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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星指路
今天，你“北斗”了吗？

今天，你“北斗”了吗？
作为一名在印尼销售卫星导航应用设备

的代理商，杨经理每天都很忙，不断有客户向
他咨询北斗系统。

“北斗系统在印尼很受欢迎，”杨经理告
诉新华社记者， 北斗系统提供的服务优于国
际同类产品，尤其是动态定位与测量服务。比
如给城市中两座高层建筑中的移动物体定
位，北斗系统更棒。所以，他卖出的北斗产品
数量年年增长。

2017年11月， 北斗三号系统拉开全球组
网序幕，2018年11月， 基本系统完成组网建
设。 该系统副总设计师谢军说：“在正样设计
之初，北斗三号就把服务精度设计目标，对标
第三代GPS及伽利略系统设计指标。”

北斗迈出一大步， 让世界各国从此多了
一个选择。“我们看到北斗系统具有很大的潜
力。”马来西亚彭亨大学教授萨比拉说。

参与中马卫星导航联合实验室项目的萨
比拉说， 北斗系统给中马两国之间学术合作
与交流带来机遇， 自去年与桂林电子科技大
学合作开展北斗系统合作以来， 彭亨大学已
有学生撰写了高水平技术论文。目前，他们的
研究旨在为北斗系统在马来西亚等地面向公
众、投入实用做准备。

注入新动力
愿与各国共享北斗成果

开放的北斗，与世界携手共赢。
在北斗三号系统开通全球服务前， 北斗二

号系统亚太区域服务应用产品就已进入70多个
国家和地区。从缅甸的土地规划、河运监管，老
挝的精细农业、病虫害监测，到文莱的都市现代
化建设、智慧旅游，中国北斗系统已大显身手。

这些年，北斗的国际化步伐明显加快。

———2014年6月5日， 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
部长级会议提出北斗系统落地阿拉伯项目的倡
议。

———2015年5月8日，中国与俄罗斯签署北
斗和格洛纳斯系统兼容与互操作联合声明。

———2018年4月10日， 中国北斗首个海外
中心———中阿北斗/GNSS中心在位于突尼斯
的阿拉伯信息通信技术组织总部举行揭牌仪
式。

基础设施， 是拉动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
力量。欧洲、亚洲、非洲……一系列基础设施
建设合作的实施与落地， 让北斗受到越来越
多国家青睐。

不断探索与东道国开展合作的模式，让
北斗走得更稳更远。 通过合作建设基准站、
联合技术研究、联手产品开发、合资推广应
用、 人员培养交流等,� 北斗之光在全球越来
越“亮”。

翱翔星空
共促全球卫星导航应用大发展

服务全球，造福人类，促进全球导航系统
发展，北斗系统发展永无止境。

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国际合
作中心副主任沈军介绍， 在中俄总理定期会
晤委员会框架下， 目前已成立中俄卫星导航
重大战略合作项目委员会，持续协调、促进、
发展两国卫星导航领域合作。

沈军说， 中俄双方开展的合作包括导航
系统兼容与互操作、 监测评估联合应用等多
个领域。 具体开展的项目包括卫星导航系统
时间比对、卫星导航应用芯片研发、农业自动
化驾驶等。

俄罗斯“格洛纳斯系统与格洛纳斯论
坛” 联合会执行主任弗拉基米尔·克利莫夫
对新华社记者说， 格洛纳斯与北斗两大卫
星导航系统可以兼容， 协调运作两个系统
有助提升卫星导航信号的质量， 提高导航
准确性。

信号好、精度高，北斗将会给全球卫星导
航事业发展注入新活力。相关专家介绍，北斗
在赤道上空地球静止轨道上布有多颗高轨地
球同步卫星， 对东南亚这样的低纬度地区而
言，北斗抗遮挡能力强，因此信号接收质量更
好。“一些导航设备如果没有安装北斗系统或
者不能兼容北斗系统， 在印尼可能就不那么
受欢迎。”印尼代理商杨经理说。

阿莫认为， 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
国家，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都能享受到免费
的北斗定位和导航服务，“这不仅是全球卫星
导航系统的进步，对各国生产、交通等领域的
发展都有很多益处。”

按计划， 北斗三号将于2020年年底前完
成全球组网，30多颗星将在全球范围内提供
更高质量服务。届时，北斗系统必将以更加完
美姿态拥抱全球，造福全人类。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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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宣布，北斗三号基本
系统已完成建设，于当日开始提供全球服
务，标志着北斗系统服务范围由区域扩展
为全球，北斗系统正式迈入全球时代。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北斗系统启动
研制，按“三步走”发展战略，先有源后无
源，先区域后全球，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
的卫星导航系统建设道路。

区域到全球
北斗服务区域实现历史性跨越

北斗系统是中国自主建设、 独立运
行，与世界其他卫星导航系统兼容共用的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可在全球范围，全天
候、全天时，为各类用户提供高精度、高可
靠的定位、导航、授时服务。

“提供全球服务，是北斗建设的一大
步，也是北斗发展的新起点。”冉承其说，
今后，无论你走到哪里，北斗将始终伴你
左右，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据介绍，北斗三号系统向全球提供10
米的定位精度， 在国际上处于先进水平。
在亚太地区，定位精度则可达到5米。

目前，北斗系统在智慧城市、减灾救
灾、农林渔业、气象环境、精准机控等领域
均取得了较好应用，产生了显著的经济和
社会效益，同时走出国门惠及世界。

北斗前装车辆超过200万辆， 国内销
售的智能手机大部分支持北斗；从业单位
达14000家、 人员超过50万人， 形成珠三
角、京津冀、长三角、鄂豫湘、川陕渝五大
产业区；北斗已加入民航、海事、移动通信
等国际组织，国际搜救卫星组织将北斗纳
入全球卫星搜救系统计划……

冉承其表示，到2020年，将继续发射
11颗北斗三号和1颗北斗二号卫星， 完成
全面建设， 进一步提升系统服务性能；
2035年还将建成以北斗为核心， 更加泛
在、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综合定位导航
授时（PNT）体系。北斗将以更强的功能、
更优的性能，服务全球，造福人类。

百余项技术突破
自主创新助力性能提升

“北斗三号系统在信号质量、 精度
以及稳定性方面， 会给大家带来全新的

感受。” 北斗三号系统卫星总设计师林宝
军说。 冉承其介绍， 相较于北斗二号系
统， 北斗三号系统有四方面的性能提升：
更高的精度、 更强的原子钟、 更新的技
术、 更优的信号。

性能的提升源自技术的突破。 据介
绍， 北斗三号研制过程中， 攻克了100多
项关键技术。 “从实施北斗系统的那一天
开始， 我们就坚持依靠中国自己的科技人
员， 来解决核心技术产品。” 冉承其说。

原子钟是导航卫星的“心脏”， 是决
定整个导航精度的一个核心技术。 北斗三
号系统突破了新型氢原子钟以及原子钟
的无缝切换技术， 使导航系统的时频精度
提高了一个量级。 同时， 原子钟可以连续
无缝、 不间断地工作， 使北斗系统运行更
稳定。

北斗三号在全球首创突破了Ka频段
星间链路技术， 使所有北斗卫星连成一个
大网， 每颗星之间可以“通话”， 可以测
距， 一星通、 星星通， 使卫星定位精度大
幅度提高。 另外， 各个卫星的星载原子钟
之间可以同步走， 提高了整个导航系统时
间同步的精度。

此外， 北斗三号设计了全新的信号体
制， 在高精度的信号生成、 信号播发以及
设备稳定度等方面也获得了突破。

1年10箭19星
创卫星导航系统建设新纪录

除提供全球服务和多项技术突破，北
斗三号系统卫星密集发射、快速组网同样
引人注目。2018年， 北斗三号系统一年内
完成10箭19星发射，创下世界卫星导航系
统和我国同一型号航天发射的新纪录。

“我们通过计划流程和技术流程的优
化，整个研制周期相对于以往的卫星缩短
了近1/3。同时，还采用一些先进的科学方
法，比如发射场的远程测试，可以大大地
减少发射场的工作人员数量，缩短发射场
的测试时间。” 北斗三号卫星系统总设计
师谢军说。

快速组网的实现，同样离不开甘于奉
献的团队。“比如我们有一个卫星的老总，
为了今年的发射， 带领他的团队一年200
多天都在发射基地，从来没有出过西昌一
步，只在上个月完成最后一次卫星发射后
才返回北京。”冉承其说。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北斗，拥抱全球
� � � �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
室27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
发布会上宣布， 北斗三号基本系
统建成，提供全球服务,这标志着
北斗系统正式从区域走向全球。

巴基斯坦的交通运输、 港口
管理，印尼的土地规划、海岸线测
绘， 中俄的农业自动化……从光
耀亚太，到拥抱全球，北斗与世界
分享中国“奇迹”。

北斗三号系统三大看点

服务全球、百项突破、
快速组网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