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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以下简称北斗系统）是中国着眼

于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自主建设、独立运行的卫

星导航系统，是为全球用户提供全天候、全天时、高精度的

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的国家重要空间基础设施。

２０世纪后期，中国开始探索适合国情的卫星导航系统

发展道路，逐步形成了三步走发展战略：２０００ 年年底，建成

北斗一号系统，向中国提供服务；２０１２ 年年底，建成北斗二

号系统，向亚太地区提供服务；计划在 ２０２０ 年前后，建成北

斗全球系统，向全球提供服务。

随着北斗系统建设和服务能力的发展，相关产品已广

泛应用于交通运输、海洋渔业、水文监测、气象预报、测绘地

理信息、森林防火、通信时统、电力调度、救灾减灾、应急搜

救等领域，逐步渗透到人类社会生产和人们生活的方方面

面，为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卫星导航系统是全球性公共资源，多系统兼容与互操

作已成为发展趋势。中国始终秉持和践行“中国的北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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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北斗”的发展理念，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发展，积极

推进北斗系统国际合作。与其他卫星导航系统携手，与各

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一起，共同推动全球卫星导航事业

发展，让北斗系统更好地服务全球、造福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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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展目标与原则

中国高度重视北斗系统建设，将北斗系统列为国家科

技重大专项，支撑国家创新发展战略。

（一）发展目标

建设世界一流的卫星导航系统，满足国家安全与经济

社会发展需求，为全球用户提供连续、稳定、可靠的服务；发

展北斗产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深化国际合

作，共享卫星导航发展成果，提高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综合

应用效益。

（二）发展原则

中国坚持“自主、开放、兼容、渐进”的原则建设和发展

北斗系统。

———自主。坚持自主建设、发展和运行北斗系统，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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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全球用户独立提供卫星导航服务的能力。

———开放。免费提供公开的卫星导航服务，鼓励开展

全方位、多层次、高水平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兼容。提倡与其他卫星导航系统开展兼容与互操

作，鼓励国际合作与交流，致力于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渐进。分步骤推进北斗系统建设发展，持续提升

北斗系统服务性能，不断推动卫星导航产业全面、协调和可

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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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持续建设和发展北斗系统

中国始终立足于国情国力，坚持自主创新、分步建设、

不断完善北斗系统。

（一）实施“三步走”发展战略

———第一步，建设北斗一号系统（也称北斗卫星导航

试验系统）。１９９４ 年，启动北斗一号系统工程建设；２０００

年，发射 ２颗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建成系统并投入使用，采

用有源定位体制，为中国用户提供定位、授时、广域差分和

短报文通信服务；２００３ 年，发射第三颗地球静止轨道卫星，

进一步增强系统性能。

———第二步，建设北斗二号系统。２００４ 年，启动北斗

二号系统工程建设；２０１２年年底，完成 １４ 颗卫星（５ 颗地球

静止轨道卫星、５ 颗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和 ４ 颗中圆地

球轨道卫星）发射组网。北斗二号系统在兼容北斗一号技

术体制基础上，增加无源定位体制，为亚太地区用户提供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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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测速、授时、广域差分和短报文通信服务。

———第三步，建设北斗全球系统。２００９ 年，启动北斗

全球系统建设，继承北斗有源服务和无源服务两种技术体

制；计划 ２０１８年，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及周边国家提供基

本服务；２０２０年前后，完成 ３５颗卫星发射组网，为全球用户

提供服务。

（二）北斗系统的基本组成

北斗系统由空间段、地面段和用户段三部分组成。

———空间段。北斗系统空间段由若干地球静止轨道卫

星、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和中圆地球轨道卫星三种轨道

卫星组成混合导航星座。

———地面段。北斗系统地面段包括主控站、时间同

步 ／注入站和监测站等若干地面站。

———用户段。北斗系统用户段包括北斗兼容其他卫星

导航系统的芯片、模块、天线等基础产品，以及终端产品、应

用系统与应用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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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斗系统的发展特色

北斗系统的建设实践，实现了在区域快速形成服务能

力、逐步扩展为全球服务的发展路径，丰富了世界卫星导航

事业的发展模式。

北斗系统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北斗系统空间段采用三

种轨道卫星组成的混合星座，与其他卫星导航系统相比高

轨卫星更多，抗遮挡能力强，尤其低纬度地区性能特点更为

明显。二是北斗系统提供多个频点的导航信号，能够通过

多频信号组合使用等方式提高服务精度。三是北斗系统创

新融合了导航与通信能力，具有实时导航、快速定位、精确

授时、位置报告和短报文通信服务五大功能。

（四）持续提升北斗系统性能

为满足日益增长的用户需求，北斗系统将加强卫星、原

子钟、信号体制等方面的技术研发，探索发展新一代导航定

位授时技术，持续提升服务性能。

———提供全球服务。发射新一代导航卫星，研制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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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的星载原子钟，进一步提高卫星性能与寿命，构建稳定

可靠的星间链路；增发更多的导航信号，加强与其他卫星导

航系统的兼容与互操作，为全球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增强服务能力。大力建设地面试验验证系统，实

现星地设备全覆盖测试验证；持续建设完善星基和地基增

强系统，大幅提高系统服务精度和可靠性；优化位置报告及

短报文通信技术体制，扩大用户容量，拓展服务区域。

———保持时空基准。北斗系统时间基准（北斗时），溯

源于协调世界时，时差信息在导航电文中发播；推动与其他

卫星导航系统开展时差监测，提高兼容与互操作。发展基

于北斗系统的全球位置标识体系，推动北斗系统坐标框架

与其他卫星导航系统的互操作，并不断精化参考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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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供可靠安全的卫星导航服务

中国承诺采取多项措施保障系统安全稳定运行，为用

户免费提供连续、稳定、可靠的公开服务。

（一）保障北斗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完善运行管理机制。完善北斗系统空间段、地面

段、用户段的多方联动的常态化机制，不断提高大型星座系

统的运行管理保障能力。

———建立监测评估网络。建设全球连续监测评估系

统，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广泛利用国际资源，对北斗系统星

座状态、信号精度、信号质量和系统服务性能等进行全方位

的监测和评估，为用户应用提供参考。

———采取冗余备份手段。采用卫星在轨、地面备份策

略，避免和降低卫星突发在轨故障对系统服务性能的影响；

采用地面设施的冗余备份设计，着力消除薄弱环节，增强系

统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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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供免费的公开服务

目前，正在运行的北斗二号系统发播 Ｂ１Ｉ 和 Ｂ２Ｉ 公开

服务信号，免费向亚太地区提供公开服务。服务区为南北

纬 ５５度、东经 ５５度到 １８０ 度区域，定位精度优于 １０ 米，测

速精度优于 ０ ２米 ／秒，授时精度优于 ５０纳秒。

（三）及时发布系统信息

———发布北斗系统公开服务信号文件，为全球研发北

斗应用产品提供输入。目前，已发布 Ｂ１Ｉ、Ｂ２Ｉ 信号接口控

制文件，定义了北斗二号系统卫星与用户终端之间的接口

关系，规范了信号结构、基本特性、测距码、导航电文等内

容；已发布公开服务性能规范，定义了北斗二号系统服务覆

盖范围、精度、连续性、可用性等性能指标。后续，将结合北

斗系统建设发展持续更新和发布。

———建立多渠道信息发布机制。适时召开新闻发布

会，权威发布北斗系统发展重要信息；通过北斗官方网站

（网址 ｗｗｗ．ｂｅｉｄｏｕ．ｇｏｖ．ｃｎ），及时更新系统建设、运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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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等方面最新动态；在采取可能影响用户服务的计

划之前，向国际社会提前发布通告。

（四）保护卫星导航频谱使用

———依法保护卫星导航频谱。根据国家无线电频谱保

护法律法规，保护北斗系统频谱使用，保障北斗系统运行和

用户使用安全。

———坚决抵制有害干扰。严禁生产、销售或使用卫星

导航非法干扰设备，依法查处任何影响系统运行和服务的

恶意干扰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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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动北斗系统应用与产业化发展

中国积极培育北斗系统的应用开发，打造由基础产品、

应用终端、应用系统和运营服务构成的北斗产业链，持续加

强北斗产业保障、推进和创新体系，不断改善产业环境，扩

大应用规模，实现融合发展，提升卫星导航产业的经济和社

会效益。

（一）构建产业保障体系

———出台有关产业政策。中国已制定了卫星导航产业

发展规划，对卫星导航产业中长期发展进行了总体部署，鼓

励国家部门与地方政府出台支持北斗应用与产业化发展的

有关政策。

———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努力建立竞争有序的导航

产业发展环境，提高资源配置效益和效率；鼓励并支持国内

外科研机构、企业、高等院校和社会团体等组织，积极开展

北斗应用开发，充分释放市场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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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标准化建设。２０１４ 年，成立了全国北斗卫星

导航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建立并完善北斗卫星导航标准体

系，推动标准验证与实施，着力推进基础、共性、急需标准的

制（修）订，全面提升卫星导航标准化发展的整体质量

效益。

———构建产品质量体系。着力建立健全卫星导航产品

质量保障公共服务平台，积极推进涉及安全领域的北斗基

础产品及重点领域应用产品的第三方质量检测、定型及认

证，规范卫星导航应用服务和运营，培育北斗品牌。逐步建

立卫星导航产品检测和认证机构，强化产品采信力度，促进

北斗导航产品核心竞争力的全面提升，推动北斗导航应用

与国际接轨。

———建设位置数据综合服务体系。基于北斗增强系

统，鼓励采取商业模式，形成门类齐全、互联互通的位置服

务基础平台，为地区、行业和大众共享应用提供支撑服务。

（二）构建产业应用推进体系

———推行国家关键领域应用。在涉及国家安全和国民

经济发展的关键领域，着力推进北斗系统及兼容其他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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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航系统的技术与产品的应用，为国民经济稳定安全运行

提供重要保障。

———推进行业 ／区域应用。推动卫星导航与国民经济

各行业的深度融合，开展北斗行业示范，形成行业综合应用

解决方案，促进交通运输、国土资源、防灾减灾、农林水利、

测绘勘探、应急救援等行业转型升级。鼓励结合“京津冀

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以及智慧城市发展等国家区域发

展战略需求，开展北斗区域示范，推进北斗系统市场化、规

模化应用，促进北斗产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引导大众应用。面向智能手机、车载终端、穿戴式

设备等大众市场，实现北斗产品小型化、低功耗、高集成，重

点推动北斗兼容其他卫星导航系统的定位功能成为车载导

航、智能导航的标准配置，促进在社会服务、旅游出行、弱势

群体关爱、智慧城市等方面的多元化应用。

（三）构建产业创新体系

———加强基础产品研发。突破核心关键技术，开发北

斗兼容其他卫星导航系统的芯片、模块、天线等基础产品，

培育自主的北斗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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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创新体系建设。鼓励支持卫星导航应用技术

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等创新

载体的建设和发展，加强工程实验平台和成果转化平台能

力建设，扶持企业发展，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形成以企

业为主体、产学研用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促进产业融合发展。鼓励北斗与互联网＋、大数

据、云计算等融合发展，支持卫星导航与移动通信、无线局

域网、伪卫星、超宽带、自组织网络等信号的融合定位及创

新应用，推进卫星导航与物联网、地理信息、卫星遥感 ／通

信、移动互联网等新兴产业融合发展，推动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大力提升产业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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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积极促进国际合作与交流

中国将持续推动北斗系统国际化发展，积极务实开展

国际合作与交流，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全球卫星导

航事业发展，让北斗系统更好地服务全球、造福人类。

（一）加强与其他卫星导航系统的兼容共用

积极推动北斗系统与其他卫星导航系统在系统建设、

应用等各领域开展全方位合作与交流，加强兼容与互操作，

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技术进步，共同提高卫星导航系

统服务水平，为用户提供更加优质多样、安全可靠的服务。

（二）按照国际规则合法使用频率轨位资源

频率轨位资源是有限的、宝贵的自然资源，是卫星导航

系统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国按照国际电信联盟规则，通过

友好协商开展北斗系统频率轨位协调，积极参与国际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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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规则的研究制定及有关活动，并与有关国家合作拓展

卫星导航频率资源。２０００ 年以来，先后与 ２０ 余个国家、地

区和国际组织，３００余个卫星网络进行了有效协调。

（三）持续推动北斗系统进入国际标准

进入国际标准是北斗系统融入国际体系的重要标志。

中国高度重视并持续推动北斗系统进入国际标准化组织、

行业和专业应用等国际组织。目前，积极推动北斗系统进

入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国际海事组织、移动通信国际标准组

织等，并鼓励企业、科研院所和高校参与卫星导航终端和应

用标准的制定。２０１４年 １１月，北斗系统获得国际海事组织

认可。

（四）积极参与国际卫星导航领域多边事务

北斗系统作为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核心系统之一，中国

积极参与卫星导航国际事务，参加联合国全球卫星导航系

统国际委员会（ＩＣＧ）以及有关国际组织活动，促进学术交

流与合作，贡献北斗力量，推动卫星导航应用。中国高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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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并积极参加联合国工作，２０１２ 年成功主办 ＩＣＧ 第七届大

会，发起国际监测与评估、应用演示与用户体验活动等倡

议，促成各卫星导航系统联合发布服务世界的共同宣言；每

年举办中国卫星导航学术年会，为世界卫星导航技术与应

用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五）大力推动卫星导航国际化应用

———加强宣传普及。持续开展“北斗行”系列宣传推

广活动，推动建立北斗中心，让用户更好地了解北斗、感知

北斗，已与多个国家合作建立北斗中心。成立北斗国际交

流培训中心，搭建卫星导航教育培训演示平台，持续开展学

历教育、暑期学校、短期培训班和研讨会等国际教育培训

活动。

———推动实施国际化工程。鼓励开展国际卫星导航应

用的政策、市场、法律、金融等领域的研究和咨询服务，提升

国际化综合服务能力。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与全球有意

愿的国家一起，共同建设卫星导航增强系统，提供高精度卫

星导航、定位、授时服务，提升北斗系统海外服务性能，促进

导航技术的国际化应用。通过构建高精度卫星导航、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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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时服务运营服务平台，开展交通运输、大众旅游、海上应

用、减灾救灾、精密农业等领域应用示范，带动大规模应用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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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束　 语

卫星导航系统是人类发展的共同财富，是提供全天候

精确时空信息的空间基础设施，推动了知识技术密集、成长

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新兴产业集群发展，成为国家安全和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日益改变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

中国将坚定不移地实施北斗系统建设，不断提升系统

性能，履行服务承诺。坚持开放合作，加强推广普及，着力

促进卫星导航在全球的广泛应用，让卫星导航更好地惠及

民生福祉、服务人类发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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