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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这样世界级系统应该诞生世界级企业 
伟大的时代，诞生伟大的产业，需要伟大的企业，及其经营者。中国北斗这样世界级的系统，

应该诞生世界级企业，是时候了！我国的卫星导航产业，萌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1995 与 1996 年

美国 GPS 和原苏联的格洛纳斯相继宣布投入正式服务运营。对于新兴科技情有独钟的中国人，对

于卫星导航给予高度的关注，一批石油地质测绘海事人士，由于有使用子午仪卫星导航系统的经验

和基础，依托国有企业的财力物力，成为我国卫星导航应用领域首先吃螃蟹的人，嗅觉灵敏的许多

民营公司成为中国第一批卫星导航的创业者。现在在中国卫星导航界叱咤风云的若干著名上市公司

和民营企业家人士，在上世纪最后十年间，是他们在苦心经营中国的 GPS 产品，从头做起，做代

理、做研发、做生产、做市场、做应用推广、做售后服务，产业链从头做到尾，销量又那么小，竞

争还那么激烈，他们才真正知道创业的艰辛和苦乐，他们却支撑着中国卫星导航创业那一片小小的

天。 

2002 年国家计委，现在的国家发改委，真正从国家层面首次推动卫星导航产业化专项示范工

程，开创了我国卫星应用产业化推进的先河。“十五”期间，连着两年推进的示范工程，如同一缕

春风，让中国卫星导航产业呈现春光无限的大好景象。从此，几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发改委在不断

推进卫星导航应用产业化专项，近十多年来，主要致力于北斗产业化。而产业的主力军，成绩卓著

的大多还是民营企业，是剩者为王的那些经得住时间和市场考验的那些公司，感谢这些公司为我国

北斗产业（也就是中国的卫星导航产业）正在逐步摆脱“小、散、乱、低”的局面做出了杰出贡

献。 

目前，在全世界的卫星导航产业界，在元组件制造商、系统集成商、增值服务商的企业中，在

全球 100 强，至少在 50 强中鲜有我国公司的身影，这与我国北斗是四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的

地位是不相称的，这也与当前我国在全球卫星导航产业中占有 15%的贡献率是不相称的，还与到

2020 年我国可能成为全球卫星导航用户数量最大（占有 1/4）的市场实际是不相称的。 

中国北斗产业需要建立利益共同体，形成大联盟，需要建设以新时空服务为核心主线的科技巨

头引领的大经济平台，如同谷歌、苹果、亚马逊、脸书、阿里巴巴、百度、腾讯……那样，融入社

会生产、生活、生态各个方面，自觉地让时空服务真正成为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这需要开放的心

胸、深远的前瞻、到位的执行力，需要大策划、大行动、大手笔，要成为国家意志和战略的一部

分。国家与用户、产业与市场正在期盼北斗产业诞生世界级的伟大企业，成为北斗导航、泛在时

空、中国服务的领军者，成就领头羊企业群体，服务全中国全世界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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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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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长江经济带绿色航运  “北斗+互联网”必不可少 

近日，交通运输部发布《关于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航运发展的指导意见》。意见提出，加快

建设数字航道，推广使用长江电子航道图、水上 ETC 和北斗定位系统。 

意见提出，以绿色航道、绿色港口、绿色船舶、绿色运输组织方式为抓手，努力推动形成绿

色发展方式，促进航运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利用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积极推

进“互联网+”水运融合发展。加快建设数字航道，推广使用长江电子航道图、水上 ETC 和北斗

定位系统。推进长江航运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和国家交通运输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建设，促进信息交

换共享。 

此外，意见中提出的部分建设方案，也有利于北斗系统大展所长。如开展智慧港口示范工程

建设，优化港口物流流程和生产组织，促进港口物流服务网络化、无纸化和智能化；严格港口岸

线管理，探索建立港口岸线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建立长江经济带港口深水岸线监测系统；完善危

险化学品水路运输企业信息库，建立长江危险化学品运输动态监管信息共享平台，推进共享危险

化学品运输相关信息。 

民航局发布《中国民航航空器追踪监控体系建设实施路线图》 

近日，民航局发布了《中国民航航空器追踪监控体系建设实施路线图》，2025 年底前，将建

成主要包括北斗系统、自主星基 ADS-B 系统、自主卫星通信系统以及自主知识产权机载设备的制

造、测试与适航审定等基于自主知识产权的航空器全球追踪系统，并形成相关标准。 

《路线图》提出了中国民航从当前到 2025 年期间航空器追踪工作的总体目标，即建成中国民

航航空器追踪监控体系，实现对中国民航航空器全球运行持续监控、安全管理与应急处置；推动

以北斗为代表的国产装备在民航的应用，积极推进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和标准在国际上的应用与引

领；建立并持续完善相关运行规章标准体系、设施设备测试验证体系、人才培养与技术支撑体

系。 

《路线图》明确，中国民航航空器追踪监控体系建设将分为三个阶段，即现阶段（2015-

2016）、近期（2017-2020）和远期（2021-2025）。目前，中国民航已经实现基于现有技术的境

外运行航班 4D/15 追踪，即以 15 分钟或更短的时间间隔，在地面对飞行中的每架航空器进行记录

并更新航空器 4D（经度、纬度、高度、时刻）位置信息，具有国际载客运行资格的 19 家运输航

空公司全部完成航空器追踪监控补充运行合格审定。 

我国首次将星载铷钟应用于海洋二号卫星 

近日，航天科工二院 203 所研制的雷达高度计铷原子钟鉴定件通过验收，性能指标均满足总

体指标要求。这是我国首次将星载铷原子钟应用于海洋二号卫星，后续海洋二号卫星 B 星和 C 星

都将采用铷原子钟。 

据悉，海洋卫星过去是采用 GPS 锁定晶振方式，实时校准晶振的准确度，以实现测量数据的

准确性。但这种方式一旦失去 GPS 信号，测量结果的准确性将大打折扣。采用铷原子钟，由于低

漂移率，卫星整个寿命周期都不用校准，测量结果的准确性将大幅提升。 

海洋二号卫星上铷原子钟的设计，延续了北斗卫星铷原子钟的设计，在铷原子钟相噪和杂散

指标上进行了很大的提升。过去采用晶振，在同一区域测量海平面的年均高度误差是厘米级，而

采用铷原子钟后，寿命期内测量高度误差精确到毫米级。此外，由于原子钟漂移率很低，卫星整

【大事速报-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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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寿命周期不用校准，铷原子钟自己维持，每时每刻都能获得准确数据。 

据介绍，海洋二号是我国第一颗海洋动力环境观测卫星，主要用于探测海面风场、温度场

等，以获取全球海洋风矢量场合表面风应力，其具有全球观测能力，并且具备不受天气影响的微

波观测功能。 

近期全国各地北斗应用汇编 

西藏：西藏“科技扶贫、精准扶贫”项目之一——“牦牛认养互联网+”平台计划今年 10 月

投入运行。该项目集合了北斗系统、云计算、大数据等先进技术。牦牛认养物联网项目是西藏本

土特色企业高原之宝公司借力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的技术优势，打造的西藏牦牛及人文地理资源运

营的新模式。“牦牛认养互联网+”平台集合了牦牛北斗定位、牦牛身份识别、牦牛健康监测、牧

场生态系统监控等功能。主要包括“三大系统、一个平台”：牦牛健康监测系统、牦牛放牧预警

系统、牧场生态检测系统和牦牛认养互联网平台。 

山东：威海市海洋渔业监控平台建设项目已完成竣工验收，现已进入试运行阶段。据了解，

威海市将利用两年时间，对全市近 4000 部船用北斗终端和 AIS 渔船防碰撞终端进行更新换代。加

快建设近海海域雷达监控系统。系统建成后，将融合雷达、光电、AIS、渔港视频等多种数据源，

实现渔船管控模式由被动向主动、由分散向综合的本质转变。海洋渔业监控平台依托山东省（威

海）远洋渔业促进中心，由省海洋与渔业厅和市政府共建，由市海洋与渔业安全应急指挥中心负

责日常运行和管理。平台通过信息化、网络化手段，构建起行业主管部门与企业之间、上下游相

关产业之间联动的纽带。平台整合了近海渔船监控系统、渔港视频监控系统、海域动态监测监视

系统、水产品质量追溯系统、海洋牧场观测网等六大板块，实现海洋渔业各类管理系统和数据统

一管理、统一展示、资源共享。 

日本发射第三颗准天顶卫星 

8 月 19 日，日本利用 H2A 火箭将日本准天顶卫星系统（QZSS）的第三颗卫星送入预定轨

道。首颗 QZSS 卫星“指路（Michibiki）”于 2010 年发射升空。2017 年 6 月 1 日，日本发射了

“指路”2 号。“指路”3 号卫星原定于 8 月 12 日发射，但在发射前约 1 个小时因为燃料系统问

题而临时取消了发射计划。日本计划今年再发射“指路”4 号，初步构建一个拥有 4 颗卫星的卫

星导航系统，并力争到 2023 年进一步扩充到 7 颗卫星。 

日本“指路”系列卫星被称为准天顶卫星系统，该卫星系统包括多颗轨道周期相同的地球同

步轨道卫星，这些卫星分布在多个轨道面上，无论何时，总有一颗卫星能够完整覆盖整个日本。 

现在日本在卫星定位方面完全依赖美国的 GPS 系统，日本政府希望建立能兼容美国 GPS 并

能提高定位精度的自有卫星导航系统，未来实现不依赖美国 GPS 的独立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另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报道，一名政府官员于本月 19 日表示，日本政府希望从 2020 年

开始出口一种优于 GPS 的技术。日本科学技术政策担当大臣称，将以亚洲为出口目标地，包括

东南亚和澳大利亚的用户，其应用包括坑洞探测和无人施工机械等方面。 

博世等企业将推高精度 GNSS 定位服务 

博世、Geo++、三菱电机与 u-blox 于 2017 年 8 月 8 日宣布，将共同创建一家合资公司

Sapcorda Services GmbH，旨在实现高精度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定位服务的市场化运作。目前，上

【大事速报-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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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四家公司已认识到，现有的 GNSS 定位服务方案已无法满足新兴的高精度 GNSS 大众市场的

需求。 

为此，四家公司决定合力为系统集成商、OEM、接收器制造商全力打造一款定位全球、可负

担的产品方案。各方将向 Sapcorda Services 提供其独家的专项技术和知识。 

Sapcorda 将借助互联网及卫星广告，向用户提供全球性的 GNSS 定位服务，其精度为厘米

级。该服务旨在服务汽车、工艺及消费品市场。该项实时校准数据服务将采用公开、开放式格

式，无需绑定某款接收器硬件设备或接收系统。 

美国空军考虑缩短 GPS 卫星设计寿命 

在完成最后一批 GPS III 航天器发射任务之后，美国空军考虑缩短 GPS 卫星的设计寿命。太

空司令部在上个月晚些时候向产业寻求反馈意见，要求缩减 GPS 航天器（GPS SVs）的“劲量

兔（Energizer Bunnies）” ——意指航天器的续航能量。 

7 月 31 日的信息征询书（Request for Information, RFI）上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更

高的可用性和更鲁棒的 SV 设计的需求导致了 SV 设计寿命的不断增加。为了探索提供财政责任

任务能力的所有潜在选择，GPS 理事会被要求提供 SV 设计寿命降低所产生影响的相关信息。 

GPS 卫星向来以足够长的运行时间著称，有些笑话一直在业界流传，即“GPS 卫星早已经

到了它们的饮酒年龄（美国联邦法律要求各州把最低饮酒年龄定为二十一岁）”。美国空军充分

利用了卫星的这一优势，在不需要发射卫星的时候将涉及卫星星座更新的钱重新定向分配至其它

项目。 

专家表示，缩短设计寿命可能将降低总的轨道成本。更短的设计寿命意味着将使用更少的太

阳能面板，卫星重量也将随之下降。缩短卫星寿命还可以减少不间断的卫星校正，或使其脱离轨

道或升高到更高轨道所需的燃料。此外，以这种方式收缩卫星还可以降低发射成本。除了消减太

阳能电池板的数量和所描述的其它措施之外，还有一种方法是从 GPS 卫星上取出核雷管

（NUDET）检测系统（NDS），这也是降低 GPS 卫星建造成本的另一长期建议。 

日全食横贯美国东西两岸 

在日全食发生之前，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发布了“关于 8 月 21 日日全食的注意事

项以及对 GPS 用户的影响”的相关声明。 

据悉，8 月 21 日，日食穿越北美各地。任何位于路径中的所有人将看到月亮完全遮住了太

阳，还可以看到太阳稀薄的大气层——日冕。在这条路线以外的观察者看到了部分日食，即月球

遮住太阳的一部分。 

对 NASA 来说，由于日食在陆地和海岸上的漫长路线，提供了研究太阳、地球、月球以及其

相互作用的独特机会。11 个 NASA 和 NOAA 卫星，以及国际空间站，50 多个高空气球和数百个

地面资产将在 90 分钟内充分利用这一难得的机遇。 

虽然日食的任何影响都具有科学意义，但 GPS 服务不应该受到日食的不利影响。 

NASA 在声明中表示，从电离层的角度来看，日食的预期效果是太阳能 EUV 电离的显著减弱

（太阳能 EUV 辐射被阻挡），因此电离层总电子含量（TEC）数量沿着日食路径显著减少。 

一些观察结果也显示了在日食期间小幅度（〜1 TECU）的波状 TEC 扰动。波浪状扰动似乎

是大气重力波或日食期间可能触发的电离层行扰的影响。 

TEC 的减少将降低电离层引起的 GPS 信号延迟。小幅度 TIDs 并不会对 GPS 信号产生任何

重大的影响。这些因素并不会导致 GPS 信号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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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发布应急产业实施意见，发展北斗救援系统 

近日，上海市发布《关于加快本市应急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到 2020 年，在

应急智能机器人、北斗导航救援系统、城市公共安全应急预警物联网、应急救援装备等方面的关

键技术和产品的研发和制造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意见提出，培育一批在国内外有影响力的应急产业企业，逐步实现高端应急装备核心产品的

进口替代，实现应急产业工业产值与服务业产出达到 1600 亿元。意见明确提出，在城市建筑物

防护方面，发展基于北斗技术的高层楼宇、老旧楼房及高架桥梁等建筑的安全监测与防御。在其

他应急服务领域，发展灾害保险、北斗导航应急服务等。 

结合上海产业优势和区域特点，重点建设北斗导航、智慧消防、智慧安防、公共安全应急物

联网、应急重工装备等应急产业示范基地。北斗导航产业基地重点发展符合应急救援要求的智能

控制系统、物联网智能应用设备、一体化卫星终端、卫星专网服务设施、地面设备等。 

高德地图联手千寻位置 提供高精度“地图+定位”解决方案 

8 月 17 日，高德地图与千寻位置在北京宣布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共同为客户提供“高精

度地图+高精度定位”的综合服务。两家公司合作研发的支持自动驾驶的综合解决方案，最快将

于年内上市。 

高德地图执行总裁韦东和千寻位置 CEO 陈金培在发布会上表示，双方将进行全面的技术整

合，并推进一系列联合开发，实现高精度地图与高精度定位能力的深度融合，助力自动驾驶产业

快速发展，更成为未来智慧出行系统的“基础设施”。 

NASA 资助了日光学科的 11 项研究，麻省理工的干草堆天文台（ MIT Haystack 

Observatory）和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的工作将广泛使用 GPS 接收机来研究日全食对地球电离层的

影响。 

洛克希德马丁推进 GPS 监测站接收机现代化工作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新开发了六款先进的接收机，其中三款已部署于监测站，以帮助美国空军

保持 GPS 卫星信号的准确性。今年 6 月，第一台监测站技术改进能力（Monitor Station 

Technology Improvement Capability, MSTIC）接收机在佛罗里达州的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开

始运行。美国空军位于夸贾林岛和夏威夷的监测站也进行了持续的升级。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

对 GPS 监测站的关键性升级是对现行 GPS 地面控制系统进行现代化和维护的工作之一，被称为

架构演进计划运行控制部分。GPS 监测站分布在全球各地，在固定位置监控 GPS 卫星信号，帮

助维护世界各地用户的导航和定位精度。 

在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GPS 控制部门（GPS Control Segment, GCS）维护合同下，该公司

在 36 个月内按计划开发并部署第一个 MSTIC 接收机。到 2017 年底，余下的空军 GPS 监控站也

将进行升级。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表示，新的 MSTIC 接收机软件定义的无线电（SDR）技术将取

代近 20 年前部署的传统监测站接收机元件（MSRE）的基于硬件的 ASIC（专用集成电路）平

台。MSTIC 利用商用现货硬件，无需自定义固件。标准接口和固有的可配置性简化了维护过程，

并使得 MSTIC 软件能够迁移到新的硬件平台，商业厂商可以提高处理能力和可靠性并增强网络

安全。 

【上海专讯】 

 

http://news.mit.edu/2017/mit-haystack-observatory-investigates-space-weather-effects-solar-eclipse-0817
http://news.mit.edu/2017/mit-haystack-observatory-investigates-space-weather-effects-solar-eclipse-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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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自动驾驶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厂商认识到，要不断加强车辆应对道路复杂情

况，处理海量数据的能力，就不能单纯依靠“传感器+控制系统”的解决方案。“高精度地图+高

精度定位”的深度融合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双方此次战略合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综合两家优势，共同研发一款可供一级供应商及整车

企业采用的综合解决方案。该方案不仅能帮助无人驾驶汽车实时实现自身精准定位，还能及时准

确了解周围环境信息，在弥补激光雷达等相对定位技术不足基础上，大范围削减行业成本，推动

无人驾驶技术早日市场化。据介绍，双方合作研发的产品最快将于年内上市。与之前专注单个项

目的合作不同，此次高德地图与千寻位置推进的是涵盖数据层、算法层、定位服务层、硬件服务

层和应用层的全方位深度合作。 

北斗高精度助力鄱阳湖新能源开发 

近日，司南导航自主研制的北斗高精度桩机引导系统全面应用于鄱阳湖，使打桩作业高效精

准，不仅解决了水上打桩难度高的首要问题，而且节省了大量人力物力、提高作业效率、保证打

桩精度，为鄱阳湖新能源项目的后续开展打下坚实基础。 

在北斗高精度桩机引导系统的辅助下，打桩流程大大简化：在岸边开阔处架设一台基准站，

同时在打桩机上安装一台高精度 GNSS 接收机作为移动站，北斗高精度接收机实时反馈桩机位

置到驾驶室的显示器上，操作员根据屏幕上预设的桩点位置移动桩机，一旦吻合就迅速打桩，误

差不超过 2 厘米。不仅如此，GNSS 接收机还能实时监控打桩深度，确保所有桩都能处于同一水

平高度。待全部打桩完成后放眼望去，整个湖面的水泥桩整齐划一，如同接受检阅的队伍一般沉

稳自信。除此之外，北斗高精度桩机引导系统还有一个明显的优点，那就是不用担心天气情况，

工作效率大大胜于传统桩机定点方式。只要天上的导航卫星能正常运转，地面的桩机引导系统就

能精准反馈位置信息，在保证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 24 小时连续循环作业。 

 

 

NASA CubeSat 任务将全面解析影响 GPS 的地球现象 

今年 6 月，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选定的立方体卫星（CubeSat）的任务目的是了

解地球电离层中的等离子体气泡和斑块如何相互作用，并最终影响电离层中通讯，GPS 和雷达

信号的传输。 

由在 NASA 马里兰州格林贝尔（Greenbelt）的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Goddard Space 

Flight Center, Goddard）工作的科学家 Jeffrey Klenzing 和 Sarah Jones 领导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团队最近赢得了 NASA 项目资金，用来建立电离层–热层等离子体增强卫星（the Plasma 

Enhancements in The Ionosphere-Thermosphere Satellite, PetitSat）。PetitSat 卫星将于 2021

年从国际空间站发射，计划研究中低纬度电离层密度的不规则性。这些电离层占据了大气层的一

小部分，与热层共存，距地球表面大约 80 至 400 千米。PetitSat 团队将输送两个仪器进入太

空：由 Goddard 中心开发的离子中性质谱仪（Ion-Neutral Mass Spectrometer, INMS）和由犹

他州立大学和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提供的网格延迟离子漂移传感器（Gridded Retarding Ion Drift 

Sensor,  GRIDS）。INMS 质谱仪将测量地球大气上游各种颗粒的密度，观察这些密度如何随着

日常和季节周期的变化而变化。GRIDS 仪器将测量离子的分布、运动和速度。 

而近日， NASA 和巴西空间研究人员也宣布将联合进行 CubeSat 任务，研究地球上层大气

层（电离层）。电离层能够破坏地面上的通信和导航系统，并可能影响太空中的卫星和人类探索

【技术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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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NASA 位于阿拉巴马州亨茨维尔的马歇尔太空飞行中心的科学技术理事会首席科学家吉

姆·斯潘（Jim Spann）说，电离层中的两个现象——赤道等离子体气泡和闪烁，影响了 GPS

信号，无线电通信系统和卫星技术。赤道等离子体气泡是较为低密度的区域，在高强度时期可能

会延伸成高耸的羽流。闪烁是一种独特的大气波动，可以中断无线电频率，就像在光频中断时在

星光下看到的“闪烁”效应。 

闪烁预测观察研究任务（Scintillation Prediction Observations Research Task, SPORT）由

NASA 在华盛顿的科学任务委员会资助，该任务将观察这些特殊的结构，以了解造成它们的原

因，确定如何预测其行为并评估减轻其影响的方法。 

由 Spann 担任主要研究员的美国-巴西联合小组将设计并推出 SPORT 立方体卫星，这是一

个两块面包尺寸的紧凑型卫星。 它将于 2019 年发射到高达 217-248 英里（350-400 公里）的地

球轨道。其运作阶段预计至少持续一年。Spann 表示，通信和 GPS 信号的退化与这些现象密切

相关。 他的目标是揭示这些现象，并启发新的运营解决方案来应对不安的情况。 

 

 

高举“军民融合”大旗，促进北斗在民用领域的深入推广 

“军民融合”已经成为我国国家战略，与“一带一路”一样，将在未来若干年成为我国产业

发展的指导原则与方向航标。军转民，民参军是军民融合的两条腿，缺一不可，一方面，需要将

目前的军用技术引入民用领域，另一方面，也必须吸引民间资本和民间力量参与军用领域的创新

与发展。 

应当说，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领域并不多，而我国的北斗系统则天生具备军民两用性，从

一出生开始就有着军民融合得天独厚的条件，理应在这个国家战略之下获得蓬勃发展。 

在军事领域，中国卫星导航系统办公室主任冉承其曾公开表示，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将把解放

军的目标追踪能力提高成百上千倍，不但能大大节约军事成本，还将大幅提高解放军实施“外科

手术”式的远程打击的能力。 

但在民用领域，尽管北斗领域已经涌现出了如北斗星通、合众思壮、华测导航等 A 股上市企

业，千寻位置的高精度北斗地面参考站网络也初步建成，北斗的应用却依然集中在测绘、渔业等

专业行业领域，未能真正“进入寻常百姓家”。 

我们认为，在未来的几年，北斗是否能够真正把握军民融合的历史机遇，获得真正爆发式的

增长，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在智能交通、智能手机等与人们日常生活更加息息相关的领域取得突

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具备在各大领域都与 GPS 实现全面竞合的能力。 

 

 

英国 Cerberus 安全实验室安全芯片助力自动驾驶 

英国布里斯托尔 Cerberus 安全实验室设计了一款芯片，它可以让无人驾驶汽车、物联网设

备变得更安全。芯片设计使用了 RISC V 开源内核和定制加密、密码管理单元。RISC V 技术越

来越流行，因为使用不需要授权费，如果用的是 ARM 或者 MIPS 技术就要交授权费。实验室创

始人、CEO 卡尔·肖恩（Carl Shaw）说，根据设计我们可以制造独立芯片，或者将它集成到现

有芯片中。 

问题在于，芯片的 IP（知识产权）业务很难扩大，所以 Cerberus 提供数据和云存储网络，

【创新热点】 

 

【时空观点】 

 



2017 年第 15 期／总第 75 期  2017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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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客户管理海量设备的安全数据。肖恩说，他们使用威尔士的私有云而非公共云处理信息。IP 变

得越来越重要，英国政府已经发布指导方案，要求开发智能汽车的工程师在设计时确保产品不易

受到网络攻击。指导方案要求设计原则是安全的，安全的所有方面（包括物理层、个人层和网络

层）都必须在产品和服务开发过程中得到体现。从长远来看，组织需要对产品进行维护，对事故

进行响应，从而确保系统在整个寿命周期内都是安全的，而这些正是 Cerberus 关注的重点。除

了无人驾驶汽车，安全技术还可以用在物联网设备、医疗系统上。 

 

 

空间信息企业发布 2017 年半年报 

中国卫星：2017 上半年营业收入约 26.79 亿元，同比增加 21.85%，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约 1.76 亿元，同比增加 8.67%。 

合众思壮： 2017 年上半年营业收入约 6.36 亿元，同比增加 90.9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 5028.92 万元，同比增加 1365.15%。 

北斗星通：2017 上半年营业收入约 8.41 亿元，同比增加 23.34%，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约 2551.7 万元，同比增加 95.82%。 

四维图新：2017 上半年营业收入约 8.34 亿元，同比增加 16.8%，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约 1.21 亿元，同比增加 54.85%。 

海格通信：2017 上半年营业收入约 16.66 亿元，同比增加 4.4%，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约 1.38 亿元，同比减少 29.01%。 

华测导航：2017 上半年营业收入 2.77 亿元，同比增加 51.12%，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418.02 万元，同比增加 70.21%。 

华力创通：2017 上半年营业收入约 2.3 亿元，同比增加 17.63%，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约 2010.3 万元，同比增加 40.96%。 

超图软件： 2017 年上半年营业收入约 4.03 亿元，同比增长 69.56%，净利润约 2602.06 万

元，同比增长 143.62%。 

中海达：2017 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约 4.13 亿元，同比增长 24.49%，净利润约为 2427.01

万元，同比增长 41.54%。 

Trimble（天宝）：2017 上半年营业收入约 12.76 亿美元，同比增长 7%，净利润约 1.004

亿美元，同比增长高达 82%。 

Hexagon（海克斯康）：2017 上半年营业收入 16.528 亿欧元，同比增长 8.7%，营业利润

3.823 亿欧元，同比增长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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