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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北斗三号首发双星成功发射，

此后接连4次一箭双星，日前随着第9颗、第10颗

卫星发射成功，我国北斗导航全球组网从最简系

统迈向基本系统。通过加强科学管理和自主研

发，北斗三号不仅研制速度不断加快，而且实现了

有效载荷部件全部国产化

企业竞相推出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新产品

明天，你的快递也许“无人”配送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吉蕾蕾

随着科技发展日新月

异，也许某一天，您开门发

现“快递小哥”“外卖小哥”

竟是一位机器人。如今，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

更新迭代推动着物流业不

断提升效率，用于快件配

送的无人机、无人车等创

新产品层出不穷，快递业

面临的配送难题有望得到

解决

保护品牌就是激励创新
□ 祝 伟

菜鸟网络在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的智慧仓库内，几台机器人（左侧）在充电区自行充电，而另一台机器人正忙着运
送货架。 （新华社发）

航天五院强化北斗三号卫星科学管理，从而实现后方专家

的精准判读，提高发射场测试效率。图为技术人员在判读卫星

数据。 姜天骄摄

前不久，京东宣布无人配送站研
发成功，并称这是全球第一个全无人
配送+自提站点。苏宁物流则表示，
到2020年实现末端配送的自动驾驶
技术普及和无人配送车的规模化
量产。与此同时，美团也宣布搭建无
人配送开放平台，将联合各界合作伙
伴共同打通无人配送在“产学研用”
全生命周期链上的关键环节，推动无
人配送行业发展……物流业似乎将
开启“无人时代”。

新技术新产品不断涌现

在位于上海奉贤区的苏宁物流
基地，经济日报记者看到，这个AGV

（自动导引运输车）机器人仓库几千
平方米的范围内，只有几名工作人
员，却有上百台AGV机器人。

看起来是“放大版”家用扫地机
器人的AGV机器人，直径一米、高半
米，可以承重800公斤的货品行走自
如，可以轻松“扛”起200个电脑显示
器。在这里，商品的拣选不再是人围
着货架跑，而是等着机器人驮着货架
排队“跑”过来，通过移动机器人搬运
货架实现“货到人”拣选，打破了传统
的“人到货”的拣选模式。现场工作
人员介绍，1个AGV机器人可以替代
10名工人，单件商品平均拣货时间为
10秒，拣选准确率可达99.99%以上。

除了分拣机器人，用于快件配送
的无人车和无人机也频频亮相。中
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在第五届中国

（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展示
的全电动复合翼垂直起降无人机，最
大载重量达30千克，航程可达100公
里。中通快递的工作人员介绍，该机
双尾撑固定翼结合四旋翼的复合翼
布局，解决了固定翼无人机垂直起降
的难题，同时兼具固定翼无人机航时
长、速度快、航程远等特点。

在北京黄渠卡夫卡社区，一辆无
人小黄车驶到小区门口，停下来对保
安说：“你好，给我开门。”——2018年
6月份，升级版的苏宁无人车“卧龙一
号”入驻北京苏宁小店黄渠店，开始

常态化运营，这也是国内首个投入实
景化常态运营的无人快递车。

“无人技术”不仅在传统快递业
发展迅猛，外卖行业也纷纷开始试
水。在美团日前举办的无人配送开
放平台发布会上，美团联合创始人、
高级副总裁王慧文点了一单美团外
卖。十几分钟后，美团无人配送车灵
活自如地驶入发布会现场，将外卖咖
啡送至王慧文手中。

“新技术、新产品都彰显了近两
年来快递行业发展的突出特点。”国
家邮政局副局长赵民表示，为了开创
中国快递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必
须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动力，加快快递
领域技术革新，不断提升服务品质、
改善用户体验，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
更好更优的快递服务。

破解“最后一百米”难题

今年年初，京东自主研发的全球
首个无人智慧配送站在陕西西安落
成并投入使用。记者了解到，该无人
智慧配送站可存储至少28个货箱，具
有 1 个发货箱，能存放 1 辆终端无人
车并为其充电。当配送站运行时，无

人机将货物送到无人智慧配送站顶
部，并自动卸下货物。货物将在内部
实现自动中转分发，从入库、包装到
分拣、装车，全程 100%由机器人操
作，最后再由配送机器人完成配送。

“末端无人机、无人车是解决城
乡‘最后一公里’配送难题的重要手
段，无人智慧配送站则成为两者互相
连接，实现全程无人配送的中转站，
是解决末端配送无人化的重要一
环。”京东集团副总裁、X事业部总裁
肖军介绍，京东无人智慧配送站适用
于城乡山区等多种环境，兼备自提、
退换货、收发件等服务，随着无人智
慧配送站的广泛应用，帮助城乡山区
等地区的用户更有效地解决城乡“最
后一公里”的配送难题指日可待。

如果快递上门时，恰逢家里没人
怎么办？菜鸟网络日前推出的智能
快件箱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据介绍，
只需要在自家门口装一个迷你型的
智能快件箱，消费者和快递员只需通
过微信小程序即可实现对收件箱的
绑定和管理。快递员通过小程序扫
码放件，业主通过小程序一键开箱取
件。可以设想一下，通过智能快件
箱，今后快件、外卖以及牛奶等生鲜
产品均可直接投送至消费者家门口，
家中无人收件、下楼取件远等快递

“最后一百米”的痛点有望得到解决。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

应用，物流业在多个环节正逐步实现
“无人化”，企业之间的竞争也全面展
开。京东已与阿里巴巴、苏宁一起，
相继亮出了自己的“无人仓”，亚马
逊、顺丰快递等都推出无人机配送业
务，抢占无人物流的先机。

物流的互联网化是趋势

物流无人化的最大优势是提高
效率，降低成本，这也是快递企业布
局无人物流的初衷。以京东昆山无
人分拣中心为例，无人分拣中心的分
拣能力可以达到每小时 9000 件，供
包环节的效率提升了4倍，在同等场
地规模和分拣货量的前提下，每个场

地可节省人力180人；无人机则能够
将传统人工配送的时间缩短数倍甚
至数十倍，物流成本也随之降低。

看上去很美的无人技术，但对于
消费者来说，是不是“黑科技”并不重
要，能不能从中得到便宜、便捷、安
全、高效的服务才是无人物流能否生
存的关键。不少业内专家也提出质
疑，就目前来说，无人机受电池、载
重、天气、操作性等影响，在未来几年
内所提供的配送服务，恐怕比不上

“快递小哥”。
对此，京东X事业部无人机产业

中心总经理刘艳光乐观地表示，目前
京东人工智能设备已全面开启常态
化运营，进入到智慧物流体系的各个
环节。去年起，京东无人机已经在江
苏、青海、海南等省份开展了物流配
送的常态化运营工作。“我们依托现
有物流配送站点建设无人机起降点，
在周边村建立抛货点，实行订单配
送，近百个订单已提前享受到无人机
带来的更高效便利的购物体验。”刘
艳光说。

“无人配送的落地，会带来技术
挑战，其中最难的挑战是将技术与商
业、用户体验有效结合。”王慧文表
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外卖配送
都会是人车混送的方式，“无人配送
车是对骑手的有效补充，它可以持续
工作，比如承担更多夜间配送的工
作；而骑手更为灵活，可以处理一些
较为复杂的场景，骑手与无人配送车
可以发挥各自优势，提升效率与优化
用户体验”。

不过，无人物流大规模应用仍然
面临政策瓶颈，如无人车上路、无人
机上天还没有现行的法律法规支撑。

“物流的科技化、互联网化是未
来发展的大趋势。”中国快递协会会
长高宏峰认为，下一步快递行业还要
协同产业及供应链，在倡导公民贯彻
规划标准、应用科技产品、健全配套
政策、落实监督管理等方面开展创新
工作。随着技术更新迭代和相关法
律法规的完善，大规模的无人配送将
逐步落地。

“雷碧”“小白兔”“老干爹”“阿里
爸爸”“辛巴克”……据报道，为了防
止他人恶意抢注相同、近似商标，很
多知名企业都在商标注册上“山寨”
了自己。比如，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了“六粮液”“七粮液”“八粮液”，
以及各省简称为前缀的“五粮液”变
种；“老干妈”旗下注册的商标品牌，
则包括“老干爹”“老干爸”等。

知名品牌“山寨”自己，这一做法
看似有违常理，却折射出企业对品牌
保护的无奈。一方面，在品牌的溢价
效应之下，市场上“山寨”名牌的侵权
行为屡禁不止，名气越大的品牌往往
被“山寨”得越狠、伤害得越深。另一

方面，在品牌保护方面，商标法等“注
册在先”的原则，造成谁先注册商标，
法律就保护谁的现状，一旦知名品牌
的近似商标、谐音商标等被其他企业

“注册在先”，企业再要维权，举证责
任、诉讼维权等成本都很高。

品牌代表了产品与服务的质量
和信誉。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知名
品牌背后，都凝结着企业筚路蓝缕的
创业史，沉淀着消费者的殷殷情感寄
托，有时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才能
名满天下。一些品牌之所以能够长
盛不衰、屹立不倒，创新的作用尤为
重要，包括产品、技术、商业模式等方
面的创新，这些因素共同维系了品牌
的价值，让品牌的生命力常青。

对品牌的保护和尊重，是商业活
动法治化的前提之一。但在现实中，
假冒名牌的“山寨”行为大行其道，在
一些地方、一些电商平台已经到了泛

滥的地步，许多企业辛苦经营数年建
立的品牌，被侵权者轻而易举占为
己有。比如，企业投入大量资源设计
出一款新产品，没几天便发现，网上
同样的设计到处都是。

“山寨”侵权行为盛行不仅伤害
了企业自主创新、自主研发的热情和
积极性，挤压了那些诚信做产品、用
心树品牌企业的市场空间，还极大削
弱了相关产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
为了保护自己的品牌，企业一边要进
行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一边还要和
仿冒者去打官司，维权分散了大量财
力和精力。包括前文所述，为了防止

“被山寨”，企业不得不大量注册与品
牌具有近似性的商标，这无形中提高
了商标注册的成本，造成社会资源的
浪费。

从这个意义上说，保护品牌就是
激励创新。对于市场监管部门而言，

需要出台有效措施，更好地保护企业
的创新成果和品牌价值。对认定具
有明显主观恶意的商标申请采取提
前审查、并案集中审查和从严适用法
律等措施，遏制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
恶意注册行为，解决“侵权成本低，维
权成本高”的问题。通过有效保护品
牌知识产权，鼓励企业打造自有品
牌，为企业创新创业营造良好的市场
环境。

对于企业而言，应摒弃短视思维
和浮躁情绪。每一个知名品牌都是
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的，是消费者选择
的结果，且品牌的活力来自创新。对
不同层次消费者需求的满足，应通过
技术创新和效率提升来完成，而不能
靠仿冒他人来降低成本和价格。企
业如果不思创新，只是一味“山寨”他
人，跟在成功者后面亦步亦趋，最终
难免被监管棒喝、被市场淘汰。

随着北斗三号第 9 颗、第
10 颗卫星日前在西昌卫星发
射中心发射成功，我国北斗导
航全球组网已经从最简系统迈
向基本系统。

北斗的建设像一场马拉松
比赛，既考验耐力又比拼速
度。为迎战批产高峰，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五研究
院（以下简称“航天五院”）不断
加快脚步：自去年11月发射北
斗三号首发双星开始，9 个月
发射10颗星，北斗三号正书写
着太空里的“中国速度”。

以更高速节奏布网

发射场数星待发、总装大
厅十余星在研、正在论证的多
星已跃然纸上……北斗三号的
建设只争朝夕，然而这种高速
运转并不是依靠“人海战术”实
现的。经济日报记者从航天五
院了解到，北斗三号在发射场
的卫星试验人员较以往减少了
近一半，在发射场的全流程时
间缩短了近三分之一，在北京
研究所，不论是研制人员还是
研制周期都大为缩减。

“我们非常注重以科学管
理加强卫星地面试验验证。”北
斗三号卫星总指挥迟军直言。
以本次发射的北斗三号第 9
颗、第 10 颗卫星为例，航天五
院首次在北斗三号卫星测试中
采用远程测试方法，前后方实
时联动，极大地发挥了后方判
读专家的保障作用，提高了发
射场测试效率，大幅减少了发
射场人员数量。通过谨慎评估
并科学优化发射场测试项目，
以及开展无线测试等多种尝
试，努力提高北斗的研制速度。

“早在北斗二号正式提供
亚太区域导航服务前，我国就
开始了北斗三号全球范围导航
系统的论证研制工作。”北斗三
号工程副总设计师、卫星首席
总设计师谢军告诉记者：“北斗
三号性能在北斗二号的基础
上，提升了 1 至 2 倍的定位精
度，达到 2.5 米至 5 米的水平，
建成后的北斗全球导航系统将
为民用用户免费提供约 10 米
精度的定位服务、0.2 米/秒的
测速服务。”

继 2015 年成功发射三颗
“排头兵”，全面验证了全球组
网的关键技术之后，初战告捷
的北斗加速了进军全球导航卫
星工程建设的步伐。2017 年
11月5日，北斗三号首发双星
成功发射，此后便以接连4次
一箭双星的节奏，加速奔跑在

“星途”上。2018 年 3 月 30

日，8颗北斗三号卫星在空间
“棋盘”上就位，完成了北斗
三号最简系统的部署，通过扎
实的在轨试验对几大系统进行
了全面“演练”。

北斗三号第 9 颗、第 10
颗卫星开始向基本系统建设迈
进。北斗三号卫星总设计师王
平介绍说：“北斗三号卫星是
由 3 个轨道面 30 颗卫星组成
的，具体包括3颗同步静止轨
道卫星、3颗同步倾斜轨道卫
星和24颗中圆轨道卫星。”后
续的组网任务将更加紧迫，为
了兑现全球导航的承诺，北斗
三号将会以更加高速的节奏
布网。

关键技术自主可控

继续为北斗三号第 9 颗、
第10颗卫星提供导航分系统、
天线分系统、星间链路等关键
有效载荷的是航天五院西安
分院。

建设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全
球卫星导航系统，除了要满足
苛刻的系统性能指标外，更重
要的是关键技术和产品研制都
必须自主可控。

30颗北斗卫星在2至3年
的时间里实现有效载荷100%
国产化，这是中国航天面临的
巨大挑战。航天五院西安分院
北斗三号卫星副总设计师张立
新告诉记者，为了实现这个目
标，航天五院西安分院在原子
钟、行波管放大器、固态放大
器、微波开关、大功率隔离器五
大类 19 项国产化部件方面推
进研制，组建了由20多家科研
院所和高校组成的研制队伍，
最 终 实 现 了 有 效 载 荷 部 件
100%国产化，增加了“中国智
造”的含金量。

为了使 30 颗卫星快速成
型，航天五院西安分院创新提
出卫星有效载荷新的设计理
念，将硬件平台固化，软件则可
以根据需求变化及升级，就好
比智能手机，可以通过“刷机”
实现系统升级。将不变的部分
先研制投产，再根据不同时期
的不同需求对有效载荷进行升
级，将 3 年研制周期缩短了一
半，而产量翻番，大大提升了研
制的效率。

导航卫星实现定位、导航、
测绘、救援等功能，主要依靠有
效载荷系统，随着北斗的应用
越来越广泛，人们对于导航卫
星可提供的服务需求将会有所
增加。“这时候，只要改变有效
载荷中的部分软件，就能实现
新的导航功能。”张立新表示。

“蓝小胖”是中通快递对外展示的
第一代无人送货车，最大载重达到
300公斤。 吉蕾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