钟的故障并没有引起印度科学家的担心，因为在 6 月初，欧洲“伽利略”导航系统

也出现了类似的状况，其星上 3 颗铷原子钟和 6 颗氢原子钟也出现了故障，其中，铷原子钟由瑞

士 Spectra 公司制造。 

然而，印度科学与工业研究理事会-国家物理实验室（CSIR-NPL）已经开发了空间应用的铷

原子钟关键技术，并实现了向印度空间研究组织的技术成果转移。印度国家物理实验室已研制铷

原子钟模型，目前正在卫星应用中心进行向 IRNSS 载荷集成前的进一步开发。 

俄勘察加地区设立格洛纳斯测量站 

2017 年 6 月，来自时间协调和导航支持科学研究院信息分析中心的专家在勘察加地区设立了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测量收集站。该项工作是与国家科学预算支持的“俄罗斯科学院统一地球物理

服务”联邦研究中心勘察加分部合作进行的。 

勘察加半岛设立的观察站具备多个系统，可接收所有正在工作的稳定卫星系统（格洛纳斯、

GPS 、北斗、伽利略）的测量数据。目前正在测试数据的稳定性和完整性，包括实时情况监测。 

建立一系列测量站网点收集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数据，旨在通过分析其他导航卫星系统的精度

特性，提高格洛纳斯导航服务准确性和可靠性。 

【大事速报-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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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面站获得的测量结果对于格洛纳斯无线电导航系统和控制与性能支持系统的运转举足轻

重。控制系统中体现了最先进的模型和导航数据处理方法。 

2013 年 GPS 系统为美国贡献 560 亿美元 

7 月 10 日，据《福布斯》报道，美国副总统彭斯最近在肯尼迪航天中心发表讲话，重申了美

国对太空探索的承诺。他解释了探索太空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的益处，公布了一份大胆的计

划，并宣布重新建立国家太空委员会。 

彭斯表示，尽管美国人民再次对航天和太空科学感到兴奋，但仍有不少人质疑，在地球上许

多问题仍未解决之际，每年花费上百亿美元进行太空探索是否有必要。事实是，如果不进行太空

探索，美国将无法承担其后果。 

彭斯认为，美国民众完全低估了太空投资的回报。美国每年在 NASA 上花费 190 亿美元，在

军事太空项目上花费 230 亿美元，总计是 420 亿美元。这在美国 4 万亿美元的联邦总预算中仅占

1%。这并不是很多，但也确实需要详细审查。但是，美国花在太空上的每一分钱都取得了回报，

这些投资对美国经济产生的回报每年都高达数倍。比如说全球定位系统（GPS），虽然它由美军

运营，但在私营和商业领域也无处不在。GPS 内置在我们的手机、汽车、无人机，以及其他许多

设备中。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仅 2013 年，GPS 对美国经济产生的可见回报就高达 560 亿美

元。摩托罗拉几年前的研究显示，凭借它们的 GPS 服务，一辆长途货运卡车每年可节省价值

52000 美元的燃油、保险和磨损等费用。除了这些，GPS 还能拯救生命，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诺斯洛普·格鲁门公司赢得美国空军的 GPS/INS 系统现代化改造合约 

诺斯罗普·格鲁门公司（Northrop Grumman Corporation）已经从美国空军赢得了支持下一

代导航系统的合同。这份价值 4900 万美元的合同来源于空军生命周期管理中心（Life Cycle 

Management Center），诺斯罗普·格鲁门公司将提供初步的硬件和软件架构设计，进行嵌入式

GPS/ 惯 性 导 航 系 统 （ INS ） 现 代 化 （ Embedded GPS/Inertial Navigation System - 

Modernization, EGI-M）技术的改造。 

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的 EGI-M 将基于模块化、开放式的系统架构，以支持基于独特平台需

求的新功能。此外，EGI-M 将在 GPS 接收机内置 M-码功能的，这将有助于确保精确的军用信号

安全传输。 

EGI-M 技术是为兼容传统飞机中现有的系统而设计的，以便其易于集成并能快速采用新的能

力。EGI-M 也将符合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下一代空中交通管制要求，即在 2020 年，要求飞机

在更高的飞行高度时必须配备广播式自动相关监视（ADS-B）输出。 

DemoGRAPE 记录南极的伽利略信号闪烁 

2016 年底，DemoGRAPE 首次使用 Septentrio 的 PolaRx5S GNSS 参考接收机观察了南极

的伽利略信号电离层闪烁。 

DemoGRAPE 调查了高精度卫星定位的改善情况，以期在南极开展科学技术应用。在较高纬

度地区，由于电离层活动引起的 GNSS 信号衰减更为明显。 

更精准的基于相位的定位模式特别容易受到诸如闪烁之类的电离层干扰的影响。更高的电离

层活动可能导致精准定位模式的损失，或者，在更极端的情况下会导致信号锁定的完全损失。 

监测冰架和冰川的运动和演变以及大地测量需要高精度的定位。除此之外，从安全的角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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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寻位置建设智慧消防新业态  北斗高精度定位服务消防安全 

2017 年 7 月 12 日，“新时空智慧消防创新联盟成立大会”在上海举行，高精度定位服务商

千寻位置在新时空智慧消防创新联盟成员单位——中兵北斗投资、图聚智能、蜂鸟视图、迅图数

码、谦尊升、网罗电子、英洛华、全网融通见证下，正式推出了智慧消防解决方案。 

千寻位置表示，将与国内众多合作伙伴一道，探索精准定位、室内外一体化、消防地理信息

系统等技术在智慧消防中的应用趋势，为智慧消防提供创新型应用和服务。 

千寻位置推出的智慧消防解决方案，以北斗高精度定位为基础，结合大数据、云计算、物联

网等技术，通过对消防工作智能化升级，提高消防救援效率。智慧消防解决方案通过接入千寻位

置高精度定位服务，可以实现对消火栓、水源、取水口、重点单位、消防通道等高精度数据采

集，为用户提供精准的消防地理信息数据。基于此，消防部门在接警第一时间就能够获悉事发地

点周边情况，迅速实施救援。 值得一提的是，在消防单位的日常巡检工作中就能完成高精度数据

采集，不占用额外的人力、物力成本。 

水源是扑救火灾的关键，寻找消防拴的速度直接影响消防救援的效率甚至结果。智慧消防解

决方案集成千寻位置的末段导航服务，结合移动指挥场景，解决消防最后几百米的导航盲区问

看，精准的定位也是非常重要的。 

DemoGRAPE 是位于意大利罗马的意大利地球和火山科学研究所（INGV）国际项目的领导

者，与都灵理工大学、南非国家空间局（SANSA）和巴西圣保罗国家空间研究所开展着一系列合

作。 

天宝在法国上线 VRS Now 校正服务 

天宝（Trimble）VRS Now GNSS 校正服务目前已经在法国提供服务。该服务是专为各类地

理空间和建筑应用所设计的，包括测量、地籍、土地管理、城市和农村建设等。这些应用都可以

从高精度、厘米级定位中受益。搭载天宝 Pivot 平台，目前，VRS 在欧洲全面支持 GPS、格洛纳

斯、北斗、QZSS 和伽利略系统。 

天宝继续大力扩展其在欧洲的 VRS 足迹，随着校正服务在法国的上线，天宝 VRS 在十个国

家目前的占地面积将超过 1.79 亿平方公里（7.32 亿平方英里）。 

VRS 覆盖法国的绝大部分地区，以及比利时、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德国、英国、爱尔

兰、卢森堡、荷兰和瑞典地区。 

10 颗通讯卫星搭载猎鹰 9 号火箭成功发射升空 

6 月 25 日周日，载有 10 颗通讯卫星的猎鹰 9 号火箭从位于加州的 Vandenberg 空军基地起

飞，这 10 颗卫星是铱星公司 NEXT 计划的一部分，它们最终将组成一个多达 75 颗卫星的通信网

络，建成后其用户可在地球上任何地方与他人建立联系。铱星系统是全球覆盖的无线数字通信系

统，可为手持机用户提供全球个人移动通信服务。 

在卫星发射后的 45 天之内，新发射的卫星将进行一系列的测试和验证程序，以确保它们可

以与运行中的星座进行整合。一旦测试完成之后，铱星将移交给弗吉尼亚州利斯堡的 Aireon 有效

载荷托管运营中心维护。 

【上海专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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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末段导航可以将消防人员精准引导到消防拴、水源取水口等目标物 1 米左右的范围内，节约

了宝贵的救援时间。 

智慧消防解决方案通过创新单兵定位、车辆定姿定态终端方案，将消防人员、车辆的定位精

度提升至亚米级，从而实现了移动指挥与大屏指挥一体化，解决了指挥中心与现场一线战斗力的

信息共享问题，为指挥决策提供实时精准信息基础，真正保障消防官兵安全性，提高现场救援效

率。 

智慧消防解决方案贯穿防、消、巡三个层面，从信息汇总、信息共享、信息保障、信息应用

多维方向解决大屏指挥、移动指挥、智慧物联、攻坚应用的实际需求，实现高精度消防地理信息

系统和人车物的精准定位，从而实现消防信息精准化和消防管理高效性。精准的消防地理信息数

据，能够为消防预案制订、巡查工作标准化、微型消防站管理与应急行动、卷宗分析等提供有力

保障。 

华测导航无人测量船应用于尼泊尔上马相迪水电站 

上马相迪 A 水电站是中资企业在尼泊尔投资的第一个电站项目，由中国电建海投公司采用

BOOT 模式投资开发，总投资额约 1.659 亿美元。该项目是中国电建海投公司以“一带一路”战

略为引导，在海外推进全产业链一体化战略实施的重要投资项目。 

为对水电站的泥沙沉积全面了解，中国电建集团综合考量之后决定采购华测导航的“华微 5

号”无人测量船。华测导航自主研发的“华微 5 号”无人测量船，具有船体轻，可拆卸电池等优

势，圆满完成各项任务。 

 

 

 

百度与 TomTom 合作开发数字地图 

7 月初，荷兰车用导航软件厂商 TomTom 宣布，已与中国互联网公司百度签署合作协议，双

方将在数字地图领域展开合作，用于计算机辅助驾驶。TomTom 并未透露这笔交易的任何条款，

但表示，该合作在本财年内还不会推动公司利润增长。 

由于种种原因，TomTom 在中国的地图覆盖面一直有限。TomTom CEO 哈罗德·古迪恩

（Harold Goddijn）近日在一份声明中称，百度已拥有自动驾驶和人工智能相关技术。将来，百

度会采用 TomTom 的地图绘制平台。 

今年 4 月，德国汽车技术供应商博世集团曾宣布，已与百度、高德和四维图新签署基于高精

地图的自动驾驶战略合作协议，旨在为中国市场开发用于自动驾驶的高精度地图。5 月底，欧洲

最大的汽车配件供应商大陆集团（Continental AG）宣布，已与百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开

发自动驾驶汽车。 

 

 

Research and Markets 发布 GPS 追踪设备市场报告 

近日，Research and Markets 发布了一份名为《2023 年全球 GPS 追踪设备市场预测报告

（类型、部署类型、产业与地理分布）》的报告。根据这份报告，GPS 追踪设备市场预计在

【市场数据】 

 

【创新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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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至 2023 年之间将有显著的增长潜力。GPS 追踪设备市场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包括商用车

辆销量的增加、车型的缩小、价格的降低和投资回报率的增长。 

运输和物流占据 GPS 追踪设备市场的最大份额。GPS 追踪设备广泛应用于商业车辆，如卡

车、拖车、公共汽车和轻型商用车辆。根据国际机动车制造商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Motor Vehicle Manufacturers, OICA）的统计，2015 年和 2016 年全球商用车销量分别增长了

3.27%和 4.37%。 

在预测期内，亚太地区成为 GPS 追踪设备增长最快的市场。与其它地区相比，该地区的

GPS 追踪设备渗透率较低。因此，它是一个未开发的市场。中国的 GPS 追踪设备市场潜力巨

大。上海、深圳、宁波、舟山都是全世界最繁忙的港口。在这些地区，货物和集装箱的 GPS 追

踪器数量预计将有迅猛地增长。 

GPS 追踪器市场的主要参与者有 Calamp 集团（美国）、Orbocomm（美国）、Sierra 无线

（加拿大）、移为通信（中国）、康凯斯（中国）、Ruptela UAB（立陶宛）、Laird（英国）、

Atrack 技术（台湾）、美力高集团（中国）、Teltonika UAB（立陶宛）、Trackimo（美国）和

Geotab（加拿大）。 

 

空间信息企业市场快讯 

北斗星通：2017 年 7 月 6 日，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嘉兴佳利电子有限公司支付现金购买杭州凯立通信有限公司 

16%股权的议案》。公告显示，北斗星通全资子公司嘉兴佳利电子有限公司拟以现金支付方式购

买陶祖南所持的凯立通信 16%股权，本次交易价格为 6,000 万元。加上佳利电子前期已持有的

凯立通信 35%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佳利电子共持有凯立通信 51%的股权，实现对凯立通

信的控股。本次交易完成后，北斗星通将真正的进入智能物流行业，并为将来北斗星通进入物联

网、通信、支付等行业进一步提供了良好的支撑。 

合众思壮：2017 年 7 月 6 日，北京合众思壮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合众共创投资中心、苏州

一光仪器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协议，拟共同投资设立苏州一光空间信息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名称为准)。苏州一光仪器有限公司成立于 1958 年，是中国测绘仪器行业

开发、生产、销售大地测量仪器的知名企业。合众思壮成立于 1994 年，是国内进入卫星导航定

位(GNSS)领域最早、技术储备最深厚、产业布局最完备的公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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