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斗行业
应用前瞻

随着 2020年北斗系统服务范围

覆盖全球，2035年前，还将建成以

北斗系统为核心的更加泛在、融合、

智能的国家综合定位导航授时体系，

北斗系统将迎来由技术融合创新和产

业融合发展共同带来的升级变革。下

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前瞻一下北斗应

用新风貌。

重塑未来技术

高精度与导航技术融合，多卫星

导航系统兼容，多源异构融合定位将

成为未来技术发展趋势。就定位导航

授时基本功能而言，北斗系统精准度

达到世界一流水平。随着精准度提

升，应用普及将会加速。

影响未来市场

北斗和 AI、5G、大数据、云计

算的结合，将会产生更多的新兴市

场与机会。如“北斗+5G”，可实现

室内高精度定位、极大提高基站的

计算能力以及覆盖能力，所带来的

应用场景非常广泛；全球卫星导航

系统市场将随之较快扩充，智能手

机和智能可穿戴设备将成为该领域

最重要的消费级增量市场，无人

机、通用航空、航海市场将成为蓝

海市场，前景广阔；短报文通信服

务也将迎来性能的全面升级，高用

户容量、大传输量的北斗三号短报

文通信服务，也将拓展形成更大的

应急通信服务新应用市场。

改变未来商业模式

构建“北斗+”新业态，将会出

现更多的商业模式创新，催生低成本

高精度的市场。此外，自动驾驶、智

能终端以及智慧城市建设，也将成为

重要组成部分。

促进国际合作

未来，北斗系统不仅惠及“一带

一路”国家，还将造福全人类，成为

名副其实的“世界的北斗”。北斗系统

国际化将会迅速展开，合作共生机制

将逐步建立，产业链的合作共生、纵

向和横向的多维度联合将成为常态。

瞄向新时空服务

北斗产业链各个环节将与高端制

造业、先进软件业、综合数据业和现

代服务业各环节相互融合，形成集合

化发展新业态，实现在精准时空关联

下的人、财、物有序流动，最终为人

们带来更多智能服务新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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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北斗”正式走向“世界的
北斗”，迎来全球服务新时代。

一路拼搏，筑梦苍穹。北斗系统
建设的每一步，都与祖国发展同频
共振——

从 2003 年建成的北斗一号系统，
到 2012年服务亚太地区的北斗二号系
统，再到 2018年服务“一带一路”国
家、2020 年全面建成的北斗三号全球
卫星导航系统。

作为一个从开始就注定要走进寻
常百姓家的“国之重器”，北斗系统何
时用、谁能用、怎么用等问题一直备
受瞩目。

随着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全面建成开通，人们再次热议这个话
题：北斗将怎样影响我们的生活？

北斗卫星远在天边，

但北斗服务近在眼前

说起北斗，总会有人问，北斗到
底在哪儿？究竟怎么用？

其实，北斗就在你的手中！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导航定位

早已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扎根”：我
们习惯用手机导航前往目的地；用定
位向朋友发送相聚的地方；实时查看
外卖的配送距离；瞬时接入自己所在
位置，寻找离我最近的美食以及共享
单车……这些便捷，都离不开卫星导
航系统。

据 2020 年 5 月发布的 《2020 中国
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发展白皮
书》披露，截至 2019年第三季度，在
中国市场申请入网的手机，有 400多款
具有定位功能，其中支持北斗定位服
务的近300款。

天上北斗，“导航”地上生活。但
北斗的功用远不止于此。例如，它的
“授时”功能——通过与天上的北斗卫
星“对表”，时间误差可以控制在千万
分之五秒，确保人们的生产生活有着
统一的时间基准。

时间基准是一个国家安全的保
障，如高铁、电网、股市、计算机网
络通信等等，都需要时间同步。

一条 100 公里的 500 千伏输电线
路，如果两端电压相量测量的时间基
准差 0.1毫秒，就可能产生 27万千瓦的
功率差异，相当于 30多万户城镇三口
之家的平均用电量。

北斗无所不在：小到儿童戴的定

位手表，大到舰船……所有需要定位
导航授时的场景，它都会出现。

和其他卫星导航系统不同，北斗
系统还有自己的“独门秘籍”：短报文
通信。

这一功能主要面向普通通信信号
不能覆盖的地区，如无人区、海洋
等，或应用在地震、洪水、台风等影
响下传统通信手段无法使用的时候。

通过短报文通信，北斗终端不仅
能让用户知道自己“在哪儿”，也能告
诉别人“发生了什么”。目前，我国 7
万多只渔船和执法船安装了北斗终
端，渔船遇险时可通过短报文发送求
救信息。

如今，北斗三号全球系统的短报
文通信能力显著提升，发送汉字从一
次 120 个提升到一次 1000 个，还可发
送图片、语音等信息。

“既能够知道你在哪里，也能够知
道我在哪里，这是多么美妙的体验。”
美国 GPS之父帕金森教授曾这样称赞
北斗导航通信一体化功能。

正如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
室主任、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新闻发言
人冉承其说的那样：“北斗卫星远在天
边几万公里，但是北斗应用其实就在
我们身边。”

赋能各行各业，我

们的北斗是个“大北斗”

2020 年伊始，一场新冠疫情突如
其来。作为城市生产生活、应急救援
和防控工作开展的基础保障，交通运

输成为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关键。
如何才能高效调配车辆、为司机

推荐合适的路线呢？这，同样离不开
北斗车载终端的助力。

该设备由北斗系统提供高精度的
定位信息，每隔 2至 30 秒钟，将车辆
的运行数据上传至全国道路货运车辆
公共监管与服务平台。
“一旦来了，异常猛烈！”用这句

话来形容北斗走进寻常百姓家的速度
恰如其分。

随着北斗系统开启全球化服务进
程，如今的北斗产业已由“高大上”
的尖端智造格局向大众化、服务型普
及，深度影响寻常百姓的生活——

农业生产：北斗卫星导航结合遥
感、地理信息等技术，使得传统农业
向智慧农业加快发展，可显著降低生
产成本、提高劳动效率和生产收益。
基于北斗服务的农机作业监管平台，
实现农机远程管理与精准作业，服务
农机设备超过 5万台，精细农业产量提
高5%，农机油耗节约10%。

交通运输：目前，北斗应用在交
通领域已经步入“标配化”发展新阶
段。截至 2019 年 12 月，国内有超过
650万辆营运车辆、3万辆邮政和快递
车辆， 36 个中心城市约 8 万辆公交
车、3200 余座内河导航设施、2900 余
座海上导航设施，已使用北斗服务。

智能警务：基于北斗系统，初步
建成“位置一张图、短信一张网、时
间一条线”的全国北斗公安应用体
系，实现了警力资源动态调度、一体
化指挥，提高了响应速度与执行效
率。利用北斗位置服务实时显示警
力，在地图上进行快速编组，出警时
间缩短近20%。

监测告警：利用北斗高精准燃气
泄漏检测系统，可以灵敏地检测出周
围 150米范围内的燃气泄漏点，并对其
精准定位。利用北斗桥梁形变监测预
警系统，可以监测到厘米级甚至毫米
级的形变，及时发现安全隐患，避免
事故发生……

北斗应用，遍地开花。很多新技
术，例如自动驾驶、无人码头、自动
化农业、无人机植保等，同样离不开
北斗的强大支撑。

我们的北斗是个“大北斗”。随着

北斗系统开启全球化服务进程，北斗
将会赋能各行各业。

北斗的应用，只受

想象力的限制

随着 5G 的落地，“北斗+5G”将
成为下一个产业腾飞的风口。特别是
智能汽车、无人驾驶技术的应用，更
离不开北斗服务。

2019年 11月，上海洋山港区。一
批实现自动驾驶的 5G重型卡车，在北
斗高精度定位服务帮助下，一次就能
精确进入狭窄的库位中。

这些智能重型卡车自动驾驶能实
现厘米级定位，停车装卸时误差小于 3
厘米，单点装卸作业效率提升10%。

北斗和 5G 具有天然的渊源关系，
两者相互赋能，可以产生感知、学
习、认知、决策、调控五大能力，具
有计算、通信、远程协同、精准控制
和自治等功能。

下一步，“北斗+5G”将在机场调
度、机器人巡检、无人机、建筑监
测、车辆监控、物流管理等领域广泛
应用。
“北斗+”并不是简单的相加，而

是利用卫星导航技术、大数据融合处
理技术、信息通信技术以及互联网物
联网平台，让北斗数据应用与传统行
业进行深度融合，创造新的发展生态。
“北斗+”已经影响了多个行业。

当前，大众耳熟能详的智能交通、精
准农业、智慧旅游、智慧港口、智能
管网、物流监控、民生关爱、智能驾
考等行业，都是“北斗+”的杰作。

这种技术融合与产业融合发展的
新形态与新业态，实现了精准时空关
联下的人、财、物有序流动，为人们
带来了更极致的服务体验。

北斗人常说：北斗的应用，只受
想象力的限制。随着北斗三号全球系
统星座部署圆满收官，“北斗+ 5G”
“北斗+AI”“北斗+大数据”……一个
无限可能的新未来将扑面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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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导航系统将怎样影响我们的生活 拥 抱 北 斗 时 代
—北斗系统走进寻常百姓家

■本报特约通讯员 张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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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星耀太空。

北斗系统模型吸引了众多参观者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