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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洛纳斯（GLONASS）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二） 

用户设备。前苏联和后来在俄罗斯的民间和军事用户，更不用说在俄罗斯以外的地方，格洛纳

斯的最初使用率最低。原型格洛纳斯单一功能的接收机是为军方开发的，国外的 GPS / 格洛纳斯接

收机是由国际上几家制造商为了科学和其他先行应用而开发的。1998 年，IGS 在其网络中增加了

一套格洛纳斯跟踪接收机，并从那时起不断增加接收机的数量。但是，俄罗斯境内外的格洛纳斯消

费者使用最近才开始发展，使用单一格洛纳斯和组合 GPS / 格洛纳斯芯片组。这种芯片组现在在许

多移动电话和手持式 GNSS 接收机和车辆导航单元中均能够见到。 

政策考虑与规划。2007 年 5 月 17 日俄罗斯普京总统发布关于格洛纳斯的 No：638 号总统

令，标题为《格洛纳斯的应用有利于俄罗斯联邦的社会和经济》。总统令明确指出，格洛纳斯是确

保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国家 PNT 基础设施的核心要素；PNT 基础设施的维护和开发是国家职

能；格洛纳斯的民用服务免费向全球开放；格洛纳斯，或者格洛纳斯/GNSS 用户设备也可为政府

所用；格洛纳斯联邦计划是实施国家 PNT 政策的手段；格洛纳斯计划在俄罗斯政府政策中作为优

先考虑项目，计划分为 2002-2011 和 2012-2020 两个：第一个计划目标是性能上能达到与 GPS 相

当，实现 24 颗卫星的完全部署；第二个计划目标是政府公开承诺系统达到的主要性能特征，继续

格洛纳斯的运维、开发和推广应用。同时，格洛纳斯继续保持传统的频带，发射现有的 FDMA 信

号，并且引入新的 CDMA 信号。格洛纳斯的国际合作目标是，将格洛纳斯作为 GNSS 的基本组成

部分，让全世界用户受益。 

 

格洛纳斯的改进近况与未来 

如前所述，格洛纳斯至今已经有三代卫星，6 种卫星信号。第一代卫星就是传统的

GLONASS。其二代星就是现代化后的 GLONASS-M 卫星。而第三代就是最新发展的 GLONASS-

K 卫星，至目前为止，K 星系列又分为 K1 和 K2 两种型号。 

GLONASS-K1 卫星。GLONASS-K1 卫星除了保持第二代 GLONASS-M 卫星在 L1 和 L2 频率

上的频分多址（FDMA）信号外，还在 1202.025MHz 的新 L3 频率上，增加了与其它 GNSS 系统

卫星信号实现兼容互操作的码分多址（CDMA）信号。其 CDMA 信号的测距码片速率是每秒 10.23

兆，周期为 1 毫秒。它使用正交相移键控（QPSK）调制到载波上，具有同相数据信道和正交导频

信道。一组可能的测距码由 31 个截断的 Kasami 序列组成。（著名的日本信息理论家

TadaoKasami 介绍的 Kasami 序列是长度为 2m-1 的二进制序列，其中 m 是一个偶数，这些序列具

有良好的互相关值，接近理论下限，是 Kasami 码的一个特例）。这些序列的全长是 214-1 = 

16,383 个符号，但是测距代码被截短到 N = 10230 的长度，周期为 1 毫秒。相关的导航电文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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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每秒 100 比特的速率与半速率卷积编码进行传输。所谓的导航电文超帧（2 分钟长）将由格洛纳

斯第一次现代化阶段 24 个常规卫星的 8 个导航帧（NF）和将来 30 个卫星的 10 个 NF（持续 2.5

分钟）组成。每个 NF（15 秒长）包括 5 个字符串（每个 3 秒）。每个 NF 都有一整套用于当前卫

星的星历和三颗卫星的系统历书。完整的系统历书在一个超帧中广播。 

较轻的无加压仓室的 K1 卫星具有两个铯和两个铷 AFS。据报道，K1 卫星上的一个铷 AFS 的

相对日稳定性为 4×10-14。结果，这颗卫星的空间信号测距误差（SISRE）约为 1 米。计划在未

来版本的 K1 卫星上增加一个 CDMA 信号给 L2，称为 K1 +。 

 

 

图 1. 格洛纳斯卫星的第一至第三代的主要性能演变一览 

 

GLONASS-K2 卫星。这些卫星比具有更强功能的 K1 和 K1 +卫星更重，包括 GPS /伽利略 L1 

/ E1 频率的 CDMA 信号。雷舍特涅夫国际卫星系统公司将在进入批量生产之前，先建造两颗 K2 卫

星。计划早日过渡到 K2 卫星，只发射现在在轨的两颗 K1 卫星。但由于制裁限制了西方辐射电子

元件的交付，显然计划发生了变化。现在，雷舍特涅夫国际卫星系统公司将增加 9 颗 GLONASS-

K1 卫星。目前尚不清楚其中有多少可能是 K1 +品种。现在，GLONASS-K1 卫星将成为现有的

GLONASS-M 卫星（包括已制造并存储在地面上的六颗左右卫星，以备将来发射所需要的卫星）和

将来的 GLONASS-K2 卫星之间的过渡卫星。首批 K2 卫星之一将使用被动氢脉泽（PHM）原子频

标（AFS）。 PHM 已经研发了十多年，多年的地面试验显示具有 5×10-15 的可靠性和天稳定性。

预计将有助于未来达到 0.3 米（SISRE）要求。根据最近的一份报告披露，GLONASS-K2 卫星将

于 2018 年开始飞行测试，GLASSASS-K2 卫星的批量生产将在 2019-2020 年期间开始。 

改进的跟踪网络。已经提到 SDCM 及其相关跟踪网络的发展。 SDCM 网络观测站装备有组合

的 GPS / 格洛纳斯双频接收机，氢脉泽原子钟和用于实时数据传输的直接通信链路。如前所述，格

洛纳斯当局正在考虑是否另外使用 SDCM 电台进行格洛纳斯轨道和时钟测定将显著提高卫星广播

数据的准确性。 

 

 

1.三年设计寿命 
2.时钟稳定度为 

5X10-13 

3.信号（FDMA）  
有 L1SF  

L2SF，L1OF 
4.总发射81颗星 
5.实际工作寿命 
平均达到4.5年 

1.七年设计寿命 
2.时钟稳定度为 

1X10-13 

3.信号（FDMA）  
L1SF，L2SF 
L1OF，L2OF 

4.总发射36颗星 
（至2012年） 

5.其后还有12颗 
卫星等待发射 

1.十年设计寿命 
2.时钟稳定度为 

5X10-14 

3.信号在原来的 
GLONASS-M基础上 
增加L3OC（CDMA）  
做测试应用 

4.卫星具有SAR 
搜索救援功能 
5.无加压仓室 

1.十年设计寿命 
2.时钟稳定度为 

1X10-14 

3.信号在原来的 
GLONASS-M基础上 
增加完整的CDMA  
信号编码组 

4.卫星具有SAR 
搜索救援功能 
5.无加压仓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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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斗系统加入国际搜救卫星系统迈出第一步 

11 月 23 日，交通运输部表示，我国的北斗系统及北斗系统搭载的遇险搜救载荷写入国际搜

救卫星组织中轨搜救卫星系统框架文件，这标志着北斗系统加入国际搜救卫星系统迈出了第一

步。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吴春耕介绍，国际搜救卫星系统是由美国、前苏联、法国和加拿大联

合开发的全球公益性卫星遇险报警系统，为航海、航空和陆地用户提供免费的遇险报警服务。 

北斗系统加入国际搜救卫星组织，有利于提高全球范围内的人民生命财产救援能力，对于进

一步提供北斗系统在卫星导航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目前，我国已经掌握中轨搜救系统空间载荷和地面系统的核心技术，研制自主控制的北斗中

轨卫星搜救系统的时机已经成熟。下一步，我们将和有关部门通力合作，积极推动北斗系统尽早

加入国际搜救卫星系统，使北斗系统成为该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北斗车联网技术已向缅甸印尼推广 

依托北斗系统，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研发的北斗车联网技术已开始向缅甸、印尼等国推

广。 

11 月 15 日，在航天科工举办的 2017 智慧产业高峰论坛媒体见面会上，航天科工三院科技委

总师王连宝表示，目前中国境内运用基于北斗系统的北斗车联网技术已没有任何问题，并且该技

术已开始向缅甸和印尼推广。后续随着北斗三号的陆续发射，北斗车联网技术将面向“一带一

路”国家进一步推广。 

北斗三号系统到 2018 年，将发射大概 18 颗左右的卫星上天，覆盖“一带一路”国家和地

区；到 2020 年，将实现发射 35 颗卫星，从而实现全球覆盖。 

近期全国各地北斗应用汇编 

陕西：近日，从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获悉，今年以来该公司全面启动并网小水火电厂电量全

采集、全覆盖工作，运用北斗短报文功能，实现 145 座并网小水火电厂全电量采集，提升了电网

安全运行经济效益和企业集约化、精益化管理水平。陕西电网并网小水火电厂共计 323 座，总装

机容量 163.382 万千瓦，占全省总装机容量的 6.12%。其中，145 座并网小水火电厂因地理位置

偏远，公网无线信号没有覆盖，导致小水火电厂全量信息采集覆盖率低，不利于保障电厂和电力

系统的安全优质经济运行。国网陕西电力运用北斗短报文功能，将小水火电站的 RTU 设备与北斗

数传终端相连，实现无运营商公网覆盖地区的用电信息采集和数据回传，消除发电侧和用电侧电

结论 

最老的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PS）正在不断地实现现代化更新，并将很快推出第一个 GPS III

卫星。GPS Block IIR-M 和 Block IIF 卫星已经在发射新的信号。伽利略正在从现在起就开始研究现

代化卫星。北斗已经在今年发射头两颗北斗-3 号卫星后，继续准备新的发射。 格洛纳斯不甘示

弱。它提供了有用的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至少从 1996 年开始。虽然有时服务水平已经降到可以

接受的水平以下，但现在它是一个可靠的系统，并且随着改进，将成为未来多 GNSS 领域的竞争者

之一。 

【大事速报-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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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采集“盲区”。 

辽宁：到 11 月 13 日，辽河油田已有超过 1000 台车辆安装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推进了

车辆管理升级。据了解，辽河油田使用我国北斗系统后，结合油田车辆管理实际，初步建成了具

有企业车辆导航、全程实时监控、非常规驾驶语音提示、车辆维护保养提示等 10 多项功能的车辆

综合管理平台，克服了以前使用美国 GPS 时功能单一、只能单向传输信号、易泄露车辆行驶信息

等问题，全面提升企业车辆现代化管理水平。 

GPS 和伽利略系统卫星星座近况 

GPS：美国空军的第三颗 GPS III 卫星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位于丹佛的卫星制造厂生产，

现在卫星已经完全整合到一个完整的航天器中。GPS III 03 号空间飞行器（GPS III SV03）的装

配和测试生产线和前两颗 GPS III 卫星一样。 8 月 14 日，技术人员将卫星的主要部件，即其系统

模块、导航有效载荷和推进核心成功地整合到一个完全组装好的航天器中。 

第四颗 GPS III 卫星紧跟第三颗卫星的步伐。今年 10 月，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收到了 GPS 

III SV04 卫星的有效载荷，目前有效载荷已经与空间飞行器结合在一起。预计该卫星将于 2018 年

1 月整合到一个完整的航天器中。8 月，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技术人员已经开始进行 GPS III 

SV05（第五颗 GPS III 卫星）的主要装配工作。 

此外，GPS 理事会准备启动另外 22 颗 GPS-III 卫星的采购，并为下一批卫星命名。美国空

军理事会副主任 Gerry Gleckel 上校在 11 月份举行的国家空间定位、导航和授时（PNT）顾问委

员会会议上表示，理事会正式将这些卫星命名为 GPS-IIIF，正如 GPS-II 卫星的后续有 IIF，这是

GPS-III 卫星的后续型号。在理事会向国会提交预算时，该型号已经被写入了预算文件。 

 

伽利略：11 月 21 日，欧洲的四颗伽利略导航卫星（第 19、20、21 和 22 颗）和阿丽亚娜 5

号火箭确定将于 12 月 12 日从法属圭亚那库鲁的欧洲太空港发射升空。导航卫星于上月空运至法

属圭亚那，随后在太空港的洁净室环境中进行安全地拆箱，并进行了一系列测试以确保它们在跨

大西洋飞行期间没有受到任何损害。 

此次发射后，伽利略的星座总数将达到 22 个。伽利略系统在一年前开始了初始服务，预计

将于 12 月 15 日开始完全运行。 

美空军接收 GPS 下一代运行控制系统 

据报道，2017 年 11 月 2 日，美国空军太空与导弹系统中心已从雷神公司情报与信息系统部

门接收了全球定位系统下一代运行控制系统（GPS OCX）发射与校验系统（LCS）的基线型，也

称为 OCX Block 0。 

经过测试与分析，LCS 已符合所有的合同要求，此次交付是重要的项目里程碑，可为空军提

供赛博加固的地面系统，从而支持 GPS III 卫星的发射和在轨校验。 

目前，作为 GPS III 任务预备活动的一部分，任务操作人员已经开始使用 LCS，其在预演与

航天器检查阶段发挥了预期的作用，空军确信其已能支持发射与在轨操作的任务。GPS III 卫星预

计将于 2018 年首次发射。 

雷神公司在 2010 年就获得 GPS 下一代运行控制系统开发合同，该系统将对所有的现代化及

传统 GPS 卫星进行指挥，管理所有的民用与军用导航信号，提供改进的赛博安全，以及下一代

【大事速报-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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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 运行的可靠性。该系统将包含：一个主控制站以及备用的主控制站、专用监控站、地面天

线、GPS 系统模拟器和标准化的太空训练人员。 

该运行控制系统的开发采取增量模式进行： 

Block 0 即为此次交付的发射与控制系统（LCS），用于控制与初期轨道运行（LEO）以及所

有 GPS III 卫星的在轨校验。Block 0 是 Block 1 的子集，为 Block 1 提供硬件、软件与赛博安全

基础； 

Block 1 能控制所有的传统 GPS 卫星及其民用信号（L1．C/A）与军用信号（L1P（Y）、

L2P（Y）），GPS Ill 卫星，以及现代化民用信号与（L2C）与航空飞行安全信号（L5）。此

外，Block 1 还将列装控制现代化军用信号（L1M 与 L2M（M 码））与全球兼容信号（L1C）的

基本运行能力。它也能完全满足信息保障和赛博防御需求。 

BLOCK 2 能控制现代化军用信号（L1M 与 102M（M 码））先进特性，Block 2 预计将在

2022 年与 Block1 同时交付。 

徕卡推出测距超 1 公里的三维激光扫描仪 

徕卡测量系统公司（Leica Geosystems）宣布，推出新型三维地面激光扫描仪 ScanStation 

P50，扫描范围超过 1 公里，并以每秒一百万点的超高扫描速度，提供最高质量的 3D 数据和高动

态范围（HDR）成像，范围噪音很低，同时提供测量级双轴补偿。 

作为 P 系列三维地面激光扫描仪产品的最新成员，P50 是最快、最安全的远距离三维激光扫

描仪。凭借超大的测量范围，P50 使用户可以从远处相对安全的位置，扫描任何高度、宽度的基

础设施，如大矿坑、长桥、水坝和摩天大楼等。 

P50 极其耐用，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条件(-20°C 至+ 50°C)下也能正常工作，并符合防尘

防水 IP54 等级。 

天宝扩展了 CenterPoint RTX FAST 的覆盖范围 

天宝（Trimble）在北美和欧洲地区扩展了 CenterPoint RTX Fast 校正服务。天宝表示，

RTX Fast 可缩短收敛时间 ，其达到全精准精度所需的时间比其它由卫星提供的校正服务快

98％。 

该服务使客户能够在一分钟内实现优于 4 厘米（1.5 英寸）的水平定位精度。 有了 RTX 

Fast，农民、测量员、地理信息系统（GIS）专业人员和施工承包商可以更快地开展工作，提高

生产率，最大限度地降低投入成本并减少工人的疲劳。 

瑞士、斯洛伐克、意大利北部、波兰东部以及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和马尼托巴省南部地区最

近已经推出了新的 RTX Fast 服务。此外，天宝在美国中部的覆盖面积增加了 60％，包括最新覆

盖的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 

随着对实时和绝对定位需求的不断提高，天宝正在扩大其 RTX Fast 的覆盖范围，以满足地

理位置和市场服务的需求，其中包括车辆自动驾驶和基于位置的服务等新兴应用。而且，随着高

级驾驶辅助系统的成熟以及对精度日益严格的要求，驾驶应用中对实时绝对定位的需求不断增

加。RTX Fast 所提供的必要网络增强功能，可在路途中为实时定位提供快速、高精度的 RTX 校

正。 

澳大利亚 SBAS 的产业试验正式启动 

在澳大利亚中央昆士兰大学洛坎普顿分校举办的一项针对澳大利亚地区的卫星增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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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全球室内位置服务产业峰会在沪召开 

11 月 23 日，第二届全球室内位置服务产业峰会在沪召开，本次峰会由全球室内位置服务产

业峰会组委会和中国位置服务产业联盟（筹）主办。以“共享智慧 定位未来”为主题，旨在促进

室内外位置服务全产业链的企业交流，推动产业生态协作圈建立，加强国内外技术交流，加快上

海新兴产业聚集发展和智慧城市建设进程。国家工信部代表、中国工程院龚惠兴院士和市国防科

技工业办公室副主任伍继宏出席论坛并致辞。 

国家对室内外定位技术非常重视，下发的多项指导政策中均提出要大力推动室内定位系统的

发展。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家卫星导航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重点

区域和特定场所室内外无缝定位服务、覆盖能力，力推室内外定位系统，在大众位置服务、紧急

（SBAS）的试验中，澳大利亚政府展示了改进的卫星定位可以给工业带来的诸多好处。 

上周，澳大利亚资源部长马特·卡纳万（Matt Canavan）参加了这次发布会，他说，中央昆士

兰大学领导着 30 多个项目中的一个，这些项目将测试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产业如何从改进的卫

星定位技术中受益。卡纳万部长表示，与农业等行业的密切合作，是了解我们对技术的投资是如

何将定位精度从目前的 5 至 10 米提高到 10 厘米以下的关键。 

该项目的试用为期两年，澳大利亚政府提供了 1200 万美元的支持，新西兰政府提供了 200

万美元。它由澳大利亚地球科学局和新西兰土地信息部门管理，与全球技术公司 GMV、国际海事

卫星组织（Inmarsat）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Lockheed Martin）合作。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空间

信息研究中心（CRC SI）正在管理行业项目，以展示改进定位能力的好处和应用。 

俄罗斯研发无需卫星信号的交通导航模块 

俄罗斯托木斯克理工大学（TPU）发布消息称，该校与其工业合作伙伴托木斯克半导体仪表

科研所正在研发微电子机械传感器基智能模块，用于自动化控制的交通工具的定位和导航。该模

块无需使用格洛纳斯卫星导航系统和 GPS 即可确定汽车、无人驾驶飞行器及水下无人航行器的

位置和运动轨迹，可取代国外进口的同类产品，模块较进口件更加紧凑。项目得到《2014-2020

年度俄罗斯科技优先发展领域研发计划》的支持，支持额度为 4500 万卢布。  

该模块的主要元件为基于微电子机械系统的惯性传感器，传感器上装有锁定目标在空间中角

运动的陀螺仪、跟踪目标线性运动的加速计、对地球磁场起反应的有助于确定光线方向的磁力传

感器。  

相同模块通常由九个传感器组成：三个陀螺仪、三个加速计、三个磁力计，而 TPU 的研究人

员找到了将传感器减少为两个的方法，模块中一共使用两个传感器，其中一个传感器整合了陀螺

仪和加速计的功能，另一个是磁力计，它们安装在同一平面上。模块总面积控制在几平方毫米

内，较小的体积还可以让它用于步行导航系统中。如果在模块上加装无线数据传输设备，则可以

将目标的移动信息传输到控制站，这对于紧急情况部的工作人员来说极具现实意义，可以跟踪火

灾燃烧建筑物内消防员的行动。  

TPU 精密仪器教研室的专家指出，安装了新模块的导航系统无需与卫星联系即可完成导航，

在偏远地区、茂密的森林里、密集的城市建筑物内、深水区无法实现卫星导航时，或者是导航系

统不应该与卫星进行联系时。基于微电子机械传感器的智能模块相关成果已获 5 项发明专利，样

品将于 2019 年年底问世。  

【上海专讯】 

 



2017 年第 20 期／总第 80 期  2017 年 11 月 30 日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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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援等场合开展示范应用，并完善室内空间基础信息数据建设，由政府牵头设置行业准入标准，

构建统一的国家级、行业级的位置服务中心或面向大众的位置服务中心，从政策法规、标准规

范、知识产权保护等来保护和规范位置服务，这为位置服务技术产品创新和产业发展指明了方

向。目前，国家工信部已按照国家总体部署，积极推动室内外无缝导航在移动智能终端大众位置

服务、紧急救援等场景的应用示范。 

目前，上海智慧城市建设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具有良好的室内定位应用环境。从 2012 年开

始，上海将北斗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加以培育，建立了市级层面的联席会议

推进机制和企业层面的产业联盟，编制了上海市北斗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十三五”规划和

发展路线图，引导产业市场化、体系化发展。目前已经形成了从底层芯片、定位技术、终端支

持、场景应用等位置服务领域比较完整的生态圈。 

上海将继续秉承“开放融合、服务企业”的原则，大力支持跨界融合的应用发展和产业创

新，培育四新经济，发挥上海的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优化政策环境，制定产业发展规划，成立

中国位置服务产业联盟（筹），推动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提高室内位置服务全产业链竞争能力，

促进国内外企业集聚发展，拓宽应用场景，着力打造各具特色的室内外位置服务领域应用示范，

从而引导位置服务产业健康稳步发展。 

峰会由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指导，国家工信部和市有关委办局、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知名

企业 CEO、CTO 以及涉及室内位置服务的创新创业者等出席了峰会。 

 

普适导航获得国内首份北斗应急无线电示位标 CCS 型式认可证书 

2017 年 10 月 30 日，中国船级社（CCS）向上海普适导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制生产的

“卫星应急无线电示位标”产品颁发了型式认可证书。据悉，这是国内首份北斗卫星示位标

CCS 证书。 

普适导航作为在海洋渔业行业领先的通信导航设备提供商及运营商，提前预判行业发展趋势

与市场需求，2015 年即启动北斗应急示位标产品方案的预研与样机研制，并于 2016 年 6 月与广

东渔政总队联合完成了实景实地测试。 

2016 年 11 月，随着国家交通部颁发《北斗应急无线电示位标（BD-EPIRB）性能标准和检

验检测标准》，并将之纳入《国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2016 年修改通报）》，公司立

即在 CCS 上海分社的指导下启动产品型式认可工作，并先后在上海计量院、中电科第 36 所以及

国家无线电监测检测中心完成了环境、电磁、风洞、磁罗经、RD、121.5MHz 信标以及无线电发

射等多项性能与功能的实验与测试，取得 6 份完整的测试报告，达到 CCS 要求的各项指标，顺

利通过认可并取得证书。 

普适导航“卫星应急无线电示位标”产品还通过了农业部渔业船舶检验局船用产品型式认

可，并取得型式认可证书。2017 年 9 月，该型产品参与了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和中国船级社

（CCS）在长江干线组织的规模化实地测试，达到了内河船舶应用的各项指标要求。  

该产品的研发和认证实现了北斗通信导航功能在水上搜救领域的规范化应用，保障了境内海

域及内河水系的及时报警、持续定位和通信，解决了落水人员及遇险船只救援定位难问题，提高

了水上遇险搜救效率，为北斗技术在海事安全保障及海洋渔业领域的应用与推广添上了浓重的一

笔，也为普适导航积极参加国家北斗全球化应用战略提供了重拳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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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和 IOTA 推出第一个面向物联网的加密货币市场 

加密货币初创公司 IOTA 已经与微软，富士通和另外二十家公司，为物联网推出首个可公开

访问的数据市场。这项工作特别耐人寻味的是，市场将完全由分布式账户驱动。该举措将允许利

益相关方以安全的方式分享数据并通过数据获利，旨在展示防篡改数据市场的概念证明。一旦分

散数据上传到 IOTA，所有的数据将被分发到无数个节点，以确保不变性。 

IOTA 目前是 Coin Market Cap 市场份额第九大的电子货币，拥有 29.5 亿美元的市值。值得

注意的是，IOTA 使用了一种有趣的新技术来分配和分散分类帐。与大多数公司使用的标准区块

链技术不同，IOTA 依赖于一种叫做 Tangle 的方法。 

与区块链相比，IOTA 联合创始人声称 Tangle 提供免费交易和更好的扩展机会，这将成为全

新研究范式、人工智能和数据民主化的催化剂。除微软和富士通之外，包括德国电信，博世，埃

森哲和普华永道在内的其他一些知名公司也将参与 IOTA 演示。 

普通网民也将有机会通过将他们的物联网设备连接到 IOTA 分类账，在市场上出售他们的数

据，并且获得各种数据，如气象站统计等等。对于这个首次示范，IOTA 表示所有的数据将被平

等地估价，但是在未来可能会改变定价策略。 

中国机场首个“无人机防御系统”投入试运行 

近日，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对外宣告，中国首个由“防御式侦测预警系统”和“无人机干扰系

统”两大部分组成的“苍擒无人机侦测防御系统”正式投入试运行。 

此前，中国民航局第二研究所专门针对“苍擒”系统的无人机干扰设备对机场通导设备以及

电磁环境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与评估，评估结果认为系统对机场设备、通导设备和机载设备正常工

作基本不产生影响。 

据介绍，随时可能闯入机场禁飞区域的无人机，给空中监管、空中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安全隐

患。自 2016 年 10 月启动“无人机电子围网”研制以来，白云机场联合海格亚华公司，研制出一

款“苍擒无人机侦测防御系统”。该系统主要针对影响航空安全的无人机、航模等升空物体，可

实现 360 度全防区的侦测和预警，支持 24 小时无间隔监控和记录，形成一张覆盖机场关键净空

保护区的隐形“天罗地网”。 

目前，白云机场“苍擒”系统已完成了机场范围内第一个设点的试点安装和调试，能够针对

白云机场东跑道南端直径 8 公里扇区范围，飞机最后进近降落这个关键阶段的低空空域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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