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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精度更高、覆盖范围

更广—

自主创新打造中国

北斗

北斗一号实现了中国导航卫星从
无到有的突破，使我国成为继美、俄之
后第三个拥有导航卫星的国家。北斗
二号突破了区域混合导航星座构建、高
精度时空基准建立等关键技术，跻身国
际卫星导航系统四大核心服务商。

2015年至 2016年，我国陆续发射了
5颗北斗三号试验卫星，验证了高精度
星载原子钟等卫星载荷，轻量化、长寿
命、高可靠的卫星平台以及星间链路、
全新导航信号体制等关键技术。

按照“最简系统、基本系统、全球系
统”三步走计划，2017年11月5日，北斗三
号首发双星升空，开始了系统组网。站在
北斗一号、北斗二号两代系统基础上，北
斗三号技术更先进、优势更明显。

定位精度是导航系统的生命。相
比北斗二号，北斗三号的性能提升 1至
2倍，定位精度将达到 2.5-5米的水平。
而且，从北斗二号向北斗三号过渡，能
够确保老用户无感知、新用户提性能，
最终实现技术的新老更替。

高精度时钟是导航卫星的心脏，天
地间时间越同步、误差越小，定位精度越
高。北斗三号卫星采用国际先进水平的
铷原子钟和氢原子钟。相比授时精度50
纳秒、300 万年只有 1秒误差的北斗二
号，北斗三号将带给用户更好的使用体
验。北斗三号还采用了新型导航信号，
频率稳定度和信号质量都较北斗二号有
大幅提高。

相比其他卫星导航系统，北斗从一
诞生就身怀一项独门绝技——短报文
通信。在全面兼容北斗二号短报文服
务基础上，北斗三号服务容量提升 10
倍，单次可发送 1000多个中文字符甚至
是图片，实现了从“短信”到“微信”的跨
越。与此同时，用户机发射功率只有原
来的十分之一，终端小型化、集成化，使
用更方便。

除了这些，北斗三号身上还有很多
创新闪光点：建立星间链路，解决全球
布站、卫星境外监测的难题；开发适于
直接入轨、一箭多星发射的“全桁架式
卫星平台”；卫星设计寿命由 8年提升至
10-12年……

更重要的是，北斗三号的研制过程
中，加大了国产化部件的应用验证力
度，工程师们用超过一般卫星 3倍的时
间反复验证、测试、迭代，全面考核器部
件的可用性、可靠性。目前，北斗三号
卫星上的关键部件全部实现了国产化。

为加快组网应用步伐，北斗三号团
队还创新协同模式、优化管理流程，发
射场的卫星试验人员较以往减少近一
半，在发射场的全流程时间缩短近三分
之一，研制人员和研制周期都大幅缩
减。卫星研制实现了“量产”，一箭双星

高频次发射成为组网常态。
2012 年 12 月底，北斗二号系统建

成，正式提供区域服务，范围覆盖包括
我国及周边地区在内的亚太大部分地
区。如今，由 19颗导航卫星组网建成的
北斗三号基本系统将把服务范围扩展
到“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未来，完成
30多颗组网卫星发射后，北斗三号服务
范围将覆盖全球。

建设智慧城市，促进“万

物互联”——

广泛应用成就民生

北斗

卫星导航系统是重要的空间基础
设施，为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提供全天
候的精准时空信息服务。

自建成以来，北斗系统已经在交通
运输、国土资源、防灾减灾、测绘勘探、
应急搜救等多个行业领域和大众消费
领域得到应用。

在交通运输领域，超过 617万辆道
路营运车辆、3.5 万辆邮政和快递运输
车辆、36 个中心城市约 8万辆公交车、
370艘公务船舶都已安装使用或兼容北
斗系统，国产民航运输飞机也首次搭载
了北斗系统。共享单车配备“北斗智能
锁”，车辆定位更精准，运营管理更精
细；全国 4万余艘渔船安装北斗，因此获

得救助的渔民超过了1万人。
在北京，由于人口稠密，经济要素

高度集聚，燃气安全直接影响城市运
转。曾经每年有 7成以上的燃气管网事
故因缺少精准位置信息受到第三方破
坏而发生。北京燃气集团在超过 2万公
里的管线和燃气管理全产业链应用北
斗进行管理后，全市燃气泄漏主动发现
率提高到了90%。

在陕西，通过应用北斗导航技术，
大唐芙蓉园景区实现了基于位置功能
的自助导游、导览功能；参加 2018西安
国际马拉松赛的选手能够随时随地了
解参赛信息、赛道补给、紧急救援等信
息；位于野外的文物有了精准位置标签，
更方便文物管理人员巡查保护；基于时
空基准的“城市大脑”，正逐步应用于交
通缓堵、道路规划，促进智慧城市建设。

目前，北斗系统已为全国超过400座
城市提供精准服务，在城市燃气、城镇供
热、电力电网、智慧交通、智慧养老等多个
行业发挥作用。

与此同时，更多与北斗相关的技术和
应用创新不断涌现：国产北斗芯片工艺由
0.35微米提升至 28纳米，最低单片价格
不到 6元钱。为藏羚羊佩戴的“北斗项
圈”解决了GPS等系统无法回传数据的问
题，能够监测藏羚羊一整年的迁徙路径。
结合物联网的北斗菜网应用，蔬菜播种、
采摘、运输、上架全供应链全程可追溯，老
百姓能够吃上“新鲜菜、放心菜”。

目前，北斗系统已形成包括基础产

品、应用终端、运行服务等较为完整的
产业体系。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主
编的《2018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
业发展白皮书》显示，我国卫星导航与
位置服务产业产值已达 2550亿元。其
中，北斗对我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
业核心产值贡献率已达80%。

未来，北斗三号更加优异的性能以
及一系列新技术，将进一步拓展北斗系
统的应用服务范围。例如，按照国际民
航标准提供星基增强服务，让航班飞
行、起降更安全；提供国际搜索救援服
务，让海事搜救更加快速精准，等等。
随着“万物互联”时代的到来，北斗导航
系统将在更多的行业和领域得到应用，
造福国计民生。

开放合作交流，落户域外

各国——

“一带一路”见证世

界北斗

卫星导航系统是国民经济的重要
基础设施，也是全球性公共资源。从建
设之初，北斗导航系统就秉持开放合作
理念——既是中国的北斗，也是世界的
北斗。

北斗二号建成后，在向国内提供系
统服务的同时，即公开向亚太地区提供
免费服务。

从北斗地面增强基站落户泰国，到
新加坡将北斗用于解决城市拥堵问题，
再到中阿北斗中心在突尼斯落成，北斗
走向全球的足迹越来越远，服务的世界
各国民众越来越多。

在蒙古国，用上“北斗卫星放牧系统”
后，牧民冬季放牧时用手机就能详知整群
牲畜的位置、数量和生存状态；在老挝，北
斗服务于精细农业、病虫灾害监管；在文
莱，北斗辅助其都市建设、智慧旅游；在巴
基斯坦，北斗为地籍管理、环境监测、交通
监控等多种信息化管理提供保证；在马来
西亚，“北斗东盟数据及服务中心”为东盟
地区多国提供多领域服务……

目前，北斗系统已覆盖沙特、缅甸
等近3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为世界提供更好服务，离不开技术
创新——

使用普通的导航卫星定位时，会有
几米甚至十几米的误差。在地面建设
基准参考站可以减小定位误差。然而，
一座基站只能覆盖周围几十公里。靠
大量建设基站来实现精准定位，不仅耗
资巨大，还无法实现热点地区全覆盖。

如今，在天上静止的北斗三号地球
同步轨道（GEO）卫星，可以像其他通信
卫星那样向地面稳定地传送信号，相当
于直接把基站建到了天上，既减少了大
规模的基站建设，也有利于用户更便捷
使用精准的定位服务。

为世界提供更好服务，离不开开放
合作——

2014年，北斗系统成为继美国GPS、
俄罗斯格洛纳斯系统之后第三个被国际
海事组织认可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
式取得海事应用国际合法地位。目前，
北斗系统已被国际民航、国际海事、
3GPP移动通信等国际组织接纳与认可，
将为全球免费提供搜索救援服务。

2014年，北斗与GPS在达成频率兼
容共识基础上，建立合作机制，共同推动
民用卫星导航技术发展。2015年，北斗
与伽利略系统完成卫星导航频率协调工
作。去年，北斗又与格洛纳斯成功进行
了两大系统的兼容试验。北斗三号将提
供性能更优、与其他系统信号兼容互操
作程度更高、用户体验更优的服务信号。

目前，我国已与南亚、中亚、东盟、阿
盟、非洲等国家和组织建立了相关合作机
制，并成功举办首届中阿北斗合作论坛。
联合国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国际委员会第
十三届大会上，我国将卫星导航服务扩展
到地月空间的提案得到了充分认可。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成为中国改
革开放 40 年来取得的重要成就之一。
今日的中国北斗，无比精彩；明日的“世
界北斗”，更加值得期待。

北斗三号：中国“智”造，惠及全球
■本报记者 王天益 邹维荣 韩阜业

11 月上旬，联合国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国际委
员会第十三届大会在西安开幕。习主席向大会致
贺信指出，中国愿同各国共享北斗系统建设发展成
果，共促全球卫星导航事业蓬勃发展。

11月19日，第十八、十九颗北斗三号导航卫星成
功发射，北斗三号基本系统星座部署完成。北斗三号

基本系统组网，迈开了中国北斗走向全球的重要一步。
按照计划，今年底，北斗系统将面向“一带一

路”国家和地区开通服务。2019年至 2020年，我国
还将发射 11颗北斗三号卫星，2020 年服务范围覆
盖全球。作为中国“智造”的靓丽名片，“北斗星座”
将更加闪亮。

左图：北斗三号第十八、十九颗

卫星11月19日在西昌卫星发射中

心成功发射。

右图：北斗三号第十八、十九颗

卫星星箭组合体吊装。

梁珂岩摄

以天文学家伽利略命名的这个定位

系统，近日迎来了新用户。美国联邦通

信委员会宣布，批准美国消费者和企业

拥有的智能手机和其他移动设备使用被

称为欧盟伽利略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基于民用的全球

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精度高是伽利略的特

点之一。如果说GPS能找到一条街道，

伽利略则希望能精确找到街道上的家

门。与其他导航系统相比，伽利略对地球

两极的定位准确率也具有独特优势。

尽管技术目标很高，但由于欧盟各

国在政策、经济问题以及实施计划上意

见不一，原计划2019年具备全球服务能

力，但截至目前，进度仅完成 50%至

60%。

时间回到伽利略宣布初期服务上线

一个月后。当时18颗卫星中的72台原

子钟，有9台停止工作。原子钟是导航

系统高精度的保证。一出港便遇风浪，

伽利略未来能否承载用户的希望顺利远

航，值得关注。

伽利略——

民用系统加入新用户

■本期观察：占传远 陈朴 于海峰

科 技 云

科技连着你我他

美国空军日前宣布，第一颗GPSⅢ
军用卫星将于年底发射升空，之后便交

由美空军使用。

1964年开始投入使用的GPS一度

几乎成为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的“代名

词”。其实，GPS一开始只是美国军方的

一个项目，目的是让五角大楼“在茫茫大

海中也能知晓军舰位置”。

对普通人来说，军舰在哪里并不是

重点，“路在何方”才是心头的挂念。定

位导航早已融入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使

用最多的就是GPS。

不过，生活中运用的便捷掩饰不了

它的军事面孔。新的GPSⅢ卫星作为第
三代GPS卫星，民用和军用信号分离。

与第一代卫星不能关闭特定地区导航信

号、第二代卫星关闭信号程序繁琐相比，

第三代卫星让美国操纵GPS系统信号

在技术上将逐渐变得可行，可以针对一

些特定用户、客户，迅速关闭特定位置的

导航信号发送。

GPS—

操纵信号或有新突破

挑战GPS独揽全球的格局，俄罗斯

的格洛纳斯系统是个强有力的对手。近

日，格洛纳斯又获新升级，俄罗斯国防部

表示，俄成功发射第2代格洛纳斯-M导

航卫星，将有利于提高导航精度。

这个以“抗干扰能力强”著称的系

统，是继GPS之后第二个军民两用的全

球卫星导航系统。其导航范围可覆盖整

个地球表面和近地空间，定位精度据称

达到2-3米以内。

格洛纳斯实力不可小觑的背后也有

坎坷命运。卫星导航系统需要一个国家

持续的经费投入、人才培养和产业推广，

是一个长期工程，比拼的是综合国力。

首颗“格洛纳斯”卫星于1982年发射，由

于历史原因，格洛纳斯后续研制过程花

费了很长时间，断断续续到新世纪初才

布满星座。

由于经费支出降低，俄罗斯近年来

仍无法更好地完善格洛纳斯，用户端的

设备发展一直严重滞后，其全球民用和

商业用户仍然少得可怜。

格洛纳斯——

精度提升带来新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