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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NSS 法律法规发展动向之一 
GNSS 是一个新事物，也是一个老事物，因为从 GPS 第一颗卫星发射至今，已经有近 40 年的

历史。但是，GNSS 这样的多系统工作还是近些年来的事情，到 2020 年包括北斗在内的四大全球

系统均投入工作，才是真正的 GNSS 时代的到来。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法律法规的事情早已提到

日程上。我国在 2016 年就提出制定卫星导航条例的事项，而且制定工作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

而国际上关于 GNSS 法律法规的事情又进展得如何，在此不妨做个简要的介绍。其中主要涉及若干

GNSS 服务提供者国家，以及不同应用领域的动向。本文首先介绍四大全球系统所在国的法律法规

情况。 

显然，美国 GPS 建设最早，其法律法规建设同样会走在其它 GNSS 前面。在美国法典中，主

要在第十条（武装部队）、第 51 条（国家和商业航天计划），和第 49 条（交通运输）涉及到

GPS 的相关法律条文。“美国法典”第 10 条第 2281 款关于“全球定位系统”规定，国防部长的

法定权力为实施 GPS 的军事和民事目的之维持和运营。该法规指示国防部长在全球范围内持续提

供民用 GPS 服务，免收直接用户费用。它指示国防部长与运输部长就 GPS 需求和 GPS 增强系统

进行协调，并与商务部长和其他人协调，以促进 GPS 的民用和商用。该法规指示国防部长制定措

施，防止在特定地区恶意使用全球定位系统，同时不妨碍其他地区系统的和平民用。法规要求联邦

无线电导航计划每两年出版一次。 

美国法典除开纳入“全球定位系统”条款外，还对于国防部 PNT 企业监督委员会、限制某些

外国政府在美国境内控制的 GNSS 监测站的建设、推广美国 GPS 标准、建立 NDGPS、PNT 办公

室支持、LORAN-C 基础设施和 E-LORAN，和光平方（Light-Squared）干扰等做出相关规定。近

期，美国流行的立法取向是关于地理位置信息的隐私权，也就是利用 GNSS 的个人跟踪信息，涉及

相关的地理空间数据采集、分析、可视化与分发，涉及到大数据社会的法律法规。 

俄联邦在广义的 PNT 和特定的格洛纳斯上涉及到一个很大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体系，因为它

们关系到为用户提供时空数据的行政和技术的组合。从目前情况看，俄罗斯对于 PNT 的法律法规

体系有很大的动作，从更加深广和严谨的角度去考虑，目光所及将囊括 PNT 的公共资源、用户资

源和法规监管资源，考虑到所有的参与者，从政府（包括总统令）到生产制造，直至应用服务，将

格洛纳斯作为要素搭建起 PNT 法律法规框架体系，构建法律法规和规章标准两个层次，形成 900

多项文件。现如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缺乏协调统一的纵向监管、横向合作，以及两个层次之间的

交流互动。今后的工作重点是制定体系发展的路线图，前期重点是形成三个重要文件：PNT 发展战

略、法律法规框架发展战略和国际国内法规标准发展战略。最终形成俄联邦导航法典。 

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设，实施三步走策略。现在推进的北斗-3 号系统，就是走向全球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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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个海外北斗中心落成运行，助力中阿卫星导航合作 

2018 年 4 月 10 日，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与阿拉伯信息通信技术组织，在突尼斯埃

尔贾扎拉科技园联合举办了中阿北斗/GNSS 中心落成仪式。这是落实习主席“研究北斗卫星导航

系统落地阿拉伯项目”倡议的重要举措，也是首次在海外设立北斗中心，加快北斗服务阿盟地区

乃至全球发展的重要环节。 

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冉承其主任率航天科技集团、电子科技集团、北方工业公司、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武汉大学、北斗开放实验室等有关单位代表一行 19 人前往参加。阿盟秘书处

副秘书长，突尼斯外交部国务秘书、高等教育与科研部国务秘书，阿拉伯信息通信技术组织秘书

长，阿盟驻华代表处代办，以及中国驻突尼斯大使馆、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及其国际合

作中心的代表共同为中心落成剪彩，并与阿曼、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科威特、苏丹、伊拉克

等 10 余个非洲和阿盟国家的 30 余位部长级要员和 200 多位企业和科研院所代表，听取了北斗系

统主题报告和北斗中心专题报告，参观了启动运行的中阿北斗/GNSS 中心，并安排了为期 3 天、

5 位中方授课专家、40 余位阿方学员的卫星导航专题培训。 

第三步。伴随着系统建设的逐步推进，我国在卫星导航法律法规建设方面的工作也在推进之中。

2016 年 5 月 19 日，在长沙召开的第七届中国卫星导航学术年会上，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

主任冉承其介绍，中国正在制订《卫星导航条例》，并已列入《国务院 2016 年立法工作计划》。

《卫星导航条例》将规范我国卫星导航领域相关活动，确立北斗系统作为国家空间信息基础设施的

法律地位，推动北斗应用及产业发展。这将成为我国首部卫星导航领域的行政法规，保护北斗系统

提供可靠服务，提高北斗系统法制化管理水平。2017 年 5 月 23 日，在上海召开的第八届中国卫星

导航学术年会上，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主任冉承其透露，《中华人民共和国卫星导航条

例》研究起草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已完成草案初稿拟制，即将形成征求意见稿。冉承其介绍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星导航条例》起草组包括中央和国家部委，以及民航、电力、公安等重要用户

和重点企业协会专家代表，经过广泛调研论证，召开全国性学术研讨会议，已取得积极进展。起草

工作组组长、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总设计师杨长风说，这个条例将填补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短板，

通过法治手段强化顶层设计和统筹发展，保障北斗系统工程建设、稳定运行，提供连续可靠的服

务，促进北斗系统的广泛应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中国着眼于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自

主建设、独立运行的卫星导航系统。杨长风说，卫星导航系统建设和应用是个复杂巨系统工程，应

该加强顶层设计，形成最大合力，避免出现重复投入、资源浪费。 

GNSS 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核心要素，成为许多民事应用和创新的基础。对于欧洲而言，在伽

利略投入初始服务后，最为关心的法律问题，是 GNSS 信号与服务的责任，特别是在依托 GNSS

的安全关键系统中，GNSS 故障与失误造成危害风险产生的责任和赔偿。这是个极其复杂的事情，

至今在国际上尚无一项 GNSS 责任的法律文书，但是从整体发展而言，看来形成个法律框架是需要

的。经过近二十年的讨论，关于管控由于 GNSS 失误引起责任的国际和欧洲的法律文书，至今没有

任何明显可期待的前景。只是在 2011 年早期欧洲委员会公布过《欧盟 GNSS 第三方责任的规章路

线图》，是一种平衡用户和第三方利益的努力。 

GNSS 法律法规的复杂性还涉及到交通运输、移动电信、航天科研、国际商贸，我们会在下一

篇文章中逐一加以介绍。 

 

【大事速报-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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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阿北斗/GNSS 中心作为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与阿拉伯信息通信技术组织签署的中

阿卫星导航合作谅解备忘录中明确的优先合作项目，由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国际合作中

心与阿拉伯信息通信技术组织联合建设并运行，集宣传展示、应用演示、测试评估、教育培训、

联合研究等功能于一体，是全面展示卫星导航系统建设应用成果的窗口，也是全面推动国际交流

与合作的开放平台。中心落成仪式期间，阿盟和非洲国家代表对北斗系统表现出浓厚兴趣，纷纷

表达了尽早使用北斗的强烈意愿；各方将共同努力，把中心打造成为中阿合作的样板工程，北斗

系统共建共享的纽带，促进技术创新的新引擎。中阿北斗/GNSS 中心的落成运行，必将加快中阿

共建共享北斗系统的合作进程，为实现北斗服务全球、造福人类的目标贡献重要力量。 

此外，在 2018 年 4 月 10 日下午，在阿盟秘书处副秘书长阿卜杜勒·拉提夫·阿比德、突尼

斯外交部部长助理萨布里·巴什塔布吉、伊拉克通讯部副部长艾米尔·巴亚提、突尼斯艾尔贾扎

拉科技园主席阿里·梅杰里、中国驻突尼斯大使馆临时代办李平一、阿盟驻华代表处代办穆罕默

德·艾尔·莎菲共同见证下，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冉承其主任与阿拉伯信息通信技术组

织默罕默德·本·阿莫秘书长在突尼斯签署了《关于在突尼斯举办第二届中阿北斗合作论坛的声

明》，标志着第二届中阿北斗合作论坛正式进入筹备周期。 

根据签署的声明，第二届中阿北斗合作论坛计划于 2019 年 3 月或 4 月在突尼斯召开。遵循惯

例由中阿合作论坛中方秘书处、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阿拉伯

信息通信技术组织联合主办，由突尼斯高教与科研部具体承办。 

中阿双方同意，将共同推动声明共识纳入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拟通过签署的

《2018 年至 2020 年行动执行计划》。 

4 月 6 日至 4 月 12 日期间，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测试评估研究中心随中国卫星导航

系统管理办公室一行赴突尼斯与阿拉伯信息通信技术组织、阿拉伯海运学院等阿盟相关机构开展

交流。伴随着首个海外北斗中心落地突尼斯，测评中心完成了一个永久性静态北斗测试站的建

设，实际观测显示在当地可接收到 4-8 颗北斗卫星，收星效果良好。 

此次交流活动中，测评中心还与阿拉伯海运学院就在阿盟地区实施北斗三号用户体验评价计

划达成一致，阿方对参与北斗系统的建设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双方将于近期启动该计划，并于

今年 10 月底完成第一阶段工作。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测试评估研究中心作为专业的卫星

导航系统测试评估研究机构，在北斗工程建设与运行服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心近年来积极开

展北斗在科研、技术领域的国际合作，不断拓展资源支撑北斗工程建设和运行服务，助力北斗系

统在全球的应用推广工作。 

 

北斗三号再升空 远望 6 号单船精准测控北斗双星 

北京时间 3 月 30 日 01 时 56 分，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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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成功发射第三十、三十一颗北斗导航卫星，远望 6 号船在赤道

附近预定海域圆满完成海上测控任务。 

火箭升空飞行约 10 分钟，远望 6 号船从陆地测控站接过“接力棒”，在距离祖国万里之遥的

大洋深处及时发现并成功捕获目标，雷达系统跟踪稳定，数据获取完整有效，信息处理交换正

确，设备软硬件运行稳定，通信信息链路畅通，整个海上测控过程持续近 10 分钟，为卫星入轨一

系列关键飞行动作提供了有力测控支撑。 

海上测控是在卫星移动、船舶晃动、天线转动的情况下实施的。远望 6 号船针对此次任务技

术状态总体变化不大、各项流程相对成熟的实际，扎实开展任务异同点分析、文书学习、联调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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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可靠性检查维护、性能指标测试和应急预案模拟演练等一系列准备工作。 

据悉，这次是远望 6 号船今年第三次执行北斗三号任务。完成任务后，该船将返回中国卫星

海上测控部码头。 

 

工信部：重点做好北斗的卫星频率论证和申报协调等工作 

近日，工信部官网发布《2018 年全国无线电管理工作要点》，提出要做好无线电频率使用许

可工作。研究制定 5G 系统中频段频率使用许可方案及基站设置管理规定，适时发放 5G 系统频率

使用许可。 

《工作要点》提到，加快重点无线电频率规划。加快 5G 系统频率规划进度，制定中频段无线

电设备射频技术指标，提出部分毫米波频段频率规划方案。适应物联网、工业互联网、车联网发

展，制定广域物联网、车联网频率使用规划及相关管理规定，适时发布 eMTC 蜂窝物联网频率管

理规定及射频技术指标。研究制定无人机频率使用管理规定、无线电充电设备频率使用管理规定

和技术规范。适时调整 230MHz、800MHz 频段专网及公众对讲机频率使用规划和相关规定。 

《工作要点》还要求做好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工作。研究制定 5G 系统中频段频率使用许可方

案及基站设置管理规定，适时发放 5G 系统频率使用许可。加强对各行业部门频率需求统筹协调，

总结采用竞争性方式开展频率使用许可试点经验，分步骤开展 230MHz 频段电力专网频率使用许

可，继续做好 1.4GHz、1.8GHz 行业专用频段的频率使用许可工作。探索采用电子化方式发放频

率使用许可。 

《工作要点》指出要做好卫星频率和轨道资源申报、协调和管理。适应卫星业务和应用发

展，制定 Ka 频段动中通业务频率使用的管理措施。优化卫星网络申报国内协调程序，建立申报单

位责任制，强化申报单位责任和义务。加强卫星频率和轨道资源管理顶层设计，开展中长期资源

规划可行性研究，发布民用遥感和科学业务卫星频率轨道资源使用规划。支持重大航天工程建

设，建立卫星频率使用风险预警机制，制定卫星工程拟使用的卫星频率可行性论证实施办法，重

点做好北斗、载人、探月、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等的卫星频率论证和申报协调等工作。 

 

近期全国各地北斗应用汇编 

宁夏：近年来，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为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和环境安全，利用北斗等科技

手段，积极推动规范餐厨废弃物的管理和执法，着力打造“银川模式”的民生工程，践行民生承

诺。银川城市管理局在餐厨垃圾收集车上安装了北斗系统，并将计量系统嵌入监控软件，动态监

控餐厨垃圾收运、处置情况。在银川兴庆区前进街，一辆全封闭式餐厨垃圾专用车辆在某餐馆门

前停下，餐馆服务员将餐厨垃圾桶放到车旁一侧。短短几秒钟，通过桶车直运的方式，满满的餐

厨垃圾被车“吃”掉。据介绍，每天至少有 26 辆 50 台次左右保绿特的餐厨垃圾专用车，按照银

川城市管理局核定的线路和时间收运餐厨垃圾。对收运计量利用北斗等技术进行电子监管，擅自

处置餐厨垃圾的行为明显减少。 

浙江：眼下正是早稻插秧的时节，浙江不少种粮大户引进高性能新农机，以“机器换人”提

高生产效率，北斗也亮相田间地头。 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全旺镇，今年一台台插秧机都安装上

了北斗农机管家，可以实时对农机进行北斗定位或拍照。采集的数据传回后台，每台农机的行驶

轨迹、工作面积一目了然。据了解，每年衢江区都会根据种粮面积、插秧机使用等情况，对农户

进行相应的政策补贴。以往人工测量难免会有误差，新上马的“农机管家”大幅提升了管理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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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四川：近日，德阳市渣土车定位管理系统政府购买服务项目需求论证会召开，这是德阳在建

筑垃圾治理上的探索。建筑垃圾随意倾倒，不仅破坏生态环境，也给二次清运、城市景观等带来

挑战。为此，德阳市城管执法局紧盯建筑垃圾运输环节，积极探索利用智慧城管平台，在运输车

辆上安装使用北斗定位监管系统，从而对车辆实行全方位、全时段跟踪、监控、识别和管理，通

过技术手段让偷倒乱倒行为难逃城管“法眼”。目前，该项目已经通过论证，即将进入招投标阶

段。 

 

印度区域导航系统补充星 IRNSS-1I 发射成功 

印度“极轨卫星运载器”（PSLV）XL 型运载火箭 4 月 12 日在斯里哈里科塔岛萨迪什·达万

航天中心发射了“印度区域导航卫星系统”（IRNSS）的一颗地面备份星，即 IRNSS-1I，用于替

换 3 台星钟全部报废的 IRNSS-1A。IRNSS-1A 上的 3 台时钟自 2016 年 7 月起陆续报废，导致卫

星无法发送精准导航信号。首颗补网星 IRNSS-1H 去年 8 月用 PSLV-XL 火箭发射时因火箭整流

罩抛罩失败被毁。PSLV 火箭于今年 1 月恢复发射，发射了“制图星”2F 遥感卫星，并搭载了多

颗微小卫星。印 3 月 29 日发射的“静地星”6A 通信卫星在提升轨道过程中与地面失联，但这并

未影响到本次导航卫星发射。 

 IRNSS 是由印度自行建设的独立的区域导航卫星系统，覆盖本国及周边国家。系统由空间

段、地面段和用户段组成。空间段设 7 颗卫星，其中 3 颗采用静地轨道，轨位分别为东经 34 度

（1F）、83 度（1C）和 129.5 度（1G）；另 4 颗采用倾角 29 度的地球同步轨道，分为两对，

轨道过赤道位置分别是东经 55 度（1A 和 1B）和 111.75 度（1D 和 1E）。系统七星组网工作

2013 年 7 月启动，2016 年 4 月完成。这些卫星采用“印星”1K 平台建造，发射重量 1425 公

斤，设计寿命 10 年。每颗卫星设 3 台铷原子钟。IRNSS-1I 拟被送入近地点 284 公里、远地点

20650 公里、倾角 19.2 度的亚同步转移轨道，需在未来几个月利用星上发动机来提升轨道和改变

倾角。 

据印媒早前报道，除 IRNSS-1A 的 3 台星钟全部报废外，IRNSS 系统其余 6 颗在轨卫星上也

有 4 台星钟工作不正常，只是尚未导致卫星无法使用。消息人士称，这些铷钟暴露出与欧洲“伽

利略”系统相同的固有硬件问题。“伽利略”系统部分在轨卫星也出现了铷钟故障。IRNSS 和

“伽利略”系统的星钟均由瑞士厂家 Spectratime 公司生产。为应对星钟大面积故障，除替换

IRNSS-1A 外，印还决定更换地面备份星上的星钟，并把地面备份星数量从 2 颗增至 4 颗。此

外，卫星星钟工作模式将从 2 台开机、1 台备份改为 1 台开机、2 台备份。 

 

GPS 备份系统和接收机获美国财政支持 

3 月 23 日，当所有争论终于结束，2018 财政年度的拨款法案终于尘埃落定，GPS 计划发现

自己拥有近 9000 万美元的意外增值，以支持新的备份系统和军用 GPS 接收机的研发。 

总体而言，2018 财年，GPS 计划获得了 GPS III 发展所需的 2.43 亿美元和 GPS III 采购所

需的 8589 万美元。这 2.43 亿美元包含一些微调，旨在确保整个国家的定位、导航和定时

（PNT）能力。由于“过度需求”，国会议员们在原来的基础上砍掉了 1000 万美元，随后又增

【大事速报-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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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 1000 万美元来支持 GPS 备份系统技术。 

下一代操作控制系统（GPS OCX）的发展仍然是众议院和参议院的痛处，两院都希望削减这

一计划的资金。因此，OCX 的全部投资金额为 5.149 亿美元。 

真正的资金增加体现在推动新款军事 GPS 接收机的发展。 国会批准增加总额 8850 万美元的

自助。（事实上，他们增加了 9850 万美元，然后因为“过度需要”削减了 1000 万美元。）这

8850 万美元针对的是空军的手持式计划，即军用 GPS 用户设备（MGUE）计划的增量 2

（Increment 2）。美国空军负责开发一款由美军和盟军战士携带的接收器。 

 

天宝推出 GNSS 船舶定位接收机 

天宝（Trimble）推出了 MPS865 船舶定位系统多频和多应用 GNSS 接收器，MPS865。 

Trimble MPS865 是一款多功能、坚固耐用、可靠的 GNSS 定位和航向解决方案，适用于海

洋勘测和施工的各种实时和后处理应用。它具有集成的通信选项，如 Wi-Fi、UHF 无线电、用于

互联网连接的蜂窝调制解调器、蓝牙和 MSS 基于卫星的校正通道。其所具备的 GNSS-centric 技

术获得了专利，该技术使用所有可用的 GNSS 信号来实时提供可靠的定位。 

凭借其模块化外形，MPS865 非常灵活，可用作集成车载流动接收器、基站或连续运行的参

考站。Trimble 表示，内置的精准导航功能可确保接收器具备的最小的体积，更低的功耗和更少的

布线。 

MPS865 还增加了新功能——多星座，蜂窝连接和信标支持，以改善在拥挤的海上施工现场

的可用性。多星座选项可以保持海上站点的生产力，或者在天线或卫星部分受阻时有所帮助。 

在许多地方，接收机可以使用免费的信标支持。当 MPS865 与 GA830 天线配合使用时，将

接收免费的信标信号，在世界的许多地方提供亚米级精度的水平定位。即使在没有收到 GNSS 校

正的情况下，它也始终可以提供精准的导航。 

船舶接收机还具有蜂窝通信功能，可以更容易地使用互联网基站服务（IBSS）和 VRS 校

正，并通过互联网和 SMS 消息与接收机通信。接收器还可以用作船上的数据接入点，下载设计

文件或即时远程支持。 

 

Intergeo2018 聚焦地理信息数字化 

今年的 Intergeo 大会将于 10 月 16 日至 18 日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地

理信息——数字化的 DNA”。据活动组织者介绍，今年的活动将侧重于商业和社会的数字化转

型。由德国大地测量、地理信息和土地管理协会（DVW）主办的这次活动将介绍未来基于地理信

息数字化的关键性发展和情景。 

DVW 主席 Hansjörg Kutterer 说：“在这三天的时间里，我们将聚焦于数字化时代，地理信

息领域背后的产品、解决方案、专有技术、创新和愿景。我们自信地将地理信息标记为数字化的

DNA。毕竟，就像人类受基因影响一样，地理信息正在引导数字革命。” 

Intergeo 2018 将邀请 130 名演讲人，展会的每一天都将以主题演讲开场。主要的发言人之一

包括 Kutterer 本人、德国波茨坦哈索·普拉特纳研究所（Hasso Plattner Institute）的        

Döldner 教授和天宝公司的 Ron Bisio 等。此外，将有 600 多家公司参加本次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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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颗低轨导航增强小卫星顺利通过在轨测试  

2017 年 11 月 15 日，由上海卫星工程研究所研发的全球首颗低轨导航增强技术试验试用微

纳卫星与风云三号 D 星一同发射入轨。 

经过一个月的紧张测试，在轨数据表明实时厘米级高精度低轨导航增强星座系统体制及产品

得到了充分的验证，能以相对极小的建设投资规模实现与地基导航增强系统相当的导航性能。 

目前该卫星已转入在轨业务运行，势必快速带动后续全球低轨导航增强星座的建设和运营，

驱动整个导航增强产业链的巨大变革。 

瞄准日益增长的高精度导航定位服务需求，上海卫星工程研究所另辟蹊径，扬长避短，致力

攻关，在国际上率先提出并实践利用低轨卫星组网方式开展实时高精度导航增强，构建了全新的

低轨星基导航增强体制，并成功完成了在轨试验验证。 

该项目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实现了基于低轨卫星星座系统的导航增强技术体制，通过具有自主

完整知识产权的算法和软硬件设计，在轨试验验证结果表明，单星条件下已实现地面用户导航定

位精度达 30 厘米@5 分钟。 

分析计算与仿真表明，在算法优化和星座部署后，可实现实时厘米级的高精度定位能力。 

同时，该项目也对上海卫星工程研究所的先进微纳卫星平台、高集成高精度低轨导航增强载

荷、地面导航增强终端接收机及配套的地面运控系统等技术环节进行了完整全面的测试验证，实

现了全产业链的技术可行性验证，为后续高精度导航增强产业化运行奠定了坚实的技术产品和业

务服务基础。 

在本次试验验证取得圆满成功的基础上，上海卫星工程研究所后续将进一步开展低轨导航增

强星座系统（LEO Constellation Navigation Augmentation System，简称 LCNAS）建设和商业

运营。 

该低轨星基增强系统将由空间系统、地面系统和用户终端三部分构成。其中空间系统计划建

设 40 星的微纳卫星星座，分两阶段进行： 

一阶段先发射 12 颗微纳卫星实现全国二重覆盖; 

二阶段扩展为 40 颗卫星实现全球覆盖，最终能为用户提供实时高精度厘米级定位服务。 

 

北斗地基增强系统“全国一张网”授时精度将提升至十亿分之一秒 

精准位置服务公司千寻位置与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千寻位置将在国

家授时中心的支持下，建设远程时间溯源系统。通过该系统，国家北斗地基增强系统“全国一张

网”及千寻位置的产品服务能够实现与国家标准时间的实时同步。这意味着千寻位置所提供的时

间和位置信息将更加精准。 

国家标准时间是全球最准确的时间之一。目前，千寻位置的定位服务中采用的是卫星授时。

与国家标准时间同步后，国家北斗地基增强系统“全国一张网”的授时精度提升至十亿分之一

秒。时间精度提升后，由时间和距离计算得出的高精度定位精度也会提升。依托国家授时中心，

千寻位置产品和服务中将包含国家标准时间信息，以此为基础，支持千寻高精度定位的各类终端

都将获得使用全球最准确时间的机会。 

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副主任卢晓春表示，国家授时中心与千寻位置强强联合，会让国家

标准时间为更多的物联网终端提供支持，同时，依托千寻位置的高精度位置服务及云计算、大数

【上海专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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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技术，国家授时中心将构建区域性、行业性的位置服务应用中心。 

物联网终端上的时间和空间数据，是对现实世界的投射，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关联交互。物联

网的发展让海量的时空数据得以汇聚，但时间和空间中任何一个信息不够精准，都无法客观反映

事实。比如多个高速摄像机的影像信息汇聚，没有统一、精准的时间标签，则无法区分每一帧影

像内容发生的顺序。千寻位置 CEO 陈金培说：“基于与国家授时中心的合作，千寻位置将精准

时间与精准位置相结合，为物联网终端建立精准时空标签。这些精准的时空数据真实反应客观世

界，向人们传递正确的信息。 

根据协议，千寻位置将与国家授时中心共建联合实验室，在高精度授时技术、高精度位置服

务等领域开展技术研究。双方还将合作开展人才培养，探索精准时空服务的业务模式、商业模式

和应用模式创新，促进产业生态的建立和完善。 

 
 

 

海格通信及子公司获得近 9 亿元大单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该公司近日收到其与特殊机构客户签订的订货

合同，合同总金额约 1.29 亿元人民币。合同标的主要为无线通信、北斗导航及配套设备，供货

时间为 2018 年及 2019 年相应月份，具体时间按照合同规定。 

海格通信表示，本合同金额约 1.29 亿元，约占公司最近一个经审计会计年度营业总收入的

3.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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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根据本合同要求以

及收入确认原则在相应的会计期间确认收入。本合同的履行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

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当事人形成依赖。 

报告称，近 5 个月以来，该公司接连获得军工重要合同订单，合计超过 12 亿元，再次体现

了海格通信的行业领先地位，更进一步验证了军改落地后军工订单出现全面恢复性增长的逻辑，

对以军工为主营业务的海格通信来说预示着重大的发展机遇。 

此外，海格通信子公司也中标了中国移动采购项目，中标金额约 7.43 亿元。4 月 3 日午间公

告，公司子公司广东海格怡创科技有限公司于近日收到由中国移动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发出的

《中标通知书》，海格怡创正式成为《中国移动 2018 年至 2019 年通信设备安装工程施工服务

集中采购项目》广东、广西、黑龙江、上海、福建五个省份共计 6 个标段的中标单位之一，预计

中标合同额总计约 74,262.0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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