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斗服务世界，应用赋能未来。

9 月 16 日，首届北斗规模应用

国际峰会（以下简称“峰会”）主论

坛在长沙举行。来自卫星导航领域

领导、专家学者、企业代表齐聚一

堂，“湘”拥北斗，共商北斗大计、解

密美好未来。

北斗应用进入大众消
费市场，2020 年产值超过 4000
亿元
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主任

冉承其

北斗系统是为全球用户提供全天候、

全天时、高精度的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的

国家重要时空基础设施，是我国迈向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公共服务产品。目前，北

斗应用已全面服务各行各业，进入大众消

费市场，2020 年产值超过 4000 亿元。

推动北斗高质量发展，要把握新阶段。

统筹推进传统设施改造和新基建建设，将

北斗作为标准配制，通过北斗+新基建相互

赋能，构建系统完备、高效、智能、绿色、安

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要创新新

理念，科学谋划“十四五”规划和中长期发

展战略；要开启新征程，高质量保障北斗系

统稳定运行，进一步优化卫星系统功能、性

能，进一步提高精度和可靠服务能力，实现

高标准运行维护，始终以一流指标、一流服

务满足全球用户的需求。

高质量推动在湘网信产业
发展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董事长 芮晓武

把握时代机遇、融入全球发展、弥合数

字鸿沟、抢占竞争新优势。近年来，中国电

子依托湖南布局核心技术，形成了以飞腾

处理器和麒麟系统的“PK 体系”为代表的

一系列网信技术核心成果。中国电子将持

续坚持“自主创新、开放融合”，发展“先进、

安全、绿色”的网信技术，高质量推动在湘

网信产业发展。

未来是以“泛在、移动、互联”为特征的

数字时代，要把握时代机遇就必须融入全

球发展，主动弥合数字鸿沟，主动抢占竞争

新优势。中国电子将奋力打造国家网信产

业核心力量和组织平台，吹响网信产业冲

锋号和集结号，积极融入“国内国际双循

环”，推动北斗产业走向世界，助力构建网

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探索跨行业场景化应用
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主任 徐鹏展

交通运输行业是北斗最大的民用领域

之一。交通运输部一直非常重视北斗系统在

行业的推广应用，积极参与系统建设和应

用。“十三五”时期，交通运输部按照规划、政

策、机制、标准推广的整体思路来推动北斗

系统的应用工作，紧跟北斗系统建设步伐，

深入参与北斗系统建设应用各个环节，开展

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展望未来，交通运输部将紧跟国家综

合定位导航授时（PNT）体系建设进程，将

交通强国建设与北斗系统应用充分结合，

探索形成新一代北斗系统行业应用模式，

加快推进北斗系统与 5G、大数据、区块链、

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结合，探索北斗

系统跨行业场景化应用，全力助推北斗产

业高质量发展。

构建天空地网一体化的时
空大数据“一张图”
农业农村部大数据发展中心主任 韩旭

应用是北斗建设的生命线，农业是北

斗应用的重要领域。近年来，农业农村部高

度重视北斗在农业农村领域的应用，通过

制定政策措施、开展试点示范、加强技术创

新等方面，目前北斗系统已广泛服务于我

国农业生产、行业监管、农村改革、美丽乡

村建设等多个领域。

下一步，要从加快建立健全相关标准规

范体系、构建天空地网一体化的时空大数据

“一张图”、推动关键技术研发转化、加强应

用示范推广等 4 个方面着力，大力推进北斗

在智慧农业和数字乡村建设中的应用。

5G+北斗是智能时代不可
或缺的基础设施
中国工程院院士 刘经南

时空位置服务是以提供时空基准的全

球卫星定位系统（GNSS）及其增强系统为

主体，协同其他辅助定位导航技术以提升

其抗干扰能力和可用性，利用互联网和移

动互联网等通信网络，向用户提供事件或

目标的 PNT 技术（位置、方向、速度、时间信

息和时间同步）与服务。简单来说，时空位

置服务就是定位导航授时及时间同步服务

（PNT 服务）。

定位导航察时（PNT）是生命体四处行

走探寻生存资源的自然智能，通信（C）是生

命体交流信息、提升群体认知智能的自然

智能，两者结合，形成决策、指挥、调控的生

物智能。在智能时代，“5G+北斗”就是 PNT

和 C 最现代版的融合，是智能时代不可或

缺的基础设施，是赋能技术和行业的时空

智能的基础设施。

应急救援，兵马未到“北
斗”先行
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

院总工程师 申旭辉

应急管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的重要组成部分，防灾减灾救灾事关人民

生命财产安全。灾难面前，北斗如何能更好

地帮上忙？

北斗三代导航系统是真正的通导遥一

体化平台。在应急救援方面，北斗三代导航

系统在未来可发挥构建全国多灾种监测预

警云平台、发展基于北斗短报文保底的快

速自组网通信技术、研发基于“北斗+”和

“+北斗”的自然灾害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

装备体系、构建通导遥/天地空一体化应急

技术支持系统、推进实施北斗三代应急应

用工程等五大作用。

北斗+智能农机作业，助推
传统农业数字化升级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教授

张俊宁

农业现代化已经到了 4.0 时代，其主要

特征是以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

计算等为支撑和手段的现代智能农业。农

业现代化发展与农机智能化发展息息相

关，农业机械精细智能化则是现代农业发

展必然。

智能农业是解决作业粗放、可靠性和

安全性差、环境污染、能源农资浪费问题的

基础。截至 2021 年，全国累计安装北斗农业

高精自动驾驶系统 10 万台套以上，年增长

40%以上。全国耕种收作业农机安装北斗定

位终端超过 50 万台，预计 2025 年，北斗农

机将达到 100万台。

通过智慧农机和信息化的发展，政府

部门提升了精准管理和服务能力，农机企

业实现了寻找蓝海和产销两旺，合作社降

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农户生产更轻松、更

有收益。

未来无人高精度应用将是
增速最快部分
国防科技大学电子科学学院导航中

心研发部长 唐小妹

目前，我们拥有全球最大的地基增强

系统网，建有 32 个省（市、自治区）的超过

2800 个地基增强站，实现了全国大部分人

口密集区域的厘米级服务，也带动了相关

行业的进步。2035 年前建成更加泛在、更加

融合、更加智能的国家综合导航授时体系，

建设低轨卫星增强系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

部分。

轨道的选择，低轨建设成本和维护成

本大幅下降，产生了深刻变革。此外，轨道

低、落地功率大，频道选择带来了新可能和

新机遇。未来的无人高精度应用是增速最

快的部分，无人驾驶为例，可以推测用户规

模化应用的用户侧科技密码。

北斗+电力 助推国家电网
数字化转型发展
国网信息通信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黄震

北斗+电力，是支撑国家“双碳”目标，

助推实现国家电网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必要

时空技术。

北斗系统独有的短报文通信功能已让

国家电网实现了营销、输电、配电等业务数

据信息和控制指令安全传输，电力通信业

务的覆盖范围从 97.83%提升到 100%。下一

步，国家电网将通过构建“空天地一体化”

全时空感知体系，为智慧能源应用提供高

精度时空基准服务，为电网数字孪生技术

提供技术支撑和门户入口。

时空智能，共创数字中国
千寻位置网络有限公司 CEO 陈金培

一波又一波的数字化浪潮除了得益于

互联网、计算网两大基础设施，还离不开时

空网这一重要的数字新基建基础设施。

之所以称为“时空网”，千寻位置希望

赋予机器纳秒级授时（时间）、厘米/毫米级

定位（空间）的感知能力，简单来说，就是通

过一系列技术手段，让机器在最短的时间、

更小的空间内，被定位、被感知。时空智能

的核心就在于提供厘米级定位、毫米级感

知、纳米级授时服务。

通过地基增强和星基增强一体化技

术，提供“星地一体”高精度时空服务，满足

智能时代用户对精准时空服务无缝、连续

可用的需求。

（整理：肖秀芬 胡盼盼 黄婷婷 黄晗 卢小

伟 和婷婷 李成辉 龙腾）

朱永华

9 月 16 日，首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

峰会在长沙如约登场。星城长沙，“星

光”熠熠。

作为以导航定位为核心技术功能

的北斗，自然引来人们对它未来的诸多

遐想：世界导航定位系统格局将怎样重

构？北斗对中国的整体科技实力带来什

么变化？北斗如何深度影响我们身边的

生活？于湖南而言，我们能否畅想一番：

它会不会给湖南带来一个新的“谷”？

这样的设问绝非胡侃。其一，北斗

系统拥有巨大的市场空间。自从成功实

现组网以来，其市场潜力日渐被激发出

来。据了解，北斗产业链可以分为上游

基础元器件、中游终端、下游运营服务 3

大环节。其中，上游基础元器件主要是

芯片、板卡、天线等基础元器件；中游终

端主要是指能接收北斗信号的导航和

定位装置；下游运营服务主要是指为政

企用户、行业用户、服务商和大众消费

者提供基于北斗的定位、导航、授时、短

信报文等各类基础服务。目前，我国卫

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总体产值达数

千亿元之巨，而且正呈快速增长态势。

其二，湖南被称为我国北斗技术创

新的重要核心策源地，也是北斗创新应

用的示范区。湖南在北斗系统的技术支

持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国防科技

大学北斗团队自 1994 年组建以来完整

经历北斗系统建设全过程，为北斗系统

研发了众多核心系统、突破了数十项关

键核心技术，是北斗三号系统建设的主

力军和“国家队”。

所谓“谷”，即为高科技产业聚集区

代名词，其巨大的技术、人才、资本的聚

集和辐射能力令人叹为观止。继美国硅

谷之后，世界各国发达地区都纷纷跟

进。近年来，北京中关村、上海浦东、广

东深圳、浙江杭州等地都建立了这样的

高科技产业聚集区。而在湖南，近年来，

各种“谷”相继成形。如长沙“麓谷”、“V

谷”、株洲“中国动力谷”、湘潭“智造谷”

等，其技术上的前沿高端和产业上的辐

射带动特征日益显著。在省委、省政府

高度重视下，北斗规模应用在湖南取得

了积极的进展，从 2016 年开始就将包

括北斗在内的航空航天产业链纳入全

省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进行重点建设。

2020 年全省北斗产业规模超 100 亿元、

增长 25%以上。

北斗之下，万千萌动。三湘楚地，当

奋勇争先。集智成“谷”，舍我其谁！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9 月 16

日讯（记者 李治 通讯员 罗湘）在长

沙，归还共享助力车时如果超出电子围

栏 1 米，就会提示“还车失败”，这就是

北斗定位系统的功劳。今天，在长沙举

行的首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上，几

辆单车和电单车的出现引人注目。搭载

了北斗芯片的共享单车，显示北斗技术

已融入社会运行中。

“让普通民众切身感受到，北斗不

是远在天边而是近在眼前。”哈啰出行

相关负责人表示，共享出行这种北斗

“国民级”应用，是一个好渠道。企业要

继续推进创新研发，将北斗定位服务的

最大潜力发挥出来。

在当天的北斗应用成果展上展示

的车辆，为今年哈啰出行发布的新款共

享单车、助力车及电动车。其中两款共

享车型于近期获得北斗认证证书。同

时，哈啰出行参与了两轮出行产品北斗

高精度定位标准的制定。

早在去年北斗三号发射收官之际，

哈啰共享单车、助力车和电动车就开始

接入北斗定位，是两轮电动车行业最早

应用北斗导航系统的企业之一。哈啰出

行大数据中心每天会从车辆上收到数

亿次定位信息，通过定位信息了解每辆

车的实时位置和行动轨迹，形成大数

据，可提前预估骑行需求，车辆调度实

现智能化，更快更准更有序。

“得益于北斗高精度定位，用户找

车还车愈加便捷，企业运维管理效率提

升，路面停车秩序好转。”哈啰出行负责

人说。

期待“北斗”为湖南催生
下一个“谷”

为共享出行插上“北斗”翅膀
共享单车等车辆调度更快更准更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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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9 月 16

日讯（记者 彭可心 通讯员 肖罗）今

天，湖南省邮政快递业数字化建设暨北

斗应用签约仪式在长沙举行。湖南省邮

政业安全中心、北斗航天卫星应用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和北京天舟通信有限公

司三方签订合作协议，共同建设湖南省

邮政业安全中心信息化技术协同平台。

这是北斗在我省邮政快递业的首次规

模应用。

根据协议，三方将制订并出台隐私

面单省内落地相关政策、建设县域共配

中心、投放快递末端网点安全设备，实现

可管理、可溯源、安全可靠的快递业监管

模式，通过先进的技术能力、成熟的运营

团队以及基础运营商的通信保障，实现

安全与智能并存的省平台，促进快递用

户信息安全和快递末端有序发展。

该 协 议 同 时 提 出 ，将 按 照 1 个 平

台、4 个落实的“1+4”战略构架，在三年

内推动“数字快递农村行动”，到 2023

年，实现全省农村覆盖率 100%。

湖南建设邮政业安全中心信息化技术协同平台

北斗应用助力邮政快递业发展

▲ ▲（紧接1版）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网信办

主任周湘表示，将推进物联网、人工智能、5G 等新

一代的信息技术与北斗位置服务的创新融合应用，

推动更多的新场景、新生态、新经济在湖南生根开

花。大力支持推进国防科技大学与中国电子在湖南

共建“北斗导航产业集团公司”，打造北斗卫星导航

领域独角兽企业，构建研发转化双向赋能的一体化

协同创新体系和央地校三方合作的产业系统推进

体系，助推湖南打造北斗产业创新应用发展高地，

为湖南实施“三高四新”贡献“北斗力量”。

“习主席的贺信，激励湖南打造北斗规模应用推广

高地。”省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周海兵表示，省发改委

将有效发挥国家平台的重要作用，争取项目、招强引

大、吸引人才，进一步加速北斗产业推动我省传统制造

业转型升级，更好地发挥湖南科研和技术优势，推动创

新资源集聚，构建更加顺畅高效的北斗技术创新体系

和产业创新生态，推动北斗事业高质量发展。

“习主席的贺信让我们备受鼓舞。”省科技厅党

组书记李志坚表示，将以创新型省份建设为总揽，

聚焦推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设，推进北斗产业发

展，全链条、体系化部署北斗导航系统创新体系，开

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迭代与升级，争取

实现更多突破，贡献更多湖南力量。

“全力实现‘到 2025 年，全省北斗产业主营业务

收入达到 500 亿元’的发展目标，真正将北斗应用打

造为湖南‘十四五’发展的一张闪亮‘名片’。”省委

军民融合办常务副主任黄东红表示，将以首届北斗

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召开为全新起点，抢抓北斗三号

大规模深化应用机遇，推进实施北斗低空综合应用

示范项目和北斗大规模深化应用十大工程，提升北

斗应用产业化水平，有效降低北斗应用成本。

“我们团队始终坚持用科技创新推动北斗成为

世界最先进的卫星导航系统。”国防科技大学电子

科学学院导航中心副主任李柏渝说，团队完整经历

了北斗一号、二号、三号系统建设全过程，见证了北

斗系统从无到有、从追赶到并跑甚至局部领跑的伟

大征程。今后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主席重要指示

精神，努力掌握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

工程技术等，促进卫星导航应用不断进步，为共享

北斗成果提供有力支撑。

“北斗专业应用人才是关键”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强调，北斗系统造福中国

人民，也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中国坚持开放融合、协

调合作、兼容互补、成果共享，愿同各方一道，推动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设、推进北斗产业发展，共享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成果，促进全球卫星导航事业进

步，让北斗系统更好服务全球、造福人类。

“习主席的贺信让我们每位北斗人都备受鼓

舞、倍感振奋。”参会的长沙海格北斗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董事长刘彦表示，长沙海格北斗将坚定“为北

斗，做好芯”的使命，围绕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海豚系

列北斗核心芯片，努力突破“卡脖子”关键技术，积

极促进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产业化应用推

广，不断提升北斗应用技术全球竞争力，让北斗系

统更广泛地服务于全球用户。

“北斗规模应用进入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发

展的关键阶段，北斗专业应用人才是关键。”长沙北

斗产业安全技术研究院院长胡斌表示，要发挥好湖

南在北斗人才培养方面的政策优势，依托北斗开放

实验室和国家（长沙）北斗特色产业园产教融合示

范基地等创新平台，以“北斗微小课题”人才培养计

划为重点，进一步促进北斗资源开放共享，助力湖

南打造全国北斗专业应用人才培养高地。

在北斗应用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发展的道

路上，作为国家北斗专业特色示范园区的核心承载

区，长沙中电软件园链接关键资源、创新发展模式，

在北斗产业领域形成了较好的产业生态。长沙中电

软件园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黎璐表示，要为我省北斗

产业规模、品牌、特色发展贡献中电力量，不断推动

北斗应用创新化、产业化、开放式发展，助推打造

“北斗第一城”。

“习主席的贺信，为推进北斗产业发展指明了

方向。”湖南北斗微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杨

世忠表示，北斗微芯持续推动北斗高精度位置服务

技术在地质灾害、轨道交通、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等

各大领域的大规模深化应用。下一步将加大研发投

入，做大做强北斗产业，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国家

安全及城市公共安全提供技术保障。

北云科技一直致力于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的高

精度定位核心部件的研发。“目前我们正在大力推

动北斗高精度定位技术在智能汽车、自动驾驶和机

器人等领域的发展应用。”湖南北云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向为表示，未来将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做出

更好的北斗定位芯片，推动北斗在各个领域的应

用，进一步开拓全球市场。

“北斗不是远在天边，而是近在眼前。”哈啰出

行 CEO 杨磊说，习主席的贺信为共享两轮出行产

业提振信心，大家将继续深入创新研发，充分发挥

北斗定位服务的最大潜力，让共享两轮出行为城市

慢行交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参与采写：龚柏威 孟姣燕 曹娴 施泉江 王铭俊）

9月 16日，湖南国际会展中心，观众在参观首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成果展。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徐行 辜鹏博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