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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 ICD 新文件，真正迈向全球化标配化 

                                  ——北斗兼容标配化一个实际行动要胜于一打纲领 

北斗兼容互操作标配化全面推进，将在 2020 年实现近 100%国内市场覆盖率，当年包含北斗

功能的智能移动终端销量接近 5 亿台，社会持有量达到近 14 亿台，成就中国导航定位市场成为世

界第一大用户群体，产值达到 4000 亿元人民币，占有全球 20%左右的份额。 

日前，北斗系统发布 ICD 新文件《空间信号接口控制文件》，为 B1C 和 B2a 公开服务信号

（测试版），这是北斗系统真正迈向全球化的重大步骤。“一个实际行动要胜于一打纲领”。这一

行动非常的伟大，非常酷，是人们翘首期盼很久的事情。“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伊人却在

灯火阑珊处”。这个新文件，虽然姗姗来迟，但是终于来了。现在已经进入北斗系统的第三阶段，

就是全球化阶段，实施北斗三号。北斗三号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融入 GNSS 全球化标配化进

程，才能真正发挥其服务全中国全世界全人类的建设和运营宗旨。 

新文件第一次将北斗三号星座由 30 颗卫星组成的信息发布出来：“北斗三号系统空间星座由

3 颗 GEO 工作卫星、3 颗 IGSO 工作卫星和 24 颗 MEO 工作卫星组成，并视情部署在轨备份卫

星。”请注意，这与原来一直说 35 颗卫星的提法，有明显差异。更加重要的是新文件把与其它

GNSS 系统实现兼容互操作的事情，提上议事日程。新文件公布的两个频点，正是 GNSS 的互操

作频点。其中 B1C 和 B2a 信号分别是：以载波频率 1575.42 MHz 为中心的 32.736 MHz 带宽内的

B1C 信号和以载波频率 1176.45 MHz 为中心的 20.46 MHz 带宽内的 B2a 信号。 

1575.42MHz 和 1176.45MHz 这两个频点，也是美国 GPS L1 C/A 码、L1C 码和 L5 码民用互

操作的中心频率，又是欧洲伽利略系统 E1 公开服务（OS）信号和 E5a 信号的民用互操作中心频

率，还是俄罗斯格洛纳斯系统所增加的 CDMA 信号所选择的 L1-OC 和 L5-OC 信号的民用互操作中

心频率，当然更加是日本与印度所选择应用的 L1C 和 L5 应用的互操作中心频率。可见这是全世界

GNSS 共同使用的频点。 

由此可见，1575.42MHz 和 1176.45MHz 这两个频点，是所有的 GNSS 系统毫无例外地均采

用的互操作中心频率。首先，所有的 GNSS 单频接收机，1575.42MHz 将会是必选的频率，而今后

的双频接收机，会逐步将另一个频点选择在 1176.45MHz 上，这样全球的 GNSS 兼容互操作接收

机，会形成以这两个频点作为标准配置，也就是标配化必选频率。这样能够充分利用在空间运转的

导航卫星资源。实现标准化配置，或者说是标配化，不是你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一种大趋势，

是产业与市场使然，可以说，谁把握了标配化，谁就赢得了市场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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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国际上 GNSS 兼容互操作频率与信号分布 

 

我们在推进北斗应用产业化的过程中，常常纠结于北斗与其它 GNSS 系统的关系，其实

GNSS 本身在一定程度上是个利益共同体，目前首先是合作共赢，因为全球市场竞争在某种程度上

是应用与服务的竞争，所以多系统兼容互操作能够成为一种标准配置是头等重要的，而不是一家独

大所可以左右的。目前全球智能手机和导航定位芯片厂商均把北斗功能设置为其产品的必配功能，

这说明中国的真正优势是在市场，因为我们有世界上最大的潜在市场，当前国内最为重要的任务是

把应用与服务做好，而其关键是推进以北斗为基础的 GNSS 兼容互操作，实施标配化政策，推进技

术融合化、产业规模化、应用大众化、服务产业化、市场全球化进程，进而推进高精度大众化、产

业高端化发展，中国北斗产业的春天早已经来了，北斗就在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要把握好机会，感

觉到北斗，使用好北斗，让北斗伴咱走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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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发布《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空间信号接口控制文件 

公开服务信号 B1C、B2a（测试版）》 

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于 8 月 31 日发布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空间信号接口控制文件

公开服务信号 B1C、B2a（测试版）》，该文件对北斗三号信号特征、测距码特性、导航电文结

构、导航电文参数和算法等内容进行了详细阐述。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简称北斗系统，英文缩写为 BDS。北斗系统分为三个建设发展阶段，第一

阶段为北斗一号，第二阶段为北斗二号，第三阶段为北斗三号。 

文件定义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空间星座和用户终端之间公开服务信号 B1C 和 B2a 的相关内

容。B1C 和 B2a 信号在北斗三号中圆地球轨道（MEO）卫星和倾斜地球同步轨道（IGSO）卫星

上播发，提供公开服务。 

 

 

2017 年度卫星导航定位科学技术奖评审会在京举行 

2017 年 8 月 21-22 日，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在北京科技大会堂组织召开了 2017 年度中国

卫星导航定位科学技术奖评审会。经过评审委员会评审和奖励委员会审议，最终评选出“卫星导

航定位科技进步奖”38 项，包括特等奖 3 项，一等奖 9 项，二等奖 26 项。“卫星导航定位优秀

工程与产品奖”36 项，包括特等奖 3 项，一等奖 8 项，二等奖 25 项。 

其中，“导航卫星高精度光压摄动建模研究”（北京空间飞行器总体设计部）、“和芯火鸟-

UFirebird 28nm 低功耗高性能 GNSS 定位芯片（UC6226）”（和芯星通科技有限公司）和“新

型卫星天线跟踪指向技术及应用”（北京星网卫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三个项目获得“卫星导航

定位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应急救援型北斗减灾信息终端及其应用”（北斗天汇（北京）科技

有限公司）、“平黄二期海底管线水下安装精密定位”（天津水运工程勘察设计院）、“基于北

斗高精度位置服务的电网资源信息更新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国网信息通信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等）三个项目获得“卫星导航定位优秀工程与产品奖”特等奖。此外，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的

“北斗/GNSS 监测电离层方法与关键技术及应用”和上海华测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

“B380 北斗高精度定位板卡”等项目分别获得“卫星导航定位科技进步奖”和“卫星导航定位优

秀工程与产品奖”一等奖。 

卫星导航定位科学技术奖于 2010 年经科技部国家奖励办公室批准设立。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

会每年组织一次评奖，授予我国卫星、导航、定位领域的科学研究、技术自主创新与开发、科技

成果推广应用、科技管理、标准建设、科学普及、高新技术产业化、重大工程建设优秀项目。该

奖设“卫星导航定位科技进步奖”和“卫星导航定位优秀工程与产品奖”两类，此奖代表了我国

在卫星导航定位领域中取得的科学研究成果、产品及工程推广效益和产业化程度的最高水平。奖

励级别为省部级奖。自 2010 年以来，“卫星导航定位科学技术奖”已经成功举办了八届。越来越

多的企业、院校、科研院所参加该奖的评选活动。参评单位和项目覆盖我国卫星导航定位产业的

各个产业链环节，涉及北斗导航卫星系统、用户终端、导航与位置服务应用、高精度测地应用、

授时应用、核心芯片与板卡、技术规范与标准、学术研究成果等多个领域。 

 

【大事速报-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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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农业应用政策利好 

近日，农业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指导

意见》，提出加快推广应用基于北斗系统的作业监测、远程调度、维修诊断等大中型农机物联网

技术。各省也在陆续出台政策，将北斗农机纳入农机补贴。利好政策密集出台，北斗农业应用呈

现一派大好局面。 

精准农业这一概念最早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末由美国、加拿大的一些农业科研部门提出的。相

关专家曾表示，将卫星导航、地理信息和计算机管理技术相结合并应用于农业生产，可明显提高

农业产量、降低成本、保护环境。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高精度服务，可有效支持现代精准农业这

一生产方式，充分利用农业资源，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早在 2015 年，农业部就出台《关于开展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推进行动的意见》，提出

探索北斗卫星精准定位、自动导航、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在农机装备上的应用，进一步推动农

机装备升级换代。 

2016 年，北斗农业应用除了新疆建设兵团与黑龙江农垦大规模应用之外，足迹已经遍布大江

南北，北京、湖北、江苏等省、直辖市均享受到了其带来的便捷。在补贴方面，2016 年就有一些

省份尝试将其纳入农机补贴目录，2017 年纳入省份增加，如陕西、湖北、内蒙古、山东、新疆等

省、自治区已经公布或公示。从各地公布的补贴标准看，按照导航精度、是否带自动驾驶系统等

不同配置，其补贴额从 350 元到 30000 元不等。有行业人士预计，2018 年将有更多的省份将北斗

纳入补贴目录，如果没有配置北斗可能不会获得补贴，北斗应用成为标配将不再遥远。 

此外，国内各大农机企业也纷纷开始布局：中国一拖、常州东风分别和北京合众思壮签订了

战略合作协议；迅速切入农业植保行业的大疆创新则同千寻位置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正式宣布双

方将在产品、市场、产业等领域进行合作，将共同研发现代农机无人驾驶技术，推进农机自动驾

驶技术在智能农业装备中的应用和产业化。 

 

近期全国各地北斗应用汇编 

北京：2017 年 8 月 28 日，由北京中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北斗低空飞行监视与

服务系统”即“BD-cloud 北斗云”正式获得中国民用航空局飞行标准司的运行批文，标志着该系

统正式获得中国民用航空局运营许可，已经开始为行业和用户提供服务。“BD-cloud 北斗云”系

统分为无人机监管服务系统和飞手综合管理服务系统，充分运用“北斗+互联网+云服务”技术，

为无人机用户提供飞手注册、培训管理、飞行计划管理、无人机低空定位、轨迹跟踪、电子围

栏、空中防撞、气象情报、数据统计分析等综合管控和信息服务。系统基于 BD/GPS 和移动互联

网技术对无人机运行数据（包括位置、高度、速度等）进行实时动态监测，对无人机飞行进行定

位、跟踪、记录、分析，并记录入库，对越界飞行等状况进行及时告警和线路优化，为合法安全

飞行提供有力保障，可在手机、平板、PC、专业设备等多种平台上使用，为政府部门多种管控需

求、企业多元管理与增值服务需求等提供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及针对不同客户提供多种个性化方

案。 

辽宁：辽宁省健康信息化建设和深化医改的紧密相融，利用北斗等先进技术，为群众带来了

沉甸甸的获得感。针对“一老一小”两大群体的实际需求，辽宁省研发了北斗定位居民健康卡和

儿童健康卡。据介绍，子女通过用手机绑定北斗定位居民健康卡，可以实时查询持卡人的具体位

置，应对老人走失或突发急病的状况；家长借助儿童健康卡则可以全面掌握孩子的就诊信息、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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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保健信息、预防接种信息和个人健康档案信息，还能通过手机 App 查询疫苗的全程流通信息。

通过发行儿童健康卡，辽宁省将联动助产医院、妇幼保健机构、公安部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

疾控机构，推动健康医疗大数据融合应用，探索对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开展健康管理。 

天津：8 月 27 日，第十三届全运会拉开大幕。全运会期间约有 10 万名各方面来宾到津参与

赛事及相关活动，其中，全运会接待总规模达到 3 万人。组委会接待服务部将利用北斗系统对交

通拥堵情况进行预判，合理保障全运会交通服务。接待服务部通过北斗系统对可能出现的交通拥

堵进行预判，同时，对可能出现的车辆故障等风险，按照 5 公里内有车，5 分钟内到达的标准，网

格化预备应急车辆和驾驶员，确保全运会交通高峰时段的交通保障充足有序。 

 

印度 IRNSS-1H 卫星发射失败 

据报道，印度空间研究组织主席表示，印度区域导航卫星（NAVIC）发射失败。据悉，此次

发射采用 PSLV-C39 运载火箭，于当地时间 8 月 31 日 19 时（北京时间 21 时 30 分）左右从印度

南部安得拉邦的斯里赫里戈达岛的萨迪什·达万航天中心发射。印度电视台对此次发射进行了现

场直播，但在发射之后 19 分钟，本应进入轨道的卫星却出现了问题，导致发射活动最终失败。 

此次发射的 IRNSS-1H 卫星是印度区域导航卫星系统中的重要一员，重 1.4 吨，是首颗由印

度私营部门制造的定位导航卫星，原本用于取代印度此前发射的一枚定位卫星。据印度航天部门

透露，此次发射失败并非发动机问题，而是卫星整流罩在上升过程中分离失败，导致卫星被封闭

在整流罩内无法释放到轨道中。 

印度区域导航卫星系统（IRNSS）是印度研发的区域型卫星导航系统。该系统主要提供两种

服务，包括民用的标准定位和军用的限制性服务，一共包括 7 颗卫星，号称能够对印度及其周边

1500 公里范围内的用户进行精确制导和定位授时，据报道在印度本土的定位精度为 10 米以内，

其它地方则是 20 米以内。 

印度发展本国的区域卫星导航系统目的很简单，就是摆脱对美国 GPS 卫星导航系统的依

赖，确保本国精确制导武器的安全性，虽然印度军队之前与美俄签署了有关 GPS 和格洛纳斯导

航的合作协议，但是印度认为敏感军事信息掌握在国外手中并不安全，因此不惜斥巨资打造国产

卫星导航系统。此次发射失败也将对印度发展国产卫星导航系统带来不利的影响。 

 

GPS 和伽利略系统卫星星座近况 

GPS： 7 月 13 日，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第二颗完全组装的 GPS III 太空飞行器（SV 02）完

成了发射过程的实际模拟，并通过了关键的声学环境测试。 

GPS III SV02 卫星是美国空军下一代 GPS 卫星的一部分，将为作战人员带来新的功能。

GPS III 发射的信号精度是现有 GPS 卫星的三倍，且抗干扰能力是现有 GPS 卫星的八倍。航天

器寿命将延长至 15 年，比目前最新的在轨卫星要长 25%。GPS III 新的民用信号 L1C 也将使其

成为第一颗可以与其它国际上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互操作的 GPS 卫星。 

GPS III SV02 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第二颗成功完成声学测试的 GPS III 卫星，公司的第一

颗卫星 GPS III SV01 已于 2015 年完成声学测试，预计将于 2018 年发射。今年秋天，GPS III 

【大事速报-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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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再获中国船级社产品检测和试验机构认可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国家卫星导航与定位服务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上海）（以下

简称“国家导航质检中心”）继今年 3 月获得中国船级社船载卫星导航系统接收机产品检测授权

认可后，近日，又顺利通过中国船级社北斗应急示位标产品检测和试验机构审核，成为国内第一

家获得中国船级社授权认可的北斗应急示位标产品检测和试验机构。 

国家导航质检中心在卫星导航和定位服务产品检测能力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中心

SV02 卫星将准备进行热真空试验，预计将于 2018 年初交付给空军。 

 

伽利略：最后一颗伽利略卫星离开了位于荷兰的欧空局测试中心。欧空局表示，这是该机构

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单次测试活动。此外，四颗伽利略 FOC 卫星预计将于 12 月 5 日

搭载阿里亚娜火箭升空。 

 

u-blox 推出针对小型消费类设备的低功耗 GNSS 模块 

u-blox 推出了 ZOE-M8 超小型 GNSS 系统级封装（SiP）系列的新成员 ZOE-M8B。ZOE-

M8B 是一款节能型的 GNSS SiP，可用于小型电池供电的消费级设备。它将健身、健康监控和个

人追踪器市场中便携式和可穿戴设备的卓越性能与超低功耗相结合。 

小型电池供电的设备被定义为拥有有限的尺寸、重量和功率，且针对该应用空间的任何

GNSS 解决方案都必须提供出色的性能，同时必须消耗最小的系统资源。ZOE-M8B 是专为这类

应用而设计的。它在大多数环境（包括城市）中的平均耗能为 25mW，在瞬时跟踪时的平均功耗

仅为 12mW。与 ZOE-M8 系列的其它产品相比，其功率效率提高了三倍。ZOE-M8B 使用 u-blox

专有的 Super E 操作模式，可根据外部条件自动调整系统的功耗。 

ZOE-M8B 是 ZOE-M8 GNSS 模块系列的最新产品，该系列最初由 ZOE-M8G 和 ZOE-M8Q

两款产品组成，均专注于提供最高的精度水平。 

 

Tallysman 推出新款高增益天线 

近日，高性能 GNSS 天线及相关产品制造商 Tallysman 发布了两款高增益（50dB）GNSS

天线：TW3152 和 TW3752。TW3152 可接收 GPS L1 信号。 TW3752 提供 GPS L1、格洛纳斯

G1、北斗 B1 和伽利略 E1 信号的接收功能。 这两款天线采用了 Tallysman 的 Accutenna 技术，

通过天线的全带宽提供了高度的多径信号抑制。 

Tallysman 表示，高增益 GNSS 天线在需要长电缆运行的情况下非常有用，例如定时系统和

GNSS 再辐射系统。三重滤波天线可通过较高的频率和谐波信号来防止前端 LNA 的饱和，这也是

全世界越来越多关注的问题。 

据悉，这两款天线可自主选择天线罩外形（平坦或圆锥形）、天线罩颜色（白色或灰色）以

及各种连接器。 

 

【上海专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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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中国船级社船用导航设备的特殊要求，为主参与北斗应急示位标产品标准制订，并针对船舶

规范/法规和有关程序的要求，进行充分调研、开展检测方法研究和试验验证等工作，通过中国船

级社对项目的文件审查、现场检查和认可试验及对试验结果的审核，成为国内首家中国船级社认

可的具备北斗应急示位标性能试验、环境试验和电磁兼容试验的综合检测机构。 

本次资质的获取，使国家导航质检中心进一步扩充了船用应急救援设备的检测能力，检测能

力得到了中国船级社的充分认可，也加强了双方之间紧密的合作关系，为我国船载卫星导航设备

产品质量尤其是北斗系统的应用保驾护航。 

 

北斗助力上海普陀“智慧海洋渔业”建设 

据悉，截止日前，上海市普陀区已经在全区 33 个服务站安装了监控指挥平台软件。此外，

上海市普陀区今年更新了 AIS 防碰撞设备 340 套、安装北斗固定式船舶示位仪 612 套、推广通

信海上互联网设备 408 套等，深入推进“智慧海洋渔业”建设。目前，全区渔船防碰撞系统终端

开机率接近 100%，卫星信息服务系统终端开机率达到 95%以上。 

在“海上通”卫星通信系统的操作后台，大屏幕上实时显示了渔船的位置，并且可以查询到

每艘船的详细信息。该设备打造了一个“智慧海洋”互联网平台，它不仅可以协助渔民进行卫星

电话、微信聊天等，还能实现渔业交易、渔船实时动态查询、天气信息推送、政策新闻发布等功

能。 

 

贵州毕节山体滑坡，华测导航奔赴现场开展应急监测 

8 月 28 日，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张家湾镇普洒社区桥边组发生山体滑坡地质灾害。接到通

知后，华测导航相关技术人员立即奔赴滑坡现场，全力配合省国土资源厅开展应急测绘，及时预

警二次山体滑坡，避免对救援人员造成伤害。 

据了解，本次地质灾害滑坡体达 60 万立方米，目前山顶仍有许多深度裂缝，不时有滚石落

下，而且还下着雨，阻碍救援工作顺利进行。华测导航技术人员携带边坡监测雷达系统在现场开

展作业，采用华测导航 i70  GNSS 设备进行精准坐标定位，将现场影像图、三维模型、雷达监测

数据进行叠加，实时监测滑坡面位置变化，并与指挥部建立实时通讯和数据共享，间隔 1 小时向

指挥部汇报监测情况。 

 

 

 

高通发布新款汽车芯片组 

据外媒报道，高通研发了新的汽车芯片组 9150 C-V2X，它能通过 4G 和 5G 的通信技术使

汽车与其他车辆、交通设施和行人通信，提升主动安全与驾驶辅助系统性能。 

9150 C-V2X 芯片组预计将于 2018 年下半年提供商用样本，2019 年投入生产。目前已与奥

迪、标致雪铁龙集团签约测试。 

高通产品管理副总裁 Nakul Duggal 认为，无线感知能力在未来十分重要，因而研发首款独

立 V2X 平台的 9150 C-V2X 芯片组。 

芯片能直接装进汽车无线调制调解器而连通有线和无线网络，但不需要 Verizon、AT&T，或

【创新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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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 卡等网络协助。9150 C-V2X 使用统一标准的 5.9GHz 短程通信协议，能与其他车的智能设

备或行人的智能手机相连。有了这项技术，汽车能探测视线范围外的行人，向其他车辆发出驾驶

信号并提醒驾驶员诸如交通堵塞等状况。 

Duggal 表示，当前 4G LTE 通信技术支持芯片与基本安全功能相连，如交通检测，而即将

到来的 5G LTE 技术能处理大量数据和不同的通信，使 9150 C-V2X 能进行更复杂的操作，如卡

车自动驾驶技术。 

 

 

美国联合技术公司达成航空业最大并购 

近日，美国制造业巨头联合技术公司（United Technologies ）宣布已达成协议，将斥资 230

亿美元收购飞机零部件制造商罗克韦尔-柯林斯（Rockwell Collins）公司，创下全球航空业有史

以来最大规模的并购交易。业内人士认为上述交易将改变行业格局，并有可能激发更多业内并

购。 

根据交易协议，联合技术公司将以现金加股票的形式支付给罗克韦尔-柯林斯每股 140 美

元，这一价格较今年 8 月初潜在交易曝光前洛克威尔柯林斯的股价高出 18%。若包含洛克威尔柯

林斯的债务，该笔收购总价值将达到 300 亿美元。联合技术公司计划通过发债所筹资金和手中现

金支付对价中的现金部分。 

联合技术公司主要为全球航空航天和建筑业提供高科技产品和服务，制造领域涵盖航空发动

机、直升机、商用航空设备和系统、电梯、暖通空调和制冷系统等。该公司旗下拥有全球最大的

喷气式飞机发动机制造商之一的普惠公司，以及可以制造轮毂和起落架等部件的航空航天部门。

罗克韦尔-柯林斯专门从事客机和军用飞机的驾驶舱显示和通讯系统制造，并在今年 4 月以 64 亿

美元现金加股票收购了全球最大的机舱内饰制造商 B/E 航空。 

去年，联合技术公司来自航空和喷气发动机业务的收入约为 294 亿美元，而其他业务收入约

为 287 亿美元。截至 9 月底的本财年内，罗克韦尔-柯林斯的销售额约可达到 53 亿美元，此外

B/E 航空将额外带来 29 亿美元收入。 

截至 9 月 1 日收盘，联合技术公司市值为 942 亿美元，罗克韦尔-柯林斯市值为 212 亿美

元。若交易顺利完成，两家公司将组建成为全球最大的飞机零部件制造商。根据协议，罗克韦尔

-柯林斯将和联合技术公司的航空系统业务结合，成立名为柯林斯航空的新公司，由罗克韦尔-柯

林斯现任 CEO 凯利·奥特伯格掌舵。联合技术公司现任 CEO 格雷格·海耶斯将担任合并后新公

司的首席执行官。上述交易已经获得两家公司董事会批准，预计将在 2018 年第三季度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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