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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适应我国卫星导航发展对标准的需要，全国北斗卫星导航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制定北斗专项标

准，推荐有关方面参考采用。 

本标准附录A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北斗卫星导航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兵器工业标准化研究所、中国兵器科学研究院、北方信息控制集团有限

公司、中国兵器工业信息中心、中国地震局地壳运动检测工程研究中心、中国气象局气象探测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麦绿波、张国林、高文昀、汪  灏、陈晓华、张勤熙、胡献景、仉红印、成  芳。 





BD 440016-2017 

1 

北斗地基增强系统基准站入网资格评定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已建基准站申请加入北斗地基增强系统的入网流程、入网申请及评定步骤、入网基本

要求、入网检查及测试要求等。 

本标准适用于欲加入北斗地基增强系统的基准站（以下简称基准站）的入网资格审查、测试与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BD 110001-2015  北斗卫星导航术语 

BD 440013-2017  北斗地基增强系统基准站建设技术规范 

BD 440014-2017  北斗地基增强系统基准站运行维护规程 

BD 440017-2017  北斗地基增强系统基准站数据存储和输出要求 

 

3 术语及定义 

BD 110001—2015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基准站运营方  operator of reference station 

负责基准站管理和运营的单位，简称运营方。 

[BD 440014-2017，定义3.4] 

4 入网流程 

基准站入网流程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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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准站入网流程图 

5 入网申请及评定步骤 

5.1 申请方提出申请 

基准站资产管理单位（以下称申请方）向运营方提交书面入网申请书，说明申请入网的目的、作用

及申请方基准站的基本运行情况，并提交以下材料： 

a)  申请方的法人证书； 

b)  资产管理授权文件； 

c)  基准站建设的资质证明，基准站设计单位资质不应低于丙级、土建施工单位资质不应低于三级； 

d)  基准站设备及配件的型号、功能及性能说明文件，主要设备如接收机和天线等的产地证明文件； 

e)  土建工程竣工证明及相关设计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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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基准站建设验收合格证明及测试报告； 

g)  基准站运行和维护管理状况说明等。 

5.2 运营方形式审查 

运营方对申请方提交的入网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主要审核资料是否齐全、编写是否规范、硬件

是否完备等情况。形式审查合格则进入下一流程，若形式审查不合格，运营方应向申请方提出整改要求，

申请方应及时整改，重新提出申请。 

5.3 专家组审查 

对形式审查合格的申请方，运营方应组织行业内技术水平高、经验丰富的专家形成专家组进行入网

审查，专家组审查重点是根据申请方提交的基准站检查和测试材料（检查和测试报告及附件）审核基准

站的建设情况、功能及性能、运维能力、安全性等方面是否符合本标准第6章的规定；必要时，专家组

还应到申请方基准站现场进行检查（考察），并选择基准站一些性能或功能项目进行测试，测试具体要

求按第7章规定进行。 

5.4 专家组形成审查意见 

专家组对基准站的建设情况、功能及性能、运维能力及安全性等的审核情况进行讨论和质询，就基

准站站址、设备及数据三方面是否合格独立形成评审意见，专家组组长组织形成专家组审查意见，填写

“基准站入网审核表”，“基准站入网审核表”格式示例参见附录A。 

专家组审查意见有以下两种情况： 

a)  基准站站址、设备及数据评定均合格，专家组建议运营方批准申请方基准站入网； 

b)  基准站站址、设备及数据评定有任何一项为不合格，专家组建议运营方不批准申请方基准站入

网，专家组给出书面整改意见，申请方按意见整改后，运营方重新组织专家组评审。 

5.5 审批 

运营方根据专家组的审查意见进行审批，核准申请方基准站是否具备入网资格，有以下两种情况： 

a)  申请方通过审批，运营方批准申请方基准站入网； 

b） 申请方未通过审批，运营方给出书面整改意见，申请方若能整改，则运营方重新组织专家组评

审；若申请方不能整改，则运营方不再受理申请方的申请。 

5.6 发证 

运营方向通过审批的申请方，发放入网合格证。 

6 入网基本要求 

6.1  土建和设备配置 

基准站土建和设备配置的要求如下： 

a) 土建工程中的观测墩、观测室、防雷工程、辅助工程建设应符合 BD 440013-2017 中 8.1～8.4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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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基准站接收机、天线、电源设备、通信设备、原子钟、气象设备、机柜、计算机及软件等的配

置要求应符合 BD 440013-2017 中第 9章的规定。 

6.2  功能及性能 

基准站功能和性能应符合BD 440013-2017中第5、6章的规定。 

6.3  接口及协议 

基准站接口及协议应符合BD 440017-2017的相关规定。 

6.4  运维能力 

基准站运维能力包括故障监测能力、连续运行能力、运行保障能力、应急维护能力等，应符合BD 

440014-2017的相关规定。 

6.5  安全性 

基准站安全性主要包括物理安全、运行安全、信息安全等方面。物理安全应符合BD 440013-2017

的相关规定；运行安全应符合BD 440014-2017中第13章的相关规定；信息安全应符合北斗地基增强系统

安全保密要求。 

7 入网检查及测试要求 

7.1  检查及测试场所 

检查及测试应为基准站现场。 

7.2  检查及测试设备 

基准站现场检查及测试设备应经计量部门检定合格，并在有效期内使用，专用测试设备应经过严格

标定，并在标定有效期内使用。 

7.3  检查及测试 

基准站入网检查及测试应按BD 440013-2017、BD 440017-2017、BD 440014-2017中相关要求进行。 



BD 440016-2017 

5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基准站入网审核表 

基准站入网审核表格式示例见表A.1。 

表 A.1  基准站入网审核表格式示例 

 

一、基准站基本信息 

站名： 

建站单位： 

坐标（经纬度）： 

详细地址： 

 

二、基准站评定结果 

站址评定结果： 

通过□  不通过□(在□内划√，下同) 

设备评定结果： 

通过□  不通过□ 

数据评定结果： 

通过□  不通过□ 

 

三、基准站入网审核结果 

经过测试与评估，建议批准□ 不批准□×××基准站并入北斗地基增强系统。 

建议有效期为：×××年××月××日～×××年××月××日。 

 

 

 

 

 

 

专家组组长：    

 

       年    月    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