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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GNSS 被阻断环境中，作为替代 PNT 的新一代铱星星座 

在未被覆盖和阻断 GNSS 信号区域，，在诸如深海大洋区域、地球远北地区和大沙漠区域，基

于低地球轨道（LEO）卫星的机会信号的定位问题显得十分重要。特别是在遇险和航行紧急情况期

间，怎样保持航空公司的跟踪信息？为实现这一目标，搜索和救援（SAR）的新设计中实施了定位

信息的研究开发。收发电台的位置和速度可以根据来自于 LEO 卫星的分布式多普勒信息融合估

计。在紧急情况下，特别是在考虑飞机、动态、轨迹、天线轴旋转或任何其他阻碍或损坏条件下，

使得飞机的定位和跟踪变得非常难于实现，并且不具有任何弹性。本文展示的概念证明，正在开发

的创新解决方案，选择新一代铱星低轨（Iridium Next LEO）星座，被认为是一种极具潜力的升级

卫星技术，并享有搜索和救援应用的特权。基于后期处理实验数据收集表现出非常好的性能，和第

一手实验和理论结果表明，用多普勒频移估计和分析确定位置显示出了非常有希望的成果。 

基于多普勒频移的定位在过去 50 年中经过的实验和开发，直到 GNSS 星座全面投入运行，包

括 GPS、格洛纳斯、伽利略和北斗系统。与更为精准的 GNSS 解决方案相比，ARGOS 和

COSPAS-SARSAT 等不同的卫星系统，是使用多普勒频移确定位置算法的。进行搜索和救援应

用，以及较高的可接受定位精度。使用这些星座进行定位的主要优点是，它们可以在被阻断 GNSS

的环境中工作，并且可以向用户提供定位和授时信息。由此可见，能够提供新技术的研发，形成任

何环境和射频条件下必要的导航解决方案，被称为 PNT 的系统：定位导航和授时都是基于 GPS 和

其他 GNSS 信号，以及基于完全独立的定位系统，如通信卫星：Orbcomm，Globalstar 和最近与

Iridium Next 卫星星座。 

为了更好地确保精度，开发并提出了自适应和鲁棒性卡尔曼滤波方法，以及许多其它相关问

题。最近，随着铱卫星网络的发展和升级进入铱星星座，并且主要由波音公司、Satelles 和 Iridium

进行各种研究和开发，通过不同的耦合、滤波和 PNT 坚韧性与可靠性，在没有 GPS 和 GNSS 信

号的境况下，也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重大成果。此外，也已被证明，GNSS 信号是最重要的；不仅

用于定位和导航，还用于不同部门的定时和时间同步应用，如电信、网络和传感器网络同步等。所

有这些都需要坚强性 PNT 解决方案。特别是，在假设阻断 GNSS 的环境中，这里提出了另一种

PNT，即基于 Iridium Next LEO 星座，作为位置确定（PDS）解决方案。该解决方案可以直接应用

于静止情况，然后扩展到动态定位状态，用于越洋飞行跟踪，用于在紧急和遇险情况下在 GNSS 未

覆盖区域中的飞机导航安全性。因此，我们考虑通用设计，但是使用 Iridium Next 机会信号

（SoOp）对固定无线电信标进行了演示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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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代低地球轨道（LEO）铱星星座，77 颗卫星，倾角 86.4 度，48 个波束 

 

利用 LEO 卫星作为位置确定解决方案。在许多导航应用场合，定位系统可能是不可用的或不

具备坚强性，特别是在被阻断或未被覆盖的区域或受限区域内。因此，出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如

何在全球范围内随时随地保持定位（PDS）信息，以提供距离、距离变化率、位置、方位角和时

间？这篇文章试图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在 2014 年马来西亚 MH370 航空公司飞机在印度洋

上空消失提出来的。自那次事件发生以来，国际民航组织参与并指导了航空和航天领域的大量专家

参与，通过整合额外的 PDS 使飞行更安全，以期确保在所有条件下的安全、跟踪和通信。与

GNSS 和其他导航设备不同，这里建议使用选定的低延迟 LEO 卫星解决方案，具有可靠的定位功

能。 

此外，这些增强系统是坚强性 PNT / PDS 解决方案，可作为车载、机载和多种多样船舶上的

冗余惯性导航的附加辅助手段，为了解决这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铱星卫星星座被认为是个选项。

相对于信号功率而言，其下行链路信号可以明显优于 GNSS 信号。试验结果表明，在最佳情况下

（无需先进的信号处理或数据融合），铱星可以提供 CEP 半径为 1-2Km 的位置信息，然后可以将

状态估计解释为重要的非线性不等式约束或良好的初始化信息。在使用一颗 LEO 卫星计算瞬时位

置时，卫星运营商可以在每个连接的终端检测和定位时具有可接受的精度（1-10 Km）。问题是目

前达到的精度有限，而且将新一代铱星作为机会信号使用时，还要有额外的信息处理工作。 

利用新一代铱星实现多普勒定位。在最近的几十年间，基于卡尔曼滤波的集成卫星多普勒/INS

系统，用于一般车辆导航应用，证明是切实可行的。这种融合被认为是坚强性集成组合导航系统，

特别是在阻断 GNSS 条件下，使用卫星多普勒测量不失为一种出路，并且开发了不同的频移估计数

值方法，并将其引入定位工程界。值得高度关注的是，铱星星座网络，已于 2017 年升级，并于

2019 年 1 月初完成。铱星接下来有超过 77 颗新卫星，它们在天空中的总数超过 140 颗。值得一提

的是，LEO 卫星的几何形状与 GNSS 星座不同，它们的可见性提供了值得注意的重要优势和深入

的分析。 Iridium Next 的另一个吸引人的特性是它们在定位中的执行和有用的通信模式和协议称为

SBD（短脉冲数据），广泛用于飞行跟踪应用，通过铱星网络将突发消息，GPS 或飞行数据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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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成功发射第四十六颗北斗导航卫星 

2019 年 6 月 25 日 02 时 09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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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六颗北斗导航卫星。  

该卫星是北斗三号系统的第二十一颗组网卫星、第二颗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经过一系列

在轨测试后，卫星将与此前发射的二十颗北斗三号卫星组网运行，适时提供服务，进一步提升北

斗系统覆盖能力和服务性能。  

此次发射的北斗三号卫星和配套运载火箭分别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属的中国空间

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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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次飞行。 

 

我国代表团赴维也纳参加联合国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国际委员会 

第十四届大会第二次预备会及系列会议 

2019 年 6 月 10 日至 14 日，联合国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ICG）第十四届大会第二次预备会及系列会议在奥地利维

也纳国际中心召开。来自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办公室国际合作中心，中国卫星导航工

程中心、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上海天文台，上海交通大学、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五

院等单位的代表和专家以及来自联合国外空司、美国、俄罗斯、欧洲、日本、印度等代表参加了

会议。  

6 月 10 日，中科院国家授时中心卢晓春副主任与 ICG-14 大会主办国印度代表联合主持召开

供应商论坛第 22 次会议，围绕开放服务信息分发、ICG 信息中心、供应商论坛第 23 次会议议程

等有关议题，特别是供应商论坛章程进行了讨论。  

6 月 11 日召开的 ICG-14 大会第二次预备会议，主要听取了印度对 ICG-14 大会筹备情况汇

报，以及联合国外空司对 ICG-15 大会的初步考虑。会议明确 ICG-14 大会由印度空间组织主办，

于 2019 年 12 月 3 日至 8 日在印度班加罗尔康莱德酒店召开，大会网站将于 7 月 1 日正式上线并

接受参会注册；ICG-15 大会初步拟定由联合国外空司于 2020 年 12 月 14 日至 18 日在维也纳国

际中心召开。  

6 月 12 日至 14 日，相继召开了系统、信号与服务工作组（S 组）性能标准与 GNSS 监测评

估研讨会、监测评估任务组会议，互操作与服务标准子工作组会议，GNSS 性能提升、新服务与

新能力工作组（B 组）中间会议，空间应用子工作组会议，授时研讨会等 ICG 系列工作组相关会

议。上海天文台宋淑丽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战兴群教授、中科院国家授时中心卢晓春副主任作

为联合主席分别主持了监测评估任务组会议、B 组中间会议以及授时研讨会等，我方专家围绕监

到地面服务器。 Iridium 新一代星座被认为是一个有吸引力且显著坚强性的 PNT / PDS 解决方案，

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铱星新一代 LEO 卫星位于海拔 780 公里的圆形轨道上，这使得它们

的信号远高于 GNSS 信号的 300 至 2400 倍。此外，信号传输的延迟时间从 700 毫秒减少到 100

毫秒，这使得 Iridium Next 成为遥控、遥测的潜在 PNT 解决方案。使用铱星专门的下行电路，作为

PNT 坚强性解决方案，是由 Satelles 公司验证并证明的巨大成果，他们提出了卫星授时和定位

（STL）的概念，并且通过铱星星座加以实施推进。 

 

【大事速报-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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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评估参数算法、空间服务域互操作、空间天气、时差监测算法等作了相关技术报告并积极参与

议题讨论与协调，为推动 ICG-14 大会成果达成奠定基础。 

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代表团赴阿联酋 

参加中阿合作论坛第十六次高官会 

2019 年 6 月 18 日，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十六次高官会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行。会

议由论坛中方秘书长、外交部西亚北非司司长王镝和阿联酋外交与国际合作部政治事务部长助理

哈利法共同主持。中国驻阿联酋大使倪坚，外交部中阿合作论坛事务大使李成文，阿盟助理秘书

长哈立德，阿拉伯驻华使团团长、阿曼驻华大使萨阿迪等出席。来自中国外交部、商务部、文化

和旅游部、国新办、国际发展合作署、贸促会、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办公室国际合作

中心等单位代表以及 21 个阿拉伯国家外交部、阿盟秘书处主管官员等共 120 余人与会。  

高官会总结了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成果落实进展，评估了“论坛 2018 年至 2020

年行动执行计划”执行情况，讨论了下阶段工作计划，并就将于 2020 年在约旦举行的论坛第九届

部长会筹备工作交换了意见。会议通过了《成果文件》。  

在中阿各国代表轮流发言阶段，贾鹏副主任代表办公室就中阿卫星导航合作、北斗系统建设

发展情况进行发言，介绍了在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中阿卫星导航领域合作取得的一系列成果：

一是首个中阿北斗/GNSS 中心于 2018 年落地阿盟，已成为全面展示卫星导航系统建设应用成果

的窗口，以及全面推动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开放平台；二是 2019 年 4 月，第二届中阿北斗合作论坛

在突尼斯成功举办，签署并发布了论坛联合声明，推动中阿卫星导航合作不断深化；三是北斗系

统将作为 2020 年迪拜世博会重要展项在中国馆亮相，诚邀各国代表在展览期间，参观体验北斗系

统展区。  

目前，北斗系统在阿拉伯国家上空平均可见卫星数达到 8 颗以上，定位精度优于 10 米，可用

性 95%以上，可为阿拉伯国家和地区提供优质的卫星导航服务。未来，中方将持续与阿拉伯各国

合作，提升卫星导航应用与技术水平，助力阿拉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为中阿战略合作关系持续

健康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国家授时中心与加拿大托特公司启动 GNSS 卫星联测任务 

6 月 20 日凌晨 2:00 点，加拿大当地时间 6 月 19 号 14:00，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与加拿

大托特 (THOTH TECHNOLOGY) 公司 GNSS 卫星联测任务正式启动。本次任务旨在验证各国

GNSS 卫星信号的全球服务性能。 

本次联测任务计划持续 6 天共逾 40 小时，国家授时中心导航与通信研究室信号质量评估小组

兵分两路，副研究员饶永南、助理研究员石慧慧赶赴加拿大，与小组其他成员分别利用托特公司

46 米天线和国家授时中心昊平观测站 40 米天线进行同步观测，共同开展多个 GNSS 数颗卫星观

测、数据采集及信号质量深度分析工作。 

本次联测采集数据可作为验证各 GNSS 系统性能的重要依据，将有效支撑 GNSS 兼容与互操

作信号等的相关国际工作。 

近期全国各地北斗应用汇编 

京张高铁：近日，在北京北站外的京张高铁清华园隧道进口，随着最后一组 500 米长钢轨精

准落位，京张高铁历时 7 个月紧张铺设，完成了全线铺轨。作为我国第一条首次采用自主研发北

斗卫星导航系统、设计时速为 350 公里/小时的智能化高速铁路，世界上第一条最高设计时速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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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小时的高寒、大风沙高速铁路，多项新技术的运用使京张高铁自 2016 年正式动工以来，一

直受到外界广泛关注，成为备受各国追捧的新时代“智慧”铁路。 基于北斗卫星和地理信息系统

技术，京张高铁为建设、运营、调度、维护、应急全流程提供智能化服务。线路实时“体检”系

统，可以将全线每一个桥梁、车站，每一处钢轨通过传感器连接至电脑。零件是否老化，路基是

否沉降，照明是否损坏，都能一目了然。此外，高铁周界入侵报警系统、地震预警系统、自然灾

害监测系统等将组成动车组的智能调度指挥系统。  

港珠澳大湾区：6 月 20 日，一艘采用中国国产北斗航标遥测遥控设备的大型灯船在珠江口

担杆水道上成功投放。据悉，这将有效降低珠江口担杆水道东向交通流通航环境复杂、船舶航行

无序的风险。据了解，此次担杆水道灯船的最大亮点是航标 AIS 终端、航标遥测遥控装置采用了

中国国产北斗系统。按照中国交通运输部南海航海保障中心的统一部署，该中心目前已建设北斗

数据接收中心 1 座，已使用北斗航标遥测遥控设备 575 台。未来两年内，粤港澳大湾区主要航道

航标北斗遥测覆盖率将达到 100%。当天投放的灯船是钢制焊接、单壳单甲板，舭部设有舭龙骨，

配备有雷达应答器、航标 AIS 终端、北斗航标遥测遥控装置等助航设施，将极大地改善担杆水道

的通航环境，降低航运风险。  

 

俄罗斯可能在阿根廷境内部署格洛纳斯地面站 

2019 年 6 月 13 日，据俄罗斯塔斯社报道，俄罗斯航天国家集团公司（Roscosmos）向塔斯

社透露，该公司将与阿根廷宇航研究委员会（CONAE）开展卫星导航合作，探讨在阿根廷境内部

署格洛纳斯系统地面站的可能性。 

5 月 27-28 日，俄罗斯-阿根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两国政府间经贸科技合作委员会第 14

次会议，双方均有意开展卫星导航领域的合作，包括在阿根廷境内部署格洛纳斯系统地面站、监

测近地空间、地球遥感、联合开发航天装备和地面基础设施。 

会议期间，双方专家确认将开启和平利用太空合作，着力开展有利于两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航

天装备应用实践。目前，俄罗斯与阿根廷政府的空间研究和平利用太空合作协议文本已经协商完

毕，计划于 2019 年底签署。 

另据俄罗斯国际新闻通讯社（RIA Novosti）报道，CONAE 建议俄罗斯在阿根廷境内部署一

个或数个格洛纳斯地面站，以监测和差分控制导航系统。CONAE 对外联络部主任桑德拉·托鲁

西奥认为，对俄合作包括卫星导航“有益于农业科研、农耕、交通、海上与河运安全项目”。俄

罗斯有意在 Teofilo Tabanera 航天中心所在的科尔多瓦省部署格洛纳斯地面站。 

赛峰集团和 Orolia 公司启动全球弹性 PNT 合作伙伴关系 

在今年 6 月的巴黎航展上，赛峰集团（Safran）和 Orolia 公司宣布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为军队提供最新的弹性定位、导航和授时（PNT）解决方案，尤其是在 GNSS 拒止的环境中。 

这样的伙伴关系将为无法获得 GNSS 信号环境中的空中、陆地、海洋和太空计划提供关键的

任务设备。无论该中断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该合作伙伴关系将提供依赖 GNSS 军用系统的替代

方案。 

Safran-Orolia 团队将为军队提供优越的 PNT 功能融合，包括 Orolia 的精密授时参考和 PNT

传感器融合技术组合，以及赛峰的防御惯性导航解决方案。最初计划的重点包括导航战

【大事速报-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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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赵冰一行莅临北斗西虹桥基地调研 

 6 月 21 日上午，国务院参事室党组成员、副主任赵冰到访北斗西虹桥基地，就青浦北斗卫

星导航产业相关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及自主创新情况展开工作调研。陪同到访的还有上海市政府参

事室党组成员、副主任才华、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业务一司一处副处长王斌、青浦区科委主任张宏

洲等领导。 

结合近年来基地企业取得的科技创新成果和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长三角一体化联动等方面

的工作，基地执行总裁杨苗琴向各级领导详细汇报北斗西虹桥基地的建设发展情况，并就目前我

国卫星导航产业的发展趋势以及在专业领域和大众市场方面的应用推广做了详细介绍。杨总表

示，基地近年来在上海市以及青浦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未来将紧跟国家政策

导向，深入挖掘科技创新和产研模式，为上海建设国际科创中心，为中国北斗导航产业走向世界

做出积极贡献。 

赵冰副主任等领导对基地近年来的发展表示赞赏，并对基地在运营模式创新、产业转化和促

进等方面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同时，勉励基地立足上海、放眼全球，承担起北斗卫星导航产业

迈向国际市场的桥头堡，为我国卫星导航产业的全球化进程贡献力量。 

（NAVWAR），以及移动和固定的 PNT 解决方案。 

Orolia 的 PNT 解决方案可以提高关键、远程或高风险运营的可靠性、性能和安全性。Orolia

在 100 多个国家设有办事处，提供几乎无故障的 GNSS 和 PNT 解决方案，以支持全球的军事和

商业应用。 

赛峰集团是一家国际化的高科技集团，业务涉及飞机推进和设备、太空和国防市场。赛峰集

团在全球设有办事处，拥有超过 92,000 名员工，2018 年销售额达 210 亿欧元。 

意法半导体 GNSS 模块面向大众导航市场 

意法半导体（STMicroelectronics）通过基于 Teseo-LIV3R ROM 的模块扩展了其 GNSS 产

品。 该模块为成本敏感的跟踪和导航设备提供意法半导体的完整 GNSS 算法功能。 

意法半导体公司的新型 GNSS 模块提供里程表功能，带有三个行程计数器和到达距离警报。 

通过免费服务器访问支持实时辅助 GNSS，可确保不间断的定位数据，实现可靠的导航。 

使用星基增强系统（SBAS）和海事无线电技术委员会（RTCM）V3.1 差分定位，并同时跟

踪 GPS、格洛纳斯、北斗和 QZSS 星座，确保 1.5 米内的精度误差。 

跟踪灵敏度为-163 dBm，首次定位时间快于 1 秒，可确保高要求应用的高性能。该模块易于

使用，并能够响应专有的国家海洋电子协会（NMEA）指令。 

Teseo-LIV3R 具有可根据精度、平均电流和固定频率实现的可扩展功耗，其待机模式的 RTC

备份低于 15µA，并支持多种低功耗模式，是电池敏感型应用的理想选择。 

为了简化和加速新产品开发，该模块经过 FCC 认证，并得到 STM32 开放式开发环境的支

持。STM32 应用程序可用于高级地理定位，可使用智能跟踪和服务器辅助 GNSS，而 EVB-

LIV3x 评估板和 X-NUCLEO-GNSS1A1 扩展板可提供硬件方面的优势。Teseo Suite PC 工具可

帮助轻松配置设置和微调性能。开发人员还可以加入 ST GNSS 社区，以分享信息并增加他们对

该领域的了解。 

【上海专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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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发布 L4 级自动驾驶纯视觉城市道路闭环解决方案 Apollo Lite 

美国当地时间 6 月 17 日，百度 Apollo 在 CVPR2019 公开了国内唯一的 L4 级自动驾驶纯视

觉城市道路闭环解决方案——百度 Apollo Lite。在会议上，百度 Apollo 技术委员会主席王亮就 

L4 级全自动驾驶(Fully Autonomous Driving)环境感知技术方案进行了讲解。 

王亮介绍道：Apollo Lite 是目前国内唯一的城市道路 L4 级视觉感知解决方案，能够支持对

10 路摄像头、200 帧/秒数据量的并行处理，单视觉链路最高丢帧率能够控制在 5‰以下，实现

全方位 360°实时环境感知，前向障碍物的稳定检测视距达到 240 米。 

经过前期的技术研发投入和 2019 年上半年的路测迭代，依靠这套 10 相机的感知系统，百度

无人车已经可以在城市道路上实现不依赖高线数旋转式激光雷达的端到端闭环自动驾驶。 

目前，Apollo Lite 已经在北京稻香湖等多地多路段落地测试。 

在路测过程中，测试车辆数目、累计测试里程和车辆在城市道路上的闭环自动驾驶表现可与

全球最大的 ADAS(高级辅助驾驶技术)供应商 Mobileye 提供的纯视觉解决方案相媲美。 

相比旋转式激光雷达感知方案，视觉感知方案价格低且便于获得。 

这套低成本近车规级环视感知方案也能够降级支持 ADAS 辅助驾驶应用，创造更多有价值的

应用场景，将 ADAS 产品的能力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为企业、开发者们提供了一个低价、优质

的自动驾驶解决方案。 

 

 

小卫星市场 2029 年预计将激增至 235.7 亿美元 

据英国市场研究公司 Visiongain 2019 年 4 月发布的《2019-2029 年小卫星市场报告》预

测，全球小卫星市场将从 2019 年的 21.819 亿美元激增至 2029 年的 235.72 亿美元，2019 年至

2029 年间的复合年均增长率(CAGR)高达 26.9%。 

该报告基于纳卫星、微卫星、迷你卫星、皮卫星和飞秒卫星等分类，以及气象、安全/监视、

地震监测、科学研究等具体应用对小卫星市场进行了细分。该报告还包括基于不同国家的区域分

析，具体涉及美国、加拿大、英国、俄罗斯、丹麦、德国、法国、中国、日本、印度、印尼、新

加坡、沙特和卡特尔等国家。另外，据《2019-2029 年小卫星市场报告》评估，过去 10 年小卫

星发射数量的不断增高证明了对小型卫星需求的增长。 

该报告分析称，全球范围内新兴国家都希望能在有限的预算内发展天基能力，并正通过投资

开发、制造和发射小型航天器来实现这一目标。此外，商业领域电子设备的小型化也推动了小卫

星的发展，从而使它们成为新一轮全球太空竞赛的重要平台。另外，预算限制也导致各国政府和

军民用客户考虑小卫星平台。 

该报告所涉及的公司主要包括：空客公司、航太公司、哈里斯公司、莱昂纳多公司、洛克希

德·马丁公司、麦克萨科技(Maxar Technologies)公司、诺思罗普·格鲁曼公司、轨道通信

(ORBCOMM) 公司、波音公司和泰雷兹公司等。 

北斗星通全资子公司嘉兴佳利全资收购杭州凯立通信 

近日，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关于全资子公司嘉兴佳利电子有限公司支付

现金购买杭州凯立通信有限公司 49%股权的完成公告。 

【创新热点】 

 

【市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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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立通信企业估值参照佳利电子 2017 年收购凯立通信部分股权定价及相关约定，经双方沟

通协商，确定凯立通信整体估值为 29,800 万元，本次佳利电子收购凯立通信 49%股权的交易价

格为 14,602 万元，占公司 2017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3.37%。佳利电子已于 2016 年 5 月、2017

年 7 月，分别以自有资金现金支付的方式购买了陶祖南所持有的凯立通信 35%及 16%股权，本

次佳利电子购买凯立通信 49%股权交易完成后，佳利电子将持有凯立通信 100%股权。 

近日，杭州凯立通信有限公司已经办理完成相关工商手续，现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嘉兴佳利电

子有限公司持股 100%的子公司。 

嘉兴佳利电子有限公司为北斗星通的全资子公司，公司生产销售移动通信用元器件、压电陶

瓷、电子产品、微波高频电子元器件；导航定位系统产品和开发及应用、计算机软件、科技产品

的研发；经营进出口业务；杭州凯立通信有限公司于 2003 年成立，是一家民营高科技企业。公

司的主营方向是嵌入式移动计算技术领域，致力于实现物流行业的信息移动计算处理，为物流行

业用户提供全面的系统整合硬件、软件和客户服务。 

安科公司收购 Systron Donner 公司 

美国安科公司（Emcore）是先进混合信号光学产品的供应商。该公司已从 Resilience 

Capital Partners 以约 2580 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了 Systron Donner Inertial 公司，此次收购将以现

金加股票的形式进行，安科公司将支付 2280 万美元现金以及 810698 股公司股票。 

该笔交易的要点如下： 

 预计将导航系统产品增加到安科总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使航空航天和国防市场成为安

科的最大收入来源； 

 扩展安科的导航系统产品组合，并通过大量额外收入的贡献加速增长； 

 为安科现有的导航系统产品组合中增加额外的雷神、洛克希德·马丁和波音 777X 程

序； 

 预计将在制造、销售和工程方面创造材料运营的协同效应； 

 预计到 2019 年年底，非 GAAP EPS 将增加。 

安科计划将 SDI 的业务添加到其当前的导航产品线中，并从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康科德市的工

厂支持这些产品的生产。通过此次交易，安科收购了 SDI 的所有未偿还资产和负债，包括 SDI 在

康科德的 100,000 平方英尺的生产设施。 

安科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Jeff Rittichier 表示，此次收购为我们不断发展的导航系统产品线提供

了即时规模，并使安科成为业内最大的独立惯性导航提供商之一。SDI 为安科提供了一个可扩展

的，基于芯片的平台，用于更高容量的陀螺仪应用。将这项业务合并到安科将使我们能够为客户

提供完整的产品套件，满足市场战术和导航等级细分市场的各种要求。 

 
总编：曹冲 

责任主编：张栩                                                    编辑：叶子 

编辑部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金苏路 200号 F幢，201206 

联系电话：021-20295031 

微信公众号：北斗时空（可扫右侧二维码直接添加） 

报送单位：上海市发改委、经信委、科委和有关应用主管委办 

抄送单位：上海卫星导航定位产业战略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成员单位等 

本期主要信息来源：北斗网，中位协，泰伯网，GPSWorld，InsideGNSS， 

北斗西虹桥，中电科，中新网，人民网，中科院国家授时中心 

如果您对卫星导航行业有任何见解，欢迎您来投稿！来稿请发至 info@beidouplu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