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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导航与人工智能 
北斗导航，是个天基定位导航授时系统；人工智能，定义为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一个在天

上，一个在地下，这两者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可谈？现在我们做一些探讨。 

北斗导航与人工智能，现如今都是热门，而且都有点无所不在的感觉，其实仔细琢磨琢磨，它

们既有联系，又有差别，在新兴产业中各有其位，它们同属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群体，它们共同推进

的是现时代最为伟大的智能信息产业。 

从更加高端更加深远更加广大的层面上看，它们同样属于现代信息产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而北斗导航从感知网络而言，是提供时空信息感知的基本手段之一，从其升级跨越发展为时空信息

技术及其服务体系而言，它就是总体性的顶层系统，它可以统领、囊括、贯通各种各样的信息技术

相关芯片、模块、终端、平台、数据、应用 App、软硬件系统，以及基础设施，并毫无例外地纳入

其体系之中。以人工智能而言，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英文缩写为 AI。它是研究、开

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如前所

说，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它企图了解智能的实质，并生产出一种新的能以人类智能

相似的方式做出反应的智能机器，该领域的研究包括机器人、语言识别、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

和专家系统等。由此可见，它与物联网、大数据、云超算等目前广泛流行的许多新技术概念，都是

中国时空服务体系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技术的角度，北斗导航与人工智能，在某种程度上不可同日而语，北斗导航只是航天技术的

一部分，而人工智能的头衔则不同凡响。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人工智能被称为世界三大尖端技

术之一（空间技术、能源技术、人工智能）。也被认为是二十一世纪三大尖端技术（基因工程、纳

米科学、人工智能）之一。这是因为近三十年来它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在很多学科领域都获得了广

泛应用，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人工智能已逐步成为一个独立的分支，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已自

成一个系统。 

北斗导航与人工智能最近的相会，主要是在机器人、无人驾驶车辆、无人飞机，以及在多种多

样的无人系统之中。因为这些无人系统，其运动的控制和规划实施，都离不开时间和空间位置的规

划、测量、校正、调控、匹配等，成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主要涉及机器视、听、触、感觉及

思维方式的模拟应用，是跨物理分支的感知技术，关键是自主无人系统的智能技术，主要特点包括

数据驱动，设备能够自我感知、自我判断、自我调整。 

北斗导航与人工智能，其实都面临法律法规的缺失和隐私等许多问题，但是人工智能引起的联

想问题会多得多，这是因为它直接涉及人与人的关系。最近，由特斯拉 CEO 伊隆·马斯克与脸书

创始人扎克伯格之间隔空喊话展开的争论就是客观写照。伊隆·马斯克在全国州长协会的会议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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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代表团参加星基增强系统互操作工作组第 33 次会议 

2018 年 1 月 17 日至 19 日，星基增强系统互操作工作组（SBAS IWG）第 33 次会议在西班

牙马德里召开，来自中国、美国、欧盟、俄罗斯、日本、韩国、非洲、澳大利亚等国家/地区的卫

星导航主管部门及国际组织 50 余位代表参加。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中国民用航空局、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研究所、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及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的专家组成中国代表团参加会议。   

本次 SBAS IWG 会议内容包括 SBAS 标准讨论、SBAS 现代化计划协调、SBAS 技术研发进

展、全球 SBAS 状态报告、技术小组交流等环节。美国联邦航空局、欧洲航天局/欧洲航空安全组

织、日本民航局、韩国空间研究院、非洲及马达加斯加航空安全管理局、澳大利亚地球科学局等

代表分别作了美国 GPS/WAAS、欧洲 Galileo/EGNOS、日本 MSAS/QZSS、韩国 KASS、非洲

SBAS-ASECNA、澳大利亚星基增强系统测试系统等卫星导航系统/星基增强系统的进展情况报

告。全体代表还就星基增强双频多星座标准、民航/海事领域应用、最低运行标准（MOPS）、运

行概念文档（CONOPS）等多份文件展开讨论。  

中方代表全程参加了大会各项内容讨论。合众思壮首席科学家沈军博士代表中方作了北斗卫

星导航系统（BDS）及北斗星基增强系统（BDSBAS）发展情况的报告，介绍了 BDS 和

里提及：“人工智能是对人类社会的‘根本性存在威胁’”。扎克伯格则在直播上回击了他的这一

观点：“我觉得有些人就是怀疑论者，成天夸张末日情景。我真的很不理解。这种（言论）真的很

负面，从某种程度上我认为非常不负责任。”据此，两人又展开了几个回合的隔空争论，人工智能

“到底是人类的福音还是人类的丧钟”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又重新吸引了人们的大量注意。除了

马斯克以外，诸如比尔·盖茨和史蒂芬·霍金这样的世界级大咖也曾表示过自己对人工智能快速发展

的担心。事实上，人类社会就是在这种不断的争论中前进发展。 

 

现在，还有一种论调说是人工智能一发展，许多人就没有事情干了，大量的人会失业。其实，

这是杞人忧天。历史上出现机器的时候，也有过类似的说法，可是世界的发展，人们感到要做的事

情太多了，越干越多才是真正的趋势。人类个体真正发挥自己的个性爱好、自己的创造天才、自己

的专长特色、自己的独具匠心的新时空时代还远未到来。历史会证明，人工智能只是科技发展大体

系中的一个分支，是汇入新时空科技大海洋千千万万条涓涓细流中的一条而已。人工智能缺了人

工，没有智能可言，这是人工智能的宿命论，所以尽可放心。 

恰逢春节假期，本报下一期出版日期定于 2 月 28 日，特此告知。祝各位读者新年快乐！  

 

【大事速报-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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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SBAS 的进展、系统状态、全球系统建设及后续规划，以及 BDSBAS 的地球静止轨道

（GEO）卫星 PRN 号、服务商标识号和系统标准时间标识号的获批进展和首颗 GEO 卫星集成测

试情况。中方专家就 BDSBAS 的地面站建设进展、单频增强服务设计、增强信号测距能力、增强

信号方式等问题与各方专家开展了详细交流。   

在技术子工作组第一次会议上，清华大学陆明泉教授代表北斗作了北斗全球系统新型民用信

号 B1C 和 B2a 的技术报告，详细介绍了北斗全球系统信号的设计、性能特点和接收方法，展示了

BDS 全球系统信号的优越性能。中方现场提供 BDS 信号接口控制文件，引起各国技术专家极大兴

趣，会场讨论热烈。  

在 2017 年连续获得 BDSBAS GEO 卫星 PRN 号、服务商标识号和系统标准时间标识等重大

突破的基础上，通过本次会议，北斗星基增强国际合作团队进一步巩固了 BDSBAS 作为星基增强

服务供应商的地位，增强了国际用户未来使用 BDS 和 BDSBAS 的信心。  

SBAS IWG 第 34 次会议将于 2018 年 9 月在美国迈阿密召开。  

北斗交通行业专项规划发布，明确 2020 年北斗交通应用目标 

近日，交通部与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联合印发《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交通运输行业应用专项规

划（公开版）》。《专项规划》指出，到 2020 年，在行业关键领域应用国产北斗终端，实现卫星

导航服务自主可控，重点运输车辆北斗兼容终端应用率不低于 80%，铁路列车调度北斗授时应用

率达到 100%。 

《专项规划》阐述了北斗系统建设现状、未来发展规划以及交通运输行业北斗系统应用工作

取得的主要成效，分析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从服务国家战略实施、支持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

系发展等方面分析行业北斗系统应用工作的发展形势。 

《专项规划》明确了 2020 年行业北斗系统应用工作发展目标，并针对行业各主要领域北斗系

统应用情况提出具体指标。即在行业关键领域应用国产北斗终端，实现卫星导航服务自主可控，

重点运输车辆北斗兼容终端应用率不低于 80%，国内“四类重点船舶”北斗兼容终端应用率不低

于 80%，城市地面公共交通北斗兼容终端应用率不低于 80%，推动民航低空空域监视北斗定位信

息应用率达到 100%，铁路列车调度北斗授时应用率达到 100%，行业在售终端全部支持北斗定位

模式，建成相应的应用管理与服务平台。 

《专项规划》明确，到 2025 年，建成服务于综合交通的定位、导航和授时（PNT）体系，为

国家综合 PNT 体系建设提供有力支持。 

北斗剖面浮标助力我国全球实时海洋观测网建设 

近日，在西北太平洋海域，“科学”号上的科考队员将 HM2000 型剖面浮标缓缓放入海面。

这是我国新一代海洋实时观测系统（Argo）计划自 2002 年实施以来布放的第 400 个剖面浮标，

也是我国布放的第 30 个国产北斗剖面浮标。 

至此，我国正式建成首个全球实时海洋观测网。这些浮标主要分布在西北太平洋、中北印度

洋和南海海域，基本覆盖了由我国倡导的“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海域。 

2000 年正式启动实施的全球 Argo 计划，在近 30 个国家和地区的努力下，截至 2018 年 1

月，已有 3890 个浮标在海上正常工作。 

散布在全球深海大洋区域的这些浮标，主要用来监测上层海洋内的海水温度、盐度和海流，

以帮助人类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高防灾抗灾能力，以及准确预测诸如发生在太平洋的台风和厄

尔尼诺等极端天气、海洋事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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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由中国 Argo 计划批量布放的北斗剖面浮标，实现了我国海洋观测仪器

用于国际大型海上合作调查计划“零”的突破，并打破了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中剖面浮标由

欧美国家一统天下的局面；以此建立的“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服务中心（中国杭州）”，也成为继

法国和美国之后第三个有能力为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提供剖面浮标数据接收和处理的国家平

台。 

远望 6 号圆满完成北斗三号工程第三、四颗组网卫星海上测控任务 

1 月 12 日，北斗三号工程第三、四颗组网卫星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约 10 分钟

后，我国第三代远洋航天测量船“远望 6 号”在大洋深处第一时间发现并成功捕获目标，整个测

控工作持续近 10 分钟。这是“远望 6 号”首次参加北斗三号工程任务，首次单船执行中圆地球轨

道双星测控任务，首次在新海域执行卫星海上测控任务，在总体测控任务中的地位与作用非常关

键。 

“远望 6 号”以无可挑剔的完美表现，圆满完成基础级三级工作段至上面级第二滑行段初期

的测控任务，为火箭三级发动机关机、组合体和基础级分离等关键动作“保驾护航”，为确保北

斗三号卫星发射成功作出重要贡献。 

中国卫星海上测控部高级船长张志兵表示，今年是贯彻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我国北斗

导航系统全球组网的关键之年，远望人以奋斗的姿态、精准的操作成功护送北斗三号卫星顺利入

轨，“远望 6 号”取得了新年度首次任务开门红，为全年工作实现了完美开局，也意味着中国卫

星海上测控部正式拉开新年度高密度任务帷幕。 

近期全国各地北斗应用汇编 

广西：截至 2018 年 1 月 22 日，广西西江流域已有 454 艘船舶安装船载北斗智能终端，累计

实现船舶水上“ETC”（不停船自动缴费）智能过闸 14218 艘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为满

足西江内河船闸、物流等传统业务创新的需要，从 2013 年起，广西西江集团开展北斗相关技术及

政策的研究，进行北斗应用方面的科研创新工作，先后申报广西科技厅、交通厅、工信委等部门

北斗应用相关科研项目 10 项并获得立项补助资金达 600 余万元。基于科学研究成果，成功研制出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船联网北斗智能终端及其应用服务系统”。 

山东：近年来，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河东分局利用北斗、大数据等高科技手段，有效提升了

公安机关精确打击、治安防范、服务民生的能力。该分局为 58 辆警车安装了北斗定位系统，13

辆出警车和 2 辆运警巡逻车全部安装 4G 图传系统，通过报警定位和警力定位，实现了警情、警

力、警车等警务信息实时图上展示，指挥员只需点击图标即可完成警务实时掌控、实时调度。去

年以来，根据实战需要逐步对警情研判平台进行了优化升级，更新了电子地图，将警情位置、天

网卡口、现场影视资料、治安基础信息等全部标注在电子地图上。海量的警情大数据、基础大数

据为民警开展打防管控提供了精确制导。 

欧洲伽利略导航系统今夏将发 4 颗卫星 

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欧洲航天局局长韦尔纳近日在记者会上宣布，2018 年计划把 4 颗伽利

略导航系统卫星送入轨道，届时伽利略项目的在轨卫星总数将增加到 26 颗。 

当地时间 2017 年 12 月 12 日，欧洲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第 19、20、21 和 22 颗卫星由一枚

【大事速报-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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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丽亚娜 5 型火箭从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发射升空。 

据报道，预计伽利略导航系统卫星发射将在夏天进行。韦尔纳透露，“目前轨道上有 22 颗

卫星，我们今年打算再发射 4 颗卫星。” 

据韦尔纳表示，三星和苹果等品牌的一些手机，2017 年就已经开始同时支持 GPS 和伽利略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按照计划，2020 年时伽利略项目的在轨卫星应达到 30 颗。项目开发人员表示，伽利略全球

卫星导航系统的精度会高于 GPS，并能确保欧洲不会依赖其他国家的同类导航系统。 

Sierra Wireless 推出 LPWA 蜂窝模块 

物联网设备到云端集成解决方案供应商 Sierra Wireless 推出了多模低功耗广域网（LPWA）

蜂窝模块，AirPrime HL78。这些模块主要针对快速增长的资产追踪、连接的工业设备、智慧城

市、医疗保健、农业和可穿戴设备市场。 

AirPrime HL78 模块采用 Altair 半导体集成的 ALT1250 芯片组，与旧款的 LTE-M/NB-IoT 模

块相比，其电池供电设备的使用寿命延长了 5-10 倍。这样新型的节能模式是为功耗受限的物联网

应用而设计的，包括改进后的唤醒和睡眠模式响应和超低功耗的睡眠模式。 

这些模块还将 GNSS 追踪功能、安全性和嵌入式 SIM 集成在一个紧凑型的 CF3 尺寸（18 x 

15 毫米）中，该模块与其它 HL 系列模块兼容。 

AirVantage 设备管理物联网平台的内置安全性包括 HTTPS、安全的插口、安全启动和免费

无限制无线固件更新，可以帮助客户确保 HL78 的部署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安全性。 

LTE-M 和窄带物联网（NB-IoT）LPWA 网络是为低功耗物联网应用设计的新一代无线技术。

LPWA 技术结合了更低成本，覆盖范围更广，电池使用寿命更长的蜂窝网络，可以将数以亿计的

事物连接到互联网。 

英国脱欧：伽利略中心从英国迁至西班牙 

据悉，由于英国脱欧，欧盟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的安全中心将从英国迁至西班牙。 

近日，成员国代表委员会以绝大多数票投票通过，批准欧盟委员会建议马德里成为伽利略新

的安全监测中心（Galileo Security Monitoring Centre, GSMC）的提议。 

该中心尚未开始完全运营，在英格兰的斯万维克只有一名全职员工，但其位于马德里的工作

场所开始运行后，预计员工人数将增至 30 人。 

该中心控制卫星系统的访问，并将在位于巴黎附近主要安全中心处于离线状态时提供全天候

监测服务。 

西班牙公共工程部表示，欧盟委员会决定将该中心迁往西班牙，将给西班牙带来“战略优

势，高技术价值的产业发展以及国家知识和技术在安全领域的巩固”。 

GSMC 由欧洲全球导航卫星系统机构（GSA）运营，负责监督和处理安全威胁和警报等事

件。 

2016 年英国脱欧公投后，众多欧盟机构搬离了英国，其中包括正在迁址到巴黎的欧洲银行管

理局和正在迁往阿姆斯特丹的欧洲药品管理局，GSMC 也成为其中之一。 

铱星公司的终端建设在 GPS 领域引发担忧 

移动卫星服务（MSS）公司铱星提议建设更多的地面终端，以作为卫星地面联合通信网络的

一部分。该提议引发了众多 GPS 公司的担忧。 

https://www.sierrawireless.com/
https://www.sierrawirel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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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中国北斗跨界创新应用峰会在北斗西虹桥基地召开 

1 月 20 日，“2018 第二届中国北斗跨界创新应用峰会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峰会”于中国北

斗产业技术创新西虹桥基地隆重召开，来自北斗、物流、保险、汽车生产销售、投融资、高校和

科研院所等领域的代表齐聚一堂，共同协商推动“北斗+”跨界融合进程、加速长三角北斗导航

产业发展。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干频、青浦区副区长倪向军、中国科学院王建宇院士、

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所长汪鸣、中国物流学会副会长恽绵、上海北斗导航创新研究院院长

郁文贤、上海势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尹占威等相关政府企业嘉宾出席峰会。 

2018 中国北斗跨界创新应用峰会由上海市科委、上海市经信委、上海市发改委、上海市青

浦区政府指导，由上海北斗导航创新研究院、上海势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主办，上海西虹桥商务

开发有限公司、上海西虹桥导航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卫星导航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共同协

办。本届峰会致力于对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机遇，邀请中国物流学会、中美物流研究院的专家以

及顺丰、圆通、申通、中通、韵达、中集等国内极具影响力的物流企业代表，通过主题演讲、圆

桌论坛、用户交流、物流技术与成果展等丰富内容，就“北斗+智慧物流”、“北斗+保险”和

“北斗+智慧城市建设”等内容进行深度研讨交流，搭建了一个涉及北斗、车联网、物流、保险

等多领域跨界交流的平台。 

峰会特设了三大主题论坛：“北斗+智慧物流领袖论坛”、“基于北斗的 UBI 保险模式创新

高峰论坛”以及“智慧渣土车、环卫车系统论坛”，各论坛根据行业转型发展技术需求，汇聚业

内大咖智慧，谋求优化升级、转型发展之路。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所长汪鸣在会议中为我

国物流行业的未来发展点亮了启明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加速的背景下，必须促

进物流产业向高端化、信息化、集群化、融合化、生态化和国际化方向发展，进一步拓展、提升

物流信息化引领的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推动“北斗+物流”跨界融合。 

铱星公司通过 66 颗非静止轨道卫星提供全球通信，这个星座是 Satelles 的其中一个支柱，

Satelles 是 GPS 备份服务，它提供 20-50 米独立的全球定位精度和微秒级的授时精度。 

铱星系统预计将花费 30 亿美元进行更新，目前，其更新进程已近半，需要用更先进的太空

船取代所有的卫星，使其拥有更快的数据传输速度。为了更好地利用这种增强的能力，铱星公司

于 4 月要求联邦通信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FCC）修改其许可证，增加

一个名为 Certus 的新地面站，用于扩展陆地、海事和航空领域的操作范围。 

铱星公司表示，它的终端已经与 GPS 设备成功地共存了二十年，并且可以在配备有 GPS 设

备的船舶和飞机上运行。该公司在 FCC 文件中写道，铱星公司大部分的商业、军事和政府客户除

了使用铱星网络提供的关键性功能之外，还依赖于正常功能的 GPS 设备。 

GPS 创新联盟（GPS Innovation Alliance, GPSIA）在 9 月份提交的 FCC 评论中表示，它正

在积极地与铱星公司达成协议，确保其不会干扰 GPS 接收机。GPSIA 表示，他们有信心可以达

成协议，并请求 FCC 有条件地批准铱星公司对遵守此类协议的要求。 

但是，如果无法发成协议，GPSIA 要求委员会将 Certus 终端操作限制在 1559-1610 MHz 频

段，提供相当于-95 dBW / MHz 带外发射（Out of Band Emission, OOBE）等级保护的模式 

诺瓦泰等行业内知名企业的母公司海克斯康（Hexagon）表示，该系统有可能影响无线电导

航卫星系统（RNSS）用户。所涉及的输出功率以及部署的 Certus 终端数量会引起 RNSS 接收机

无阻运行的高度关注。 

【上海专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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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会开幕仪式上，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干频、青浦区副区长倪向军共同为“2017

年第二批国家特色火炬基地——中国北斗产业技术创新西虹桥基地”揭牌，这是本批国家特色火

炬基地评选中唯一以北斗导航产业为特色的产业化基地，标志着青浦区北斗导航产业进入国家战

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对推动北斗产业特色发展、经济产业升级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北斗系统和铱星全球通信系统的频率冲突 

2000 年年底，中国建成了北斗一号系统，并在国内开始提供服务。2012 年年底，北斗二号

系统建成，向亚太地区提供服务。北斗系统将在 2020 年建成全球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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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报文通信和搜救等。2017 年 11 月 5 日，我国在西

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了第二十四、二十五颗北斗导航卫星，这是我

国北斗三号第一、二颗组网卫星，开启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全球组网的新时代。2018 年 1 月 12

日，我国以“一箭双星”的方式成功发射了北斗三号工程第三、四颗组网卫星。 

有源定位和短报文特色服务是北斗系统最大的特色。北斗系统短报文能够将短信和导航相结

合，是中国北斗系统的独特发明，也是其立足于国际社会的一大优势。GPS、格洛纳斯、伽利略

等其它国际上的卫星导航系统需要借助其它的通讯手段来实现通信，而北斗系统并不需要。北斗

短报文具有非常重要的军用和民用价值，且应用前景十分广阔。2008 年，在汶川抗震救灾中的

大量实践就充分显示了该功能的作用和意义。 

美国于 1987 年提出了第一代全球卫星移动通信星座系统铱星系统。为了保证通讯讯号的覆

盖范围，初期设计认为必须在天空上设置 7 条卫星运行轨道，每条轨道上均匀分布了 11 颗卫

星，组成一个完整的卫星移动通信的星座系统。经过计算表明，仅设置 6 条卫星运行轨道就能够

满足技术性能要求。所以，铱星的卫星总数减少到 66 颗，但仍然称之为铱星移动通信系统。

1997-1998 年，美国铱星公司发射了 66 颗用于手机全球通讯的人造卫星，即为铱星。该系统是

美国铱星公司委托摩托罗拉公司设计的一种全球性卫星通信系统，它通过使用卫星手持电话机，

透过卫星可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拨出和接收电话讯号。但是，在系统建成后，耗资达 50 多亿美

元的铱星系统在市场上遭受了冷遇。由于其系统风险、成本、营销和运作失误和公司债务危机等

问题，2000 年，铱星公司宣布破产。2001 年，铱星接收注资后起死回生，美国军方成为了它的

主要用户。 

北斗系统的主要任务是卫星导航系统，其短报文功能从业务特性上属于通信系统，两者在无

线电业务分类上有严格的界限，也具有较大的差异。北斗系统属于无线电导航业务（RNSS），

隶属于无线电测定业务（RDSS），而北斗短报文功能属于卫星移动业务（MSS）。按照国际频

率使用及协调原则，北斗短报文的卫星通信业务频率为（上行：1610-1626.5MHz，下行：

2483.5-2500MHz）。频率必须按照国际电联相关规则履行必要的申报和协调程序，且必须让相

关频率达成系统的兼容性，确保各自卫星系统的实际用频安全。在北斗短报文所使用的频率中，

有很多种其它无线电业务的划分，其中有一部分与铱星系统使用的频率重合，铱星系统所使用的

频率为（上行：1621.35-1626.5MHz，下行：1616-1626.5MHz ）。从理论上来讲，北斗在设计

过程中，需要考虑与这些系统的频率共用。据悉，铱星系统一直未按中国电信管理条例要求，未

申请频率批复，因此，它在中国的使用一直没有获得合法的地位。所以，我国在发展自己的北斗

导航系统时，使用了该段频率。但是在国际社会上，北斗短报文使用的卫星通信业务频率登记的

时间较晚，使用优先权也低于如铱星系统和全球星在内的卫星通信系统。这使得北斗短报文在国

【专题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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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的使用过程中不能对这些系统产生干扰，还需要承受对方的干扰。 

在当前的国际社会上，频率资源已经成为一种战略资源，各国间的竞争也非常激烈，几乎已

经达到白热化的状态。众所周知，卫星无线电导航业务的频率资源异常宝贵。2006 年，联合国

成立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国际委员会，目的就是协调各卫星导航系统的兼容性和互通性，促进合作

发展。基于该平台，北斗系统积极与其他导航系统开展合作。而卫星移动业务的频率资源也异常

稀缺，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在卫星移动通信系统的起步较晚，在频率资源的储备方面也比较被

动，北斗短报文系统，成功地为中国占用了一段宝贵的频率资源。北斗系统在建设组网的过程

中，对于北斗短报文系统，在频率资源方面已经实现了它的一定价值，但是随着北斗三号的建设

部署和实现全球覆盖的过程中，北斗短报文在全球范围内依然面临着与铱星系统的频率协调问

题，仍然有很长很艰难的路要走。 

 

 

2021 年精准农业市场将达到 50 亿美元 

根据市场分析公司 Berg Insight 的研究报告，精准农业解决方案的全球市场将以 13.6%的年

复合增长率从 2016 年的 22 亿欧元（26 亿美元）增长到 2021 年的 42 亿欧元（50 亿美元）。 

近年来，多种技术应用于精准农业实践中，用于管理田间的变化，其目的是最大化产量，提

高生产力并减少农业投入物的消耗。通过车载显示器实现的自动制导和机器监控等解决方案是农

业行业的主流技术，而远程信息处理和变量控制技术仍然处于实施的初级阶段。 

尽管硬件和软件解决方案之间的互操作性仍然是一个挑战，但农业行业电子基金会和

AgGateway 等组织的标准化举措取得了一定进展。 

大多数主要的农业设备制造商都制定了精准农业相关的举措，尽管他们的战略差异较为明

显。业内领先的供应商包括农业设备制造商迪尔工业（Deere & Company），紧随其后的是美国

精密技术供应商天宝（Trimble）、拓普康定位系统（Topcon Positioning Systems）、乌鸦工业

（Raven Industries）和 Ag Leader Technology。海克斯康（Hexagon）通过旗下子公司诺瓦泰

（NovAtel）在定位领域占据有利位置。 

一些公司已经成为现场传感器系统新兴市场的领导者，其中包括戴维斯仪器（Davis 

Instruments）、佩斯尔仪器（Pessl Instruments）及其 METOS 品牌、Semios、Hortau、

AquaSpy 和 Cro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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