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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导航系统 3G 时代快到了吗？ 
GPS III/IIIF，是不是第三代卫星导航系统？肯定不是。GPS III，与 GPS I 和 GPS IIA、GPS 

IIR、GPS IIR-M、GPS IIF、GPS IIIF，都是属于 GPS 这一代卫星的不同批次。实际上，GPS 属

于第二代卫星导航系统，而目前的其它 GNSS，包括格洛纳斯、伽利略系统、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均被列为第二代导航卫星系统。而早期的“子午仪”卫星导航系统则是第一代导航卫星系统。那

么，什么时候会有第三代导航卫星系统？有人说，现在就有，这就是北斗系统。因为卫星导航系统

3G 时代的突出特点是卫星通信与导航的融合。由于北斗系统具有双向通信功能，所以被认为具有

卫星导航第三代雏形的系统。 

而真正的第三代卫星导航系统最快会什么时候到来？最为形象的说法是：“远在天边，近在眼

前”。因为近年来，大量低轨通信卫星计划的推出，进而实施，给通信与导航融合卫星系统带来了

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手到擒来的可能性。许多低轨卫星星座均标榜自己可以增强卫星导航系统，这

话不假，但是现在的 GNSS 已经有那么多“多模增强系统”在众星捧月，还需要低轨卫星增强吗？

而且也没有见到哪个低轨星座，在认认真真地采取了增强的行动措施。大多数是说说而已。这方

面，从事导航工作的人士，已经受到过许多次忽悠，原来一直在做移动通信与导航结合的梦，早期

听说 3G 有定位功能（当然不是基站定位），愣没有见到结果，后来又说 4G 有定位功能，还是没

有结果。现在还在说 5G 有定位功能，但是能够落实到什么地步，至今也没有一个人能够讲得清清

楚楚。这说明必须要在总体顶层设计中有个明确的规划，才能够真正把导航与通信的融合做到家。

也就是要有导航的专家人士在系统规划设计时具有足够的话语权，才能名正言顺地在系统中占有一

席之地。近年来，有一些文章中，业已对卫星导航与通信的融合，进行了探讨，我觉得只停留在技

术层面，或者说是纸面上说说，这远远不够，而是需要有一定工程基础的论证建议，提供决策部门

参考与采纳，在商业航天甚嚣尘上的今天，提出卫星导航与通信融合的新兴方案，可能会成为一种

清流，能够有令人刮目相看的观感和联想。 

去年冬天，我在微信公众号上，发过一篇题为《利用宽带低地球轨道（LEO）星座的导航》的

文章，而且讲了可能性与优势，其来源于《Navigation》杂志。近日又在《InsideGNSS》发现了一

篇文章，提出“新时代的卫星导航：使用低地轨道卫星信号同时跟踪和导航（STAN）”的论点。

实际上，还是卫星导航与通信的融合使用，这很可能成为卫星导航系统 3G 时代的宣言。 

当今的车载导航系统将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NSS）接收机与惯性导航系统（INS）结合在一

起。在受到 GNSS 挑战的环境中，低地球轨道（LEO）卫星信号是特别有吸引力的 INS 辅助信号

源。 

卫星导航行业信息简报 

上海产业技术研究院卫星导航产业发展战略研究中心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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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年中，LEO 卫星将以有利的天空几何结构大量可用，并将在几个频带内发射，从

而使其成为精准而强大的导航源。文章介绍了一个框架，当 GNSS 信号变得不可用时，它使导航车

辆能够从 LEO 卫星信号中提取伪距和多普勒测量值，同时跟踪 LEO 卫星。这种同时跟踪和导航

（STAN）的框架，已在现实的模拟环境中进行了演示验证，并在地面车辆和无人飞行器（UAV）

上进行了实验，证明了能够实现米级精度的导航潜力。 

 

图 1：现有的和未来的 LEO 卫星星座 

 

弹性和精准的定位、导航和授时（PNT）在安全关键的网络物理系统（CPS）里，例如航空和

运输中至关重要。随着这些 CPS 向完全自主的方向发展，其 PNT 系统的要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加严格。没有人工干预的条件下，不准确的 PNT 解决方案，或更危险的是，PNT 系统故障，都可

能会造成无法接受的后果。 

通常车载导航系统实现 GNSS 接收机与惯性导航系统（INS）耦合。通过两个系统耦合，可以

利用相关子系统的互补特性：INS 的短期精度和高数据速率，以及 GNSS PNT 解决方案的长期稳

定性，以提供定期校正。但是，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GNSS 信号变得不可靠（例如，在城市峡谷

中或茂密树林植被影响），不可用的情况下（例如，由于无意的干扰或故意的干扰）或不可信的情

况下（例如，由于恶意的欺骗攻击或系统故障），此情此景条件下，如果导航系统仅仅依靠独立的

惯性测量单元（IMU）数据，由于误差的累积并最终导致结果发散，从而损害了车辆的有效和安全

运行。 

机会信号是可以在 GNSS 挑战环境中使用的 PNT 源。这些信号包括 AM / FM 广播、蜂窝、数

字电视和低地球轨道（LEO）卫星。机会信号已被证明是可以在地面车辆上提供独立米级精度的导

航解决方案，在飞机上提供厘米级的精度导航解决方案。此外，这些信号已被用作 LiDAR 和 INS



2019 年第 17 期／总第 121 期  2019 年 9 月 30 日 3 

 

  
版权所有：上海产业技术研究院卫星导航产业发展战略研究中心 

 

  

 

 

我国成功发射第四十七、四十八颗北斗导航卫星 

在举国上下喜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任务一线再传捷报。

2019 年 9 月 23 日 5 时 10 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及配套远征一号

上面级），以“一箭双星”方式成功发射第四十七、四十八颗北斗导航卫星。 

两颗卫星均属于中圆地球轨道卫星，是目前在建的我国北斗三号系统的组网卫星。经过 3 个

多小时的飞行后，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后续将进行在轨测试，适时入网提供服务。 

目前，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全球组网发射已进入倒计数，北斗将与其他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并肩为全

世界提供精度更高、运行更稳定、功能更可靠的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成为面向全球的重大公

共服务空间基础设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中国贡献”。 

此次发射的北斗导航卫星和配套运载火箭（及配套远征一号上面级）分别由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所属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和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抓总研制。这是长征系列运载

火箭的第 312 次飞行。 

 

我国与伊拉克签署卫星导航合作谅解备忘录 

在喜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北斗国际合作又传佳音，伊拉克与我国签署卫星导

航合作谅解备忘录，北斗朋友圈再添“新伙伴”。 

9 月 23 日晚，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伊拉克共和国总理阿卜杜勒·迈赫迪的见证下，中国卫

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主任冉承其和伊拉克通讯部长鲁拜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卫星导航领

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标志着中国和伊拉克在卫星导航领域正式建立合作机制。 

该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是落实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开幕式上提出的“推

动中国北斗导航系统服务阿拉伯国家建设”倡议的重要举措，是北斗“走出去”的又一重大成

果。根据谅解备忘录，双方将持续推动两国在卫星导航领域的交流合作，在公共安全、能源、农

业、交通及港口管理等领域推动北斗应用合作，开展学术交流互访，联合建设北斗/GNSS 中心，

加快推进北斗系统更好服务伊拉克国家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 

此次，伊拉克总理迈赫迪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邀请，于 9 月 19 日至 23 日对我国进行正式访

的辅助源。 

LEO 卫星是受到 GNSS 挑战的环境中 INS 的特别有吸引力的辅助资源，原因有很多。首先，

与位于中地球轨道（MEO）的 GNSS 卫星相比，LEO 卫星距离地球的距离大约是 20 倍，这使

LEO 卫星接收到的信号明显更强大。其次，与 GNSS 卫星相比，LEO 卫星以更快的速度绕地球运

行，这使 LEO 卫星的多普勒测量更具吸引力。第三，OneWeb，波音，SpaceX（星链

Starlink），三星，开普勒，Telesat 和 LeoSat 最近宣布通过卫星向世界提供宽带互联网的消息，

将使数千颗新的 LEO 卫星投入运行，从而拥有更丰富的信号和频率以及更多样性的方向（如图

1）。 

“壮丽 70 年，奋斗新时代！”《卫星导航行业信息简报》与各位读者共同热烈庆祝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 

另恰逢国庆假期，本刊下期发布日期定于 10 月 31 日。 

 

【大事速报-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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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后续，中伊两国将保持双方长期稳定的能源伙伴关系，扩大产能、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合

作，助力伊经济多元发展，实现互利双贏，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北斗亮相第 88 届土耳其伊兹密尔博览会中国伙伴国展览 

2019 年 9 月 6 日至 10 日，第 88 届伊兹密尔博览会在土耳其举行，中国以伙伴国身份参加

了此次博览会，设立了约 2000 平米的中国伙伴国展览，展览分为国家形象、企业和地方三个展

区。在中国贸促会的大力支持下，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组织兵器工业集团等单位，在中

国伙伴国国家形象展区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与中国未来空间站、轨道交通车辆与彩虹鱼万米级无

人深潜器作为典型中国先进科技成就进行展示，这是北斗系统首次在土耳其亮相。 

此次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展展示了北斗系统工程建设、国际合作的最新进展，以及在智慧城

市、交通运输、减灾救灾、精准机控、无人平台等领域的应用成果；通过系列芯片、模块以及各

类应用终端等实物展品，使观众对北斗应用产品有了直观的了解。 

展会期间，土耳其贸易部部长鲁赫萨尔·佩克詹、伊兹密尔市市长童驰·索耶尔以及广大土

耳其民众参观了北斗展台，当地民众对北斗系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北斗系统组网模型前，观

众询问了系统的主要功能、服务性能和卫星数量等，当看到在土耳其当地能够收到 7 颗北斗卫星

信号时，对中国能够建造先进的卫星导航系统表示出赞叹和钦佩，纷纷在组网模型前合影留念。   

众多展品中，北斗手表、短报文应急终端、儿童终端、北斗手机等成为当地民众关注的重

点，参展代表向观众详细介绍了其主要功能特点、性能指标以及应用场景，多数观众表示希望相

关产品能够尽快进入土耳其市场，为土耳其民众提供服务。  

通过此次展示活动，使当地各界人士对北斗系统有了更深的认识，同时了解了土方对于卫星

导航应用的需求，对于后续开展中土卫星导航应用领域合作，加快北斗系统服务“一带一路”国

家实施进程有积极的推进作用。 

北斗助力赛事裁判工作智能化 

创办于 2006 年的中国-东盟国际汽车拉力赛已成功举办 12 届，被誉为“友谊播种机”，成为

深化中国与东盟国家及周边地区友好交流合作的重要活动和良好平台。2019 年 9 月 11 日，本届

中国-东盟国际汽车拉力赛从中国南宁出发，途经越南、老挝、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当

拉力赛进入曼谷，18 天的赛程已过半，参赛车辆上安装的北斗汽车拉力赛裁判终端，一直记录着

比赛的行进轨迹。 

本次赛事的裁判主管介绍，拉力赛已终结人工计时、测速，借助北斗汽车拉力赛裁判终端，

实现裁判工作的智能化。此前拉力赛的计时、测速设备缺乏，让裁判工作不仅显得繁琐，而且人

工痕迹颇多。2015 年，随着北斗汽车拉力赛裁判终端加入比赛，问题逐渐得到解决。该终端采用

中国自主研制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利用人工智能和高精度定位系统，能够精准评判计算每支车

队、每辆汽车的行驶数据，并随时跟踪汽车的行进轨迹。 

近年来，北斗汽车拉力赛裁判终端不断升级。“此前该终端需要通过线路连接到车辆，数据

生成在终端自带的存储介质中，每天比赛结束后，裁判仍需要通过导出数据，进行相关测算。”

工作人员介绍，今年该终端在车辆启动后每秒都产生一个数据，传到服务器终端，“裁判只需要

一台手机，就能够实时看到车辆行进轨迹，平均时速等数据”。比赛的精确度、公平性不断提

高，也更具观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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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N GNSS+ 于 9 月中旬在美国迈阿密召开 

2019 年 9 月 16-20 日，2019 年美国导航学会 ION GNSS+ 大会及展览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

迈阿密的迈阿密凯悦酒店举行。ION GNSS+ 是全球最大的 GNSS 技术会议，是 GNSS 技术、产

品和服务的展示大会。会议汇聚 GNSS 及相关定位、导航和授时领域的国际领导者，介绍新的技

术，探讨当前的政策，展示多样化的产品并交流观点与想法。 

日程的前两日是大会的预备会阶段，9 月 16 日下午，ION 呈现了由“ION 大师”（ION 

Masters）教授的免费短期课程，ION GNSS+ 的付费参会者都可以参加本次课程。所有的讲师都

是经国际认证的 GNSS 领域专家和教育家。9 月 17 日，会议组织进行了会前教程（ION GNSS+ 

Tutorials），本次教程是以在教室中授课的形式进行的，ION 为与会者提供了 GNSS 相关特定学

科的深入学习机会。参会者可以提前在相关网站下载学习笔记。当日晚间，ION 召开了全体会

议，ION 向全体参会者介绍了会议的亮点及技术委员会的成员，并宣布了大会的开幕。同期，在

会场还召开了第 59 次美国 GPS 民用服务接口委员会会议（CGSIC）。 

今年，ION 的技术会议分为两个部分，分别为“商业和政策会议”以及“研究会议”。在 9

月 18-20 日三天的议程中，共探讨了 38 个不同的议题，包括“智能手机原始 GNSS 测量数据应

用”、“GNSS 增强系统和完好性”、“PNT 安全和鲁棒性”、“大气科学和 GNSS 的空间应

用”、“低成本高精度 GNSS 定位”、“GNSS 拒止环境下的技术”等…… 

 

Orolia Defense & Security 完成对 Talen-X 公司的收购 

Orolia 国防与安全（Orolia Defense & Security）已完成对 Talen-X 公司的收购，Talen-X 是

一家专门从事高级 GNSS 解决方案以及干扰检测和缓解（Interference, Detection And Mitigation, 

IDM）技术的美国公司。 

Orolia 国防与安全公司总裁 Hironori Sasaki 表示，对于 Talen-X 的加入，公司感到十分高

兴。Talen-X 提供了互补的解决方案组合，并为团队带来了多年的高级 PNT 经验。我们期待通过

提供更多的资源和功能来延续他们的增长，同时确保对其现有客户的支持。 

在 2019 年初，Orolia 国防与安全从其母公司 Orolia 分离出来，其使命是为美国政府机构、

美国国防组织及其承包商提供弹性 PNT 解决方案和定制化的工程服务。 

Orolia 国防与安全是受代理监管的公司，不受外国所有、控制和影响（FOCI）。 因此，该公

司被批准可从事美国政府机密和非机密项目的全部工作，并被定位为支持开发国防市场关键 PNT

技术的战略合作伙伴。 

Orolia 国防与安全部工程总监 Tim Erbes 表示，我们的创新文化和已证明的测试能力，将补

充 Orolia 的技术专长，并显著提高军事行动的可靠性、性能和安全性。此次收购还使 Talen-X 的

现有资源、运营和能力得以扩展，以更好地为作战人员提供支持。 

 

INTERGEO 2019 在德国斯图加特召开 

9 月 17 日，为期三天的 INTERGEO 2019 在德国斯图加特展览中心举办。由博览会和会议组

成的 INTERGEO 是世界上最大的测绘、地理信息和土地管理活动，每年在德国的不同地区举

办。会议重点关注当前来自政治、行政、科学和工业领域的问题，其目标是利用其展示的地理-信

息技术（geo-IT）潜力促进众多目标市场的流程优化。 

【大事速报-国际】 

 

http://www.oroliad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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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大地测量、地理信息和土地管理国际贸易展览会、会议及空中解决方案

（INTERAERIAL SOLUTIONS）、智慧城市解决方案（SMART CITY SOLUTIONS）、地理事

业（GEOCAREER）和地理创新校园（GEOINNOVATION CAMPUS）（后两者重点关注招聘及

就业机会）等多个主题平台吸引了来自 100 多个国家的 20,000 名参观者来到斯图加特的展览

馆。共 705 家参展商展示了他们围绕大地测量、geo-IT，地理信息、建筑信息模型（BIM）、无

人机和智慧城市的解决方案。对于主办方德国测绘、地理信息和土地管理协会（DVW e.V.）来

说，这种积极的反应是数字化时代中地信行业蓬勃发展的标志。 

INTERAERIAL SOLUTIONS（IASEXPO）、展会、论坛和飞行区一起组成了欧洲最大的

B2B 无人机展览，专用于民用。来自 20 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先无人机供应商向国际专家展示了他

们的解决方案和应用，这些专家包括来自全球无人机界的顶级决策者，主要行业内公司的管理人

员和政治代表。今年，第三届“无人机先锋奖”（2019 年）由瑞士公司 RIGITECH 的创新型空

桥货运无人机获得。START-UP SESSION 的获胜者是总部位于伦敦的 FLOCK 公司，其创新的

基于数据的“即飞即付”保险不涉及任何年度合同或管理费用。 

中国多家卫星导航行业内企业远赴德国参加了本次展会。合众思壮设置了 UniStrong、

STONEX、Hemisphere 三大展区，分别展示了基于天琴二代的全新高精度板卡、全新一代 RTK

接收机、全站仪、三维激光扫描仪等高精度产品，全面展示了从高精度核心技术、板卡部件、终

端设备、解决方案、服务平台的全产业链产品与服务；华测导航携最新产品 i90、Alpha3D、

APACHE3 无人船、LT700H 工业级平板等产品第 14 次亮相 INTERGEO；北斗星通和旗下和芯

星通、华信天线、Rx Networks、佳利电子参展，参展的自主卫星导航定位芯片、模块、板卡、

天线以及 A-GNSS 数据服务等得到广泛关注；司南导航展示了汇聚自主核心技术的高精度芯片、

模块、终端等新产品，包括 Q3 芯片、K727、K703 高精度模块和 T3、M10、M100、M900 高精

度接收机以及其它高精度领域的系列产品、多行业解决方案、市场应用等…… 

据了解，INTERGEO 2020 将于明年 10 月 13-15 日在德国柏林举办，而 2021 年和 2020 年

会议的举办地分别为汉诺威和埃森。 

 

一网和铱星宣布将联合提供服务 

9 月 17 日，铱公司（Iridium）和一网公司(OneWeb)宣布将联合提供服务。双方在铱公司于

加州科罗纳多举办的合作伙伴年会上签署了一项谅解备忘录。虽然都在开展低地轨道通信业务，

但铱公司和一网的业务类型并不相同。铱公司 CEO 德希早就宣称，该公司由 66 颗卫星组网的星

座与宽带创企一网并不存在竞争关系，因为双方所用频率不同。 

铱公司最近建成的“下一代铱”星座采用非常稳当但吞吐量偏低的 L 波段。该公司打算通过

称为 Iridium Certus 的一项服务提供速度可达 1.4 兆比/秒的语音和数据服务。一网的星座拟由

650 颗卫星组网，现有 6 颗卫星在轨，采用较高的 Ku 波段频率，缺点是信号偏弱，但优点是吞

吐量明显提高。一网主管政府业务的副总裁布朗称，该公司将能向用户提供数百兆比/秒的上网速

度。他说，一网预计其普通客户想要的速度约为 50 兆比/秒。 

布朗说，海事很可能成为双方初期的合作重点，因为按国际海事组织的要求，绝大多数船只

都要配备铱公司或国际移动卫星公司的应急通信终端。他说，一网可为那些船只增配吞吐量更高

的通信设备，用于船员福利和其它用途。德希说，铱公司和一网仍在就最终将如何合作进行磋

商，涉及实物产品、商业途径和后台运行解决方案。在海事方面，他预计双方合作将有助于铱公

司同国际移动卫星公司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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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空间产业暨北斗导航技术应用展览会顺利举办 

作为第 21 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的重点核心展览，2019 年空间产业暨北斗导航技术应用展

览会（以下简称“空间产业展”）于 9 月 17 日在国家会展中心 5.2H 馆胜利开幕。空间产业展由

上海市国防科技工业协会和上海卫星导航定位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共同承办，至今已成功举办

6 届，展会积极对接国家战略，聚焦我国空间信息资源优势，推动空间信息在各行各业及全社会

的应用，助力空间和北斗产业迅猛发展。 

本届空间产业展以“创新引领、融合发展”为主题，集中展示了空间产业及北斗导航领域的

最新发展和前沿技术，展会总体规模达 6000 平方米，其中展览区域面积 4200 平方米、对接区

域面积 1800 平方米，征集了 24 家展商的数百项先进技术与产品。为更好推进空间产业发展，表

彰参展单位展出的优秀成果，本届空间产业展经“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孙家栋院士领衔的北京、

上海专家组审定，共有 20 项优秀项目获得本届展会特别荣誉奖、创新奖和产品奖，中科院微小

卫星创新研究院《北斗三号组网卫星》、上海宇航系统工程研究所《多星发射上面级》获得本届

空间产业展特别荣誉奖；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翼型风帆助推”超大型原油船》、中航

空管系统装备有限公司《低空空域管理服务系统》获得创新金奖；上海华测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华测 LandStar 大地测量处理系统》、上海空间电源研究所《50kW 车用燃料电池系统》、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九研究所《5G 用旋磁材料》获得产品金奖；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

七一二研究所《高温超导电机》、上海无线电设备研究所《77GHz 汽车毫米波雷达》、华东理

工大学《低温固化高性能聚三唑树脂及其复合材料》获得创新奖银奖；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

七一六研究所《海洋北斗定位增强及应用服务系统》、上海宇航系统工程研究所《智能巡检机器

人》、上海焦耳蜡业有限公司《PCM 高焓值相变蜡》获得产品奖银奖；上海雪湖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目标识别算法神经网络 FPGA 加速器》、上海创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数字化北斗仿真平

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船舶管件“先焊后弯”加工自动化装备》获得创新奖；上海

广电通信技术有限公司《KEC 系列电子海图信息与显示系统》、航天工程装备（苏州）有限公司

《铝合金轮毂智能化搅拌摩擦焊生产线》、上海航天电子通讯设备研究所《反无人机多通道光电

探测与跟踪识别系统》、上海协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基站智能用电综合管理系统》获得产品

奖。 

空间产业展自诞生以来，一直得到上海市委市政府、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上海市经济和

信息化委员会张建明副主任、上海市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韦平副主任，和来自上海市科学技术委

员会、上海卫星导航定位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华东理工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市军民融合发展研

究会、上海军民两用科学技术促进会、上海市工商联科技商会、上海高新产业融创服务战略联

盟、中国银行、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驻沪军工集团及各参展商代表的领导出席了本届

空间产业展开幕式，并到空间产业展区巡馆。 

 

布朗说，军事用户也会从铱公司与一网公司的服务联姻中受益。他说，国防和安全用户希望

有尽可能高的可用性，而在处于对抗环境下的车、船或飞机上有两种甚或三种方案可选将使其使

其拥有优势。双方在一份新闻稿中称，他们的伙伴方将会建造能同时利用双方星座的终端。 

一网的下次发射定于 12 月份进行，采用的将是由阿里安航天公司经营的俄制联盟号火箭，

地点是拜科努尔。该公司打算于明年开通部分服务，2021 年全面开通服务。 

【上海专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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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发出首张自动驾驶商用牌照 

9 月 22 日上午，国家智能网联汽车(武汉)测试示范区正式揭牌，百度、海梁科技、深兰科技

拿到全球首张自动驾驶商用牌照。这意味着，这些公司不仅可以在公开道路上进行载人测试，也

可以进行商业化运营。 

“商用”在自动驾驶领域是一条红线，很多地方政府对此慎之又慎。以建立了国内首个国家

级智能网联汽车试点示范区的上海为例，近期也只是颁发了首批智能网联汽车的“示范应用”牌

照。获得“示范应用”牌照的企业可先行在城市道路中开展示范应用，探索智能网联汽车的商业

化运营。这也是自动驾驶在国内向商业化迈进的第一步。但“示范应用”与“示范运营”仍有着

显著区别，“示范应用”只是“预商业化”的过渡阶段。而武汉颁发的商用牌照则正式拉开国内

自动驾驶商业化的大幕。武汉也成为率先在全国迈出无人驾驶商业化应用的城市。尽管武汉智能

网联汽车测试示范区刚刚揭牌成立，但武汉尝试着“一步到位”，给予企业尽可能大的探索空

间。此次率先首发商用牌照，足见发展自动驾驶的“雄心”。 

 

 

全球高空航空平台市场将快速增长 
根据市场研究公司 BIS Research 最新发布的报告《2019-2029 年全球高空航空平台站

(HAAPS)市场分析与预测》，HAAPS 市场 2018 年的收入为 6.007 亿美元，预计到 2029 年将达

到 19.8 亿美元，在 2019-2029 年预测期内的复合年均增长率（CAGR）为 11.80% 。 

HAAPS 是一种长续航能力无人平台，能运行在 17-23km 的平流层高度上，留空数周乃至数

月。与传统卫星和地面系统相比，HAAPS 被认为是一种具有竞争优势的高效技术。根据平台类

型，HAAPS 具体可分为无人机、飞艇和气球等。 

全球 HAAPS 市场主要由全球公共安全国防开支的增长，以及 HAAPS 相对于传统卫星和地

面系统的竞争优势等因素所驱动。此外，各种应用对太阳能技术及 HAAPS 技术日益增长的需求

也在推动 HAAPS 整体市场发生增长。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空客公司、雷文航空之星（Raven Aerostar）公司、泰利斯阿莱尼亚

航天公司、拜伊航空（Bye Aerospace ）公司和洛恩（Loon）公司是涉及 HAAPS 行业的一些重

要厂商。随着 HAAPS 的发展机遇不断涌现，为扩大自身的业务，这些厂商正积极通过建立合

作、签订合同和联合投资等战略来开发市场创新解决方案。此外，广泛的研发活动和合规的监管

环境也是保障这一市场持续增长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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