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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军民融合的大目标是什么？ 
有人说，现时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因为是处在大转折时代，所以有好坏两大

选择。最近，所谓的国家战略提法很多，让人有点莫衷一是。但是，军民融合是的的确确、真真实

实的国家大战略，也是国民共同的愿景和期盼。 

而在现阶段，北斗时空应该是军民融合的最佳切入点，也是典型范例。因为北斗导航本身就是

军民融合标志性系统工程，而且其国计与民生双重特性，和服务全中国、全世界、全人类的伟大目

标，都应该是军民融合的重点方向与任务，旨在打造一个北斗时空服务军民融合创新体系。这里的

北斗时空已经不仅仅是北斗导航系统，而是后者的升级跨越版，是在北斗导航的基础上，提升到新

时空理论高度，推进至时空信息服务主线，将其发扬光大，深入浅出，走向泛在、智能、绿色的新

阶段、新天地、新境界，这就是新兴的时空服务技术与智能信息产业为主体的中国时空服务体系，

它将是顶天立地、纵横世界、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至少至 2050 年全面推进安全、创新、强国

三大战略的军民融合保障体系。 

为什么现在北斗导航作为切入点，而打造的又是北斗时空，或者确切地说是中国时空服务体

系？当今世界，具有实力的大国，都在搞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原因两个：一是因为它是国际科技

集群创新的制高点和领头羊；二是它与国计民生紧密相关，成为生产、生活、生态发展方式。而北

斗系统已经成为四大全球导航卫星系统之一，业已提供区域服务，2020 年将提供全球服务，北斗

系统与美欧俄等国际先进国家的卫星导航系统共同踩着全球化鼓点几乎肩并肩前进的系统之系统，

也是近些年来和今后一阶段我国推向全中国全世界的高科技系统。北斗系统本身就是军民两用系

统，而且已经具有强大扎实的全球化基础，最为关键的是北斗导航所提供的时空信息，所代表的是

信息社会最有价值的信息之主体，占有信息总量的 70-80%都与它们有关，而最最重要的是时间空

间信息的一体化提供是智能信息社会的智能的根本要素，这就是说，时空就是打开智能化宝库的钥

匙，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和手段。由此可见，时空参量的泛在提供，是北斗导航实现向北斗时空，或

者说是向中国时空的升级跨越，是必然的发展大趋势，实际上，信息社会的终极目标是向“人人服

务，服务人人”进发，所以北斗军民融合的大目标，就是建设完善中国时空服务创新体系。 

军民融合战略的目的是富国强军。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比拼，已经进入体系化竞争对抗发

展阶段，已经不是通过一、两项高新技术，可以立于不败之地，而是通过创新与融合，构建系统之

系统，实现体系立国的发展之路。在现时代五花八门的体系中，地球人最大的体系应该说是新时空

体系，时空它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无所不在，任何人事物都离不开。现时代的科学技术革命开始

曲，就是从时空开始的，牛顿的静态时空论和爱因斯坦的动态时空论，已经奏响了数百年，在不断

探讨人类和宇宙的起源，而今时空理论进入新阶段，与人类与地球村拥抱，与智能信息时代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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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公布 

《北斗地基增强系统服务性能规范（1.0 版）》 

北斗地基增强系统现已提供基本服务，为更好地服务用户使用，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

室公布了《北斗地基增强系统服务性能规范（1.0 版）》，其中涉及《北斗地基增强系统国家数据

综合处理系统数据处理接口规范》《北斗地基增强系统基于中国移动通信数据播发接口规范》

《北斗地基增强系统基于中国移动多媒体广播（CMMB）播发接口规范》等文件，参见已在北斗

网正式公布的北斗专项标准清单。 

北斗地基增强系统是国家重大的信息基础设施，用于提供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增强定位精度和

完好性服务。北斗地基增强系统由地面北斗基准站系统、通信网络系统、数据综合处理系统、数

据播发系统等组成。北斗地基增强系统通过在地面按一定距离建立的若干固定北斗基准站接收北

斗导航卫星发射的导航信号，经通信网络传输至数据综合处理系统，处理后产生北斗导航卫星的

精密轨道和钟差、电离层修正数、后处理数据产品等信息，通过卫星、数字广播、移动通信方式

等实时播发，并通过互联网提供后处理数据产品的下载服务，满足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服务范围内

广域米级和分米级、区域厘米级的实时定位和导航需求，以及后处理毫米级定位服务需求。 

本规范规定了北斗地基增强系统（基本服务）可面向大众及行业用户提供的可靠稳定服务产

品特征及相关性能指标。随着北斗地基增强系统建设工作的完善，北斗地基增强系统将会面向用

户提供更多、更可靠和稳定的服务，这些服务将在北斗地基增强系统服务性能规范后续版本中进

行规定。 

 

《应急产业培育与发展行动计划（2017-2019 年）》发布 

近日，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应急产业培育与发展行动计划（2017-2019 年）》，提出

到 2019 年，基本建立匹配应对突发事件需要、适应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应急产业体系，还

特别提及重点发展高精度灾害监测预警与信息发布产品。 

目前，北斗系统正在稳步推进全球系统建设，北斗地基增强系统（一期）建设任务已全部完

成，初步形成基于北斗的一体化高精度应用服务体系。可以想见，北斗系统结合地基增强系统，

提供的高精度服务，将在灾害监测预警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这一伟大理论成就了新时空，新时空之伟大是其能够囊括信息时代的所有的人事物，统帅智能时代

的古今中外，特别是不断创新、不断流行的各种各样的新概念、新思想、新事物，如物联网、云计

算、大数据、智能家居、智能城市、智能地球、人工智能、无人系统、增强现实、移动健康、多式

联运物流……，均可以毫无例外地纳入时空体系的大框架中。新时空服务创新体系就这么神奇！这

么不可思议！又这么悄然而至！ 

本文的结论：北斗军民融合的大目标是，打造北斗导航升级跨越版，构建中国时空服务军民融

合创新体系，加快形成多维一体、协同推进、跨越发展的北斗时空领域军民融合发展格局，坚持改

革开放、融合创新、协同共享的效益最大化原则，在“统”字上下功夫，在“融”字上做文章，在

“新”字上求突破，在“深”字上见实效，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集聚创新和智能信息产业的革命性

变革发展，成为先行先试载体和体制机制改革的排头兵，成为军民融合的杰出代表和成功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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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体滑坡监测、水库大坝位移监测、高层建筑物与桥梁监测等方面，哪怕 1 毫米的移动，

都难逃北斗高精度的法眼，从而提前预警，防范于未然。让我们欣慰的是，近些年，在一些地

区，北斗高精度确实发挥了提前预警的重要作用。2016 年，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的一栋楼房通

过北斗房屋安全监测系统，发现出现了位移 7 毫米，沉降 10 毫米。为避免房屋垮塌，威胁居民安

全，当地有关部门组织人员进行了撤离，把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武汉市白沙洲大桥、知音

桥建立了北斗桥梁三维变形监测系统；宜巴高速神农溪大桥安装了北斗高精度实时形变监测系

统；泉州市山美水库安装北斗大坝监测系统。相信随着国家政策的不断助力，各地政府也会逐步

采取相应措施，灾害频发地区将逐步用上北斗高精度服务。北斗，将为我们筑起一道灾害监测的

“安全天网”。 

 

近期全国各地北斗应用汇编 

浙江：近日，北仑电厂 2 号斗轮机在煤场完成一系列进仓操作。与以往不同的是，此刻 2 号

斗轮机司机是在距离现场约 0.5 公里的煤控室内实施远程操控。这是国电集团系统燃煤电厂基于

北斗等多项技术，首次采用斗轮机无人值守，标志着输煤系统智能化技术实现新突破。电煤进仓

是燃煤电厂一个重要环节。正常情况下，每个当班值需要 6 名斗轮机司机，遇到煤船到厂，最忙

的时候 8 台斗轮机全开。为了提高斗轮机自动化程度、技术水平和作业效率，降低劳动强度，实

现减人增效，利用自动控制、激光三维扫描和北斗卫星定位等技术，建立数字化堆场信息，配置

全面监控设备，通过一键启停斗轮机，最终实现了全自动定位、全自动取料、全自动堆料、全自

动分流。 

福建：为进一步提高航标定位精度，厦门航标处在今年年初对无线电差分基准站进行双模改

造，目前已完工，使差分基准站可提供 GPS+北斗两套卫星定位系统数据，大幅提升船舶航行安

全。同时，在约 50 座航标灯桩上，统一安装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遥控遥测终端，使卫星定位更自

主、更有效、抗干扰能力更强。此外，该处自主研发开发建设的信息指挥中心，堪称“最强大

脑”，该平台将设备与数据进行高度整合，实现智能化数据共享、移动应用；航标巡检工作“五

位一体”机制（即集“现场巡检、遥测遥控、日巡、夜巡、视频监控”于一体的航标管理创新工

作模式），其中，遥测遥控和视频监控的实现，就是依靠这一管理平台。航标信息服务已成为新

科技、新能源、新光源、新通信、新材料等前沿技术集中应用的领域。 

 

我国“海上北斗”网络建设初具规模 

经过数年建设，我国“海上北斗”网络建设已初具规模。这一海上基础设施项目将使我国沿

海海域实现“米级”、重要海域实现“厘米级”的精确定位，大大提升我国海上定位导航水平。 

据东海航海保障中心科技研发主管俞毅介绍，“海上北斗”网络是以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为核心的海上高精度定位导航网络，主要由无线电指向标——差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RBN-

DBDS）和北斗连续运行参考站系统（BD-CORS）两套系统组成。 

由东海航海保障中心牵头研制的差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利用无线电指向标频率，播发北斗

卫星导航的差分修正信息，能为周边 300 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用户，提供“米级”精度的差分定位

服务。该系统的所有岸基、船载设备已实现完全国有化，且成功实现了北斗和 GPS 差分卫星导航

系统的兼容。到目前，我国沿海地区共布设 22 套差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从系统到芯片、从硬件到软件、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北斗连续运行参考站系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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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虚拟参考站（VRS）定位模式，可为海上用户提供实时“厘米级”的三维定位和精密导航。

依托已有的灯塔、航标站、定位发射台等海上基础设施，目前我国沿海已布设了 70 多座北斗连续

运行参考站，其中东海海区 30 多座。计划到明年底，我国沿海共建设 120 多座北斗连续运行参考

站。 

未来，我国“海上北斗”高精度导航定位网络，可广泛应用于船舶进出港及狭窄水道导航定

位，水上交通安全管理，海洋、港口、航道的测绘，海上的救助打捞、石油勘探、渔业等领域，

为各类海上活动提供坚实的水上交通保障。 

 

ESA 将向 GSA 移交伽利略系统部分责任 

经过四年的工作，欧空局（ESA）下属负责让世界了解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现状的团队正式

将其责任移交给欧盟机构。这一转变是更广泛的责任转移的一部分，因为本月伽利略系统的运营

将正式从 ESA 移交给欧洲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局（GSA）。 

ESA 伽利略服务工程经理 Rafael Lucas Rodriguez 表示，欧空局与欧盟委员会和 GSA 合作

工作，一直以官方透明的方式将可以影响伽利略卫星的任何系统变化通知给伽利略用户。 

第一次伽利略用户咨询通告（Notice Advisory to Galileo Users, NAGU）于 2013 年 6 月发

布，仅在第一个伽利略定位解决方案完成的三个月后，发布对象为小部分研究人员和工业用户，

或对新的四星星座测试感兴趣的人。 

过去四年来，在 ESA 监督下，共发放了 189 个 NAGU，星座数量目前也已增长到 18 颗。随

着公司准备制作支持伽利略系统的产品，欧洲 GNSS 服务中心网站上的用户基础从 86 个增加到

774 个。2016 年 12 月 15 日，伽利略初始服务开始运行。 

在此期间，NAGU 在欧洲 GNSS 服务中心的网站上发布，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订阅者，为

用户社区提供伽利略整体状态和单个卫星的可靠概述。 

在以下情况发生时，需要发送 NAGU：新的卫星发射并准备提供服务；由于维护或测试活动

的进行导致信号不可用的预警；将意外中断通知给用户；中断结束后卫星再次启用时。 

 

美国空军将为 GPS III 后续 22 颗卫星选择一名承包商 

美国空军将为接下来的 GPS III 合同举行全面公开的竞赛，重点是为所有的 22 颗卫星选择一

个承包商以限制工程费用。空军将尽快开展竞赛，以建造下一批 GPS III 卫星。根据 GPS 理事会

副主任 Col. Gerry Gleckel 的陈述，该要求提案（RFP）应于 9 月底之间提出。空军太空司令部

于 7 月 10 日宣布，它将于 7 月 20 日举行工业日，来更新潜在的合约商。据悉，GPS 官方的策略

是希望让一个承包商赢得这 22 颗卫星的合同。 

Gleckel 指出，GPS IIF 方案包括 12 颗卫星，GPS III 方案最初也已购买了 10 颗卫星。每次

项目启动时，都将花费数十亿美元的临时工程成本，而在卫星设计和资质获得的过程中都有一定

程度的延迟，因此希望能在卫星上获得更高的稳定性。然而，同时锁定二十多颗卫星的多年采购

也将带来成本。空军需要灵活应对新的威胁。因此，空军计划纳入“技术插入点”。即空军希望

可以在未来的流程中增加额外的功能。也就是说，同一家承包商不需要重新开始，不需要花费成

【大事速报-国际】 



2017 年第 13 期／总第 73 期  2017 年 7 月 31 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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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和时间，但是仍然允许卫星随着威胁而进行改变。 

GPS III 的前 10 颗卫星正在建设中，预计将于明年夏天搭载 SpaceX 公司的猎鹰 9 号发射器

发射升空。 

 

诺瓦泰 OEM7 7.03.00 固件提供新的增强性能 

诺瓦泰（NovAtel）的 OEM7 v7.03.00 固件现可在所有 OEM7 接收机上使用。OEM 7700、

OEM719 和 OEM729 可以更新到 7.03.00 固件。它支持新的功能，如针对地面车辆的 SPAN 组

合导航技术（SPAN Land Vehicle technology）、直接惯性测量单元连接和印度区域卫星系统在

L5 频率上的追踪。 

针对地面车辆的 SPAN 组合导航功能提供了性能优势，专门用于 GPS 信号的延长丢失、鲁

棒的校准程序和改进的固定车轮陆地车辆应用的姿态性能。在长时间的 GNSS 中断期间，尤其是

在低动态操作环境或密集的城市峡谷，SPAN 组合导航功能可以优化集成的 GNSS+INS 的性能，

以保持准确的位置、速度和态势。 

为了实现这一点，诺瓦泰使用智能车辆动态建模和拥有专利的天线相位缠绕技术。智能车辆

建模能够识别出 GNSS 与 INS 组合导航中由于 GNSS 信号长时间中断所带来的惯导误差（IMU 

erros），并且减少其对 SPAN 方案带来的影响。 

诺瓦泰的天线相位缠绕技术用于检测方向的变化，并结合智能车辆模型来纠正 IMU 在姿态

（滚动、俯仰、偏航）方面的错误。 

用户可以连接拥有 SPAN 功能的 OEM7 接收机，通过使用一个 SPI 接口直接连接到 ADIS-

16488 和 Epson G320N IMU，并且可以通过使用 RS422 连接到 STIM300 IMU，并不需要接口

卡。 

具有 NavIC L5 频率跟踪功能的 OEM7 接收机能够在其运行之前（目标为 2018 年初）访问

印度地区导航卫星系统（IRNSS）的测试信号。 

 

澳大利亚第一个 GPS 基础设施正式升空 

今年，澳大利亚在 GPS 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并且计划将持续在 GPS 技术和精准定位项

目方面取得更大突破。 

Spatial Source 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第一个涵盖地理空间、测量、GIS 和地图社区的网站，

据该网站报道，澳大利亚正式建立了第一个空中 GPS 基础设施。 

作为 QB50 星座的一部分，这颗由美国开发的四公斤重的 Biarri-Point 立方体卫星于 2017 年

4 月发射到国际空间站（ISS）。Biarri-Point 于 5 月从 ISS 部署到低地球轨道上，这颗卫星上载

有 Namaru GPS 技术，这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第一个用于立方体卫星的 GPS 有效载荷。根据

Spatial Source 报道，Biarri-Point 正将其发现的信息成功地传回地球。 

Biarri 项目涉及澳大利亚、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四国的防务相关事务。Biarri-Point 微型卫星

是四个 Biarri 立方体中的第一个，该卫星的部署是为 GNSS 卫星定位应用提供信息，包括未来的

高精度星基增强系统（SBAS）、精密单点定位（PPP）和可能的国防应用。Namuru GPS 技术

已步入正轨并提供显著的研究价值。剩余的 Biarri 卫星将于今年年末或 2018 年发射升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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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物流空间数据应用工程中心成立 

为推进上海北斗+智慧物流产业的发展，2017 年 7 月 24 日下午，上海北斗导航创新研究院

联合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德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共同成立“快递物流空间数据应用工程中心”，

推进北斗+物流信息技术应用和发展。 

据悉，快递物流空间数据应用工程中心，将依托上海北斗导航创新研究院，由刘晓特聘研究

员牵头，联合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德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共建，协同上海北斗导航创新研究院的

北斗领域技术优势、上海交通大学在现代物流理论算法优势、上海德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在快递

物流业务的技术实施优势，共同打造国内一流的快递物流数据应用中心。 

 

华测导航开展高层建筑物安全监测应用 

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高层、高层建筑不断出现，一幢幢摩天大楼拔

地而起、负势竟上。在中国，10 层及 10 层以上或高度超过 28m 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称为高层建

筑结构。当建筑高度超过 100m 时，称为超高层建筑。高层建筑的结构受力性能与低层建筑有很

大的差异，高层建筑的结构要同时承受垂直荷载和风产生的水平荷载，还要具有抵抗地震作用的

能力。因而，对高层建筑开展形变监测，是确保高层建筑质量和安全的根本保证。 

 随着北斗系统的完善，华测导航开发出了基于北斗高精度定位技术的高层建筑物监测方案。

该系统以三维引擎建立高层建筑物的三维模型 ，实时动态监测高层建筑物的倾角、扭矩等，并且

通过长时间监测，可以测量高层建筑物的沉降，并且可以兼容水准仪、加速度传感器、倾斜仪等

传统传感器。 

ION 杂志《Navigation》影响力日益扩大 

《Navigation（导航）》是由美国导航学会（ION）出版的一份杂志，由 ION 与 Wiley 合作

出版。根据最新的期刊影响因子（Journal Impact Factor, JIF）报告，《Navigation》杂志经历了

持续性的增长。 

期刊影响因子，是代表期刊影响大小的一项定量指标。也就是某刊平均每篇论文的被引用

数，它实际上是某刊在某年被全部源刊物引证该刊前两年发表论文的次数，与该刊前两年所发表

的全部源论文数之比。 

目前，《Navigation》的期刊影响因子为 1.604，去年和前年的值分别为 0.979 和 0.562。总

被引次数较前两年增长了 270%。 

《Navigation》的编辑 Boris Pervan 表示，杂志的强劲表现，使我们感到非常高兴。

Navigation 杂志期刊影响因子的增长反映了 ION 不断致力于提高期刊上发表论文的质量和内容。 

《Navigation》索引于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SciSearch）、汤森路透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科学版和汤

森路透通用目录（Science Edition and Thomson Reuters Current Contents）/工程计算机和技

术。此外，《Navigation》摘录于电子电气摘要。《Navigation》中文章的引文和摘要可以使用

INSPEC 在线数据库进行检索。 

【上海专讯】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D%B1%E5%93%8D%E5%9B%A0%E5%AD%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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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系统首次实现 7000 公里长基线时间比对：和 GPS 精度相当 

近日，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基于北斗导航卫星的 7000 公里长基线

国际时间比对，对于北斗系统的国际化应用来说，具有里程碑意义。 

据悉，在这次远距离国际时间比对试验中，通过与瑞典国家技术研究中心保持的瑞典国家标

准时间 UTC（SP）进行比对试验，实现了 2.25 纳秒的比对精度。值得提出的是，这项比对实验

是国家授时中心时间基准实验室基于我国时间基准 UTC（NTSC）系统，采用北斗共视法进行

的。在目前北斗系统星座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其远距离比对性能指标与美国 GPS 共视比对精度

相当。 

另外，除瑞典技术研究中心外，授时中心时间基准实验室还分别和西班牙海军天文台

(ROA)、德国国家技术物理研究院（PTB）、俄罗斯国家技术物理及无线电工程研究院

(VNIIFTRI)和我国台湾地区中华电信股份有限公司(TL)等世界主要时频研究机构达成了北斗时间

国际比对合作意向。 

 

 

 

软银、通用和宝马投资无人驾驶初创公司 Nauto 

据新浪财经报道，周三，软银和通用等公司向美国无人驾驶汽车初创公司 Nauto 投资 1.59

亿美元。 

加州公司 Nauto 的无人驾驶系统有两套摄像系统，在汽车内部的摄像设备正面司机，而车辆

外部的摄像头则可以监控道路。他们可以实时追踪司机行为，来确认其是否分心。它使用计算机

视觉的人工智能技术来捕捉和处理所有的数据。 

1.59 亿美元的融资由软银和 Greylock Partners 领投，风险投资公司包括宝马 iVentures、通

用风投、丰田艾风投，以及保险集团安联的风险投资部门。 

Nauto 表示，它将利用这笔资金来继续发展其摄像技术，并将其安装到更多的汽车上。这笔

资金还将有助于支持 Nauto 的数据平台，用于“多家汽车制造商”的自动驾驶研究。随着越来越

多的汽车配备 Nauto 的技术，这一技术将会变得更加精准。 

 

 

 

SIA 发布《2017 年卫星产业状况报告》 

2017 年 7 月，美国卫星工业协会（SIA）发布《2017 年卫星产业状况报告》，对 2016 年全

球卫星产业发展及其产值进行全面评估。这是 SIA 发布的第 20 版卫星产业状况年度报，仍由

Bryce Space and Technology 公司完成。SIA 是美国一家提供全面服务的贸易协会。作为美国乃

至全球范围卫星工业的统一声音，SIA 代表商业卫星公司在政策、法规和立法问题等方面影响卫

星业务。 

根据美国工业协会（SIA）在 2017 年 6 月发布的对全球卫星产业总体规模进行的统计数

【市场数据】 

 

【创新热点】 

 

【技术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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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2016 年全球卫星产业总收入达到 2605 亿美元，同比增长 2%。2016 年，全球卫星服务业同

比仅增长 0.2％，收入几乎与上年持平，仍为整个卫星产业主要的驱动力；由于卫星替换周期即

将结束，卫星制造业收入暴跌 13%，整体发射服务业趋于疲软；地面设备销售业增长 7%，增长

主要来自卫星导航设备和网络设备，消费性设备需求平淡。 

作为最大的细分市场，2016 年卫星服务业收入为 1277 亿美元，同比仅增长 0.2％，收入几

乎与上年持平；除卫星固定通信业务外，大众消费通信业务、卫星移动通信业务和遥感业务都较

去年有少量增长。 

2016 年全球卫星制造业收入 139 亿美元，其中美国占 64%，高于上年的 59%。由于卫星发

射减少，全球卫星制造业收入较 2015 年减少了 21 亿美元。其中商业卫星收入占总收入的

22%，比 2015 年的 42%降了一半。军用卫星占收入比重从上年的 36%增加至 44%，立方体卫

星所占比重不到 1%。 

受到小型卫星发射量缩减的影响，2016 年全球共发射卫星 126 颗，比 2015 年的 202 颗明

显减少。发射的卫星中有 46 颗立方体卫星，它们多数都是商业遥感卫星，占总数的 37%。 

2016 年，全球商业招标卫星发射收入 55 亿美元，较去年上涨 2%。2016 年，全球商业招标

发射为 64 次，比 2015 年少一次。美国成功发射了 18 颗商业卫星，SpaceX 将几次发射（主要

为第四季度）推迟到了 2017 年。欧洲和中国表现抢眼，阿里安太空公司发射了 11 颗卫星，与上

年持平。中国发射了 20 颗卫星，比 2015 年多一颗。俄罗斯仅发射了 2 颗商业招标卫星。 

2016 年全球地面设备收入为 1134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7%，其中卫星导航收入 846 亿美

元，卫星电视、广播宽带和移动通信收入 185 亿美元，网络设备收入 103 亿美元。 

 

 
欧洲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局（GSA）于今年 5 月 10 日发布了 2017 年《GNSS 市场报

告》。报告对 GNSS 的全球市场进行了全面的审视，对各个细分市场和应用类型展开了透

彻的分析。 

“北斗时空”团队为了给广大读者呈现一份高质量的编译报告，组织了多名专家，

经过逐字逐句和好几轮的编辑审校，最终定稿。希望它可以为您带去行业最新鲜的信

息，为您的商业和技术决策提供参考。 

如果您希望获得完整中文编译版，请发邮件给我们的编辑团队垂询：

yezi@beidouplus.com。我们一定妥善、及时地处理好每一位读者的需求。 

感谢大家对“北斗时空”团队和我们信息简报的长期关注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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