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社址：北京市复兴路 15号 邮政编码：100038 查询电话：58884031 总编室：58884048 58884050（传真） 策划运营中心：58884126 广告许可证：018号 本报激光照排 印刷：人民日报印刷厂 每月定价：33.00元 零售：每份 2.00元

4
新闻热线：010—58884052
E-mail：zbs@stdaily.com

■责编 彭 东 2020 年 6 月 24 日 星期三
综合新闻 ZONG HE XIN WEN

6 月 23 日，第 55 颗北斗导航卫星成功发

射。随着该星进入预定工作轨道，北斗三号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星座部署全面完成。

从 2012 年开始，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正式

提供区域服务，成为国际卫星导航系统四大

服务商之一。过去几年，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如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北斗三号全球卫星

导航系统又将给人们生产生活带来什么变

化？记者就此采访了千寻位置首席执行官陈

金培。

公交将有更精确的到
站提示
“以前大家使用北斗导航系统，最大的顾

虑有两个。”陈金培解释，第一，虽然我国厂商

生产的产品集成了北斗系统，但产品被卖往

的全球有些地方不能享用北斗服务，产品服

务和能力被降级。第二，因为当地没有北斗

服务，欧洲的手机厂商、汽车厂商首选的卫星

导航系统不会是北斗。只有在进入中国市场

时，才会集成北斗系统。

陈金培说，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将服务范围从中国扩展至全球。对有机会在

全球范围内销售的产品来说，将有北斗二号、

北斗三号两套系统可以同时为其提供服务。

对这些产品来讲，他们在全球的使用体验、稳

定性、可靠性大幅度提升。

随着卫星数量逐步增加，加上地基增强

系统，北斗导航系统的定位能力从以前的 10

米到 5米，提高到厘米级。

智能驾驶是北斗非常重要的应用领域。

2019 年 11 月，在上海洋山深水港启动的

“5G+L4 级智能驾驶重卡”示范运营活动中，

上汽集团首批 L4 级智能驾驶重型卡车实现

了一次性精准停车、近距离自动列队行驶，

提升了洋山港智能转运效率和东海大桥行

驶能力。

“目前，上汽智能重卡已经做到误差±3

厘米，比洋山港小于±5厘米的技术要求更精

准，并且一次成功率已达到 100%，单点装卸

作业效率提升 10%。”上汽集团前瞻技术研究

部智能驾驶分部高级经理张显宏说。

在山城重庆，市区 9000 辆公交车的车道

级定位的位置数据，都被实时传输至管理后

台，由此保障运营安全、提高运营效率：市民

可以获得公交车更精确的到站时间，城市管

理者可以更好监管车辆超速、赖站、越线等驾

驶行为。

“通过将 GPS 定位终端升级为北斗高精

度定位终端，公交车的定位误差大幅度降

低，提升车辆安全监控水平的同时，改善了

乘客出行体验。”重庆公交集团信息部部长

陈希表示。

无人驾驶插秧机可实
现厘米级定位

2019 年 3 月 8 日，湛江雷州市附城镇城

内村，一位工作人员为一台特殊的插秧机

设定好参数。开启按钮，这台插秧机在缓

慢自动行驶的同时，将一株株水稻秧苗插

进泥土里。仅 1 小时，这台无人驾驶插秧机

就 在 将 近 8 亩 的 水 田 中 完 成 了 插 秧 作 业 。

这台无人驾驶插秧机由丰疆智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研发，它的自动驾驶功能则基于

千寻位置提供的 FindCM 厘米级定位服务

实现。

在我国，每天有超过 2万架无人机在全国

各地进行农药喷洒、电网巡检等各种作业。

千寻位置运用建设在全国各地的北斗地

基增强站，接收天上的北斗卫星定位信号，实

时计算卫星定位误差，为数以亿计的用户提

供了高精度定位服务。

相比传统有人驾驶的插秧机，无人驾驶

插秧机具备不受光线干扰，可以夜间作业，具

有作业质量高等特点，可节省 50%的人力成

本，并减少作业中的秧苗浪费。基于覆盖全

国大部分地区的 FindCM 厘米级定位服务，无

人驾驶插秧机已陆续在海南、新疆、江苏等地

的农业生产中应用。

可监测危旧房屋毫米
级的移动变化

2019年“利奇马”台风登陆我国东部沿海

地区前夕，浙大正呈结构工程师余志刚开始

加紧巡查重点危房。

当天，他来到一栋建于上世纪 90 年代的

药厂职工宿舍，查看安装在房屋各个角落的

监测设备是否遭受破坏，包括墙脚的传感器、

高精度卫星接收机以及天台上的卫星天线

等。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工具，就像危旧房屋

上的“听诊器”。

“系统能够监测到毫米级的移动变化，即

便是大货车经过引起的地面震动，都能被感

知。”余志刚介绍，得益于千寻位置提供的毫

米级高精度定位能力和阿里云的计算能力，

系统能快速依据此前危房的“病历”，判断出

房子的“病症”。如果房子的倾斜、沉降超过

一定的安全值，系统会立即发出警报，为人员

撤离与救援争取宝贵时间。

“有了高精度定位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将变成时空智能的基础设施。”陈金培解释，

时空智能基础设施，可以给各种各样的智能

设备和应用场景赋予一个统一的时间和空间

的基准。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这样影响我们的生活
“智能时代，‘5G+北斗’将成为最重要

的基础设施。”6月 23日，中国工程院院士、

武汉大学教授刘经南，收看了第 55颗北斗

导航卫星发射升空的网络直播。北斗三

号全球组网，北斗导航从中国逐步走向世

界舞台。他认为，实现“5G+北斗”融合和

相互赋能，将有大量的机遇，能产生颠覆性

的技术，能创造跨世纪的辉煌。

20世纪 90年代中期，刘经南带领团队

参与北斗研讨。20 余年从北斗一号干到

北斗三号，攻克北斗卫星系统多个关键技

术。解决了北斗二号卫星姿态转换期间

（每半年约 15天）不能服务的问题，建立了

亚太地区首个北斗高精度国际分析中心，

实现了我国北斗异构星座高精度数据处理

关键技术的自主掌控。

刘经南说：“现在通信、电力系统的时

间精度都是微秒级，北斗定时精度在 20至

30 纳秒，通过地基增强和天基增强，可实

现时间精度为 1个纳秒或者优于 1个纳秒，

实时位置能精准到 1 个厘米，特定领域事

后精度可以做到 1个毫米。”

5G 是智能化时代的基础设施，它高带

宽、高速度、大容量、低功耗、低延时、万物

互联、信息可感知、可调控。5G 为满足未

来虚拟现实、智能制造、自动驾驶等用户和

行业的应用需求，提供了基础支撑。刘经

南说，5G 的时延是毫秒级的，但还不能实

现汽车的远程控制；而且它的网络位置是

虚拟的，这些问题都要解决。

解决问题需要新的基础设施，就是北

斗。定位、导航、感知时间和时节本身就是

自然进化产生的生物智能，智能时代的

“5G+北斗”可将这种生物智能赋给机器和

环境，发挥机器和网络环境的智能优势。

基于“5G+北斗”的泛在测绘能力就是

人类定位、导航、感知时间的智能基于现代

技术的延伸，既是智能时代实现区域和广

域乃至全球精确感知时空事件和目标信息

的关键基础设施，也是实现支持广域和全

球智能协同控制的赋能技术。

“ 北 斗 高 精 度 导 航 + 5G + 高 精 度 地

图”，将开辟车辆车道级监控、车辆自动驾

驶和智能无人驾驶全新领域应用。将来的

无人驾驶车、智能网联汽车，本质就是一个

高精度的智能移动计算平台，需要感知和

认知外界，必须要有精准的位置和时间服

务。所以每一台智能网联汽车和每一辆无

人车，既是互联网时代的代步工具，也是一

个智能移动计算平台，把这些平台的数据

和大家共享起来，会产生无穷无尽的新应

用和新业态。

北斗位置服务还将实现跨界融合：包

括跨系统融合，与其他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实现兼容互操作和可互换；跨地域融合，各

省市乃至与周边国家实现跨域资源共享的

跨区融合，跨行业融合，室内室外实现多传

感器融合，从而提供泛在的智能的时空位

置服务“北斗+”。

刘经南说，北斗是一种赋能技术，通过

与其他技术的融合，北斗为这些技术赋予

时空新功能，使这些技术升维增效，随着时

代发展，未来应用有极大的想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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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 瑜

6 月 23 日，我国成功发射北斗系统第 55

颗导航卫星，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星

座部署比原计划提前半年全面完成。

这一好消息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科

技日报记者在广东、天津、浙江等地采访发

现，许多与北斗产业相关联的企业对此高度

关注，他们认为，北斗与新基建结合，将催生

更多的新技术、新需求与新业态。为此，有的

企业捷足先登、悄然布局；有的因势而动，顺

势而为。

成功发射 企业点赞

得知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最后一

颗组网卫星成功发射后，高兴是诸多企业的

第一反应。

当天，国家发改委北斗园区重大专项的

实施企业海格通信上下非常高兴。

作为我国最早从事导航领域研制厂家之

一的海格通信，从 1960 年就已开始了漫漫征

途，其前身国营第七五〇厂参加了长河三号

无线电导航系统的建设，为远洋科考和火箭

发射贡献导航力量。

“这意味着我国可以彻底摆脱对国外定

位服务的依赖，同时也能够向全世界提供北

斗定位服务和相关产品。”海格通信北斗产业

集团常务副总经理钟世广说。

与海格通信一样，浙江省德清地信小镇

也是欢欣鼓舞。

德清地信小镇是浙江省北斗导航产业发

展的集聚区。北斗三号完成组网，让在地信

小镇从事智慧农业的极飞地理公司总经理游

春成非常高兴。

“我们无人机的高精度厘米级定位就采

用基于北斗卫星系统，北斗全球组网后将给

企业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推动极飞地理的

全球业务布局。”游春成说。

落地应用 马不停蹄

伴随着北斗卫星系统的建设，北斗应用

和北斗产业化也在“马不停蹄”推进。

在广东，有一款神器已经广泛用于公务

用车，成为了广州市乃至广东省在北斗规模

化应用的一面旗帜。

2011 年开始，北斗公务用车管理信息系

统，作为全国最早一批北斗民用大规模应用项

目。目前已实现在广州、深圳等15个地市公务

车北斗终端的安装，用户包括广东省各地市党

政机关单位，完成3万余套车载终端安装。

公务车有北斗，无人驾驶的卡车，也有北

斗的身影。

在天津港，无人驾驶卡车正在进行集装

箱装卸作业。卡车从哪来、到哪去、装什么

货、怎么行驶，全部按照一公里之外的中控室

发出的指令来自主完成。

无人驾驶的卡车之所以能在天津港使用

起来，靠的就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通过以

无人驾驶电动集装箱卡车和其他先进设备进

行智能化操作，天津港建成全球首个在人工

码头上通过智能技术改造实现的堆场自动化

集装箱码头，堆场平均作业效率达到 30箱/小

时，堆场利用率提高 10%以上。

北斗在许多场景的应用，让北斗的产业化

不断推进，全国不少地方都有了相关产业的聚

集区。浙江的德清地信小镇已集聚千寻位置、

极飞地理、长光卫星等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

地理信息软件研发、装备制造相关企业 300余

家，小镇产值和税收连续6年实现翻番增长。

应用推广 悄然布局

根据《国家卫星导航产业中长期发展规

划》，2020年我国的卫星导航产业规模将达到

4000亿元。

北斗组网完成之后，重要的就是北斗终

端产品、服务系统的应用推广工作。记者了

解到，不少企业对此进行产业化部署，一些相

关场景也在谋划引入北斗。

钟世广说，基于在北斗二号建设期间积

累的成功经验，已全面开展了北斗三号的产

品研制，用以支撑未来多种多样的用户需求。

“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接收到北斗

三号的信号，海格通信也在全力开发、测试新

一代北斗三号卫星导航各类产品。”钟世广表

示，加速开展“北斗+5G”产业升级的关键成

果转化，持续催生更多北斗领域新产业和新

业态，拓展北斗新基建的研发与服务能力，助

力实现北斗规模化落地应用。

“千寻位置将更好推进北斗的应用落地，

让各方受益北斗全球服务。”千寻位置首席执行

官陈金培表示，今年将完成200座全球框架站的

部署，通过接收北斗卫星信号，结合自研算法，

互联网和卫星双路播发，为海外用户提供动态

亚米级和静态厘米级的高精度定位服务。

如今，天津港正在建设新一代的智能化

集装箱码头，相关的作业单元和设备也将全

部使用北斗。

（记者龙跃梅 江耘 陈曦 通讯员王力中
实习生李瑞玲）

有的悄然布局 有的因势而动——

北斗三号完成组网 企业“摩拳擦掌”

6 月 23 日 9 时 43 分，长征三号乙运载

火箭携带我国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最后一颗组网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

射升空。随着最后一颗北斗导航卫星的收

官发射，历时多年建设的我国北斗卫星导

航系统正式建成。

而这次卫星的成功发射背后，是来自

航天气象保障小组的重要支撑。

提前一月进场，摸准
天气“脾性”

卫星转场、整流罩转场、决定发射窗

口……虽然备受瞩目的焦点时刻只是火

箭从点火到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的

20 多分钟，但是从火箭进场开始，整个系

统运行的每个环节都需要气象保障团队做

精准预测。

作为此次发射任务现场气象保障组 4

位成员之一，胡云涛提前一个月就进驻发

射场区。

火箭进入发射塔架后要进行常规燃料

和低温液体燃料加注，这项工作对气象条

件特别是对气温有较高要求，火箭控制系

统还要根据气温情况计算出推进剂加注所

需要的温度和加注量。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气象保障团队要在

发射前 96小时、72小时进行逐时气温预报，

胡云涛所在的现场保障组担任的就是最终预

报审核任务。凭借着丰富的工作经验，特别

是对现场天气变化特征的准确把握，他们做

出的会商判断为预报结果提供了双重保险。

“除了熟练掌握这一区域的历史天气

特征，我们还必须掌握最近的天气系统情

况、降水、云量、冷空气等，这样才能做到精

确保障。”胡云涛表示。这对于现场保障任

务来说只是“正常操作”。目前场区正值雨

季，火箭发射最怕的就是短时对流天气，特

别是降水、雷暴等，气象保障团队每 4个小

时就要做出一次预报。进场以来，胡云涛

所在的现场气象保障组不仅要每天召开气

象预报会商，为场区的天气情况做出判断，

还要给出天气系统总体技术方案、风险分

析、场区气候背景分析等。

6 月 22 日 18 时，胡云涛早早来到岗位

上开始最后阶段的紧张工作。根据预测，

22 日晚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场区前半夜

将有雷暴过境，后半夜雷暴逐渐解除。虽

然预测和现场情况精准一致，但是胡云涛

和团队还是整夜紧盯天气系统变化，同时

为飞控中心、各观测点等单位提供西昌卫

星发射中心场区的天气情况，直到发射任

务圆满结束。

业务过硬功在平时，
精准研判来自坚实基础

精准摸清天气的“脾性”离不开平时的

日积月累。工作至今，胡云涛已经参加发

射任务 30多次，现场保障 15次。参与高密

度的航天发射任务让他迅速成长为工作中

的多面手。

不过，刚参加工作时，变幻莫测的天气

系统可没少给他颜色看。在一次值班中，

突发的“西南涡”一下子带来了超过 30 毫

米的降水，这一情况出乎胡云涛所料，好在

当时没有发射任务。事后胡云涛反复做天

气复盘，查找文献资料，和专家探讨，最终

查清问题所在。

2019 年的一次发射任务前，场区突发

“东风波动”雷暴不止，这一影响超出此前

的预测，现场一下子紧张起来。随着任务

发射窗口越来越近，胡云涛所在的气象保

障团队每隔 20 分钟、15 分钟，直到每隔 5

分钟会商一次，最终他们判断雷暴会在发

射前停止，发射任务按照正常流程进行。

“当时心里肯定紧张，但是任务要求必

须当场给出结论。我们对自己的专业积累、

业务能力、理论素养有自信。”胡云涛表示。

作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2011级校友，在

母校学习的天气学原理、数值预报、编程等

知识，不仅为胡云涛在工作中快速成长提供

了积累，入职后胡云涛发现，工作中有些问

题常常需要查找资料，而翻阅文献效率较

低。他发挥特长，将常见问题写成查询代

码，只要在程序中输入相关问题就能实时查

找到关联文献，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如

今，这个软件已经在同事中得到应用。

不仅如此，胡云涛的编程能力还在天

气预测中发挥了大用途。在一次执行任务

中，距离发射还有两天时间，场区上空突发

高空风，胡云涛编程绘制出“南支急流轴变

化图”，准确判断出此次高空风的影响范

围，为发射任务提供了有力的决策依据。

摸准天气“脾性”离不开日积月累
——北斗三号发射背后的故事

2020 年 6 月 23 日，这又将是载入史册的

一天。

上午 9时许，中国卫星海上测控部指控大

厅，总工程师刘冰目不转睛地盯着显示屏上第

三代航天远洋测量船“远望6号”发回的各种船

姿船态数据。此刻，所有人屏气凝神，静待长

征三号乙运载火箭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升空。

此次发射的北斗三号 GEO-3卫星，不仅

是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最后一颗组网

卫星，也是远望号测量船队自组建以来执行

的第 200次任务。

记者了解到，中国卫星海上测控部目前

已经圆满执行了 200次海上测控任务，任务成

功率达到百分之百。而在 200次任务中，包括

了北斗全部 44次发射。

“可以说远望号见证了北斗的发展，北斗

也目睹了远望号的成长。”刘冰说。

早在一个月前，远望6号船就已出航，连日

来全船科技人员克服了热带气旋带来的恶劣海

况，按时抵达预定海域，为火箭升空保驾护航。

太平洋某海域风高浪急，远望 6 号船以

12 节匀速行驶，全体参试人员紧张而有序地

忙碌着。各系统岗位人员严守岗位、密切监

视设备运行状态，严阵以待火箭点火升空的

关键时刻。

甲板上，船载 USB 测控天线深情“注视”

地平线——火箭升起的方向……航海系统岗

位人员加强值班瞭望，并制定应急情况下备

用航线，动力系统轮机员在 50℃高温、80分贝

高噪音的恶劣环境中定时巡查动力设备情

况，确保水、电、空调及动力系统运行正常，通

信系统岗位人员提前架设好沟通海天的信息

天梯，确保通信畅通无阻。

万事俱备，只待发射，远望 6 号船做好了

任务前的全部准备工作。

“一分钟准备！”人们的心跳开始加快，精

神 高 度 紧 张 。“5、4、3、2、1”“ 点 火 ！”“ 起

飞！”……

北京时间 6月 23日 9时 43分，远望 6号船

指挥大厅里传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指挥调

度声。中国西南深山的西昌发射中心，长征

三号乙运载火箭托举着北斗卫星扶摇直上，

直刺苍穹，渐渐变成一个小小的亮点，最后隐

匿在天际间。

本次任务，远望 6号船是唯一的海上测控

点。这对于刚刚完成大修改造的远望 6 号船

来说压力不言而喻。

火箭升空飞行约 20 分钟后，顺利抵达

远望 6 号船测控弧段，雷达操作手胡金辉第

一时间捕获目标，保证了远望 6 号船与陆地

测控站无缝对接。任务中，远望 6 号船各系

统默契配合，持续海上测控约 600 秒，准确

高效地向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发送实时测控

数据。

当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宣布任务圆满成功

时，几千公里外的中国卫星测控部指控中心

内也同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短短 600 秒时间，凝聚了一代又一代远

望人的赤子之心，北斗三号全球组网成功，是

航天人的骄傲也是远望人的骄傲！”在指控大

厅内，刘冰激动地说。

陆 海 接 力 “ 送 ” 北 斗
——远望 6号船精准测控北斗三号“收官星”

高 超 倪栋梁 本报记者 张 强

本报记者

在河南省邓州市小杨营镇安众村，加装有北斗导航系统的拖拉机在无人驾驶状态下播种（2020年5月26日摄，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冯大鹏摄

通讯员 于 杰 本报记者 张 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