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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原子钟的妙用 
卫星导航提供定位导航授时（PNT）服务，实现高精度，其奥秘之处，就是科学利用了原子

钟。原子钟成为卫星导航高精度保障的根本，是时间之源，频率之源，也是距离测量的依托，用高

精度时间间隔的测量，实现卫星导航信号从发射机至接收机距离的测量。现在，地面、海上、空中

和空间千千万万个终端的时间基准，都利用上了卫星导航信号中的时间信息，实现授时、传递、同

步、守时、定时、时统等一系列运作操作。数以百万计的移动通信基站和多种多样的基础设施，也

都以卫星导航的时间作为基准参考和统一的时间标准。人们日常关心，和实际接触到的更多是看得

见、摸得着的是导航与定位，而时间常常成为幕后参与者，但是它实际上已经悄悄地深入到国计民

生的各个角落。 

 

深空原子钟在实验室中进行测试 

 

除开卫星导航的时间妙用外，人们已经开始动脑筋，开拓空间授时的新方法新应用新服务探

索。十几、二十年来，欧洲一直在推进空间原子钟组合的计划项目，旨在稳定度上实现比目前卫星

导航卫星所常用的铷钟、氢钟、铯钟要高两个数量级，目的是研发一种新型的光原子钟。这样的

钟，置于空间的卫星上，如赤道上空的地球静止轨道上，形成传递时间的信号源，成为千千万万个

用户的时间参考基准，如果在赤道上空合理部署三颗至五颗静止卫星，就能够服务覆盖全球大部分

区域，不仅能够成为导航卫星的时间源，使得导航卫星不需要自带原子钟，而是直接利用这种类型

的空间钟，更加革命性的想法是可以利用这类高精度的时间源，可以变成空间频率源，成为空间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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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受邀参加 2019 网上丝绸之路大会 

2019 年 9 月 5 日，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在宁夏银川开幕，作为博览会重要环节——2019

网上丝绸之路大会同期在银川国际交流中心召开。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受邀参加并发表

号源，其信号的反射信号（如同 GNSS-R 技术）成为遥感的一种重要方式。这种空间原子钟组

合，可以为通导遥卫星服务，成为一种真正的空间基础设施。 

最近有报道称，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已经启动了轨道超精密原子钟，该原子钟在通

用原子电磁系统公司提供的航天器上运行。如果时钟在空间中的表现与实验室一样，每 1000 万年

的累计误差为一秒钟的话，该技术可以实现深远的深空任务，并提高 GNSS 定时和定位的精准度。

这种时钟的第二大特点是体积小，它相当于烤面包机的大小，因此它可以很容易地适应当前 GNSS

卫星的有效载荷。最后，它足够坚固，可以在深空中运行。深空原子钟（DSAC）在加利福尼亚州

帕萨迪纳的美国宇航局喷气推进实验室开发，并于今年 6 月发射，在其为期一年的测试任务中，确

定其核心的汞离子技术能否为航天器远离地球运作提供独立的定时。目前，所有探测航天器都依赖

于来自地球的冰箱大小的精确原子钟的信号，用来确定它们的位置并实现远程导航。DSAC 可以使

他们能够更自然地进入更远的空间。并最终，能够将人类带到其他行星和恒星系统。 

 

 

深空原子钟在空间 

 

每个 GNSS 卫星，无论是 GPS、格洛纳斯、伽利略，还是北斗，都携带多个原子钟，以生成

包含在其信号中的非常精确的时间数据。用户接收机解码这些信号，有效地使它们与原子钟同步。

DSAC 的稳定性比 GPS 卫星上的原子钟高 50 倍，与其他 GNSS 卫星的时钟相比有着相似的数量

级改进。因此，该技术可以显著提高定位精度。DSAC 使用汞离子，它发出精确的光频，悬浮在真

空容器中以标记时间的流逝。如果这项技术在这项任务中得到证实，还是不会直接装备于任何现已

发射的 GPSIII 或后续的 GPSIII-F 导航卫星，但是它可能成为进一步现代化 GPS 卫星的组成部

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一位发言人说：“我们正在就这次任务为美国宇航局欢呼，并对下一年

DSAC 演示期间产生的数据感兴趣”。深空原子钟项目是由美国宇航局太空技术任务理事会的技术

示范任务计划和美国宇航局人类探索和作战任务理事会的空间通信与航海计划赞助的。JPL 负责该

项目的研发管理。 

【大事速报-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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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演讲。   

2019 网上丝绸之路大会由国家网信办、国家发改委、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来自中

国和“一带一路”国家的政府主管部门高层官员、专家学者、行业企业约 500 位代表参加了会

议。会议聚焦“网上丝路·互利共赢”主题，围绕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互联网新技术新应用等进

行深入研讨。  

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代表发表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设与发展》的主题演讲。北

斗系统已于去年底正式向全球提供 RNSS 服务，提前两年开启“全球时代”。今年还将再发射 5-

7 颗卫星，明年计划发射 2-4 颗北斗三号卫星，至 2020 年底全面完成北斗三号系统建设。目前已

形成由北斗基础产品、应用终端、应用系统和运营服务构成的完整产业链。北斗在国家关键行业

和重点领域标配化使用，在大众消费领域规模化应用。  

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第八届年会在郑州召开 

 9 月 10 日，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第八届年会暨中国北斗应用大会在河南省郑州市国际会

展中心盛大开幕。本次大会由自然资源部指导，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与郑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

办，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协办。大会以“北斗服务全球 融合创新应用”为主题，旨在

抓住北斗开通全球服务以及北斗三号系统即将全面建成的历史契机，继续深入推动北斗卫星导航

系统的融合创新应用，进一步推广“北斗+”应用模式，让北斗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及民生改

善，为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做出新的贡献。 

开幕式上，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会长于贤成在致辞中表示，北斗系统的应用已成为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经济增长点，北斗兼容应用已经成为主流方案，行业和大众市场正在向北斗标配化发

展，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正处于最好发展机遇期，北斗也迎来深化应用及黄金发展的新时

代；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总设计师杨长风在致辞中介绍说，北斗将与互联网、物联网、5G、大数据

深度融合，进一步拓展信息技术边界，塑造形成基准统一、覆盖无缝、安全可信、便捷高效的北

斗综合导航定位授时体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为推动人类社会加速迈入智

能信息时代提供北斗引擎。 

开幕式上，还进行了 2019 年度卫星导航定位科技进步奖、卫星导航定位创新应用奖获奖单位

和个人，卫星导航定位终身成就奖获奖者的颁奖环节。“GNSS 精密单点定位模糊度快速固定与

增强关键技术”等 3 个项目获得 2019 年度卫星导航定位科技进步特等奖，“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

准服务系统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等 10 个项目获得一等奖，“城市轨道交通定位试验系统”等

12 个项目获得三等奖。“G950 Android 星站差分 GNSS 接收机”及“直升机载北斗双模终端关

键技术与应用示范”两个项目获得 2019 年度卫星导航定位创新应用金奖，另有银奖 13 个，铜奖

35 个。 

在高端论坛环节，大会邀请了北斗领域诸多知名院士、专家及企业家，带来卫星导航与位置

服务领域的前沿科技、创新应用、政策解读、产业发展趋势分析等最新研究成果。陈学庚院士带

来《北斗导航在现代农业中的应用与发展》的报告，深入阐述了“北斗+精准农业”的应用模式及

广阔前景；魏子卿院士则做了《我国大地坐标系的回顾与北斗坐标系》的报告。另外，曹冲研究

员从较为宏观的角度就《卫星导航应用技术和产业的发展现状与趋势》展开论述，过静珺教授就

《北斗广域精密定位技术与应用》方面的内容发表了演讲。同时，来自企业一线的人士做了《面

向智能网联汽车应用的高精动态地图平台》、《高德地图“智能”+ 助力交通精细化管理》、《粤港

澳大湾区时空信息平台建设报告》等方面的报告。 

据了解，除高端论坛之外，本次年会还设立了 12 个分论坛及项目对接活动，专题研讨卫星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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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特别是北斗系统在各领域内的广泛应用，助力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跨越式发展。在同期

开幕的上万平米的北斗应用展览中，来自全国卫星导航领域的数百家企事业单位，充分展示卫星

导航与位置服务新技术、新产品、新设备及应用成果和应用方案。 

首届粤港澳大湾区空间信息产业高峰论坛在深圳成功召开 

2019 年 8 月 28 日，由北京空间科技信息研究所和新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广州）有限公司

联合主办的首届粤港澳大湾区空间信息产业高峰论坛在深圳成功召开。童庆禧院士、魏奉思院

士、杨元喜院士等院士、专家，来自广东省和深圳市相关政府部门、全国科研院所、企事业单

位、知名高校、产业协会、产业园区和投融资机构等多家单位的 200 余位代表参加了本次论坛，

杨元喜院士主持本次论坛。 

本次论坛以“卫星应用与智慧物联”为主题，邀请了魏奉思院士、深圳市湾区数字经济与科

技研究院王凭慧院长、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专家曾湧、中国卫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专家曹旸、

北京邮电大学邓中亮教授作主题报告，从多个领域展现了粤港澳大湾区空间信息产业发展的广阔

前景。 

魏奉思院士表示，数字空间是当代空间科技发展的战略新高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深圳空

天双眼项目；王凭慧院长介绍了由卫星、浮空平台和移动平台组成的天空地一体化信息技术系

统；曾湧作题为《陆地观测卫星助力大湾区建设》的报告，展示了卫星遥感在海洋监测、水产养

殖、工程建设等方面的典型应用；曹旸在报告中指出，大范围、跨地域、恶劣环境等特殊场景对

物联网提出了更高要求，通过卫星多手段融合可有效赋能物联网；邓中亮教授认为，在空间大数

据与万物互联的大背景下，通信与导航呈现出融合发展趋势，“北斗+5G”将带来新的发展机

遇。 

在本次论坛上，发起成立了中国新舟航天产业投资基金和新舟航天航空股权投资基金。新舟

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广州）有限公司还分别与中国通用航空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大秦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等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近期全国各地北斗应用汇编 

安徽：日前，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许多农民趁着当前晴好天气进行水稻病虫害防治飞防作

业。一架架轻型无人机在稻田上空来回盘旋精准施药，农民不再需要时刻检查施药情况，只需打

开手机 app，就可以查看托管土地飞防效果。这是因为安装了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农机信息

终端监测系统。农机信息终端监测系统采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定位技术、无线通讯技术和机具状

态检测传感技术，能够对农机作业的过程和面积实施准确检测。同时还支持机械作业数据统计分

析、图形化显示、作业机具管理、作业视频监控等功能。基于北斗的监测系统使农机监管工作更

加规范、可操作，为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再添一重保障。据悉，目前庐江县相关部门已经在家庭

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大中型农机具上安装了 800 多台（套）监测

系统。 

河北：为进一步规范河北省张家口市出租车经营行为，提升出租车行业服务质量，加强出租

车经营服务监督管理，今年张家口市为市区出租车安装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车载智能终端，

目前 2600 多辆出租车安装工作已经完成，标志着张家口市出租车行业进入规范化、信息化、智

能化管理时代。车载智能终端采用北斗技术、移动通信技术，可以对车辆进行实时监控，并通过

语音、文字系统播报功能及时播报交通状况和车辆密度，方便司机掌握道路交通及乘客密集度。

基于北斗的车载智能终端的安装，不仅可以实现出租车的统一调度管理，还可以提升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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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出租车空载率，提高车辆及人员安全性，减少事故。同时，可以有效地解决当前出租汽车行

业监管难、取证难、执法难、处罚难的现状，促使出租车驾驶员营运行为自律，提升行业监管水

平，有效地遏制出租汽车拒载、宰客、拼客、绕道等违法违规行为。  

俄罗斯计划在安哥拉部署格洛纳斯系统地面站 

据俄罗斯国际新闻通讯社（RIA Novosti）2019 年 8 月 26 日报道，俄罗斯航天国家集团公

司计划在安哥拉境内部署格洛纳斯系统地面站。这是从联邦法律法规网站公布的《俄罗斯联邦与

安哥拉宇宙空间研究与和平利用宇宙空间合作协议》批准法律草案获悉的。 

批准书草案指出：“协议致力于进一步推动俄罗斯联邦与安哥拉共和国在诸如卫星导航等先

进领域开展互利合作，尤其是在安哥拉共和国境内部署格洛纳斯系统量子光学、无询问电子测量

站。” 

同日，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与安哥拉外交部长曼努埃尔•多明戈斯在莫斯科举行

会晤，商讨两国在诸多领域开展互利合作，并就地区及缓冲美洲冲突交换意见。 

俄罗斯航天国家集团公司在其 2018 年度报告透露，俄罗斯格洛纳斯系统在境外有 11 个地

面站，其中，3 个站设在巴西，3 个站在南极洲，南非共和国、尼加拉瓜、哈萨克斯坦、白俄罗

斯和亚美尼亚各设有一个站。2018 年，俄罗斯航天国家集团公司与古巴、斐济、墨西哥、越

南、印度尼西亚、韩国、伊朗等国就格洛纳斯系统建站事宜展开磋商。 

美国海岸警卫队导航中心发布新的 GPS 卫星星座图 

上月，据美国海岸警卫队导航中心报道，GPS 理事会已经批准了对“导航星 GPS 控制段到

用户支持社团接口文件（ Navstar GPS Control Segment to User Support Community 

Interfaces）”ICD-GPS-240 和 ICD-GPS-870 的修改。导航中心（NAVCEN）为 GPS 用户社团

提供了标识有卫星位置和轨道的新的 GPS 卫星星座图。卫星星座图将随着新的 GPS 卫星的投入

应用或星座的变化而进行更新。 

 
GPS 卫星星座图       来源：NAVCEN 

【大事速报-国际】 

 

https://www.gpsworld.com/wp-content/uploads/1_Jul_19_Slant_Chart.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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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2 月，GPS 接口控制工作组（ICWG）批准了 ICD-GPS-240 和 ICD-GPS-870 文件

的修改提议。修改内容包括删除运行通告信息中的 GPS 卫星轨道/卫星位置以及时钟信息。卫星

编号（SVN）/伪噪声码（PRN）、星座批次和 GPS 导航用户通告（NANU）的详细信息将继续

保留。自 1993 年 GPS 投入运行以来，美国政府主要从系统技术状态、历史性能状态和实时性能

状态这三个方面公开发布 GPS 状态信息。其中，实时性能状态通过“GPS 控制段到用户支持社

团接口文件”ICD-GPS-240 和 ICD-GPS-870 来体现。 

ICD-GPS-240 文件经历了三个版本的修订。2019 年 5 月 6 日，ICD-GPS-240C 批准发布。

ICD-GPS-240 文件定义了在应用 GPS 运行控制系统（OCS）/体系演进计划（AEP）系统时

GPS 控制段和 GPS 用户段及用户支持社团之间的功能数据传输接口。 

ICD-GPS-870 文件经历了四个版本的修订。2019 年 5 月 6 日，GPS-ICD-870D 批准发布。

ICD-GPS-870 文件定义了下一代运行控制系统（OCX）与 GPS 用户和用户支持社区功能数据传

输接口，描述了系统接口的数据文件格式以及这些数据文件发布方法。ICD-GPS-870 文件仅适用

于 OCX。 

支持伽利略系统的智能手机用户数量已达到十亿 

据估计，使用中的伽利略智能手机的数量已达到 10 亿。这个重要的里程碑是在负责伽利略计

划运作的欧洲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局（GSA）庆祝其成立 15 周年之际实现的。 

伽利略系统在手机上的首次应用是 BQ 公司于 2016 年 7 月推出的 Aquaris X5 Plus 智能手

机。从那时起，随着其他制造商迅速接受伽利略提供的机会，市场对伽利略智能手机的采用也有

了迅速发展。 

目前，市场上有 156 种支持伽利略系统的智能手机型号。“10 亿用户”的里程碑基于使用伽

利略在全球销售的智能手机数量。而伽利略全球用户的实际数量远高于这个数字。用户可以在

UseGalileo.eu 网站上跟踪哪些设备（包括智能手机）启用了伽利略服务。 

如今，95％带卫星导航功能的智能手机芯片可以接收伽利略信号。根据即将发布的最新 GSA 

《GNSS 市场报告》中的数据，全球 GNSS 接收机年度出货量预计将在未来十年内持续增长，从

2019 年的 18 亿台增加到 2029 年的 27 亿台。大部分出货量是价格低于 5 欧元的接收机，此价格

段中 90％的接收机用于智能手机和可穿戴设备。 

Septentrio 推出新款 GNSS/INS 接收机 

Septentrio 推出了专为无人机（UAV）设计的 GNSS / INS 接收机。AsteRx-i S UAS 将

GNSS 技术与工业级惯性传感器相结合，为无人机和其他紧凑型机器人系统提供高精度、可靠的

定位和 3D 位置（航向、滚动、俯仰）。 

Septentrio 推出的 AsteRx-i S UAS 建立在公司现有无人机产品 AsteRx m2 和 m2a UAS 成功

的基础之上。其优化后的 SWaP（尺寸、重量和功率）可延长无人机的电池寿命，从而延长飞行

时间并提高生产率。 

这款信用卡大小的接收机可轻松集成到任何无人机系统中，并与 Pixhawk 和 ArduPilot 等流

行的飞行控制器兼容。它是单封装的 GNSS / INS 产品，带有机载 IMU（惯性测量单元）和标准

连接器，可灵活选择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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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上海国际创客大赛——长三角北斗专题赛项目征集启动 

2019 年上海国际创客大赛——长三角北斗专题赛于近日启动。2019 年上海国际创客大赛以

“匠心无界”为主题，鼓励国内外创客团队以“匠心”精神打造创新项目、以“无界”态度广纳

各方所长。基于实际民生需求，大胆创新，推动智能制造、物联网、智慧城市、智慧供应链等多

领域的创新发展，助力上海打造科创“新名片”。长三角北斗专题赛由上海市科委和青浦区科委

指导，上海北斗产业技术创新西虹桥基地承办，上海交通大学信息技术与电气工程研究院、上海

市物联网行业协会、上海卫星导航定位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七家单位协办。作为六大专题赛

之一，将围绕“时空数据智能创新应用”开展，通过公开竞争评比，发现时空数据融合应用领域

有潜力的创客团队和项目，为长三角核心区城市群深度一体化发展提供科技创新驱动力。 

本次大赛面向有创新思维和能力的创客个人或团队（3 - 5 人），包括但不仅限于在职技术开

发人员、高校相关专业学生及教师、众创空间初创团队、时空数据智能应用初创公司等。本次大

赛的参赛题目包括智慧城市（安防、物流和交通）、机器人、智能驾驶、基于室内定位技术的

AR 互动体验解决方案、人工提取点云矢量化过程的替代解决方案。大赛总决赛将于 10 月 12 日

举行。获奖团队将获得现金奖励和北斗西虹桥基地以孵化投资、资本对接、场地、测试服务、产

业化服务及商业推广等多种形式的特色化创新奖励。 

 

 

交通运输部表示应加强研究 逐步构建自动驾驶法律法规体系 

2019 年 8 月 26 日，交通运输部公开“关于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 3028 号建议的答复

函”。该建议提出，应加快完善自动驾驶汽车产业相关法律、助推高质量发展、提升国际竞争

力。在答复函中，交通部表示，自动驾驶是对传统出行方式和运输模式的一次深刻变革，为助力

交通强国建设，我们应加快完善自动驾驶相关法律，支持我国自动驾驶产业发展壮大。同时还应

看到，自动驾驶仍处在产业化前期，相关技术的适应性、可靠性有待进一步检验，大规模商业化

应用还需一定时间。我们应以开放的心态和审慎的态度，加强法律法规研究，从道路测试和示范

运营入手开展立法预备工作，逐步构建与技术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法律法规体系，推动自动驾驶健

康发展。  

下一步，交通运输部将继续会同有关部门加强自动驾驶法律研究工作，促进自动驾驶技术发

展与应用。一是加强部际协调，争取尽快在国家层面发布促进自动驾驶发展的指导意见，更好凝

聚各部门合力，为自动驾驶产业营造宽松、有序的政策法规环境。二是持续深入跟踪国际自动驾

驶发展动态，充分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在自动驾驶立法方面的经验，协同相关部门持续推动有关

法律法规研究和制修订工作。三是加大测试和示范工作力度，验证技术适应性，为法律法规制修

订提供实践依据。四是加快制定技术标准，健全自动驾驶标准体系，支撑法律法规体系建设。 

 

 

欧洲咨询公司发布 2019 版《政府太空计划》报告 
欧洲咨询公司（Euroconsult） 2019 年 7 月发布了 2019 版《政府太空计划》研究报告，该

报告对各国当前和未来的太空领域投资情况及可能开展的各项应用进行了详细全面的评估。欧洲

【上海专讯】 

 

【创新热点】 

 

【市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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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公司从各政府机构的原始信息、公共资源和评估中收集了关于政府太空项目和预算的各种信

息。 

全球政府太空预算正处于十年增长期的初期阶段，2018 年全球开支总额为 709 亿美元，预

计到 2025 年将增长至 846 亿美元。该报告提供了 86 个国家的太空项目概况，并按地区划分详

细说明了各国的预计资金投入。它还分析了每个国家在地球观测、卫星导航、太空科学与探索、

太空安全、通信、运载火箭和载人航天等七个不同应用领域的情况。 

根据该报告，美国政府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太空项目投资国，中国、俄罗斯、法国和日本紧随

其后。美国 2018 年太空预算总额为 409 亿美元，占全球市场的 58%，低于本世纪初 75%的全

球市场占比。中国正在推动太空产业商业化和国际化，以 58.3 亿美元的预算巩固了全球第二的

地位。俄罗斯的预算较 2013 年的高点有所下滑，法国在欧洲国家开支方面居于前列，其太空预

算在 2018 年位居第四，已超过了日本。 

其他值得注意的是，该报告显示，根据近期的情况，增长驱动力正在反转，现阶段，国防预

算预计将超过民用预算的增长幅度。该报告称，2020 年代全球民用预算将以年均 1.6%的速度适

度增长，这主要由各大国在科学、探索和载人航天方面的投资所推动。然而，美国、亚洲和中东

的国防项目将推动短期预算发生增长，到 2020 年代中期，相关预算的年均增长率将高达 4.2%。 

空间信息上市企业近期市场动态 

华力创通：华力创通的整体战略规划及经营需求，促进公司优势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结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与中财国金（武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北京老

鹰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近日共同出资成立武汉东湖科技金融研究院有限公司，东湖金融研究

院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公司以现金出资 1,500 万元整，占东湖金融研究院 30%的股权。新设

立的东湖金融研究院将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基础，结合互联网金融+大数据分析技术，建设金融

仿真系统平台、数字征信系统平台；开展金融机器人、无人银行、数字货币支付结算系统等金融

基础设施和前沿科技项目的研究，将东湖金融研究院打造成国际一流的科技金融高端平台。 

四维图新：四维图新子公司北京图新经纬导航系统有限公司与三菱电机汽车部件（中国）有

限公司与签署了《采购合同》，三菱电机将为其车载终端产品向图新经纬采购导航电子地图数

据、实时交通信息及车牌限行限号等服务。该三菱电机的车载终端产品将用于在中国销售的

2021 年-2026 年量产上市的搭载 TSU3.0 平台的广汽本田、东风本田等车型。合同到期后，图新

经纬将为三菱电机继续提供 5 年的地图维护服务。本次合同的签署表明公司导航电子地图、动态

交通信息等产品性能和数据品质获得引领全球市场的电机产品供应商的充分认可，将进一步扩大

公司产品在车载导航领域的市场占有率，巩固公司产品在智能汽车位置服务领域的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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