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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产业新兴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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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导航分享产业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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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传统 GPS占据市场 95%以上，几乎

一统天下的局面，北斗导航作为后来者，在起

步阶段就注定了只有竞争才能茁壮成长。

去年底，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正式向亚

太地区开放的同时，也公布了ICD文件（即北

斗系统空间信号接口控制文件），这是开发制

造北斗接收机及芯片所必备的技术文件，也

就是说国外优势厂商也将有机会参与北斗市

场的竞争，大家同台竞技，一场“大 PK”在所

难免。

导航产业链分为上中下游，上游包括导

航天线、芯片、板卡、导航地图等基础产品；中

游为导航终端产品；下游则是运营服务。北斗

导航与美国GPS的发展应用大抵相同，分为

特殊应用领域、行业应用领域、大众消费终端

领域。

虽然有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但北斗应

用发展依然任重道远。毕竟，在国内市场

GPS当道已逾10年，用户在形成深刻应用体

验的同时，对卫星导航技术性能、应用价值及

市场价格均形成了一定的惯性和认知。技术

性能方面，北斗导航卫星系统的软件服务还

处于测试阶段，没有普及。应用价值方面，北

斗特殊的短报文通信功能其市场存在一定的

局限性。而市场价格方面，目前的北斗更不

具优势。

所以说，北斗在导航市场上还不成熟，各

方面都还不能与GPS同日而语，还有漫漫长

路要走。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也有自己的优

势，具备通信功能，能够同时解决“我在哪”和

“你在哪”的问题，这是目前全球卫星导航系

统所没有的。此外，GPS对我国开放的是民用

精度，在特殊应用市场只有我国自主的北斗

产品能够满足高精度和高安全度定位导航的

需求。

不言而喻，北斗系统的建设和运行成为

国家战略，在国家政策的重举下，北斗产业发

展机遇前所未有。北斗应用所面对的国内巨

大民用市场需求是我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

产业发展的最大优势，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

展空间，国内市场的机遇也是前所未有的。

面对产业发展“小、散、乱、低”的挑战，北

斗还需加快融合创新，眼下的策略是“各个击

破”，先从重点领域如公共安全、应急救援等

进入，逐步占领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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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考用上

北斗导航

上海最快超级计算机系统上线上海最快超级计算机系统上线

本报讯 记者刘瑾报道：在近日召开的“第三十一届
中国江苏国际自行车电动车及零部件交易会”开幕当天举
办的“中国电动自行车产业创新高峰论坛”上，中国自行
车协会理事长马中超透露，目前我国电动自行车的社会保
有量已经达到 1.62亿辆。

马中超表示，中国电动自行车产业已经连续保持了
10 多年的高速增长，特别是近两年来，年产销量都超过
3000 万辆，去年更是达到了 3505 万辆，说明电动自行车
根植于消费者的需求。“据最新测算，目前电动自行车的
社会保有量已经达到 1.62 亿辆，这是 2012 年底的数字。
据国家统计局对 316 家规模以上企业的统计显示，今年 1
至 8 月份电动自行车的产量为 1579.8 万辆，与 2012 年同
期相比增长了 16.2%。规模以上企业这 8 个月的主营业务
收入是 437.4 亿元，同比增长了 24.2%，利润总额为 23.1
亿元，同比增长了 34%。”

对于最受关注的新国标话题，江苏省自行车电动车协
会相关人士对外透露，“新国标”将在明年“两会”之前
正式出台。速度、重量、安全性无疑成为了此番新国标最
为引人关注的几大关键词。此外，“新国标”中还将添加
20 多项关于安全的新标准，技术门槛更高了。通过新一
轮洗牌，未来电动车行业应当像现有的家电行业一样，通
过市场优胜劣汰，最终形成全国性、区域性、地方性三个
阶梯的 50 个左右的成熟品牌，甚至保持在 20 个以内，以
此促进电动车行业的整体优化。

电动自行车保有量超 1.6 亿辆

驾校的场地技能考试正在进行。只
见，场地边上立着一个类似小卫星锅一
样的“小蘑菇”，车内有摄像头，考官坐在
一旁的电脑前看着显示屏。

坡道定点起步停车、直角转弯、曲线
行驶、侧方停车、倒车入库，学员将几个
规定动作做完后，将车辆停稳，电脑上立
刻显示：“考试合格”。

“神了，汽车压没压线电脑全看在眼
里，而且一清二楚。”站在一旁观看考试
的学员们惊呆了。“在监控中心里的警官
也能看到。”考官接过话茬说，这就是基
于我国的北斗卫星开发的驾驶人智能考
试系统，考生驾驶车辆的运行轨迹实时
显示在监控中心。考生有异议，也可全
程视频回放。

据了解，该系统可直接输出驾校科
目考试中各个项目的判定结果。如车辆
某一个车轮是否压圆饼，车辆侧方停车
时是否压边线、是否压出库线，定点停车
是否进入合格区域等。北斗智能化驾考
系统不受场地条件限制，场地改造和后
期维护、技术升级成本低。

这套系统的功劳归功于北斗卫星导
航系统。那个考场外的“小蘑菇”就是不
断接收天上北斗卫星信号的装置，由它
传输到北斗移动终端上，终端再连接到
电脑屏幕，才使车辆的行驶状况全部能
反馈在显示屏上。

“考试车辆的车身上，遍布着不少于
32 个点位可以被北斗卫星信号‘锁定’，
由此车辆全视角就显示出来，哪怕厘米
级的识差也可被系统发现。”提供该套系
统的北京星网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徐烨峰告诉记者，这套驾考系统
能自动评判，自动生成成绩，电脑成为

“判官”，有效杜绝了“人情考”等情况的
发生，体现了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同
时，系统严格的综合研判，可以严格驾驶
人考试管理，从源头抓交通安全，杜绝

“马路杀手”。
徐烨峰说，星网宇达开发的这款“北

斗驾考”有 5 大系统，包括车载分系统、
考试软件分系统、项目场地分系统、测绘
分系统以及考试控制中心。其最大的创
新就是北斗导航技术成功应用于国内的
驾考，实现了驾考的信息化、智能化，以
及信息的互联互通。

目前，GPS 已占领我国卫星导航民
用市场 95％的份额，伽利略系统也瞄准
了中国巨大的市场，北斗系统的应用面
临着在夹缝中求生存的状况。在今年举
办的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年会上，
一些单位研制的智能导航搜救系统、高
性能卫星导航接收机、北斗导航驾考系
统等纷纷面世。种种迹象显示，北斗产
业化正在走向成熟，而北斗驾考系统正
是产业化中的一道亮色。据统计，到
2015 年，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产值
将超过 2250 亿元。未来将有更大的市
场等待更多的企业去开拓。文/龚 玺

这张拼版照片显示的是：技术人员在检查山东即发集

团厂房屋顶太阳能光伏发电设备（左图，2013 年 10 月 24 日

摄）；即发集团纺纱生产车间利用屋顶太阳能光伏发电站产

生的电能生产（右图，2013年 10月 24日摄）。

位于山东即墨的即发集团是一家年产值90余亿元的大

型民营纺织服装企业，该集团建设有8兆瓦屋顶太阳能晶体

硅光伏电源，“绿色”电能让该企业实现了持续低碳发展。

近年来，山东省即墨市民营企业发展迅猛，总数达到

12000 余家。即墨市针对企业厂房闲置屋顶面积大、企业

转型升级能源需求结构变化的现状，大力推广企业屋顶光

伏发电。截至目前，即墨市有效利用厂房屋顶面积达 30 余

万平方米，光伏发电规模达 23 兆瓦，年发电量 2260 万千瓦

时。光伏电能不仅缓解了高峰限电，还降低了纺织、轮胎、

电子等企业的用电成本，年平均可节约标准煤 7458 吨，减

排二氧化碳 18421吨，创造了可观的绿色生态效益。

梁孝鹏 摄（新华社发）

本报讯 记者李治国报道：上海地区性能最强、也是
高校领域性能最强的超级计算机“π”系统日前在上海交
通大学上线运行，该系统峰值性能达到 263 万亿次，位列
最新全球 Top500 榜单第 158 名。“π”系统由浪潮公司
设计构建，将用于支撑高端前沿科研，俗称“人造太阳”
的惯性约束核聚变项目就是其中之一。

惯性约束聚变是世界性的科技挑战，美国、日本、俄
罗斯、欧盟都积极投入，目的是在可受控的范围内实现聚
变，和平利用人类的终极能源——聚变能。2012 年上海
交大牵头的 IFSA 协同创新中心致力于激光聚变科学研究
与应用。

据介绍，更高性能的超级计算机的出现，将大大增加
理论模拟的能力，尽可能真实的对惯性聚变中的物理过程
进行模拟，可以大大加快研究进程，让人们早日实现可受
控的人造小太阳。随着计算技术从千万亿次向百亿亿次的
推进，极端条件下的物理学研究也将走进新的时代。

本报讯 近日，总投资 6 亿元，全球最大的制冷片生
产企业、香河泰华致冷科技有限公司新建年产 1000 万件
半导体制冷片及 500 万套整机系列产品项目落户河北香
河。该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年销售收入 36500 万元，实
现利润 11199 万元，上缴税金 3000 万元，吸纳就业人员
500人。

据悉，该公司生产的半导体致冷片可以替代压缩机，具
备无污染、无噪音、体积小、重量轻等优点，2 秒钟可以达到
滴水成冰的制冷效果。80%以上的产品出口国际市场，在
河北香河现代产业园建设新厂区后，除了企业产能翻番外，
他们还与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冶金研究院等单位共同组建
研究所，开发半导体制冷器模组等新产品及整机产品，通过
延展产业链条使产品的附加值得到大幅提升。

目前，该公司已成为全世界产销量最大的半导体制冷
器及专业半导体控温系统的生产企业，吸引了德国 IPV、
瑞典 PURCELL、哥伦布户外用品、海尔、美的、台达、
美固及等众多国外客户前来发展合作。（张 健 李新颖）

全球最大制冷片项目河北香河投产

光伏发电

助力企业绿色发展

在日前举办的 2013 北京国际风能大
会上，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
司长王骏表示，随着近年来风电产业的快
速发展，现有的电力系统运行和管理体制
不适应大规模风电并网的需求、各类电源
规划缺乏统筹衔接、风电并网运行技术水
平有待提高等问题也日益凸显，造成了严
重的弃风限电问题。质量和健康是风电产

业发展的基础，应该得到提升和改善。
开发利用风能具有很多优势，它可以

改善能源结构、增加能源供应、促进经济发
展、降低温室气体排放、保护地球环境、拉
动就业尤其是改善偏远地区就业形势。

经过多年实践，我国风电技术水平不
断提高，单机容量不断扩大，发电成本大幅
下降。预计 2013 年年底，全国风电装机将
超 过 7500 万 千 瓦 ，风 电 发 电 量 将 达 到
1400亿千瓦时。

纵观全球，风电也越来越受到世界各
国的追捧。到 2012 年底，全球风电装机达
到 2.82 亿千瓦，全年新增 4460 万千瓦。风
电 在 全 世 界 电 力 供 应 中 的 占 比 达 到 了
2.6%。开发风电的国家和地区也已经增加
到了 110 多个，其中实现规模化商业运营
的国家增加到 90 个。在一些国家和地区，
风电已经在电力供应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2 年，欧洲风电满足了 7%的电量需求，
美国风电电量的占比也大幅增加到 3.4%。

王骏指出：“目前，随着风电装机容量
的快速增加，由于风电设备质量问题引发
的事故也在增加。所以确保风电设备质量
是风电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首先，积极推进电力系统运行管理的
改革，争取实现风电优先上网，加强重点地
区弃风限电问题的研究和运行监管，制定
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同时争取出台实施
可再生能源配额制。争取用 2 至 3 年时间，
基本解决弃风限电问题。

第二，完善风电开发管理体系，加强风
电产业规划引导，确保风电平稳有序增
长。近年来，低风速风机的技术发展迅速，
使得中国东部和南方地区低风速风场开发
形成可观的规模，造就了行业新的增长点。

第三，加强风电产业监测和评价体系

建设，通过对风电开发建设规模和设备质
量的实时监测，发布信息，引导产业健康
发展。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
主任贺德馨告诉记者，风力发电作为一个
新兴行业，仍需要政策的支持和引导。中
国地域辽阔，风能资源储量丰富，具备大规
模开发利用风能的自然条件。中国早在
2006 年就已经实施了《可再生能源法》，开
发风能等可再生能源是一项长期战略任
务。风电开发在中国及世界范围内，都只
是刚刚起步。

风电开发，需要变革适用于传统能源
的管理和思维模式，顺应风能的自然特
性，积极建立风能预测及风力发电、输
电、用电体系，最大限度地利用风能，同
时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事实上在欧洲
及美国，近年来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比例
增加迅速，而化石能源发电装机速度明显
下降。目前，欧美国家都在研究制定风电
等可再生能源大比例应用的发展规划。按
照当前欧美可再生能源发展态势，人们有
理由相信，这样的目标在不久的将来完全
可以实现。

风电产业亟待夯实发展基础
本报记者 常 理

生命周期至少50年

导航似乎从来没有如此这般受人关
注。从阿里投资高德到日渐升级的“高百
大战”，从导航地图早已成为手机的标配到
新浪、微信、微博的创新定位服务，都可以
感觉到，卫星导航已从天上下凡到人间，各
个行业、各个领域基于卫星导航的定位服
务已跨越自身边界，融合发展。在很多业
内人士看来，卫星导航既是朝阳产业，又是
具有高成长、高效益特点的小投入、大产出
的典型，未来生命周期至少 50年。

据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发布的中国
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发展白皮书统计
显示，2012 年产业总产值达到 810 亿元，比
2011 年增长 15.71，导航定位终端的总销量
突破 2.05 亿台，其中带导航功能的智能手
机销售量达到 1.9 亿台。预计 2015 年产业
年产值将超过 2250亿元。

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卫星导航产业
发展遇到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机遇期。
年底将要上线的 4G，为车联网打开了带宽
限制的通路，车载信息服务也可以通过车
联网达到人、车、路、环境的和谐统一。此
外，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将极大地促进手机
位置服务高歌猛进。预计智能手机销量在
2013年后将增长 50%。

资本市场也在助力产业发展。据白皮
书统计，业内上市公司已达 14 家，总市值约
642 亿元，导航企业证券化率约 55%。业内
还有 10 多家知名公司正在筹备上市，资本
市场的拉动作用将进一步显现。

北斗导航市场机会大

2012 年底，北斗系统正式向亚太区域
提供连续的导航定位和授时服务，还公布
了北斗系统空间信号接口控制文件（ICD），
这预示着北斗商用市场的大门已经打开，
世界卫星导航领域进入了多系统融合应用
新阶段，北斗将衍生出惊人的卫星导航定
位应用产业。

据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基石资本的总经
理陶涛介绍，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在
国际上已成为继互联网、移动通信之后发
展最快的新兴产业之一。我国的北斗导航
已在交通运输、海洋渔业、水利建设、水文
监测、气象测报、森林防火、电力调度、通信
授时、减灾救灾等诸多领域展开应用。

《国家卫星导航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
提出，到 2020 年，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将建成由 30 余颗卫星及地面运行控制系统
组成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基本实现全球
覆盖，具备为全球用户提供导航定位服务
的能力。通过加强地面基础设施建设，北

斗将为中国及周边大部分地区提供面向行
业和大众应用的“实时分米级”和“事后厘
米级”定位服务。

从事几十年卫星导航研究的北斗天汇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忠华说，从北斗未来
的市场机会来看，北斗授时将成为推动北斗
广泛应用的突破点，也是未来的大产业。

聚集化规模化发展

卫星导航产业要做大做强，必须走规
模化发展之路。从产业聚集的角度看，我
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的区位优势明
显，当前已形成环渤海、珠三角、长三角、华
中鄂豫湘、西部川陕渝等五大产业聚集区，
及以核心城市为中心竞相发展的基本产业
格局。

白皮书数据显示，2012 年五大区域产
业总产值超过 66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
加约 11%，占总产值的 81.7%，形成了北京、
上海、深圳、广州、武汉等 15 大产业聚集重
点城市。

不过，我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
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行业缺乏核心技术，
产业链体系尚未完善，产业化基础尚待夯
实，国内产业集群建设和市场发展环境都
还远未成熟。目前从事北斗导航的企业挣
到真金白银的并不多，企业生存面临严峻
挑战。

从 2012 年整个行业形势来看，总体产
值增速放缓且仍然偏低，在全球卫星导航
产值中的占比不足 8%，与我国当前经济、
人口、手机、汽车占全球总量的比例仍存在
较大差距。三大应用市场中，特殊应用市
场份额还很小，行业应用市场位列第二，大
众应用市场所占份额最大，2012 年销售收
入占比约 40%。

为此，原总参测绘导航局局长袁树友
表示，要统筹规划国家卫星导航系统应用
的产业化，出台相应的产业政策，由政府牵
头实施全国战略布局，规范北斗产业园区
建设，组建产业联盟，形成实力雄厚、发展
稳定的北斗国家队。同时要发挥示范引领
作用，一是推动北斗与国家经济命脉行业
结合应用；二推动北斗与节能减排监测监
控结合应用；三是推动北斗与防灾减灾结
合，构建全国监测预报网络；四是推动大众
应用，推动北斗全球应用。

案 例 卫星导航是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家表示，北斗将助推我国卫星

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迈入突飞猛进的发展新阶段，单纯依赖GPS的格局

将被打破。未来几年，国内卫星导航产业将进入高速度、跨越式增长期

在北斗卫星导航大众应用市场尚未全面启动之时在北斗卫星导航大众应用市场尚未全面启动之时，，我国导航软件公司凯立德已走我国导航软件公司凯立德已走

在前面在前面，，近期推出了国内首款基于北斗卫星系统的便携式导航仪近期推出了国内首款基于北斗卫星系统的便携式导航仪，，成功地将北斗应用在成功地将北斗应用在

民品终端民品终端。。图为搭载了北斗模块的凯立德导航仪图为搭载了北斗模块的凯立德导航仪。。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徐徐 红红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