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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联网：

为物流配备北斗管家

“北斗系统的功用绝不仅仅是导航，对
于北斗而言，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它
具有极强的辐射力和带动性。这是我们发
展北斗导航应用必须持有的基本认识。”航
天恒星科技有限公司（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五院 503 所）副总经理彭涛如是说。航天
恒星是我国最早从事北斗地面应用系统研
究的高新技术企业，截至目前已经成功开
发出了应用于测绘、电信、水利、渔业、交通
运输等诸多领域的北斗应用产品。

彭涛介绍了他们与中国石油集团合作
的车联网项目：“这个项目是为了开发能支
持大规模车辆接入的基于北斗导航技术的
物流运输智能感知与位置服务系统，实现
交通运输全要素（即人、车、货、道路、天
气）、全过程（事前、事中、事后、应急等）、全
方位（面向物流企业、货主企业、政府监管
部门等）的智能化监控。”

以全要素为例：在“人”的方面，通过视
频、生理传感器等让监管人员知悉驾驶员
状况，以规范驾驶；在“车”方面，通过 CAN
总线采集发动机转速、油耗、有无锁门等信
息，通过胎压传感器采集车辆胎压信息，通
过北斗系统获取车辆实时位置，实施对车
辆的“三规一限”（即规定线路、规定时间、
规定停车地点、分路段限速）监控；在“货”
方面，通过对石油危化品的温度、压力、液
位进行监控，保证货物安全；在“环境”方
面，通过车载摄像头监控道路周边环境，车
载终端接收外部发布的实时道路交通与天
气信息。

由此可见，通过具有基础性作用的北
斗导航技术“黏合”其他技术，就能为物流
打造一个全方位的北斗管家。彭涛介绍，
基于北斗的智能运输与位置服务系统包含
四个部分：一是由车载智能终端和车载传
感网络组成的车载信息平台；二是由卫星
通信、地面移动通信、地面专网构成的传输
网络，在城市地区依靠地面网络传输，在偏
远地区或地面网络受到破坏时，由卫星通
信替代地面通信；三是以云计算技术为核
心，为上层的监管应用平台提供海量数据
存储、高性能分布式计算等支撑的云处理
平台；四是对运输过程中驾乘人员、车辆、

货物等的状态实施全程监管，并将整个过
程展现在大屏幕上，企业用户及政府单位
均可使用的应用平台。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今年年初出台《关
于推进物流信息化工作的指导意见》，其中
就指出我国物流信息化存在的先进信息
技术在物流行业的应用和推广水平较低
等问题，鼓励积极推进相关新技术在物流
领域的应用，重点支持包括位置服务在内
的多项先进适用技术的研发和应用。这
无疑将会给“北斗管家”提供更多物流领域
的用武之地。

手机LBS：

北斗“扬长避短”显身手

签到、地点交友、社区服务、周边搜
⋯⋯大众对这些智能手机上的新鲜应用并
不陌生。但鲜为人知的是，这些功能的完
成则是依靠在业内称为“万金油”及 3G 时
代的“杀手级”业务——LBS。LBS（Loca-
tion Based Service），即基于位置的服
务。它是通过电信移动运营商的无线电通

信网络（如GSM网、CDMA网）或外部定位
方式(如 GPS)获取移动终端用户的位置信
息 ，在 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地理信息系统)平台的支持下，为
用户提供相应服务的一种增值业务。

“LBS 是卫星导航走向服务型应用的
重要平台。其中，手机 LBS 又是极具发展
潜力的应用领域。”北京华力创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导航产品部市场经理刘鹏辉介绍
说。作为较早挺进卫星导航应用领域的一
家上市企业，华力创通在北斗卫星导航领
域拥有覆盖全产业链的产品线，这其中就
涉及LBS。

刘鹏辉介绍说：“LBS 有两个核心要
素，即定位和通信，北斗导航系统则兼具这
两个核心功能。目前在亚太地区北斗定位
功能已经与 GPS 的精度指标相当，可逐渐
代替 GPS。但由于北斗短报文通信产品
没有形成规模化应用，终端产品价格偏高，
又由于北斗短报文通信的带宽等系统固有
限制，在大众消费领域难以与地面无线通
信网络（2G\3G）形成竞争。但北斗短报文
通信具有更大范围覆盖（内陆及远海），不
受地面因素制约（如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
导致地面网络瘫痪）等优点，因此在应急通
信领域能够发挥重要作用。总之，北斗短
报文通信在需要应急通信的 LBS 应用上
具有市场潜力。”

北斗定位技术具有精度高、覆盖范围
广之“长”，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对终端设
备要求高、室内覆盖不好之“短”。然而，这
恰恰与精度不高但易于实现并且室内覆盖
较好的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定位技术形成互
补。这也为北斗与手机 LBS 业务的无缝
融合提供了巨大的创新动力与应用空间。

机遇大，挑战也不小。刘鹏辉表示：
“LBS最大的市场，是面向大众的消费类市
场，对芯片的集成度、成本、功耗、工艺等方
面有着更高的要求。尽管北斗在建设初期
就已经开始接收机设备研制，经过多年发
展，国内北斗终端研制厂商也相继推出了接
收机核心器件——芯片，但要得到市场的认
可仍然需要一定的时间。总之，北斗导航对
LBS的渗透，还待芯片技术的全面提升。”

“北斗时间”：

不逊于导航的大产业

日常生活中，手表走快或走慢几秒，
几乎对人们造成不了影响。可在电力、电

信、金融等智能化程度高、对时间精度要
求严苛的领域，1 毫秒的误差都有可能造
成十分严重的后果。航天恒星科技有限
公司卫星导航研究室工程师李亚平告诉
记者：“北斗系统进行时间传递和时间同
步的研究成果，已在金融、电力及通信中
得到广泛应用。保证时间的一致性非常
重要，比如金融贸易要有时间点，错了时
间点，可能原来是赚的，就会变成亏了。
所以，这些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与大众
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必须由我们国家自
己掌握的时间系统来保障，这也是国家安
全的需求。”

北斗的授时精度达到单向 50 纳秒。
精确、安全的“北斗”时间改变了我国重要
领域长期采用 GPS 作为主时钟源的无奈
状况。2010 年，“北斗时间”系统首次顺利
引入我国电网数字化变电站，实现电力系
统时间同步，标志着我国电力运行时间完
全依赖 GPS 时代的结束。有专家判断，北
斗卫星授时产品已成为推动北斗广泛应用
的突破点，是未来的大产业。

“北斗时间”在重要领域展露光芒的同
时，也正悄然走进寻常百姓家。北斗授时
手表向民用市场的挺进就是一个例证。这
种采用北斗卫星授时的手表，将传统钟表
技术与现代时频技术、微电子技术、通信技
术、计算机技术等多项技术结合起来，通过
接受北斗二代卫星信号自动校准，使授时
手表显示的时间与标准时间保持精确同
步，时间精度在 0.1 秒之内。同时，这种表
还具有显示军用标准时、温度计、气压计、
高度计、数据存储等功能，下一步还将逐步
发展为能够借助北斗卫星实现定位、导航
和授时三大主要功能的卫星综合信息终
端。业内人士表示，这种航天技术民用产
品很有可能发展为极具科技质感的高端消
费品，从而掀起新的消费潮流。

2012 年，北斗（上海）位置信息综合服
务平台和上海北斗导航及位置服务产品检
测中心（筹）启动建设，通过以北斗卫星导
航定位系统为核心,兼容 GPS，融合移动通
信网络、互联网等多种信息服务资源，为注
册用户提供导航定位、精确授时、数字报文
通信服务和基于位置的增值信息服务。“这
类平台的建设将加速推进‘北斗’融入百姓
生活，带动我国导航产业链的整体发展，使
北斗的定位、导航和授时三大主要功能更
好地惠及百姓，从而吸引更多人参与到北
斗导航应用产业中来，进一步开掘北斗的
应用潜力，使其各项功能逐步发展为一个
个充满活力的产业。”彭涛表示。

社会资本的
企业战略

□ 徐艳飞

本版编辑 钟云华 殷立春

社 会 资 本（Social Capital）和 物 质 资 本 (Material

Capital)、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一样，是资本的一种

形式。社会资本的概念在20世纪后期被提出后，作为社

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受到了越来越多社会学家、经

济学家、管理学家的关注。但对于何为社会资本，学术界

至今尚未达成统一的意见。

我国有学者把社会资本定义为“行为主体所拥有的

内部和外部的非正式关系的总和，这些关系可以为行为

主体带来价值”。非正式关系是相对于正式关系而言。

正式关系，指为法律、法规、契约、规章所确认从而具有明

确约束力的社会关系。非正式关系即为当事者所认可，

但未被法律、法规、契约、规章确认的社会关系。企业社

会资本表现为处于企业内的个人、组织通过与内外部的

长期交流联系、合作互利形成的一系列认同关系，以及在

这些关系背后沉淀下来的历史传统、行为理念、相互信

任、共享规范、行为范式和规则体系。企业社会资本由企

业内部社会资本和企业外部社会资本组成。企业内部的

社会资本，是指企业内部的个人或部门拥有的社会资本

为组织带来价值的部分。企业外部社会资本，是指企业

与外部组织进行互动能为行为主体带来价值的非正式关

系的总和。

社会资本作为企业的一种资源，对组织的发展具有

重要的意义，比如有助于快速获取信息、节约交易费用、

降低创新成本等等。增加企业社会资本的存量对企业的

经营能力和经济效益有直接的提升作用。那么，培育企

业内部社会资本从何入手呢？

培育企业内部的社会资本主要是营造企业内部成员和

部门之间的相互信任、融洽、乐于奉献与合作的文化氛围。

首先，扁平化的组织结构有利于企业内部社会资本

的生成。扁平化的组织结构由于减少了中间层次，有利

于沟通渠道与信息渠道的畅通，从而增加组织内部成员

的交流和联系，促进成员间建立起互相信任、合作的关

系。扁平化的组织也是分权的一种表现，分权有助于发

挥低层组织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有利于组织成员把个人

的社会资本转化为企业的社会资本。

其次，激励机制培育社会资本。物质激励与精神激

励的合理运用，有助于激励组织成员将个人的社会资本

转化为企业的社会资本，即将企业的潜在社会资本转化

为企业社会资本。

其三，重视企业文化对企业社会资本的影响。企业

文化是在企业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建设诚实、信任、公

平、尊重、团结互助、融洽的企业文化，有助于培育员工的

企业归属感和集体荣誉感。尤其是帮助员工建立美好的

愿景和共同的信念，建设以人为本的制度、环境，建设积

极开放的企业文化，将促进企业微观社会资本的积累。

其四，重视非正式组织对企业社会资本的培育。非

正式组织（Informal organization）是指人们在共同劳

动、共同生活中自然形成的，以感情、喜好等情绪为基础

的松散的、没有正式规定的群体。非正式组织对人们的

知识、经验、感情产生积极影响，给其中的个人提供心理

上的支持，从而营造了一种融洽的氛围，也有利于培养员

工之间的合作意识。

企业外部社会资本培育又有何门径？

如果把社会看成一个网络，企业组织就是网络中的

一种结点。某一企业组织在社会网络中是否接近于中心

位置，决定其资源多少与优劣。拥有良好的企业形象、积

极履行社会责任，能力强的企业，外部组织更愿意与这样

的企业合作建立联系。这样的企业将逐渐接近社会网络

的中心位置，当然也随之增加了其外部社会资本。

其一，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有助于增加企业社会资

本。企业形象包括企业员工形象、产品形象、公关形象、

售后服务形象等，是影响企业社会资本的重要因素。拥

有良好形象的企业组织，更容易获得社会信任，外部组织

更愿意与之建立关系，企业更容易增加社会资本存量。

企业要树立良好形象，首先要靠自己的内功——为社会

提供优良的产品和服务，其次还要靠宣传展示能力——

通过各种宣传手段向公众介绍、宣传自己，让公众了解熟

知、加深印象。

其二，履行社会责任培育社会资本。企业社会责任

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还要

承担对员工、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的责任。企业的社会责

任要求企业必须超越把利润作为唯一目标的传统理念，

强调在生产过程中对人的价值的关注，强调对消费者、对

环境、对社会的贡献。努力为消费者提供健康安全的产

品和服务，诚实守信，杜绝欺诈，善待环境，善待员工，善

待合作者，这些都是企业具有一定社会责任感的表现。

如果一个企业为了短期利益，推出假冒伪劣的产品和服

务，欺骗消费者，损害合作者，污染周边环境，它必将付出

社会信任消解的代价，社会资本的增加也无从谈起。

其三，强化企业能力。企业能力指企业实施战略活

动中的所有能力，例如企业与外部组织建立关系的能力、

处理冲突能力、交流技巧能力等。企业能力强，是拥有更

多社会资本存量的表现，同时，也将吸引其他组织与之建

立关系，生成社会资本增量，形成良性循环。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资本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如果

利用得好，社会资本能给社会、企业、个人带来积极的作

用与影响；另一方面，它一旦形成，又会给社会、企业、个

人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正如国外学者波茨(Portes)指出：

“最近的研究至少已经指出了社会资本的四个消极后

果：排斥圈外人，对团体成员

要求过多，限制个人自由以

及用规范压制优秀人才。”社

会资本的存在是客观的。我

们应当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

尽量避免消极影响，从而促进

企 业 组 织 目 标 的 实 现 。

（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
学管理学院）

热点追踪

“掘金”北斗时代
本报记者 董碧娟

北斗时代到来了。在去年底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向
亚太区域提供服务之后，日前中国正在建设的广域室内外
高精度定位导航系统——“羲和”系统，已有效解决卫星导
航普遍存在的室内定位盲区，使北斗具备室外优于1米、室

内优于3米的无缝定位导航能力。目前，该系统已成功应
用到消防、测绘等多个领域。北斗导航系统应用成为各界
关注焦点，“掘金”北斗时代成为业内企业诉求。记者就此
采访相关企业专家，为读者提供进一步解读。

“快！”这是社会各界对北斗导航应用

加速发展的鼓与呼。伴随着北斗系统空

间信号接口控制文件——这一开发制造

接收机及芯片所必备的技术文件的公布，

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将向北斗导航应用

产业进军。专家预计，在今年年中，国外

生产的北斗导航应用产品将开始涌入国

内，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加速自我成长的同

时，还将面临更为复杂激烈的外部竞争。

如何让“北斗”星座之辉凝为驱动经济社

会发展之力，这已经跳出了单纯的“科研”

课题范畴，成为一个系统庞大、挑战艰巨

的“创新”命题。

天上北斗，地上谋。如何谋？

一谋“精”。作为后起之秀的北斗，要

实 现 与 美 国 GPS、俄 罗 斯“ 格 洛 纳 斯 ”

（GLONASS）、欧盟“伽利略”（GALILEO）

等其他卫星导航系统在应用上的同场竞

技，首先就应奋起直追，在技术上做精做

强，通过突破核心技术不断提升北斗民用

终端综合集成能力。使终端设备更加小

型化、低功耗、低成本，在导航芯片、模块

等核心瓶颈和基础类产品上积累更多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自主知识产权，让北斗系

统释放更大的应用潜力。

二谋“广”。我们要多层次多渠道全

面拓宽北斗系统的应用面：通过构建综合

信息运营服务平台，将卫星通信与其他通

信手段有机融合起来，优势互补，满足政

府、行业、区域及大众消费需求；通过加强

顶层设计，完善政策和标准建设，推进示

范工程建设，为北斗在电力、通信、交通等

重要领域的应用构建强力保障；积极推进

北斗与其他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兼容与

互操作，通过国际性协会、联盟、学术会议

等渠道，让北斗充分亮相世界舞台。

三谋“深”。深挖大众多样化的消费

需求，积极探寻与其他新兴产业的结合

点，不断创新导航与位置服务应用新模

式。注重在室内外一体化定位、高精度导

航电子地图、车联网信息服务平台、LBS

等方面不断丰富深化，提供导航、应急救

援、信息查询、娱乐、商务等更加多元、优

质的服务。

谋“精”以强根基，谋“广”以促发展，

谋“深”以求长远。做到“精、广、深”，才能

让北斗——这个凝聚无数智慧和心血的

民族品牌，真正实现为民而谋。

“精、广、深”打造“北斗”品牌
董碧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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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LBS业务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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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卫星导航系统（GNSS）市场容量增长趋势预计 （单位：10亿欧元）

数据来源：汪勇、丁金学，《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市场应用前景》,《中国航天》，2012年第9期。

制图：郎冰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