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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的 2017 和 2018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2017 年眼看过去了，2018 年行将来临。在这辞旧迎新的日子里，

《GPS 世界》杂志每年总要四大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的头头脑脑们，发表总结今年、展望来年的谈

话。今年也不例外。在这里我们不妨针对这些谈话，做个摘录随笔。 

 一、启动 GPSIII 的实际部署是全球定位系统的核心目标 

美国 GPS 管理局主席史蒂文·惠特尼上校认为，2017 年 GPS 克服了重重挑战，无论在重大采

购和开发方面，均取得了里程碑式的进展。并且为 2018 年发射第一颗 GPSIII 卫星做好了准备。 

GPSIII 进入发射之旅。GPS III 总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今年 2 月底成功地将 GPS 

III01 星存放入库，经过全面的工程审查，9 月份 SV-01 被确定为可供发射使用。全球定位系统

（GPS）管理局也在今年启动了首发式发射计划，并于 11 月份完成了最后的工厂任务准备测试。

同样重要的是，其他九颗卫星的生产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预计将于 2018 年初发布 SV-02“可供

发射”声明。同时，该机构也在为后续的生产合同准备征求建议书（RPF），该项合同将增加多达

22 颗 GPS III 卫星。随着美国国防部（DoD）最终确定了该计划的要求，并准备在年底之前发布需

求计划书（RFP）。 

新一代运控系统（OCX）和军用 GPS 用户设备（MGUE）有所进展。一直以来，虽然新一代

运控系统（OCX）都是美国国防部的工作重点，但该方案在重组计划后于 2017 年才取得了进展。 

8 月份，OCX 第一次完成了与 GPSIII 卫星的集成对接。在十一月份期待已久的 OCX 初始版本（被

称为 Block 0）进行了交付。尽管这些是令人鼓舞的迹象，但到 2022 年形成完全的成套系统仍然有

很长的路要走。今年年初，军用 GPS 用户设备（MGUE）计划实现了采购里程碑 B，使其进入工

程和制造开发阶段。MCEU 的目标是在 2017 年 11 月完成初步设计审查。同样重要的是，MGUE

成功地完成了两个重大的风险降低试验。首先，美陆军成功演示了与 MGUE 接收板块结合的 81 毫

米迫击炮精确制导弹药，在 3 月份完成第一次 M 代码指导打击测试。接着，空军在四次成功的飞

行测试中演示了集成到 B-2 轰炸机内的 MGUE 导航装置原型机。这些测试增强是抗干扰和反欺骗

GPS 能力的重要一步，确保为美国及其盟友提供安全、可靠的保护。 

二、格洛纳斯的主要任务是满足用户需求 

格洛纳斯的总设计师谢尔盖·卡如廷、信息卫星系统总干事尼古拉·特斯托叶图夫和俄罗斯空间

系统总干事安德烈·图林一起撰文谈格洛纳斯。文章指出，现代社会对导航信号的依赖性日益增

强，增加了 GNSS 提供者的责任。同时，用户希望能够很简单地获得高质量服务。这也是格洛纳斯

团队追求的目标：提高在用户级别的格洛纳斯服务质量。在推进 FDMA 和 CDMA 两种类型信号的

同时，正式在公布的 ICD 文件中，将用户提高定位精度的需求落实到信号传播环境误差修正，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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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将电离层与对流层的修正模型纳入其中。计划使用导航中的 FDMA 备用信号的超帧传输电离层模

型描述中的参数，正在进行的研究表明，使用自适应模型进行折射修正的三个参数：电离层 F2 峰

值处 TEC 的数值因子（总电子含量）、太阳能活动指数和日地磁活动指数。修正后的电离层效应

可减少 70％。同时，还运用与纬度相关的对流层模型，以期提高精度。 

今年，第四代 GLONASS-K2 卫星已经通过技术基准的初步设计审查。新的卫星平台可提供卫

星质心和卫星天线相位中心相对位置恒定性。平台新的立方体安排使得这个平台也适应导航信号的

整个集合（CDMA 和 FDMA）可以运用单个相控阵天线系统。GLONASS-K2 配备了新的原子频率

标准，由传统量子频率标准组成的基于铯束管和被动式标准氢脉泽（PHM）实现了组合。从 2020

年开始，日稳定性为 5×10-15的微型 PHM 将被安装在卫星上。到 2020 年，在庆祝格洛纳斯提供全

面运作能力 25 周年之际，有望实现上面提到的所有努力，从而提供新的服务质量，格洛纳斯用户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划分优先级加以采用。 

三、欧洲伽利略系统的厚望是在 2018 年实现重大跃升 

欧空局伽利略计划和导航相关活动部主任保罗·屋忽也夫指出：欧空局（ESA）和欧洲导航卫

星系统局（GSA），从 2018 年一开始就进行四颗新伽利略卫星调试和在轨测试（IOT）。这批卫

星（19、20、21、22 星）是由德国 OHB 提供的，加上它们，使得伽利略系统星座的卫星数量达到

22 颗。这将为世界上任何地方的用户提供可用性时间达到 99.8％，实现高质量的定位解决方案，

PDOP 值会小于 5。当 24 个 FOC 卫星全部运行时，PDOP 值约为 2.4。值得关注的有：一是双频

大众化应用。今年九月，博通发布了首款能够应用伽利略双频信号的大众化市场（智能手机和移动

设备）的 GNSS 芯片，所用频点是 L1/E1 和 L5/E5；二是全星座运营（FOC）。2018 年夏天，发

射最后一批四颗 FOC 卫星，其后伽利略星座将实现全星座运营，达到其预定的设计性能，并且形

成 2 颗卫星热备份；三是提供免费的精密单点定位（PPP）服务。原先设计商业服务广播信号为付

费的用户使用，现在决定改为免费服务，通过相应的接收机终端能够实现 10cm 左右的定位精度，

并且在 2018/19 年间，由 GSA 遴选服务提供商。伽利略系统的公共特许服务，还是支持国家基础

设施和安全相关的装备；四是新一代欧洲 GNSS 技术。涉及多星座的 EGNOS、伽利略二代系统和

一、二代之间的过渡期卫星系统。 

四、中国北斗全球系统加紧建设进度，加强多样化和拓展 

北斗系统总工程师杨长风撰文指出，北斗在 2020 年建成 30 颗卫星组成的全球系统，其中 3 颗

是地球静止卫星（GEO）、3 颗是倾斜地球同步卫星（ IGSO）和 24 颗地球中轨道卫星

（MEO）。北斗系统（BDS）将为全球用户提供开放免费的高品质服务，包括导航、定位、授

时、短报文通信，以及搜索和救援等服务。 

BDS 旨在发展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具有创新性和先进性技术，非凡的用户体

验，国际化发展和全球存在，它可以提供国家国防和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基本时间和空间参考，促

进高科技和 IT 行业的进步。其主要情况介绍可分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系统建设。包括北斗-3 号

系统的建设，今年 11 月 5 日发射头一组两颗卫星，年底之前发射第二组卫星。北斗-3 号具有与其

它 GNSS 实现兼容互操作的 B1C 和 B2a 信号，高品质的铷原子钟和氢原子钟其日稳定度分别达到

E-14 和 E-15，空间信号测距误差小于 0.5 米。还具有短报文通信、星基增强和搜索救援能力；二

是集成与融合应用。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能够进行米级定位北斗兼容芯片，2017 年销售国

产北斗兼容机芯片数量超过 5 千万套，涉及北斗产业的企业数量达到 14000 余家，从业人员达到

45 万人之多。许多国内外知名厂商，如高通、联发科、博通、天宝、u-blox、华为、三星等，均将

北斗功能纳入其产品之中。北斗系统极大地推动了卫星导航与其它技术的集成融合，促进了现代服

务业、先进软件业、高端制造业和综合数据业的长足进步，而且深度融入到各行各业。三是国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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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与 GPS 实现信号兼容 

11 月 29 日，在中国卫星导航系统委员会王力主席和美国国务院乔纳森·马戈利斯助理副国务

卿的见证下，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冉承其主任与美国国务院空间和先进技术办公室戴

维·特纳副主任签署了《北斗与 GPS 信号兼容与互操作联合声明》。声明表示，两系统在国际电

联（ITU）框架下实现射频兼容，实现了民用信号互操作，并将持续开展兼容与互操作合作。 

此次签署的声明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与 GPS 卫星导航系统在国际电联（ITU）框架下实现射

频兼容互操作，用户同时使用北斗和 GPS 民用信号，无需显著增加成本，就可以享受到更好的服

务。声明的签署，标志着北斗和 GPS 可以在卫星导航系统的设计、建设方面，可以实现信号兼容

使用，进一步提升导航定位精度，更好地服务全世界的用户。 

为了加强两国在卫星导航系统方面的合作，从 2014 开始，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与美

国国务院空间和先进技术办公室建立了中美民用卫星导航政府间合作机制。三年来，中美双方代

表和专家围绕民用服务和应用等多个议题进行研究与讨论，经过技术协调，相关问题研究，目前

已经全部的解决了兼容和兼容互操作的主要技术问题。 

两个系统之间的兼容互操作非常重要，简单地讲，兼容和操作就是共处共用，让两个系统更

好，让大众享受更好的服务。北斗与 GPS 系统兼容与互操作的实现，以后肯定会带来一加一大于

二的效果，我们也相信此次协议的签署，也将进一步促进世界卫星导航大家庭的合作。 

此前中国和俄罗斯已经签署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和格洛纳斯卫星导航系统之间的兼容互操作

协议。未来，随着北斗系统全球组网的展开，我国与相关国家在卫星导航系统方面的合作将会日

益加深，北斗与全球各大卫星导航系统的合作，将会带动诸多领域的创新发展，为全球用户带来

更好的服务。 

中国代表团参加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国际委员会第十二届大会 

2017 年 12 月 2 至 7 日，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ICG）第十二届大会在日本京都召开。 

本届会议由日本内阁办公室与外交部主办，来自联合国外空司，中国、美国、俄罗斯、欧

盟、日本等全球和区域卫星导航系统供应商，意大利、阿联酋等 ICG 成员国，AIN（阿拉伯导航

学会）、APSCO（亚太空间合作组织）、CGSIC（民用 GPS 接口委员会）、FAI（国际航空协

会）、FIG（国际测量师联合会）、IAG（国际大地测量协会）、IGS（国际 GNSS 服务）等 ICG

准成员和观察员，以及澳大利亚、巴基斯坦、联合国附属空间科学技术教育区域中心等特邀观察

员，共 200 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北斗系统总设计师杨长风率团，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

牵头组织，北斗系统副总设计师杨元喜院士和工信部、交通部、国家航天局、中国卫星导航工程

中心、北京卫星导航中心、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北方工业公司、

场开拓与合作交流。目前，北斗系统的信号覆盖达 50 多个国家，30 亿的人群区域，北斗兼容产品

已经营销至 70 多个国家与地区。北斗系统已经逐步进入国际海事组织（IMO）、国际民航组织

（ICAO）和移动通信的 3GPP 组织的标准之中。四是北斗系统的未来发展。北斗系统将继续改进

其稳定性和服务精度。2018 年将发射两个北斗-2 更新卫星，以确保区域服务的持续进行。同年，

将发射 18 颗北斗-3 的 MEO 卫星，和 1 颗北斗-3 的 GEO 卫星。依托这 19 个卫星，北斗-3 将具备

初始运营能力，服务一带一路地区。北斗-3GEO 卫星，将承担北斗星基增强系统的责任。 

【大事速报-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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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科技集团公司、国家空间科学中心、上海天文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斗

星通、合众思壮等单位的中方代表和专家共 40 余人参加了大会。 

根据大会安排，12 月 2 日，首先召开了第十九届供应商论坛第一次会议。会议审议确认了

ICG-12 大会日程，并就开放服务信息分发、多 GNSS 亚洲/大洋洲应用演示项目、ICG 信息中心

等进行了初步讨论。中科院上海天文台宋淑丽研究员作了 iGMAS 与联合试验项目最新进展报告，

介绍了 IGMA-IGS 联合试验项目最新进展，对比分析了目前国际上主要的监测评估方法，阐述了

目前国际上高精度 GNSS 产品的状态，以及 iGMAS 产品作为监测评估基准的可行性。中国卫星

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沈军博士作了“一带一路”BDS/GNSS 联合应用报告，

阐述了“一带一路”起源背景及概念，介绍了北斗系统的发展及其在“一带一路”地区的典型应

用，号召所有 GNSS 供应商一起努力，为“一带一路”地区以及世界的用户提供优质的 PNT 服

务。 

12 月 3 日，ICG-12 大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日本内阁办公室、日本外交部、京都大学等主

办方代表，以及联合国外空司官员到会并致辞，对各位代表参加 ICG-12 大会表示热烈欢迎。日

本、美国、俄罗斯、欧盟和中国等区域和全球系统供应商，向大会介绍了各自卫星导航系统的建

设发展情况。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马加庆副主任作了北斗系统更新报告，重点介绍了北

斗三号系统基本星座和性能，系统应用、国际合作以及近期计划等情况。在 3 日下午召开的应用

专题会议上，北斗星通总裁胡刚作了基于北斗系统的 RNSS+RDSS 综合应用报告，介绍了北斗

RNSS+RDSS 在灾害救援方面的独特优势。 

中国代表团将参加本届大会的所有会议及相关议题讨论，包括系统、信号与服务（S 组），

GNSS 性能、新服务与能力提升服务（B 组），信息分发与能力建设（C 组）、参考框架、授时

与应用（D 组）等各工作组会议，以及多次工作组联合会议、供应商论坛会议和全体会议，将重

点围绕监测评估、中轨搜救、空间服务空域等重点议题开展协调。 

北斗系统作为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发布 

12 月 3 日，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乌镇开幕。北斗系统作为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

首次发布。通过全球直播，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冉承其主任向世界展示这一来自中国的

“黑科技”。此次发布的还有华为、微软、阿里巴巴、苹果、亚马逊、高通等公司科技成果。 

冉承其主任表示，卫星导航的诞生，彻底改变了这个世界。GPS 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这个改

变中，中国不是旁观者，而是践行者，更是创新者。2000 年，北斗一号建成。2012 年，北斗二

号建成。就在上个月，新一代北斗三号全球系统的部署拉开大幕。发布会上，冉承其主任将北斗

短报文、高精度应用、车联网等北斗最具亮点的功能与应用向世界集中展示。 

如今，北斗是渔民的海上保护神。2003 年以来，累计挽救渔民超过 1 万人。北斗系统为消防

车提供直奔到消防栓的精准导航。480 万辆装有北斗的运输车辆上线，重大事故率和人员伤亡率

均下降了近 50%，出行耗时减少了三分之一。 

北斗是目前唯一可以进行短报文通信的导航系统，从诞生之初就开创性地把导航、定位、授

时与位置报告、短报文融为一体，这是其他系统不具备的。正是北斗的智慧，开辟了卫星导航应

用的新天地。北斗在中国率先提供厘米级高精度位置服务。覆盖全国的北斗地基增强网和互联

网、大数据、云计算融合，让北斗高精度正像水、电一样，成为触手可及、随需而用的公共服

务。如今，北斗的高精度服务北斗+正在激发出层出不穷的创新和变革。北斗在中国还建成了全球

最大的车联网平台。 

此外，北斗已是“一带一路”走向国际的中国名片。在中国销售的 4G 手机，北斗成为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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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已加入民航、海事、移动通信三大国际组织；北斗应用覆盖到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涉及 30

多亿人口。 

展望未来，当第一个百年目标到来的时候，我们将建成世界一流的系统。北斗，正在大步走

向世界舞台的中央。我们期待时时处处皆北斗的到来。 

近期全国各地北斗应用汇编 

浙江：连日来，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各个农机合作社的机手们纷纷加装北斗系统，用科技

“武装”拖拉机提升翻耕成效，提高秸秆综合利用水平。在拖拉机翻耕秸秆还田过程中，翻耕深

度多少、时速多少、翻耕面积多少等信息实时显示在驾驶座旁的液晶显示屏上，由农户说了算的

情况已成为“过去时”，作业水平也在不断探索实践中得到提升。南湖区政府给予每台加装北斗

系统的拖拉机 60%的补助，农户只要花费 1100 多元就能享受到北斗服务。今年，南湖区政府出

台的 2017 年度秸秆综合利用工作指导意见，特别提出要探索秸秆还田机械北斗定位系统的应用，

为全区秸秆机械化还田按时完成提供保障。据了解，目前已有 40 多台拖拉机安装北斗系统，预计

今年全区安装总量将超 50 台。 

广西：近日，2017 中国阳朔国际山地越野赛在广西桂林举行。该赛事利用北斗系统为赛事提

供技术保障。2017 中国阳朔国际山地越野赛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桂林市人民政府、安纳西

市政府主办，超过 2000 名来自世界各地的选手齐聚桂林阳朔，共享这一场中法团队联合打造的精

彩赛事。由于涉及山地越野，赛事组委会通过无线电通信、山地救援和北斗定位系统应用，为赛

事提供技术保障。选手佩戴北斗定位终端，进行路线导航，遇紧急情况，还能利用北斗终端进行

呼救。 

欧洲成功发射四颗伽利略卫星 

格林尼治时间 12 日 18 时 36 分（北京时间 13 日 2 时 36 分），欧洲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第

19、20、21 和 22 颗卫星由一枚阿丽亚娜 5 型火箭从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发射成功。欧洲航

天局（欧空局，ESA）表示，此次成功发射意味着距该系统全部卫星组网并实现覆盖全球的导航

服务只差明年的最后一次发射。 

据负责发射的阿丽亚娜航天公司介绍，这４颗导航卫星由德国 OHB-System 集团公司和英国

萨里卫星技术公司设计建造，每颗卫星重约 715 公斤。 

火箭升空 3 个多小时后，两颗卫星首先与火箭分离，又过了 20 分钟，另两颗卫星也分离成

功，4 颗卫星全部进入倾角为 57 度、高度约 2.29 万公里的目标轨道。几天后，它们进入正式运

行轨道，开始为期约 6 个月的测试工作。测试工作将由欧洲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局（GSA）负责。 

欧洲航天局解释说，从这 4 颗卫星与火箭分离开始，卫星的控制工作就全部由 GSA 接手，

欧空局将作为顾问参与。此外，欧洲航天局还将与欧盟委员会和 GSA 为采购第二代伽利略卫星

和其他未来导航技术，共同进行研发和系统设计工作。 

这是伽利略导航卫星第二次由阿丽亚娜 5 型火箭发射升空。2016 年 11 月 18 日，阿丽亚娜 5

型火箭首次为该系统发射４颗卫星，此前 14 颗均由俄罗斯“联盟”火箭发射，每次发射两颗。

这 18 颗卫星于 2016 年 12 月开始提供初步导航服务。 

根据计划，2018 年，一枚阿丽亚娜 5 型火箭将为该系统发射最后 4 颗卫星，其中包括 2 颗备

用卫星。 

【大事速报-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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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卓发布 GNSS 分析 APP v2.5 

近日，Google 公开发布了 GNSS 分析 App 的 v2.5.0.0 版本，其中包含了用于处理和分析原

始 GNSS 测量值的高级工具，这些原始数据获取自安卓设备。这些工具的主要目的是使设备制造

商能够详细了解 GNSS 接收机在每种特定器件设计中的工作情况，从而改进这些设备的设计和

GNSS 性能。这些工具的公开获得，对研究和应用程序开发人员社区具有重要价值。 

v2.5 版本在首次发布的功能上进行了进一步的构建，该功能于 2016 年在安卓 Nougat 上推

出，当时引入了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s），并于 2017 年 5 月进行了更新。最新的版本发布于

12 月 1 日，包括以下的内容更新： 

 平滑的伪距； 

 原始和平滑伪距的位置图； 

 原始和平滑伪距的测量误差图； 

 将原始和平滑的伪距保存到派生数据文件； 

 计算并保存派生数据文件的系统间时间偏差。 

GNSS 分析工具基本的原始形式是一个桌面应用程序，将用户的 Android 设备记录的 GNSS

测量数据作为原始数据输入。桌面应用程序提供交互式图表，该图表分为三列，分别显示了无线

电频率（RF）、时钟和测量数据。 用户可以非常详细地看到 GNSS 接收机的行为，包括接收机

时钟偏移和漂移，以及逐个卫星的测量误差。以往，这样复杂的分析只有芯片制造商才能访问。

该工具支持多个星座（GPS、格洛纳斯、伽利略、北斗和 QZSS）和频率。 

美军为士兵征求 PNT 解决方案 

美军正在征求支持战场技术的相关建议，这些建议与定位、导航和授时（PNT）领域的研

究 、开 发、 设计 和测 试 相 关 。 据悉 ， 美 国军 方通 信电 子研 究、 开放 和工 程中 心

（Communications-Electronics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Engineering Center, CERDEC）于

11 月 24 日通过 FedBizOpps.gov 发布了编号为 W56KGU-18-R-PN22 的广泛机构公告（Broad 

Agency Announcement, BAA）。 

CERDEC 以马里兰州的阿伯丁试验场为基地，旨在发现技术方法，来改善和提高当前和未来

在对称和非对称的战争环境中，陆地士兵的作战能力、灵活性和反应能力。 

该公告显示，我们的目标是通过提供技术和操作能力来支持 CERDECs 的战略主旨，使士兵

能够在恶劣的射频和 GPS 拒止环境中继续战斗，所建议的技术方法需适用于停火前后的行动。 

CERDEC 的计划是支持多项可能的多阶段工作，致力于 PNT 相关的关键、支持技术和系统

属性的设计、开发、集成和演示。该提案的重点在于服务和材料，旨在解决技术障碍。 

拓普康推出农业云平台 TAP 

近日，意大利拓普康农业公司，推出农业云平台 TAP（Topcon Agriculture Platform），实

时监测农业生产的各个阶段，并进行数据分析，以辅助决策。拓普康农业公司隶属于美国拓普康

定位公司，总部位于意大利。 

农业云平台 TAP 采用模块化设计，可以集成第三方插件，创建无缝生态系统。除了文件交

换、云存储等标准平台功能外，该平台还提供用户友好的可定制仪表板、先进的 FMIS（农场管

理信息系统）、图像采集和处理解决方案、实时远程支持功能等。 

拓普康农业的首席执行官 Fabio Isaia 表示，该平台集成了高精度的硬件、软件和数据，并将

https://www.fbo.gov/index?s=opportunity&mode=form&id=d96b0280aba88d75a0ee576307885345&tab=core&_cview=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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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寻位置：全球首个 A-北斗服务用户迈入亿级 

近日，千寻位置研发的全球首款支持 A-北斗的加速辅助定位系统 FindNow（标准化 A-

GNSS 服务）用户数量突破 1 亿。FindNow 的日活跃用户近 2000 万，日服务次数达 2 亿，其中

97%的用户来自中国本土，3%的用户分布于“一带一路”沿线及非洲国家。 

FindNow 于 2016 年 10 月正式对外发布，同年 12 月全球版上线，服务覆盖 200 多个国家和

地区。FindNow 的主要功能是帮助接入终端实现冷启动 3 秒的快速定位，优化用户的终端使用体

验。同时测试数据显示，集成 FindNow 的终端定位精度也获得提升。 

目前，小米、魅族、金立、努比亚、HTC 等品牌的手机都已实现对 FindNow 的集成。一般

而言，手机定位启动时间需要 30 秒左右，接入 FindNow 后手机的定位冷启动时间缩短至 3 秒，

手机用户在使用手机中基于定位的各类应用时，体验会变得更加流畅。 

 

 

物联网引入农业领域，为客户提供先进、智能和互联的农业管理解决方案。更重要的是，它将成

为客户进一步平台创新的起点。该平台还可以与最新拓普康远程信息处理硬件进行互联，提高操

作效率和生产力。 

GSA 为捷克共和国带来经济效益 

根据捷克电台的报告，位于捷克共和国布拉格的欧洲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局（GSA）在过去五

年内为该国带来了约 10 亿克朗的经济效益。GSA 是唯一一个设立在该国的欧洲政府机构，于

2012 年从比利时布鲁塞尔迁至布拉格。 

位于布拉格的该机构雇佣了大约 200 名员工处理将卫星网络和信号转化为应用程序的项目，

以供公司和广大公众使用。 

将总部捷克共和国设在布拉格的主要益处之一是，捷克公司目前接受与导航服务有关的研发

资金增长了数十倍。目前， 44 家捷克公司活跃在导航领域中。 

美国地质调查局编制火山应急新地图 

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的新地图标示了可能受到莫纳罗亚山熔岩流影响的地区，这些信

息对应急响应计划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每个区域都标识了可能爆发熔岩并且流向下坡的火山段。

自 1843 年以来，这座火山爆发了 33 次。通常情况下，火山爆发始于火山口，并伴随有火帘（1

至 2 公里的熔岩喷涌）。 

美国地质调查局的夏威夷火山天文台利用详细的地质制图和流体（在这种情况下为熔岩）响

应地表地形的模型，构建了九幅地图，描绘了夏威夷莫纳罗亚的 18 个受影响地区。 

这些地图上的彩色区域显示火山边缘的地区可能会被未来的莫纳罗亚火山喷发所覆盖。 这些

喷发可能来自火山顶峰，裂谷带或径向通风口。然而，很有可能只有一个区域的一部分会被一次

喷发覆盖。 

当莫纳罗亚火山喷发开始时，地图可以帮助决策者快速识别可能的通风口位置和海岸之间的

社区、基础设施和道路，从而有助于更高效和有效地分配应急资源。公众也可以使用该地图来进

行应急准备。 

【上海专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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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空局寻求填补无人机和卫星之间的空缺 

欧洲航天局（欧空局，ESA）认为在太空边缘徘徊的高空无人驾驶飞机，可以作为高空伪卫

星（HAPS）填补无人驾驶飞机和卫星之间的空缺，可以提供更长在空时间，同时提供更好的拍

照分辨率，并保持监视多达 785000 平方公里的领域。欧空局对 HAPS 感兴趣，因为它结合了无

人机和卫星的许多属性。像卫星一样，HAPS 飞行器可以覆盖大面积，因为其飞行高度在 20 公

里（12 英里）左右，位于云层上方，和普通喷气商业飞机之上。 

然而，HAPS 比卫星低 320 多公里（200 英里），因此它可以生成与无人机相似的高分辨率

图像，并且像无人机一样，HAPS 可以在特定高度停留很长时间，几周甚至几个月无需加油。这

意味着它们不仅可以用于遥感，而且可以用于高带宽通信，也可以作为 GPS 和其他卫星导航系

统在偏远地区的备份使用。 

另外，HAPS 通信不会受到卫星必须考虑的时间滞后影响。与卫星和无人机不同的是，它们

同样适用于在发生战争和自然灾害时建立临时甚至半永久的通信和导航节点。欧空局表示，过去

20 年来一直在探索这个概念，但现在终于成为现实，这是通过小型航空电子设备，高性能太阳

能电池，轻型电池和线束，地球观测传感器的小型化和高带宽的通信链路等设备技术成熟而实

现，并且可以提供具有竞争力的价格服务。 

欧空局表示，已经有一些候选系统可以满足该机构的需求。其中包括空中客车的 Zephyr-S

翼型太阳能无人机，2010 年创下了在空中停留 14 天而没有加油世界纪录。另外还有能够携带更

大有效载荷的 Zephyr-T，还有燃料电池驱动的 Thales Alenia Space Stratobus。 

 

 

振芯科技 1469 万元转让北斗卫星导航运营业务资产组 

12 月 11 日晚间公告，振芯科技于 2017 年 12 月 11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向全资子公司转让北斗卫星导航运营业务资产组的议案》。为进一步提升

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新橙北斗智联有限公司的市场竞争力，整合公司内部资源、优化业务架构，

公司拟与新橙北斗签署《资产转让协议》，公司将北斗卫星导航运营业务资产组以人民币 

1,469.07 万元转让至全资子公司新橙北斗。 

公司表示，本次资产转让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和公司发展战略，将有助于整合内外部资源，

优化业务架构，盘活存量资产，增强公司资产的流动性，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和未来发展需要。同

时，新橙北斗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具备相关履约能力及付款能力，履约风险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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