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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在印巴卡吉尔战争期间，美国一度关停了
印巴战区所有的GPS服务，导致双方依赖GPS的设备无法
使用，给双方造成巨大损失。自此印度痛定思痛，决心
自己做一套导航定位系统。而此时的中国，已在自主建
设卫星导航系统道路上探索多年。2000年，中国接连把
第一、第二颗北斗导航试验卫星送上了天，成为继美、
俄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

今年11月19日，在第一颗北斗导航试验卫星发射
18年后，中国成功发射第42、43颗北斗导航卫星。18

岁对于一个人来说意味着成年，而此次成功发射也标志
着北斗三号系统基本组网完成，将在今年年底前向“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提供基本导航服务，迈出从区
域走向全球的“关键一步”。

应用是北斗系统建设的生命线。许多业内人士都表
示，北斗系统在技术上足以与GPS等主流导航系统相媲
美，接下来的关键就是做好系统的应用和推广。那么，
如今北斗系统在我们生活中有哪些应用？北斗如何与GPS
等系统在竞争中合作？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机构和专家。

随着第 18、19 颗北斗三号组网卫星顺
利升空，中国成功完成北斗三号基本系统星
座部署，迈出从国内走向国际、从区域走向
全球的“关键一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
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来取得的重要科技成就
之一，是中国自主建设、独立运行的重要空
间基础设施。中国北斗目前已实现关键零部
件、用户设备全面国产化，走出了一条国家
重大工程自主可控发展道路。

从 2000 年北斗一号让中国导航实现从
无到有，独创定位机制，到 2012 年北斗二
号开通，完成向亚太地区提供服务任务，让
中国导航实现自主创新，再到北斗三号全球
组网、基本系统部署完成，短短 20 年间，
中国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完成了大国重
器的一次又一次发展突破，北斗成为中国享
誉世界的一张名片。这其中，最令人自豪的

是，北斗的关键技术、核心技术，掌握在我
们自己手中。

近些年来，中国在全球高科技领域不断
追赶，科技创新成就令人自豪，形成了一批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产业。中国
的创新成绩有目共睹，但是也应看到，在不
少领域，我们与世界一流水平相比还有不小
差距。比如，在芯片、高端机械、精密仪
器、电子元器件等领域还需要较多依赖进
口；就市场环境而言，仍面临许多问题：基
础研发经费比例偏低，经费来源渠道单一，

科技前沿领域核心人才不足，企业在创新产
出方面仍需加快脚步……

随着中国企业的市场实践，我们越来越
清醒客观地认识到这些差距，越来越多企业
加大科研投入，掌握核心技术的原材料企业
也开始从幕后逐渐走向台前。技术变革的时
代背景和完善的产业环境为中国企业转型升
级提供良好的契机。

目前，全球化已经步入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的进程，数字信息技术成为新变
革的核心。规模大、市场广阔、政策支持

……这都是中国发展信息业与高端制造业的
独特优势，抓住信息化发展的历史机遇，要
在重要科技领域成为领跑者，在新兴前沿领
域成为开拓者，就能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

这离不开坚持不懈的研发。核心技术只
能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要充分发挥科学家
和企业家的创新主体作用，既要抓基础、抓
尖端，又要推崇创新，激发活力，让科研成
果不断喷涌。

这离不开科研成果的应用。让科研成果
更多从实验室走进孵化室，充分发挥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培育一批核心能
力突出、集成创新能力强的领军企业，让机
构、人才、资金、项目活跃起来，让市场和
企业成为创新的生力军。

其实，回顾中国科技发展历程我们可以
看到，不只是北斗，从“两弹一星”到蛟龙
下海，从嫦娥探月到量子通信，中国都是在
艰苦的条件下，顶着困难发展起来，都是立
足自身、自强不息，一代又一代人聚沙成塔
的厚积薄发。这些成就告诉我们，中国科技
进步不会被阻挡，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
国科技创新、探索前沿的脚步。

科技创新，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王 萌

科技创新，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王 萌

兼容三大系统 保留独门绝活

北斗在竞争中合作

目 前 世 界 上 有 四 大 全 球 卫 星 导 航 系 统 ： 美 国 的
GPS、俄罗斯的格洛纳斯、欧洲的伽利略以及中国的北
斗，而美国GPS“独步武林”，以至于人们常常把美国的
GPS （全球定位系统），当做 GNSS （全球卫星导航系
统） 的代名词。

据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会长于贤成介绍，这是由
于美国起步较早，具有技术、资本双重优势，加上 GPS
系统从投入运行的那天起就采取民用开放和免费的政
策，使得GPS一度垄断了全球GNSS市场。

面对这种格局，作为后来者的北斗采用了既竞争又合
作的策略。一方面，积极推动与三大系统的兼容与互操作，巩
固被GPS等系统“先入为主”的存量市场。据中国卫星导航
系统管理办公室主任、北斗系统新闻发言人冉承其介绍，目
前中国北斗已分别与俄罗斯格洛纳斯和美国GPS达成兼容
与互操作协议，与欧洲伽利略系统也正在协调之中。

另一方面，立足于北斗短报文通信、高精度服务等
技术特色，进入 GPS 等系统尚未覆盖的增量市场。所有
导航系统都有两项基本功能——定位和授时，也就是告
诉用户当下的位置和时间。而北斗在此基础上，还有一
个自己的独门绝活：短报文通信功能。

什么是短报文？简而言之就是通过北斗卫星实现双
向通信。用户可以在没有通讯信号覆盖的地区，如海
洋、沙漠中，发送140个字的信息和自己的定位。有人将
其比喻为“用卫星传播的定位微博”，这是其他三大系统
所不具备的特色功能。冉承其曾表示：“北斗是第一个也
是目前唯一把通信和导航很好融合起来的系统。”

北斗的另一大特色是高精度服务。传统导航系统的
服务精度都是“米级”甚至“10米级”，更高精度的服务
并不开放给民用市场。而中国研制建设了北斗地基增强
系统“全国一张网”，借助超过2200个增强站，北斗系统
具备了为用户提供分米级、厘米级甚至是毫米级定位精
度的能力。据国家北斗地基增强系统总设计师、中国兵
器工业集团首席科学家蔡毅介绍，地基增强系统一期已
验收完毕，二期建设任务也即将完成。

以上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使得北斗系统具有了后发
优势。于贤成对此表示认同，在他看来，中国是世界上
最大的卫星导航市场，拥有全球最多的卫星导航定位用
户，中国北斗将成为GNSS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让全世
界人民分享中国北斗的红利。“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
到，在技术、经验和市场化水平上与美国 GPS 尚有不小
的差距，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于贤成说。

行业、大众、特殊市场齐头并进

北斗就在我们身边

对于普通人来说，最常见的一个问题或许就是：我
们什么时候能用上北斗？

事实上，北斗早已来到我们身边，不知不觉中我们
早就用上了北斗。今年5月，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发布
了《2018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发展白皮书》（下
称《白皮书》），其中的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申请入
网检测的智能手机中，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的4G手机款型
占比高达 99％。目前除苹果手机外，其他主流智能手机
基本都支持北斗系统。也就是说，只要打开定位功能，
绝大部分手机都有北斗系统提供的服务。只不过由于手
机定位采用的几乎都是多模式卫星定位，并不会显示哪
一刻的服务是由北斗提供的，哪一刻是其他系统提供的。

除了手机定位，北斗还在其他领域起着更为重要的
作用。《白皮书》总结了北斗系统的三大应用市场：特殊
市场、大众市场、行业市场。

特殊市场涉及军用、警用、防灾减灾、应急救援、
公共安全等领域。2008 年汶川地震救灾时，正是北斗一
代设备的短报文系统，发出了来自震区的第一条消息。

在大众市场，北斗的高精度服务有着广阔前景。对
于经常使用导航的人来说，想必都经历过主路辅路难分
辨、高架地面不识别的困扰。这样的错误识别，对于自
动驾驶汽车来说更为致命。北斗的高精度定位则能带来

车道级别的导航，用户不需要自己操心，即使是一个
“路痴”，也可以精准抵达目的地。而当定位精度达到厘
米级时，自动驾驶、自动停车技术也就不再遥远。

在行业市场，北斗系统在交通运输行业和渔业得到
了很好的应用。11月22日，交通部新闻发言人吴春耕表
示，全国已有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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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运输公务船舶安装使用或兼容北斗系统，国产民航
运输飞机首次搭载北斗系统。

另据于贤成介绍，目前北斗导航与短报文服务系统
已经覆盖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 20 余万条渔船，
在没有移动通信信号的海域，使用北斗系统短报文功
能，渔民能够向家人报平安，向外界发送求救信号，北
斗被誉为“渔民的海上保护神”。

于贤成告诉记者，北斗导航系统投入民用市场不到
十年的时间，已经产生出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拉动了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催生出一批新的经济形
态，为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国家战略性新兴产
业提供了基础性的中国时空体系框架，为正在崛起的智
能信息产业发展发挥着奠基铺路和引领作用。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通常，建设和运行一个卫星
导航系统耗资巨大。以美国 GPS为例，70年代中期开始
策划建造，到90年代中期投入完全服务，前后共花费100
多亿美元。其后的技术升级和每年运维费用一般要 10多
亿美元。国际上四大全球系统的资金投入数量，也都达
到这样的水平。2017 年，我国卫星导航产业的生产总值
达到2550亿元，预计到2020年达到4000亿元，届时一年
的利税，就能够把前期系统建设的投入收回来。”

突破核心技术 占据半壁江山

北斗产业链完全打通

如果从应用层面向上溯源，作为一个整体的北斗产
业链，该如何划分呢？

于贤成向记者介绍，卫星导航系统已经在我国经济
体系中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产业链和价值链。通常将
其分为元件组件制造、系统集成提供和运营增值服务三
大环节。“具体来说，位于产业链上游的包括信源提供的
卫星系统、基础芯片天线与模组板卡，以及相关高精度
导航电子地图和地理信息系统 （含数据）；居于产业链中
游的包括多种多样的设备与终端、运行平台软件、应用
集成系统产品；处于产业链下游的包括位置运营服务、
天地基多模增强服务，各行各业的北斗系统应用级产品
和增值服务产品。”

在各个产业链环节中，哪些环节我国比较成熟，哪
些环节比较薄弱？

冉承其曾在 2017 年底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5 年
前，国内没有一片国产北斗芯片。现如今，已有了坚强
的‘北斗芯’……目前，国产北斗芯片累计销量突破
5000万片，高精度OEM板和接收机天线已分别占国内市
场份额30%和90%……北斗产业链从芯片到终端、到制造
业、到服务已经完全打通。”

和芯星通科技 （北京） 有限公司总经理黄磊博士佐
证了冉承其的看法：“我们从 2010 年发布国内首颗 90 纳
米北斗多模多频基带芯片开始，不断迭代，陆续开发出
55纳米、40纳米，直到今天北斗的28纳米最小芯片，无
论从工艺、尺寸、功耗，还是性能上均处于国际领先地
位，实测指标与国际同行相当，有些甚至超越了他们。”

对此，于贤成表示：“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北斗产业
的上游和中游环节相对完整齐套，国产化程度比较高，
基本形成了市场化运作局面。在核心技术方面和产品的
产业化方面，总体上不输于 GPS，已经占据了国内市场
的半壁江山。”

但于贤成同时指出，中国北斗在核心导航定位软件
和算法上还有待深化和实现关键性的突破。“同时也要看
到，我们在高端特色应用和增值创新服务层面，还需要
花大力气，以便赶上和超过国际领先水平，真正打造中
国服务的国家品牌，服务全世界。随着北斗三号基本系
统的建成，北斗覆盖面积已经从亚太走向‘一带一路’，
到 2020年将覆盖全球。北斗的应用与服务市场将呈现爆
发式增长。”于贤成说。

北斗：在应用中成长
本报记者 韩维正

6 月 21 日，在第十三届中国
重庆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暨第九
届军博会沙坪坝区展示区，一款
基于北斗卫星定位技术的安全巡
逻机器人亮相展场，该机器人可
实现人脸识别和烟雾、温度、货
物的自动监控，吸引了众多参展
嘉宾和市民驻足体验。

赵杰昌摄 （人民视觉）

在今年春耕春播中，宁夏吴忠市
利通区金积镇塔湾村村民通过北斗导
航信号基站定位，实现拖拉机自动驾
驶播种、起垄、接行等精准化、智能
化田间作业。北斗导航的农业化应用
在提升春耕、春播效率与质量的同时
降低了成本，据测算每亩可节约农机
成本100元。

图为村民在田间利用北斗导航在
自动驾驶状态下播种蔬菜。

新华社记者 王 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