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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准天顶卫星系统（QZSS）有什么高招吗？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JAXA）于今年 6 月初发射了准天顶卫星“向导-2 号”（QZS-

2）。日本准天顶卫星系统（QZSS）是日本版的区域卫星定位系统，于 2010 年 9 月发射 QZS-1

号星。根据计划，2017 年发射 2 号星和 3 号星，2018 年发射 4 号星，从而形成四星运行的应用体

制。至 2023 年，该系统计划由 7 颗卫星构成，以便增强连续性和更好的可持续定位。日本准天顶

卫星项目由内阁府宇宙开发战略推进事务局负责。内阁府有关负责人称，当前 GPS 等卫星定位系

统的定位精确度为数米级别，日本 QZSS 系统定位精度可达到厘米级，具有显著的精度优势，有望

取得国际领先地位。 

日本人不吭不哈地在做他们的卫星导航系统，而且已经成为卫星导航系统服务六大提供商之

一。他们提供的是区域导航系统（QZSS）和星基增强系统（MSAS-多用途运输卫星增强系统）。

在这里我们只谈其区域系统 QZSS。实际上，按照日本人原先的设计，也只能够叫做 GPS 的增强

系统。日本人虚晃一枪，就成为区域系统了。这算不算高招？这种指鹿为马的花招，并不是什么高

招？而他们实实在在地利用了 GPS，这是他们真正的高招。因为这样建立自己的 QZSS 系统会非

常顺利，直接把 GPS 卫星载荷技术拷贝复制过来，能够少走许多弯路，又能够减少大量开支。 

QZSS 以高仰角服务和大椭圆非对称 8 字形地球同步轨道为其特征，服务于闹市区和中纬山区

的通信与定位，实际上也是 GPS 的区域增强系统，具有区域定位服务能力。该系统主要发射 L1、

L2 和 L5 三种频率。该系统由日本政府四个部门和数十家民营企业联手实施。该系统的功能目标

是：GPS 的补充、GNSS 的增强和信息服务。目的是增强灾害管理和国家安全。覆盖范围是亚太

地区。发射的信号为：与 GPS 相同的有 L1 C/A、L1C、L2C 和 L5 信号，还有在 1575.42MHz 频

率上的 L1S（L1-SAIF）和在 1278.75MHz 频率上的 L6（LEX）信号。此外在 2020 年以后，计划

为星基增强加上 L1Sb 信号。 

准天顶卫星系统原来设计由 3 颗卫星组成，分别运行在倾角 45°，升交点赤经 140°，与地球

自转周期近似相同的 3 条轨道上。相对于地球而言，每颗卫星每天都是沿着相同的轨迹运行。通过

调整平近点角，可以使 3 颗卫星以大约 8 小时的间隔在同一轨迹上等间隔运行。卫星轨道的长半径

与地球静止轨道相差不多，约为 42164km。卫星用每个恒星日（约 23 小时 56 分钟）绕地球一

圈。但与地球静止轨道卫星不同的是，这 3 颗卫星各自有不同的轨道，并且这 3 条轨道都与地球赤

道所在平面成 45°的夹角。因此，从日本本土来看始终有 1 颗卫星停留在靠近天顶的地方，所以

日本称之为“准天顶卫星系统”。实际上，真正形成的服务星座由四颗卫星构成，就是 3 颗 QZS

卫星和 1 颗位于赤道上空的地球静止轨道（GEO）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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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系统为震区撑起生命屏障 

8 月 8 日 21 时 19 分，四川九寨沟县发生 7.0 级地震，突如其来的地壳运动间断了网络、阻塞

了交通，但打不破北斗系统撑起的生命屏障。 

重大灾害发生后，灾区的灾后影像是获取精准灾情信息、抢夺救灾黄金时间的关键，但早时

的通讯中断严重滞后了灾后影像的传输，大大影响了救援进度。然而，早已布设在四川九寨沟的

北斗地基增强站利用其无源定位的短报文功能，及时将灾区情况及时送达应急指挥中心，为灾区

拓开一条绿色生命通道。 

强震发生后，余震不断，九寨沟管理局在沟口设立了应急救灾指挥中心。8 月 9 日，首批北斗

通讯设备第一时间抵达灾区开展搜救工作，同时基于北斗高精度的智慧景区位置服务平台等持续

支撑了景区的相关搜救工作。 

一度，强烈的地震使九寨沟景区内移动通信设施严重受损，但遍布于九寨沟景区的节点定位

服务终端持续在线运行，指挥中心向节点定位服务终端推送应急公告信息，使沟内群众与搜救小

队实时获得指挥中心相关情况通报。指挥中心也通过北斗智慧景区平台实现搜救车辆的实时位置

获取与调度。 

此外，一批基于北斗高精度服务的精准农业生产无人机肩负起灾区的消毒防疫工作，震区植

保队和志愿者组成无人机喷洒队，对受污染的河堤、饲养场等地进行精准、全方位专业消毒防

疫，让次生灾害远离受灾群众。 

 

民航局明确加快北斗系统应用步伐 

近日，民航局发布《民航局关于推进国产民航空管产业走出去的指导意见》。《意见》透

露，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民航领域的应用步伐将进一步加快。 

《意见》共五章二十条，明确了推进民航空管产业“走出去”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

目标，并从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完善法规标准体系、加强区域性合作、提高企业走出去的能力和

水平等四个方面提出了具体意见。 

《意见》特别提及重点考虑将雷达、空管自动化系统等成熟、优质装备，以及北斗卫星导航

系统相关产品等自主创新技术作为推进空管技术产业国际化的切入点，集中优势，重点突破。这

意味着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民航领域的应用步伐将进一步加快。 

根据《意见》，民航局将在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方面加快空管产业结构整体建设；完善对外合

作机制；注重优势装备与自主创新技术推广；组织高校、科研机构和产业界加大力度常态化参与

QZSS 用以下两种方式增强 GPS 服务：一是可用性增强（提高 GPS 信号的可用性）；二是性

能的增强和改善（增加 GPS 信号测量的精度和可靠性）。通过广播类似于 GPS 并和 GPS 兼容的

信号，QZSS 的任何用户，只要其能够看见、并能跟踪一个或多个 QZS（准天顶卫星），就可以增

强单独的 GPS 可用性。此类增强最大的受益者将是在日本区域的用户，因为星座对于该区域进行

了优化设计。但是，对于亚太许多其他地区的用户也将由于 QZSS 而可能受益，该星座增强了卫星

的几何排列分布。这样通常增加了天空视野受阻的城市和山区地区可能定位的区域和时间。 

 

【大事速报-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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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国际相关标准和规则制定；会同相关部委在政策和资金上扶植国产厂商的内部发展和国际

拓展。 

《意见》由民航局空管办牵头编写，先后组织工业界、科研机构、高校及空管运行单位代表

共同研究讨论，并于 2017 年上半年完成行业征求意见。 

 

中国计量院首次实现欧亚链路北斗时间频率传递 

从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获悉，该院在国际计量局（BIPM）支持下开展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超

远距离时间频率传递研究取得重要进展。其自主研制的北斗时间频率传递装置，完成了北斗时间

传递链路校准，并首次在超 8200 公里的欧亚链路和 1000 公里的欧洲内部链路实现了全视和共视

两种方法的时间频率传递，稳定度达 1ns，与 GPS 时间传递结果的吻合度优于 2ns。 

目前，我国通信、电力、交通等行业都广泛采用基于 GPS 的高性能时间频率传递技术。随着

空间技术等的快速发展，近年来用户对时间频率传递的安全性、独立性、精密性和远距离传输性

等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从 2017 年 1 月起，中国计量院在 BIPM 支持下开展了欧亚链路和欧洲内部链路北斗时间传递

相关实验研究。该院科研人员在位于法国巴黎的 BIPM 完成了自主研制的北斗时间频率传递装置

的安装调试，并成功实现了基于北斗系统的“法国巴黎（BIPM）——中国北京（中国计量院）”

超远距离的时间频率传递。传递距离超过 8200 公里，传递稳定度、准确度与 GPS 时间传递系统

相当。科研人员还比对了位于捷克布拉格地区北斗时间频率传递数据和位于 BIPM 的“北斗时间

频率传递装置”测量数据，验证了北斗系统在欧洲区域内超过 1000 公里的时间频率传递可行性。 

通过实验，中国计量院首次获得了欧亚链路、欧洲链路基于北斗系统的全视、共视时间频率

传递性能指标，为基于北斗系统在欧亚之间、欧洲区域范围内进行高水平时间传递提供了重要理

论依据和数据参考，为北斗系统走出国门、服务全球奠定了坚实基础。 

据了解，此项研究工作也受到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肯定与认可。相关论文在 7 月 9 日至 13 日举

行的国际时间频率领域最高级别学术会议——欧洲时间频率论坛（EFTF）和 IEEE 频控年会

（IFCS）中发表。中国计量院时间频率所梁坤副研究员受邀作会议口头报告。 

据悉，中国计量院目前已与法国巴黎天文台（法国国家计量院）、德国联邦物理技术研究院

（德国国家计量院）等参与协调世界时（UTC）合作的主要单位达成了合作意向，将联合对基于

北斗系统的“洲际、超远距离时间频率传递”进行评估。这对于扩展北斗系统海外应用有着重要

意义。目前，中国计量院自主研发的北斗时间频率传递装置已在法国巴黎天文台完成了安装。 

 

十部门出台共享单车指导意见，推动北斗电子围栏建设 

8 月 3 日，交通运输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十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网

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意见多次提及建设电子围栏，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共享单

车）。目前，北京等地正在进行基于北斗系统的电子围栏试点，相信北斗系统可以为各地政府监

管共享单车提供高科技手段。 

意见提出，对城市重要商业区域、公共交通站点、交通枢纽、居住区、旅游景区周边等场

所，应当施划配套的自行车停车点位或者通过电子围栏等设定停车位，为自行车停放提供便利。

共享单车运营企业要落实对车辆停放管理的责任，推广应用电子围栏等技术，综合采取经济惩

罚、记入信用记录等措施，有效规范用户停车行为；及时清理违规停放、存在安全隐患、不能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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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服务的车辆，并根据停车点车辆饱和情况及时调度转运车辆，最大限度满足用户用车停车需

求。共享单车运营企业充分利用车辆卫星定位、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加强对所属车辆的经营管理，

提高服务水平。 

北斗系统结合地基增强等技术，实现了高精度定位，精度达到米级甚至亚米级，能更有效地

支撑共享单车电子围栏建设，为政府提供精准化管理的途径，为解决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的乱象提

供高科技的手段。相信，意见的出台，会推动更多的政府部门、共享单车企业利用北斗系统进行

共享单车监管，让大众更好地享受共享单车带来的生活便利，解决共享单车城市管理的难题。 

 

近期全国各地北斗应用汇编 

吉林：近日，从吉林省中药材电子商务研讨会上获悉，吉林省中药材交易所项目即将在吉林

省开始建设，项目将利用北斗系统实现中药材产品溯源管理。该项目以中药材交易为中心，是打

造集“大宗现货交易所+小宗现货电商平台+配套服务”于一体的中药材交易生态系统。项目运用

北斗大数据中心作为交易平台运行基础，并采用北斗大数据和北斗定位技术对中药材进行产品溯

源管理，收集种植户、贸易商、药品加工企业的信息，满足种植养殖、加工、收购、储存、运

输、销售到使用的全过程追溯体系要求。项目规划总投资 5000 万元，项目运营后，既可以把吉林

省中药材的整体优势集中展现在市场上，也能促进更多的交易活动，增加地方经济总量和税收，

带动中药种植、中医药及健康产业的发展。 

 

河北：从唐山市城管局获悉，唐山市投资 400 多万元建设的“智慧环卫”系统已经投入使

用，开创了“互联网+北斗+环卫”精细化管理新模式。据悉，该系统主要包括餐厨废弃物处置综

合监管系统，环卫车辆卫星导航综合监管系统，垃圾转运、卫生填埋、垃圾焚烧处置终端综合监

管系统，后台管理系统，监控中心建设，基础平台建设六大模块。目前，全市 455 部环卫清扫车

辆，255 个垃圾转运、填埋、焚烧处置场所全部纳入“智慧环卫”管理系统，达到了环卫人员、

车辆作业自动管理，作业质量高效监察，可视化指挥、对讲调度，大数据自动统计考核的标准，

月平均处置各类生活垃圾 6.1 万吨。“智慧环卫”系统能确保清扫保洁机械化水平，提高垃圾清

运频次。同时，利用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化手段，对道路机械清扫保洁

垃圾收运作业车辆安装 4G 北斗/GPS 双模环卫专用视频终端、云台等设备，实现作业车辆实时调

度，多方位多角度实施远程视频回传、案件上报，用于监控作业车辆情况和行车路线，实现了政

府监管、企业运营、公众参与的互联互通，提升管理效能。 

 

北斗将成摩托车标配  

北斗车联网认证联盟 7 月 31 日在北斗车联网认证联盟工作会议上透露，国内主要摩托车企业

将于 2018 年实现前装标配北斗。预计“十三五”期间，将有超过 1000 万台北斗车联网摩托车投

入国内市场，超过 1000 万台北斗车联网摩托车出口海外市场，推动摩托车产业从传统制造业向智

能出行服务业转型发展。依靠联盟认证推广北斗应用，依靠中国质量推广“中国精度”，推动北

斗成为机动车标准配置，将有效提升道路交通管理和出行服务能力，助推产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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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资金支持 GPS 备份系统与 WAAS 

民用 GPS 资金来源成疑 

7 月 27 日，美国众议院议员们通过了国防拨款法案。法案（HR 3219）结合了四个 2018 财

政年度的资金措施：国防部（Department of Defense, DoD）、军队建设/退伍军人事务、能源/水

和立法部门的预算。其中还包括国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DHS）用于在

美国南部边界建立一个物理障碍的 16 亿美元。 

其中，与 GPS 相关的资金总额 1000 万美元由加利福尼亚州代表 John Garamendi 和新泽西

州代表 Frank LoBiondo 发起的修正案加入到国防预算中。 

国防、交通和国土安全部将根据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结果共同制定 GPS 备份的要求。该要

求将于 12 月完成。Garamendi 表示，eLoran 将是最有可能被选中的系统。基于陆地的备份系统

有一些明显的优势。它不受轨道问题的影响，如空间天气、轨道事故造成的碎片。特别是，

eLoran 不与 GPS 使用相同的频率，可以到达 GPS 不能到达的一些接收机，比如水下和地下。自

动驾驶汽车行驶在隧道中也能接收到 eLoran 信号。 

虽然国防部并不是 GPS 唯一的资金来源，但它是最大且最可靠的。交通部（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DoT)经过多年的收费，抵消了 GPS 计划部分以民用为主的元件成本，但是国会

仍然没有对这些债务进行充分的资助。有迹象表明，明年的情况可能会更糟。 

两会选择了为 WAAS 系统提供资金。众议院向白宫要求增加 300 万美元，而参议院则要求增

加 800 万美元。委员会关心的是，目前主卫星已经接近退休年龄，延迟一年开发 WAAS GEO7

可能会导致主卫星失去机会，甚至中断服务。 

此外，美国空军表示，新的 GPS 地面系统开发成本已经上升到 60 亿美元，而且由于“已经

实现的项目技术风险”和必要的硬件和软件更新，该计划将进一步延迟九个月。雷神公司是下一

代运行控制系统（OCX）的主要承包商。目前，该计划预计将于 2022 年 4 月实现。据悉，截至

2017 年 6 月，该项目已经延期了五年，并已超过预算 55 亿美元。 

ION GNSS+ 2017 会议将于 9 月在美国波特兰举行 

ION GNSS+ 2017 会议和行业展览将在 9 月 25-29 日于美国波特兰的俄勒冈会议中心举行。

今年会议的主题是“GNSS + 今日市场上的其它传感器”（GNSS + Other Sensors in Today’s 

Marketplace）。 

今年的会议将有两个方向： 

 “应用与进展”侧重于生命安全、商业和大众市场应用以及 GNSS 计划和政策； 

 “研究和创新”将关注自主系统、多传感器应用和先进的 GNSS 算法。 

今年，ION 将推出免费的短课程，由国际公认的 GNSS 专家和教育工作者于 9 月 25 日进行

全天候授课。短课程将以演讲风格的学习环境呈现，课程面向任何水平的专业人员、工程师和学

者以及希望在特定领域扩展知识的非工程师（如销售团队成员）。短课程免费开放给 ION 

GNSS+ 2017 会议的每位注册参会者。 

课程内容包括：GNSS 101 简介；GNSS 接收机设计基础、GPS 和 GNSS 系统的精密时间

和时间间隔（PTTI）服务；影像辅助导航；A-GNSS；弹性定位导航和授时；GNSS/INS 集成的

实用性介绍；导航系统的非线性估算技术等。 

【大事速报-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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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手合作伙伴 千寻位置驰援九寨沟地震现场 

8 月 8 日 21 时 19 分，四川九寨沟县发生 7.0 级地震，千寻位置得到消息后，启动紧急救灾

机制。 

在地震中，距九寨沟县直线距离 40 公里的千寻基站因光缆中断而失去信号，千寻位置与四

川移动方面携手推进抢修工作，力争尽快恢复向区域内提供亚米级服务的能力，保障客户使用，

也为利用精准定位服务支持救灾提供可能。同时，千寻位置还第一时间与 30 多家无人机厂商取

得联系，积极调集无人机参与救灾，全面调集资源支援灾区。千寻位置将根据各厂商无人机的特

点重点开展两项救灾支持工作。首先，将组织相关厂商无人机对灾后现场进行航摄及实时画面的

 

天宝推出新款应用 Penmap for Android 

天宝公司推出了适用于安卓的 Penmap（Penmap for Android），这是用于现场测量和高精

度地理信息系统（GIS）数据采集的云链接应用，适用于移动手持设备、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 

天宝的 Penmap for Android 专注于核心测绘任务，比如地籍和边界测量，以及本地控制、放

样、质量检查和公共事业的资产管理。它为专业测量师和现场工作人员提供了一个直观、易于使

用的地图界面，以便于管理高精度 GIS 和完整测量文档的特征和属性。该应用还适用于能源分配

行业，用于定位基础设施并记录关于侵占、畅行道路和现有古迹的重要的信息。 

该应用运行在各类安卓设备上，包括天宝 TDC 100 手持设备，并支持全功能天宝 GNSS 接

收机，如天宝 R10、R8 和 R2 接收机。 

天宝对 Penmap for Android 进行优化以集成新型的天宝 Catalyst 服务，这是一款软件定义的

GNSS 接收机，可以连接到小型低成本的即插即用 DA1 天线，并允许测量师选择从米级到厘米级

的精度水平，以适应它们的应用需求。 

 

洛克希德马丁投资 3.5 亿美元建设新的生产设施 

洛克希德马丁（Lockheed Martin）花费 3.5 亿美元进行一项设施的初步建设，用于生产下一

代卫星。 

公司表示，这个新的设施位于丹佛附近的沃特敦峡谷基地，是正在进行中的转型工作的最后

一步，目的是降低成本和周期以更好地支持未来的任务。 

新的 Gateway Center 将于 2020 年完工，包括一个最先进的洁净室，可以同时构建从微观到

宏观的一系列卫星。 

该设施的无纸化、数字化的生产环境结合了快速可重构的生产线和先进的测试能力。它包括

一个扩展的热真空室以模拟空间恶劣的环境，一个用于传感器和通信系统高度感知测试的消声室

和先进的测试操作和分析中心。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目前在生产的航天器包括空军的 GPS III 卫星（在 GPS III 处理设施中），

NASA 的 InSight 火星着陆器，NOAA 的 GOES-R 系列气象卫星和商业通信卫星。 

 

【上海专讯】 

 

http://www.lockheedmart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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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捉及监控，提供灾情一手信息，助力救援。其次，千寻还在组织一批用于精准农业生产的无人

机，肩负起灾区的消毒防疫工作，严防“大灾之后有大疫” 的情况发生，让次生灾害远离受灾群

众。千寻将组织客户与当地植保队和志愿者组成无人机喷洒队，在卫生院、疾控中心指导下，对

受污染的河堤、饲养场等地进行全方位专业消毒防疫。 

据介绍，重大灾害发生后，灾区的灾后影像是获取精准灾情信息、抢夺救灾黄金时间的关

键，而无人机航摄正是快速获取与及时提供这幅“生命影像”的重要手段，被誉为科学救灾的

“眼睛”，对其他救灾工作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此前，在今年 6 月救援湖南洪灾的过程

中，千寻位置就协调大疆创新等千寻位置生态合作伙伴对灾区超 200 平方公里的地区进行了专业

的消毒防疫工作，在相关工作上积累起了丰富的经验。 

 

 

 

全球首艘无人船明年下水 

财富网站近日报道，全球第一艘无人驾驶船舶“YARA Birkeland”号将于 2018 年开始下水

航行，该船舶最初将被投放到挪威南部一条长 37 英里（约合 59.5 公里）的航线上，用于肥料运

送。 

“YARA Birkeland”号无人驾驶船舶的下水，被给予厚望，报道称它可能会成为全球航运史

上的一个巨大转折点。 

正在开发中的“YARA Birkeland”号被人称作“海上特斯拉”，据媒体报道，37 英里航线

的起始点为一处肥料生产工厂，终点为拉维克港口。借助自身安装的 GPS、雷达、摄像头和传

感器，这艘船便可自动穿梭于其他船只之间，还能在到达终点时实现自行停靠。 

 

 

英国线上超市无人驾驶卡车测试完成  

据环球网报道，8 月 10 日，英国最大的 B2C 零售商奥凯多（Ocado）在伦敦格林尼治成功

完成其无人驾驶卡车的测试。这款无人驾驶运货系统有望于 2019 年在全英范围内进行商业发

行。 

奥凯多预计这款自动驾驶汽车 CargoPod 能提高配送安全性和运货速度，满足订单需求。在

为期十天的测试中，格林尼治居民能够享受由该电车提供的英国首次无人驾驶配送服务。

CargoPod 可合法上路，为了安全行驶，其车身配备多个传感器和摄像头。一旦顾客在奥卡多线

上超市上下单，CargoPod 将立马收到送货通知，即刻奔赴预定的送货轨道。 

奥凯多公司表示，“这次测试使奥凯多科技（Ocado Technology）能够在商品发货出厂至

安全送达顾客手中这一在线零售链末端尝试一些新想法。我们还能在向奥卡多智能平台合作伙伴

(Ocado Smart Platform partners)提出高效无人驾驶运送提案之前对后续步骤作进一步了解”。 

据报道，这款车由英国自动驾驶系统公司 Oxbotica 研发，该公司与奥凯多共同合作提供一

键自动运送服务。该测试服务隶属于 GATEway 项目，在格林尼治伍尔维奇区（Woolwich）进

行。 

 

 

【创新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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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信息企业市场快讯 

北斗星通：8 月 5 日，北斗星通披露，拟以 7164 万元转让北京星箭长空测控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51.43%股权，回收的资金拟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受让方为北京晟顺普辉光电科技股份

公司和北京金迪瑞克科技有限公司。根据北斗星通的相关公告，北斗星通在 2011 年 3 月以 6090

万收购星箭长空 51.43%股权，并称该项投资有利于发挥双方在国防业务领域的协同效应，提高

双方在国防领域业务的抗风险能力。北斗星通是中国卫星导航领域的领头企业之一，是北斗领域

的第一家上市企业。根据 2016 年年报，北斗星通 2016 年的营业收入比 2015 年增长 45.97%，

达到 16.17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1.95%，达到 0.52 亿元。 

 

欧比特：8 月 14 日，珠海欧比特控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公司拟出资不超过人

民币 5000 万元在珠海高新区设立全资子公司珠海金特科技有限公司（最终名称以工商核准登记

为准），以该公司为平台，充分利用珠海国家高新区区域政策环境、产业实力、人才聚集等优

势，运营建设欧比特卫星大数据产业孵化基地，延伸卫星大数据产业链，打造产业集群，提供更

优质高效的卫星大数据服务。欧比特是国内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企业，公司主要从事于核

心宇航电子芯片/系统（SOC、SIP、EMBC）、微纳卫星星座及卫星大数据、人脸识别与智能图

像分析、人工智能系统、微型飞行器及智能武器系统的自主研制生产，服务于航空航天、工业控

制、安防、政府部门、国土资源测绘与监测、智慧城市管理与规划、资源开发、大众消费、人工

智能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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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