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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GNSS 产业现状报告 

 

从 2014 年开始，多年来《GPS World》杂志一直坚持一年一度地发布《GNSS 产业现状报告》，今

年的产业报告建立在 2019 年 6 月通过问卷对答的在线广泛调研基础上，又经主编和若干专栏专家定稿

形成的，所以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来自于行业的各大细分领域和六大洲的受访者从业者，对于 41 个具

有穿透性的问题进行了具有洞察力的详细解答，形成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统计信息。2019 年度的“报

告”在《GPS World》九月号上已经见诸于版面，主要论述产业的发展趋势、壁垒和机会，我们将其主

要结果和观点分为八项，归纳成为今年度的产业报告综述文本，以飨读者。 

 

 

 

 

1. GNSS 产业的发展方向 

今年的调研报告带来 GNSS 产业现状完整的全球展望，其所在的公司或机构总部位于北美的受访者

人数刚刚超过受访者总人数的一半，15％的人数来自亚洲地区；来自于欧洲和拉丁美洲大约各占 10％，

太平洋地区略少，其余的受访者遍布非洲、中东和俄罗斯，由此可见报告具有真正的国际样品广泛性。 

受访者特征。关于职务与岗位，可从以下方面获取了深入的数据：所有者/总裁/ CEO 占 21％；工程

师占 20％；一般人员，包括产品或计划经理占 19％；其他类，主要是测量师或 GIS 分析人员占 18％；

研究员占 10％；CTO、COO、CFO 副总裁以及类似人员占 6％；销售和市场营销占 5％。  

涉及的领域和产业部门。主要包括以下这些行业垂直领域：测量和高精度占 29％；国防、安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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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部门占 19％；地图、数据采集/处理、GIS 占 14％；卫星、信号和模拟占 9％；机器控制，精密农业

或运输（非自主）占 6％；自主系统（无人机、无人车、无人船）占 5％；无线和消费类占 4％；其他占

13％。 

 

2. 经济展望：GNSS 产业在不断上升，贸易战可能是唯一的限制因素 

 

根据“研究与市场公司”的数据，直至 2025 年，在年复合增长率 8%的指引下，全球 GNSS 芯片市

场预计将增长 27 亿美元。而对于与 GNSS 相关的其它市场（例如模拟器，航空和国防）的共同发展方

面，相关市场报告均描述为“巨大增长”和“强劲发展”。在市场如此动荡不堪的时代，我们可以算是

幸运的或非常有先见之明的人，能够成为这种蓬勃发展的产业的一部分。 

智能手机、智能城市和物联网（IoT）的全球征服将有力地支持 GNSS 这一市场增长。具有 GPS 功

能车辆的问世掀起波澜，从而将车载信息系统推向辅助驾驶和最终自动驾驶的发展之路。 

同时，制造商和集成商之间的快速并购，将增强 GNSS 经济并推动其进一步发展。这种互动将为主

要参与者带来更高的收益份额，并支持整体盈利能力的提高。运营操作和资产精准监控、无人驾驶飞机

令人惊讶地崛起，在许多行业中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不断的创新和想象力催生出新产品、解决方案

和增值服务，所有这些都将巩固现代卓越经济的实力。北斗导航和伽利略系统的全面到来，会使我们的

行业变得更加强大。 

PNT 大而言之，已经把 GPS、GNSS 和多星座 GNSS 加以覆盖，它们同时还意指其他定位技术，

如惯性、机会信号、Wi-Fi，和超宽带等等。不断增长的市场蛋糕肯定足以使所有人获得更大份额。这

并不是说没有增长障碍，也没有乌云笼罩。市场许可、法律和法规将一如既往地限制增长。这并不总是

一件坏事。因为受控的增长和明智的使用有益于我们所有人，并防止了由于缺乏适当的内部支持而产生

失控泡沫的破裂。 

同时，许多成熟的企业和新生企业利用对于基于位置信息的日益增长的需求，给许多消费者、组织

机构和政府提供赋能服务。这意味着地图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技术（激光、光达，和红外等）可能会以

更快的速度增长。 

勇敢的新世界正在到来。一旦 GNSS 与人工智能集成，其发展前景将难于预测。在全球众多不确定

因素中，与军事冲突相比，经济战对 GNSS 构成的风险更大。讽刺的是，后者实际上将在短期内使该行

业受益，尽管从长远来看其效果可能会减弱。 

在经济贸易方面，当前该行业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是，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和关税战是否会持续下去，

将会产生什么影响？专家们在这两个问题上意见分歧很大，尽管几乎所有问题都得到了认可，但除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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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这些问题的领导人一面之词外，几乎所有人都众口一矢的认为这是一件坏事。因为如果商业信心因此

下降，全球产出也可能下降。 

 

3. 机遇大于挑战，产业领袖们面临的是频谱和干扰问题 

与上面的乐观预测相反，GNSS 市场面临着严重的问题。而最为严重棘手或难以解决的壁垒是欺骗

和干扰问题（尽管提供了许多解决方案）。就像悲惨的英雄一样，GNSS 在其能力范围内具有潜在的致命

弱点。GNSS 信号，它们来自太空，既精准，又无所不在，但是因为卫星太远，信号非常脆弱，容易受

到恶意干扰。而且其他政治和技术障碍也给 GNSS 产业带来了压力，因此也给整个 PNT 带来了压力。 

GNSS 产业将始终成为各种辅助定位、导航和授时技术的骨干和中枢核心。紧随欺骗和干扰这些问

题之后的问题，包括但不限于的是频谱竞争和频谱管理、网络安全、隐私、纯粹中性、国家安全出口管

制、产品责任，以及 GNSS 系统的故障，即使是暂时的。对每个事件的响应的品质是最关键的因素。 

保持阳光明媚的一面是行业的特点，机会远大于障碍。最大的机会总是来自于该产业拥有的最大资

产：智力资本。高精度将继续引领创新潮流并提供最高的利润率，而智能手机和汽车将越来越多地在行

业中担当 MVP（最有价值的定位器）角色。 

所有这些因素，对管理层的关注度和敏捷性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高管们需要良好的市场情报，

以跟上并领先于快速发展的研发趋势、市场转移、邻近或竞争性技术的发展以及贸易保护主义关税和进

出口管制。 

 

4. 产业几乎每天都有进展，实时网络应用需求和广度有所增长 

GNSS 行业现状调研响应者表明，来自测量行业的受访者约占总数的 28％，大致相当于《GPSWorld》

杂志读者人数的百分比。 

多星座 GNSS 的精度得到确认。与 2018 年的同样研究类似，多星座是获得测量和其他高精度应用

要求，提高精准性的最有前途和最实用的方法，就是说，首选是双频和双星座，或多星座 GNSS，然后

第二位的是实时动态测量（RTK）。调查中最新的应用中的实时网络（RTN）可用性排在第三位。具有

惯性校正装置或遥感功能的 GNSS 接收机在增加产品曝光度和广告宣传的同时，继续保持在被访者议程

的低位。应该指出，RTN 网络的覆盖范围正在扩大，因此许多测量师必须利用它们，因为看到了不依赖

基站 RTK 设置的价值。随着 5G 手机覆盖率的提高，在未来几年中看到这一类别的显著增长并不令人吃

惊。还可预见到，由于进入成本相当合理阶段，UAV 实施采用会增加精密单点定位（PPP）的使用。 

无人机的作用。今年在关于无人机在未来三年中将在测量行业中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得到了扩展，

其中包括广泛的遥感模块，这些模块已被添加到飞行器中，并且基于这些回答，这样的做法是正确的。

超过 32％的民意测验者回答说，具有遥感功能的无人机将完成其现场测量任务的 50％。那些认为无人

机技术只能完成十分之一测量任务的人从 2018 年的 42％下降到 35％。但是，那些认为无人机将完成一

半测量任务的人从去年的 9％显著上升到今年的 23％。排在最后的是那些认为无人机将执行 80％的现场

任务并逐步淘汰现场测量员的人仅仅为 5％。现在无人机上可用的遥感方法（摄影测量、激光雷达、高

光谱等）的扩展，增加了通过自主和飞行员控制的方法收集更多数据的可行性。软件功能、易用性和存

储容量的增加导致日常任务中的勘测和绘图实施更多地利用无人机。 

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司采用更新的技术来保持竞争优势，那些认为无人机在测量部门的服务中变得越

来越普遍的人的整体增长并不奇怪。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一趋势，并指出测量行业如何既适应新兴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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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将如何影响劳动力。从现场调查员的传统任务中消失的人中，从 1.3％上升到 5％并不奇怪，但是可能

预示着我们不久的将来会发生变化。随着先进技术的发展，测量行业继续采用 GNSS 和 UAV 技术，进

步几乎每天都会发生。为了适应最新的市场趋势，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员正在升级观念，与技术进步保持

同步，以取得更多的成功。 

 

 

5. 无人机活跃于所有领域，不同的平台配置正在迅速显现 

随着无人机越来越多地参与日常生活与活动，其应用几乎涉及每个人。无人机以前似乎是一种奇特

的新颖性，现在无人驾驶飞机几乎司空见惯。 

比如房地产。假设您要买新房子。房地产网站上几乎所有的外部房屋图片和视频都由无人机来完成。

任何市售无人机的高清照相功能，都可以提供出色的全景航拍，这实际上是推销房屋所必需的。合适的

无人机及其操作员随时可用，或者房地产代理商购买并亲自驾驶设备和管理视频处理软件。现在使用无

人机进行常规房地产操作的批准变得更为轻松。目标是使用美国 FAA 的低空授权和通知功能（LAANC）

系统进行近乎实时的批准，无人机操作由不断扩展的独立 UAS 服务列表中的供应商公司进行运营，这

些公司已验明并经美国联邦航空局（FAA）认证认可。 

又如作物监测。在农业中，几乎可以预料，大型农场将采用作物监测/维护计划，该计划需要定期进

行无人机数据收集飞行并自动处理带有地理标签的摄影、热成像和激光作物图像。最初的基准图像集确

定了程序的起点，然后分析确定作物的弱点。最终制定肥料/处理“处方”以解决缺陷。在整个生长区域

进行应用后，后续无人机监控将检查生长速度是否有所提高，或者是否需要采取更多的补救措施。 

这种周期性活动在整个生长季节持续进行。许多大小公司都提供交钥匙服务，农民或农场的运作基

于 UAS 操作的子集。 

关于建筑施工和检验。采矿和建筑业现在还拥有无人机服务，该服务可收集和处理图像数据以自动

执行流程的重要部分，测量和地理空间信息服务也是如此。无人机的设施检查用于农业模式，最初的飞

越建立基线状态记录，然后将其与后续的图像数据进行比较。带无人机的内业自动化，还极大地减少了

对罐、压力容器、货舱等进行频繁物理检查的时间。对于不再需要在广泛的、可能有毒的环境中作业的

检查人员，例如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安全壳，它也大大提高了安全性。 

还有新闻和事件。通过使用无人机增强了新闻搜集。与直升机相比，航拍视频可快速、廉价地捕获

新闻，并为新闻观众提供概况态势感知。同样，我们可以在需要更高安全级别的大型活动中添加人群监

视，例如 2019 年巴黎 FIFA 女足世界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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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包裹快递。一种经典的无人机应用是包裹运送快递，虽然这种试验已经进行了数年，至今尚未

完全投入正式交付使用，尤其是在运送医疗用品方面。现在看来，UAS 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要在今年年

底之前使符合现有载人交付标准（FAA 第 137 部分操作）的 UAS 系统达到合格状态。无人驾驶运送派

发系统有很多要素需要验证和演示证明，尤其是在人口稠密地区的应用中。 

有关安全与防御。在地方和国家的治安和安全行动中，广泛使用无人机也几乎司空见惯。具有成本

效益和易于飞行的无人机系统，已经开始取代有人驾驶的监视直升机，从而使得警察部队发现事件的反

应速度和可负担能力得到了显著改善。全球防御部队对无人机的使用也已大大扩展。大多数人可以将通

用原子收割机熟悉的轮廓描述为军用无人机的外观。许多人甚至可能现在知道霍尔木兹海峡的位置，此

前有全球报道称伊朗发生了明显的攻击，这架飞机击落了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的 RQ-4 全球鹰，随后在

同一地区美国海军击落了一到两架伊朗无人机“拳击手”。现在，乔·普尔（Joe Public）似乎将无人机在

极大程度上与某种水平的军事空中存在联系起来，这可能比在任何民事应用中都重要。 

 

 

无论是民用还是军用领域，UAS 的新配置和不同配置都在迅速出现。现在，已经制定了适用于美国

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小型 UAS 的操作法规，具有成本效益的商业用途应运而生，并支持新任务和现有任

务，军方正在迅速创造新的变体，以协助或替代有人的海军和空降部队。似乎几乎每天都会宣布对用于

无人机自动化的人工智能进行大大小小类型投资，因此，可以预期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出现一些独立的

无人机功能。这个时代将会更快、更多元化地到来。 

 

6. 自主性依靠 GNSS / INS，尤其是在交通运输和机械控制领域 

很难夸大惯性传感器在交通运输和机械控制市场中的重要性。 

今年，大多数受访者（43％）选择使用惯性导航系统（INS）来增强定位，这是 GPS / GNSS 挑战环

境中定位的最佳附加解决方案。 

惯性测量单元基于精密陀螺仪、加速度计和磁强计的多轴组合，使用算法来确定位置、方向和所在

点位。其他用于提高定位精度的技术，包括机会信号（蜂窝、无线电和电视），视觉指示器（例如激光

雷达）和超宽带等。汽车制造商正竭尽全力在公路和高速公路上推动自动驾驶汽车项目。日产汽车和雷

诺汽车公司（与微软合作）计划到 2020 年出售 10 辆具有“明显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福特计划在 2021

年推出无人驾驶汽车，现代汽车的目标是到 2020 年实现高速公路和 2030 年实现城市驾驶。专家辩论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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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在时间框架，很明显，自动驾驶汽车就是未来。 

每个一级汽车制造商都有一个自主的导航程序，以及诸如 Google，Apple 和 Amazon 之类的重量级

公司。许多汽车制造商正在与技术公司合作进行研发，例如 GM 与 Lyft、宝马与 Intel 和 Mobileye。其

他公司则彼此合作，如大众和福特合伙收购了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Argo。戴姆勒（Daimler）已加入沃尔

沃（Volvo），以研究排油概念，通过无线信号与卡车连接。 

关于汽车自治阶段问题。转向自治系统的事情不会突然发生，而会是个逐步实现的过程。以前只在

特斯拉或梅赛德斯这样的豪华汽车上提供，现在本田在其入门级 Civic 上，引入了半自动高级驾驶员辅

助系统（ADAS）选件，为汽车的大众市场提供了车道保持、自动制动和自适应巡航控制功能。 

汽车制造商依赖 SAE International 的 J3016 标准，该标准定义了从 0 级（无自动化）到 5 级（全车

自动驾驶）的六个自动化级别。当监视驾驶环境的责任从驾驶员转移到系统时，关键的变化发生在 2 级

和 3 级之间。级别 1（驾驶员协助）是巡航控制。级别 2（部分自动化）包括奥迪交通堵塞辅助系统，

凯迪拉克超级巡航，梅赛德斯-奔驰驾驶员辅助系统，特斯拉自动驾驶仪和沃尔沃驾驶员辅助仪。级别 3

（有条件自动化）将汽车放到驾驶员的座位上，但提示驾驶员在复杂路况中进行干预（奥迪交通堵塞驾

驶员）。在第 4 级（高度自动化）下，汽车无需人工操作即可运行，但只能在特定条件下（道路类型和

地理区域）运行。例如，驾驶员可能会在地面街道上人工驾驶，然后在汽车进入高速公路时成为乘客。

在第 5 级（全自动）下，无人驾驶汽车可以在任何道路上行驶，并且在任何条件下驾驶员都可以进行协

调。目前还没有符合 5 级标准要求的汽车，但 Waymo 正在通过 600 辆克莱斯勒 Pacifica 混合动力车队，

开发 5 级技术用于生产。 

关于机器控制。除了导航到工作地点外，农业和建筑业的机器比家庭用车的自主性要强得多。出于

责任原因，全自动机器尚未在美国获得现场使用许可。不过，诸如 Case IH，New Holland，John Deere

和 Komatsu 之类的制造商在继续推动技术发展，目前大多数拖拉机在美国销售均包括自动转向系统。在

建筑工地，推土机中安装了 GNSS 技术，向操作员提供态势感知，挖掘机、平地机和摊铺机可提高生产

率。GNSS 增加了这些机器的效率和精准性，以及将这些数据作为输入，用在任务管理、数据管理和防

盗窃检测应用中。操作员依靠 GNSS 信息来定位推土机电铲或挖掘机铲斗的切削刃。GNSS 可以将位置

与 3D 数字设计进行比较，以计算切割和填充量。显示系统为操作员提供视觉信息，以手动移动机器的

铲刀或铲斗，以达到最高的精度。 

 

 

7. 通过地图为世界传递派发，GIS 满足物联网和智能城市需求 

测绘业已经发展到了无人机发展阶段。应该说，无人机只是 GIS（地理信息系统）工具箱中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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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三分之一的受访者（32％）说，在未来三年中，无人机将用于现场测量活动的不到 10％。相比之

下，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带有各种传感器（摄影测量、激光雷达，高光谱等）的无人机最多可以完成

一半的测绘制图工作。虽然无人机是一种令人兴奋的地图绘制新技术，但大多数接受调查的受访者都认

为，进行现场数据收集具有持续价值。实际上，只有 11％的受访者预计，随着时间的推移，未来三年实

地测绘工作将逐渐消失。 

关于机载的传感器。对于机载传感器无人机，有 43％的人说与 GPS / GNSS 结合使用以进行地图绘

制和数据收集的最佳传感器是高分辨率静止图像相机，这比视频相机更受青睐。当今的高分辨率相机甚

至可以从空中数百英尺的飞机上，捕捉到地面上仅几厘米的细节。 

对于我们的读者而言，其他顶级传感器选择包括 32％的激光雷达（光检测和测距）和 14％的多光

谱成像相机。激光雷达（光检测和测距）使用脉冲激光来测量距离并生成精确的三维信息。 

无论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还是无人机，均是在大范围内获取激光雷达数据的最常用平台。地形激

光雷达，使用近红外激光来绘制土地图，而测深激光雷达使用穿透水的绿光来测量海底和河床标高。激

光雷达用于创建更精确的地图，创建数字高程模型，协助应急响应操作等。GNSS 和 INS 系统将收集的

传感器数据转换为 GIS 的静态点。多光谱和高光谱相机可捕获红外（IR）和紫外（UV）以及传统 RGB

（红色，蓝色，绿色）的图像。多光谱和高光谱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波段的数量，一般多光谱的波段为

3 到 10 个波段，高光谱的波段为数百个。实际上，多光谱图像可用于映射林区，而高光谱图像可用于映

射森林中的树种。两种类型的相机都用于农业、生态、石油和天然气、海洋学和大气研究。他们可以绘

制外来入侵物种的地图，监测作物健康，并帮助进行矿物勘探。对于建筑物检查，多光谱摄像机可以看

到水渗透、管道泄漏、电路过载和机械系统故障。 

云端，地图的机会。无论何时何地，随时随地访问地理空间数据都变得越来越重要，这在一定程度

上受到了物联网（IoT）和智能城市计划的推动。地理空间技术通过提供实时位置数据和分析，来实现

有效且集成的计划。大多数地图提供商已开发了云软件和存储，可帮助组织访问数据以满足其特定要求。

随着云技术的发展，移动计算的进步使相关组织机构能够将 GIS 带到现场，并可以在现场和办公室之间

进行交互，查看、捕获、更新和同步，或者更改所需的信息。现场工作人员可以使用地图为数据添加有

效性，记录观察结果并响应事件。 

GIS 软件也正在协助联网汽车和自动驾驶汽车，这一领域预计将会有显著增长。根据全球市场的预

测，到 2024 年，移动 GIS 软件市场的复合年增长率将达到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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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国防部门在坚持抗干扰和反欺骗 

在国防和安全领域，对抗干扰和反欺骗技术的兴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总体而言，抗干

扰市场大约是整个 GNSS 军用和国防市场的十分之一，但这仍然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根据某个市场报

告披露，预计其增长速度将低于整个市场。从 2018 年到 2023 年，其增长率约为全球 GNSS 行业增长率

的 40％，主要的增长机会来自军事上对鲁棒性和对敌方技术的抵抗力的高需求。   

主要需求是对无人机进行监视、侦察和实战。其他需求包括弹药和制导装置，以及低成本的 GPS

抗干扰解决方案。军事市场推动了民用 GPS 产品和服务的增长，但这种趋势正在扭转，或者说出现反

转，例如，美国陆军轻型坦克快速连续装备了新的民用抗干扰单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