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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北斗十大新闻有什么新意？ 

北斗官网在 1 月 9 日，公布了“2017 年北斗十大新闻”，它们是从 20 条候选新闻中，通过微

信投票和综合评定，最终脱颖而出。从入选的新闻中，我们能够看出一些什么道道来。最主要的应

该是北斗的全球化进程和国际化运作，是人们最为关心的事情，差不多 50%以上的新闻都围绕这个

主题。 

这十大新闻是：1.北斗二号卫星工程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2.第八届中国卫星导航

学术年会在上海召开；3.北斗地基增强系统（一期）建成并具备基本服务能力；4.北斗系统首次在

国产民机应用试飞中应用；5.中俄项委会第四次会议在圣彼得堡举行，并开通监测评估服务平台；

6.我国采取“一箭双星”方式首次发射北斗三号组网卫星；7.中美卫星导航会晤在京举行，并签署

两系统兼容与互操作声明；8.《中华人民共和国卫星导航条例》院士专家座谈会在京召开；9.北斗

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终端成功研发；10.北斗系统 B1C 和 B2a 信号接口控制文件（1.0 版）发

布。 

由以上所列可见，除开前面北斗二号工程荣获特等奖、第八届导航年会召开、地基增强一期建

成、国产民机试验应用等四条和后续的导航条例座谈会之外，所有的新闻都与北斗全球化和国际合

作推广应用有关。这并非是个偶然现象，里面装着必然。因为北斗系统已经发展到了这个阶段，全

力以赴的是全球化进程和国际化或者推广。而且留给国际上四大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全部实现正式服

务的日子不会很长了，2020 年是个基本上达成共识的年份。北斗系统的任务相当繁重。这就是为

什么我国北斗系统在 2018 年有 18 颗卫星的发射任务，这不仅在中国航天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而

且在世界卫星发射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北斗系统 B1C 和 B2a 信号接口控制文件（1.0 版）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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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已经正式开启北斗系统发展的第三阶段，就是全球化阶段，实施北斗三号工

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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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真正发挥北斗系统服务

全中国全世界全人类的建设和运营宗旨。北斗三号卫星全球组网发射和终端的成功研发，又是这种

发展趋势的加强行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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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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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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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成功发射第二十六、二十七颗北斗导航卫星 

 2018 年 1 月 12 日 7 时 18 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及远征一

号上面级），以“一箭双星”方式成功发射第二十六、二十七颗北斗导航卫星。这两颗卫星属于

中圆地球轨道卫星，是我国北斗三号工程第三、四颗组网卫星。 

卫星入轨后，经测试及入网验证，可对外提供服务。按照计划，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将于 2018

年底服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此次发射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2018 年首次发射，正式拉开新年

度北斗高密度发射序幕。 

此次发射的北斗导航卫星和配套运载火箭（及远征一号上面级）分别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

创新研究院和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抓总研制。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 262 次飞行。 

我国将以北斗系统为核心构建新时空体系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总设计师杨长风 27 日在北斗宣传研究与传播中心成立仪式上表示，我国将

以北斗系统为核心构建新时空体系。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我国重要的信息基础设施，是国家安全

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 

“2035 年前，我国将以北斗系统为核心构建起覆盖空天地海、高精度安全可靠、万物互联万

物智能的新时空体系。”杨长风说，新时空体系将显著提升国家时空信息服务能力，满足国民经

济和国家安全需求，从而为全球用户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杨长风透露，2018 年年底前后将发射

18 颗北斗三号卫星，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基本服务，还将主办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国际委

员会（ICG）第十三次会议及上海合作组织卫星导航圆桌会议等活动。 

三项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标准发布 

12 月 29 日，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在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 1090 项国家标准，其中

包括三项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系列标准，即《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基本产品规范》《卫星导

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规范》《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管理系统规范》。 

本批次发布的三项标准是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系列国家标准研制计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和江苏省测绘工程院牵头编制完成。《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基本产品

规范》首次明确界定了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的产品类型划分、内容和技术要求，适用于卫星导

航定位基准站网基本产品的生产和提供，奠定了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标准化服务产品提供的基

础。《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规范》首次明确规定了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提供的基本

要求、服务内容、服务方式、服务设施、服务流程、服务人员、服务质量评价等，适用于卫星导

航定位基准站网的服务和应用，对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建设和运维具有参考价值，为提升卫星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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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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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具有北斗兼容互操

作功能的智能移动终端销量接近 5 亿台，社会持有量达到近或者超过 14 亿台，成就中国导航定位

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用户群体，产业总产值达到 4000 亿元人民币的目标，占有全球 20%左右的份

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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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事速报-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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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质量提供了依据。《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管理系统规范》首次明确规

定了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管理系统的基本要求、分类和组成、功能要求、配置要求和系统

测试等，适用于国家和区域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管理系统的建设、运维和服务提供，为卫

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信息化建设和运维管理提供了标准依据，为大幅提高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

建设效率和管理水平，排除基准站安全管理风险奠定了重要基础。 

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作为国家重要的空间基础设施，对于促进导航定位市场发展具有重要

作用。我国基准站建设较快，但也存在统筹规划不够、法规标准不完善、有效监管缺乏和安全隐

患突出等问题。为进一步规范基准站的有序建设和安全应用，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依据职责主导

推进了 10 余项国家标准研制。这 3 项国家标准的发布和实施，将在产品生产、服务提供、服务管

理系统建设等方面进一步提升国家和区域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建设与管理水平，对卫星导航定位

基准站网应用服务和北斗导航产业化推广具有重要作用，并将随着我国空间基准和卫星导航定位

服务能力的提升，在自动驾驶等领域持续产生显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2020 年智能汽车将占新车一半 北斗服务实现全覆盖 

2018 年 1 月 5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征求意见稿），提出到

2020 年我国智能汽车新车占比将达 50%。 

根据征求意见稿，到 2020 年，中国标准智能汽车的技术创新、产业生态、路网设施、法规标

准、产品监管和信息安全体系框架基本形成。中高级别智能汽车实现市场化应用，重点区域示范

运行取得成效。智能道路交通系统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大城市、高速公路的车用无线通信网络

（LTE-V2X）覆盖率达到 90%，北斗高精度时空服务实现全覆盖。 

到 2025 年，中国标准智能汽车的技术创新、产业生态、路网设施、法规标准、产品监管和信

息安全体系全面形成。新车基本实现智能化，高级别智能汽车实现规模化应用。“人-车-路-云”

实现高度协同，新一代车用无线通信网络（5G-V2X）基本满足智能汽车发展需要。 

到 2035 年，中国标准智能汽车享誉全球，率先建成智能汽车强国，全民共享“安全、高效、

绿色、文明”的智能汽车社会。 

近期全国各地北斗应用汇编 

湖北：为推动湖北省农业机械化向高端升级，湖北省对智能化、信息化农机新产品试点补

贴，湖北省农机局 1 月 5 日透露，截至 2017 年 11 月底，补贴新产品 401 台。 此次试点补贴对象

为农用北斗终端、田间轨道运输机、水稻侧深施肥机 3 类产品。 据介绍，在深松作业的拖拉机上

装备北斗监测终端替代 GPS，可实现监控全覆盖，确保深松作业面积真实准确，最大限度降低成

本和监管风险，湖北省农机局通过北斗项目搭建起全省精准农业信息化平台。目前，已推广 700

台套北斗深松作业监测终端。  

江苏：从江苏省民政厅获悉，由于江苏省近日持续影响范围广、降雪强度大的低温雨雪天

气，民政部门紧急下发《关于做好当前低温雨雪天气防范应对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民政

部门积极行动，利用北斗等多渠道报送灾情，妥善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加强灾情信息管理，

通过报灾系统、手机 APP、北斗系统、电话、短信、传真等多种渠道报送灾情，确保灾情报送及

时、准确、完整。其中，与涉灾部门加强会商，及时掌握灾情发展趋势；灾害发生后及时组织人

员查灾核灾，全面评估核定灾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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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地图将于今年 5 月推向市场，可通过 APP 下载使用 

1 月 8 日下午，在重庆举行的“北斗物联全球发布会暨 2018 物联网发展大会”上，北斗科技

集团发布消息称，基于北斗/GPS 卫星导航定位的北斗地图将于今年 5 月 1 日正式推向市场。 

和现在已有导航系统相比，北斗地图的一大特点是“3D 立体导航”，可以准确知道车辆行驶

在立交桥的哪一层。据北斗物联网公司副总裁段小伟介绍，目前中国主要通过美国 GPS 提供位置

服务。“不过，GPS 在我国境内没有地面增强网络，导致位置服务的误差较大。”而北斗地图基

于中国自主研发的北斗通信技术，凭借逐步完善的地面增强网络，能将位置服务的误差缩小至现

有 GPS 水平的千分之一。 

北斗地图面世后，普通用户也可通过手机 APP 下载使用，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主任

冉承其表示，无人驾驶、无人机飞行巡检等也可基于北斗地图的精准定位进行智慧互联。 

SuperView-1 03/04 星发射圆满成功  四星组网服务能力再升级 

2018 年 1 月 9 日，SuperView-1 03/04 星于太原卫星发射场圆满发射成功。该卫星是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公司商业遥感卫星系统“16+4+4+X”中 SuperView-1 的后续星，由 2 颗分辨率为 0.5

米的光学小卫星组成。 

SuperView-1 卫星是由航天科技集团公司自主投入研制和运营的商业遥感卫星，由集团公司

下属中国四维测绘技术有限公司作为投资主体，中国四维旗下北京航天世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负

责全球商业运营。SuperView-1 03/04 星是该商业卫星项目首批 4 颗卫星中的后 2 颗星，是国内民

用遥感卫星领域分辨率最高的卫星星座。 

SuperView-1 全色分辨率为 0.5 米，多光谱分辨率为 2 米，具有全色波段以及蓝色、绿色、红

色和近红外四个标准多光谱波段，轨道高度 530 公里。卫星的过境时间为上午 10:30，幅宽 12 公

里，单景最大可拍摄范围为 60 km×70 km 的影像，常规侧摆角最大为 30°，执行重点任务时可达

到 45°。基于 SuperView-1 卫星的高敏捷性，可将其设定拍摄连续条带、多条带拼接、按目标拍

摄多种采集模式，并可以实现立体采集。  

日本拟用卫星向车载导航仪提供灾害信息 

据日媒报道，近日，日本政府初步决定在发生大地震等时利用人造卫星，通过车载导航仪向

驾车司机提供灾害信息。利用为构建日本版卫星定位系统（GPS）而发射的准天顶卫星“引

路”，力争 2018 年度起实现实用化。 

此前，在日本 3.11 大地震中，出现了人员在车内未能迅速收到信息而被卷入海啸的情况。卫

星的优点是在失去手机等通讯设备的情况下也能传达灾害信息，因此需要在车载导航仪终端安装

接收信息专用的软件。政府将要求相关企业进行合作。 

日本内阁府管制局发送数据，接收到数据的“引路”卫星提供灾害信息，设想以短信形式传

递地震、海啸等灾害发生情况及疏散建议。去年 11 月，该系统在日本和歌山县广川町及高知县

芸西村开展了验证试验，通过有声音及显示引导功能的标牌向参加者等告知了从卫星接收到的

“海啸警报”。此外，日本还将构建确认灾民安危及把握避难场所的系统。在避难所的管理终端

中输入灾民姓名等信息后，通过“引路”卫星传送至内阁府管制局。据悉，该系统拟于 2018 年

度在日本全国 5 个地方政府试验性引进，2021 年度扩大至 20 个地方政府。 

【大事速报-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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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S 2018 于美国拉斯维加斯举行  

1 月 9 -12 日，2018 年第 51 届 CES 国际消费电子展在拉斯维加斯举行。作为国际最大、影

响最为广泛的消费类电子技术展会，众多厂商不仅将带来最先进的技术和产品，而且也昭示着行

业未来一年的发展走向。多家国内外知名卫星导航相关企业参加了本次展会： 

 

高通：与比亚迪、本田雅阁和捷豹路虎等厂商达成合作 

1 月 9 日，高通分别宣布与比亚迪、本田雅阁、捷豹路虎等汽车厂商达成合作。高通表示，

比亚迪在其即将推出的电动汽车上选择高通技术的汽车解决方案，2019 年开始，比亚迪电动汽车

计划采用由高通骁龙 820A 汽车平台支持的集成式信息娱乐与电子仪表系统。骁龙 820A 汽车平

台的软件架构、管理程序支持和集成功能可使比亚迪把信息娱乐与电子仪表系统集成进单个电子

控制单元（ECU）。骁龙 820A 汽车平台可帮助实现沉浸式用户体验，支持带宽提升，向车载显

示屏传输高清视频，同时支持通过 Wi-Fi 或蓝牙从多终端进行音频和视频传输。此外，骁龙 820A

汽车平台的车辆传感集成将支持利用骁龙神经处理引擎与采用 HVX 的计算机视觉的辅助驾驶，以

及内置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NSS）和汽车航位推测的定位导航，支持汽车感知周围环境，从而

实现安全驾驶与辅助驾驶。 

高通同时还宣布了与捷豹路虎的合作。根据合作内容，双方将合作利用高通骁龙汽车平台，

通过支持具备连接性能的车载信息处理、信息娱乐与电子仪表、及后座娱乐，帮助满足未来捷豹

路虎汽车对丰富、沉浸和无缝联网车载体验的需求。对于车载信息处理单元，捷豹路虎将采用骁

龙 820Am 汽车平台，通过集成 4G LTE Advanced、Wi-Fi 和蓝牙技术，为客户提供全车连接。 

在与本田雅阁合作方面，其 2018 款本田雅阁车型都采用了高通个性化、信息娱乐和车载信

息处理系统。2018 款本田雅阁采用骁龙汽车平台，支持车载信息娱乐和导航系统的前沿应用，同

时还采用了高通 4G LTE 调制解调器，将支持 Hondalink 汽车连接系统。 

据高通透露，骁龙汽车平台旨在面向下一代汽车支持先进应用，目前正通过利用高度优化的

异构计算架构，提升沉浸式车载体验，其中包括音乐与视频流传输、3D 导航、多个高分辨率显示

屏支持，以及通过出色的 GPU 性能支持丰富的 2D/3D 图形。 

 

Antenova：推出新款天线 

天线和射频天线模块制造商 Antenova Ltd.展示了一款新型紧凑型一体化有源 GNSS 天线—

—M20047-1。该天线被命名为“Active Sinica”，是 Antenova 现有 Sinica 天线的替代产品。

M20047-1 天线为公司现有的定位天线和模块增添了另一种选择。它在 1559-1609 MHz 频段上运

行，为设计人员提供实用、较小体积的小型追踪设备新选项。它的关键特征是有源组件、内置的

LNA 和滤波器，用于在受限制的天空视野环境中提高 GNSS 信号的处理。由于天线中内置 LNA

和滤波器，设计人员不需要再进行额外的添加，因此在 PCB 上的空间将有所节省。M20047-1 是

一款非常小巧的 FR4 刚性天线，尺寸为 7.0 x 7.0 x 1.1 毫米，适用于小型跟踪设备，也适用于各

种移动物体、远程信息处理和穿戴式运动设备的跟踪。 

 

英特尔：与四维图新和上汽集团达成合作 

英特尔首席执行官布莱恩·科兹安尼克（Brian Krzanich）在 1 月 9 日的演讲中宣布，英特尔

子公司 Mobileye，将与中国领先地图公司四维图新、汽车制造商上汽集团合作，将众包数据采集

和管理技术正式引入中国，创建高精度地图，最终为实现自动驾驶铺平道路。高精度地图是实现

http://ces.yesky.com/
http://product.yesky.com/ssd/consumption
http://www.antenova-m2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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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驾驶的关键，可以解决车辆精确定位和传感器实时道路信息感知，最终规划自动驾驶汽车的

车道级行驶路线。而此次引入的路网采集管理技术（REM）和众包数据采集方式，就是解决这两

个问题强有力的手段。 

Mobileye 公司的路网采集管理技术，可以为自动驾驶汽车，提供优于传统定位技术更精准的

定位。此外，利用汽车前置摄像头和视觉识别技术，可以采集低带宽匿名数据包，形成可驾驶路

径的路书（RoadBook），以众包形式汇总，包括道路、车道边界和固定路标等参考点的定位数

据等。其中，众包可以实现高精度地图数据的实时更新，提高准确度，配有摄像头和英特尔芯片

的车辆，可以实时创建和更新地图数据。众包路网采集管理的最终成果——路书，将以图层的形

式，融入四维图新全新地图解决方案，实现与自动驾驶地图的同步更新，最终形成自动驾驶高精

度地图。 

与 Mobileye 合作的企业还有上汽集团，上汽将利用 Mobileye 的技术，在中国开发 L3、L4、

L5 级自动驾驶汽车。其中，4 级车辆几乎可以完全自主驾驶，而 5 级车辆可以在任何道路上自行

驾驶而无需人为干预。 

IGNSS 年度会议即将在悉尼召开 

由 IGNSS 协会主办的年度会议即将举行，本次会议将密切关注自动驾驶与 GNSS 的星座更

新。 

IGNSS 是东南亚地区最首要的 GNSS 和定位、导航和授时（PNT）相关的技术会议。 

今年会议主题是“可信的定位：与自动驾驶的距离（Trusted Positioning: From Here to 

Autonomy）”。这个活动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赞助，将于 2 月 7－9 日在澳大利亚悉尼的新南

威尔士大学校园举行。 

在会议上，GNSS 和 PNT 的领导人将聚集在一起，审查最新的技术，展示尖端的研究成果，

并在公开论坛上讨论对政策、市场开发和定位基础设施部署的影响。 

IGNSS 2018 将展示一系列当代的主题，其中包括 

 PNT 在自动化陆地、空中和海上车辆中的作用； 

 商业精密定位服务的范围越来越广； 

 硬基础设施问题，如天基增强系统；  

 软基础设施问题，如基准现代化和系统漏洞的减少。 

美神秘间谍卫星“丢失”引猜测 

2017 年取得大丰收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Space X）公司，2018 年新年出师不利。最新消

息显示，该公司 7 日晚为美国政府发射的神秘间谍卫星“祖马（ZUMA）”已经“丢失”，有说

法称已经落入印度洋，还有人声称这是为进入秘密轨道打掩护。  

美国政府目前尚未发布有关“祖马”的消息，但有官员对《华尔街日报》等美国媒体放风

说，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 9”火箭第二级发生故障；还有官员称，卫星和火箭第二级一起

坠入印度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显然不愿意“背黑锅”，两次发表声明暗示卫星丢失应与其火箭

无关。 

一些专家的评论似乎支持了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看法。美国哈佛-史密森天体物理中心天文学

家乔纳森·麦克道尔在推特上写道，美国军方的卫星跟踪网站将“祖马”登记为“美国 280”，并

暗示它完成了至少一圈飞行，这与《华尔街日报》有关卫星未与火箭第二级分离的报道冲突。但

也可能是卫星分离时加电未成功导致最终的失败。麦克道尔指出，火箭第二级使用的卫星支架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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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卫星导航企业荣获国家科学技术奖 

1 月 8 日，2017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大会揭晓了 2017 年度国家

最高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国家自然科学奖 35 项，国家技术发明奖 66 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170 项和 9 名科技专家。据悉，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每年评审一次，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

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由北京邮电大学、上海华测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达华测绘有限公司等共同参与的

《远海域定位导航与通信融合关键技术》项目荣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由上海交通大学、上海

司南卫星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复控华龙微系统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华测导航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五家单位共同参与的《高精度高可靠定位导航技术与应用》

项目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远海域定位导航与通信融合关键技术》项目，总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MDOP 选星模

型与智能分包的北斗短报文集群式通信为国际首创。项目授权发明专利 134 项，发表 SCI/EI 论

文 108 篇，主导制定国际标准 3 项，使我国在疏浚行业中实现了国际标准零的突破，被多国采

用。成果支撑了国内外远海重大工程，用于多种武器装备，大幅提升我国政治国防力量，并出口

国外，使北斗在激烈国际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取得显著政治经济社会效益。 

《高精度高可靠定位导航技术与应用》项目聚集了上海市北斗导航创新链与产业链的优势单

位，该项目属电子与通信技术领域，该项目聚焦北斗产业发展面临的高精度、高可靠、高可用技

术难题，集聚创新优势单位，在核心算法、基础产品、检测技术和特色应用四个方面协同开展系

统深入的技术攻关，着力推动北斗核心技术创新与应用普及，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基础。项

目支撑了上海区域导航产业以 30%的增长率快速发展，推动和引领了我国北斗导航技术的进步和

产业发展。 

“北斗导航产品检测规范和标准体系研究”项目通过验收 

12 月 28 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组织专家对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承担的“北斗导航

产品检测规范和标准体系研究”项目进行验收。来自上海卫星导航定位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上海北斗导航创新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司南卫星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华测导航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千寻位置网络有限公司等 17 位专家及课题组成员参加验收会。 

该课题立足于上海北斗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开展北斗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品检测规

范和标准体系研究，建立了北斗导航标准体系，形成卫星导航联盟标准管理办法，并提出未来三

年上海卫星导航标准化工作建议。与会专家针对课题研究内容进行了综合评议，同意该课题通过

验收，并建议课题承担单位进一步推动北斗标准的应用、推广和体系建设工作。 

北斗导航产品检测规范和标准体系研究是标准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为卫星导航各类标准

的制定、修订计划提供参考依据，有利于卫星导航标准化工作科学、计划和有序的开展，促进区

域北斗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竞争力提升和产业健康发展，增强卫星导航产品的国内和国际竞

争力和影响力。 

非像往常那样由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提供，而是由客户提供，所以如果是分离问题，问题也许出在

支架上面，不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错。他还表示，许多人猜测“祖马”的丢失是为了掩盖它进

入了一个秘密轨道，但“这是没有可能的”，“我相信其他专家与我持一致看法”。 

【上海专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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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个物联网架构国际标准投票通过 

据科技日报报道，由无锡物联网产业研究院牵头的全球物联网领域首个顶层架构国际标准

（ISO/IEC 30141），日前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 ISO/IEC JTC1/SC41 第二次全会上，正式通过

了国际标准草案（DIS）投票。 

物联网顶层架构标准好比物联网的“宪法”，是物联网技术和产业发展最顶层的设计和最根

本的基础，中国掌握了该标准的主导权，也就掌握了第三次信息化浪潮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

心。正如 ISO/OSI 的 7 层参考模型成为互联网时代的基石，ISO/IEC 30141 的六域参考架构将统

一业界的认知，成为物联网时代的“宪法”。 

值得一提的是，全球物联网领域首个顶层架构国际标准（ISO/IEC 30141），是在全球新兴

热门技术领域首次由中国牵头主导顶层架构标准，经历了异常激烈的斗争。该标准 2013 年 9 月

由无锡物联网产业研究院发起立项，并作为主编辑单位，在国家标准化委员会和中国电子标准化

研究院等相关部门和单位的领导指导下，历时 4 年多，经历了立项之争、更换之争、主编之争、

拆分之争和合并之争 5 轮、10 多次标准战争，顶住了美、英、日、韩等发达国家联合发起的一

次次挑战，终于取得突破性胜利，开创了由中国从提案到标准主导全球新兴热门技术领域体系架

构的历史。 

 

 

海格通信签订无线通信、北斗导航 4.48 亿重大合同 

2018 年 1 月 1 日晚，海格通信发布公告称，近日与特殊机构客户签订通信电台、卫星通

信、北斗导航及配套设备的订货合同，合同总金额约 4.48 亿元。体现了军改落地后，特殊机构

用户采购工作全面恢复，特殊机构信息化装备及军民融合市场未来空间较大。该合同约占海格通

信最近一个经审计会计年度营业总收入的 10.9%，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的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产

生积极的影响。 

此次再度获得的重大军工业务订单前，海格通信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摩诘创新已成功研制国内

第一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等级飞行模拟器并获得首个军工重大合同、装甲模拟器、直升机模

拟器合同、武警直升机训练模拟器中标。近期公司获得的一系列军工合同订单，充分显示了海格

通信在稳固传统军工业务板块优势的同时，积极拓展新领域、新市场、新用户取得的有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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