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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北斗精准定位联盟推动精准定位开

放运用，16 项北斗专项标准近日发布 

——北斗双周报2019第17期 

 

股票名称 
EPS PE 

19E 20E 19E 20E 

华测导航 0.56 0.71 31 24 

振芯科技 0.07 0.10 120 84 

海格通信 0.24 0.33 42 30 

中海达 0.14 0.20 59 42 

资料来源：长城证券研究所 

 

 中国移动发起的“5G精准定位联盟”正式成立，并首次发布 5G+北斗高精

度定位应用白皮书（2019）。该联盟以推动 5G 定位系统和北斗卫星导航

系统发展为目标，构建精准定位产业链合作、交流平台，加强各产业链信

息沟通；并旨在打造协同创新体系，推动精准定位政策和行业标准的确定

和核心技术国产化。“5G精准定位联盟”的成立，将充分发挥 5G 网络低功

耗大连接、低时延高可靠、大容量广覆盖等特征和优势，围绕行业需求，

推进中国高精度定位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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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会于 11 月 25 日发布《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GNSS）卫星高精度

应用参数定义及描述》等 16 项北斗专项标准，其中包括对卫星高精度参

数定义以及描述等多项标准界定。 

 11 月 22 日，历经四个星期的 2019 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WRC-19）在

埃及沙姆沙伊赫落下帷幕。大会通过了铁路车地无线通信系统全球统一频

率的决议，将推动全球高速铁路列控列调、乘客安全方面无线通信的发展，

促进相关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加强跨境铁路运输合作，为打通“一带

一路”跨境运输动脉创造了有利条件。大会决议中强调各主管部门需采取

技术和操作措施来确保 IMT 卫星系统和 IMT 地面系统的兼容共用，出现

干扰情况应及时消除，并将对 IMT 地面台站的限值以及频率安排等对卫

星系统的保护措施写入决议。 

 风险提示：行业应用发展不及预期，北斗全球组网速度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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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G 北斗精准定位联盟推动精准定位开

放运用，16 项北斗专项标准近日发布 

1.1 5G 北斗精准定位联盟推动精准定位开放运用 

近日，中国移动“5G+未来无限可能” 全球合作伙伴大会召开。此次峰会中，由中国移动

发起的“5G 精准定位联盟”正式成立，并首次发布 5G+北斗高精度定位应用白皮书

（2019）。 联盟成立旨在整合 5G 与其他定位技术服务于自动驾驶。联盟未来将开展 5G

环境下的自动驾驶关键技术研究、标准制定以及自动驾驶政策推动、业务示范、产业推

广、交流合作、创新孵化等方面工作，实现与联盟伙伴的协同创新、融合共赢。中国 5G

精准定位联盟中的企业包括，京东、滴滴出行、中兴、华为、百度、腾讯、中海达、中

国航天科技、中国电科集团，以及华测导航等北斗相关公司。 

图 1：5G 精准定位联盟成立 

 

资料来源：中国移动，长城证券研究所 

5G+北斗高精度定位应用白皮书（2019）定义了 5G+北斗高精度定位的十大应用场景，并

从自动驾驶、车辆监管等多领域提出 5G+北斗高精度应用解决方案，助力北斗与 5G 深度

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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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G+北斗高精度定位十大应用场景 

 

资料来源：北斗导航系统，长城证券研究所 

图 3：自动驾驶解决方案  图 4：手机定位解决方案 

 

 

 

资料来源：北斗导航系统，长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北斗导航系统，长城证券研究所 

“5G 精准定位联盟”的成立，将充分发挥 5G 网络低功耗大连接、低时延高可靠、大容量

广覆盖等特征和优势，围绕行业需求，推进中国高精度定位产业升级。  

1.2 16 项北斗专项标准近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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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1 月 25

日发布《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GNSS）卫星高精度应用参数定义及描述》等 16 项北

斗专项标准，其中包括对卫星高精度参数定义以及描述等多项标准界定。 

表 1：16 项北斗专项标准近日发布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主要内容 

BD-420025-2019 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GNSS）卫

星高精度应用参数定义及描述 

规定了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GNSS)高精度应用中卫星参数的定义

及描述和文件格式。适用于北斗及 GPS、GLONASS、Galileo 等卫星

导航系统高精度定轨、定位、授时等应用相 关卫星参数的生成、发

布和使用。 

BD-420020-2019 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GNSS）基

线处理及网平差软件要求与测试方法 

规定了 GNSS 基线处理及网平差软件的功能要求、性能要求和测试

方法等。适用于 GNSS 基线处理及网平差软件的研制、测试和 GNSS

网数据处理。 

BD-420021-2019 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GNSS）网

络 RTK 中心数据处理软件要求与测

试方法 

规定了 GNSS 网络 RTK 中心数据处理软件产品的功能要求、性能要

求和测试方法等。适用于 GNSS 网络 RTK 中心数据处理软件的研制、

测试，以及基准站网系统建设、运维和用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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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主要内容 

BD-420022-2019 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GNSS）测

量型接收机观测数据质量评估方法 

规定了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单频、双频或多频测量型接收机观测

数据的质量评估项目、流程和方法。适用于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测量型接收机测量作业、观测环 境、测量性能指标检测等观测数据

的质量评估与分析。 

BD-420023-2019 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GNSS）RTK

接收机通用规范 

规定了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RTK 接收机的功能、性能、测试环境、测

试内容、检验方法等内容。适用于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RTK 接收机的

研制、生产、检验和使用。 

BD-420024-2019 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GNSS）地

理信息采集高精度手持终端规范 

 

规定了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GNSS)地理信息采集高精度手持终端

的功能、性能、测试环境、测试内容、检验方法等内容。适用于北斗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GNSS)地理信息采集高精度手持终端的研制、生

产、检验和使用。 

BD-310002-2019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RNSS 公开服务性

能评估方法 

规定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RNSS(Radio Navigation Satellite Service)公

开服务性能评估项目和评估方法。适用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RNSS

公开服务性能的评估与分析、系统状态分析和故障诊断等。 

BD-520002-2019 北斗定时型用户设备检定规程 规定了北斗定时型用户设备的计量特性、通用技术要求、检定条件、

检定项目、检定方法、检定证书、检定周期和检定结果的处理。适用

于首次检定、周期检定和维修后检定的北斗定时型用户设备的检定。 

BDJ210001-2015 北斗导航卫星有效载荷星地对接试验

方法 

- 

BDJ210002-2015 北斗系统星地设备时延测量方法 - 

BDJ210003-2015 北斗系统卫星有效载荷在轨测试方法 - 

BDJ-120004-2019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时间 - 

BDJ-240004-2019 发射场任务规划与综合管理 - 

BDJ-210005-2019 导航卫星发射飞行大纲编制要求 - 

BDJ-330001-2019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地面监测站维护规

程 

- 

BDJ-520001-2019 北斗军用测量型接收机通用规范 - 

注：标“-”不提供电子版下载。 

资料来源：北斗导航系统，长城证券研究所 

规范由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提出，由全国北斗卫星导航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起草单位包括山东北斗华宸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广州中海达

卫星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司南卫星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华测导航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国家光电测距仪检测中心、中国航天标准化研究所、国家无线电监测中

心检测中心。 

1.3 2019 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闭幕，确认多项频段规则 

11 月 22 日，历经四个星期的 2019 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WRC-19）在埃及沙姆沙伊

赫落下帷幕。来自国际电联 193 个成员国、900 个部门成员以及国际组织、设备制造商、

电信运营商和行业组织等近 4000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在闭幕仪式上，中国代表团副团长、

工业和信息化部无线电管理局局长谢远生经授权代表中国主管部门签署了国际电联“无

线电规则修订最后法案 ” ( World Radiocommunication Conference 2019 (WRC-19) 

Provisional Final Ac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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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在大会决议中强调各主管部门需采取技术和操作措施来确保 IMT 卫星系统和 IMT

地面系统的兼容共用，出现干扰情况应及时消除，并将对 IMT 地面台站的限值以及频率

安排等对卫星系统的保护措施写入决议。该决议可为各国主管部门在部署 IMT 地面系统

和 IMT 卫星系统时提供技术指导和保障，在保护我国移动通信卫星系统免受 IMT 地面系

统干扰的同时，促进 IMT 卫星和地面两大产业的共同、和谐发展。这些大会成果将以国

际条约形式陆续生效，对我国通信、民航、交通、广电、气象、航空、航天等各行业各

领域的无线电技术和应用、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图 5：2019 世界无线通信大会 

 

资料来源：工商部网站，长城证券研究所 

 2019 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就 5G 毫米波频段等重要议题达成共识。 

作为全球无线电频谱和卫星轨道资源使用立法缔约的最重要的国际会议，2019 年世界无

线电通信大会就 5G 毫米波频段、低轨星座卫星以及为地面无线电业务划分等重要议题达

成共识，其结果将影响未来十到二十年全球数万亿美元计的无线电技术、应用及与相关

产业融合发展，为联合国推进数字经济、缩小数字鸿沟等诸多可持续发展目标发挥重要

作用。其中: 

 大会在全球范围内将 24.25GHz-27.5GHz、37GHz-43.5GHz、66GHz-71GHz 共

14.75GHz 带宽的频谱标识用于 5G 和未来国际移动通信系统；同时，采取措施

充分保护相同频段的卫星间业务、卫星固定业务等，以及相邻频段卫星地球探测、

射电天文无源业务。 

 大会就非静止轨道星座系统建立了基于一定时间阶段须满足一定比例在轨卫星

数量要求的“里程碑”，50/40GHz 频段非静止轨道卫星频率共用磋商机制等国际

规则框架，开启了低轨道卫星星座发展的新时代。 

 大会通过了铁路车地无线通信系统全球统一频率的决议，将推动全球高速铁路列

控列调、乘客安全方面无线通信的发展，促进相关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加强

跨境铁路运输合作，为打通“一带一路”跨境运输动脉创造了有利条件。 

 大会批准了智能交通系统全球统一频段的新建议，该建议将进一步推动国际智能

网联汽车（车联网）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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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明确 275GHz-450GHz 频段共 137GHz 带宽的频谱资源可用于固定和陆地移

动业务应用，为太赫兹通信产业提供了明确频谱政策指引。 

 大会确定了 2023 年、2027 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审议的议题，我国推动的在

6GHz 中频段新增 IMT 使用标识的议题列入了 2023 年的议题。 

 此外，本届大会还为高空平台（HAPS）、Ka 频段动中通地球站、51GHz 频段卫

星固定业务（地对空）、卫星航空移动业务、微小卫星测控等新增了频率划分或

指定使用频段，对航空、水上频段引入卫星系统、未授权使用地球站终端等的相

关规则进行了修订，确定了电动汽车无线充电全球统一使用的频率…… 

 大会通过的相关决议为我国天通一号卫星移动系统在开展业务时可能收到的干扰提

供了技术指导和保障。 

为了确保国际移动通信 LMT 地面系统和 IMT 卫星系统的共同发展（兼容共用），2019 年

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WRC-19）9.1 议题 9.1.1 问题最终在相关决议中明确提及在

1980MHz-2010MHz和 2170MHz-2200MHz频段二者兼容共存的可能性以及需要采取的技

术和操作措施。中国代表团 9.1.1 议题主要负责人表示大会通过的相关决议为我国天通一

号卫星移动系统在开展业务时可能收到的干扰提供了技术指导和保障。 

我国首个自主移动通信卫星系统天通一号是从 2008 年汶川大地震中诞生。汶川地震发生

时，所有地面通信系统瘫痪，仅靠租用国外卫星电话链路保持与外界的沟通，因此发展

我国自己的移动通信卫星系统变得万分紧迫。随后，“天通一号”移动通信卫星系统重大

工程正式启动，其首要任务就是确保在地面业务覆盖不到的地方填补国家自主移动通信

卫星服务的空白。2016 年 8 月，天通一号 01 星发射，目前已经拥有超过 3 万个注册用户，

并在应急通信保障和森林、水利、渔业等行业开展了初步应用。 

天通一号 01 星覆盖区域主要为中国及周边、中东、非洲等相关地区，以及太平洋、印度

洋大部分海域。覆盖地形没有限制，海洋、山区、高原、森林、戈壁、沙漠都可实现无

缝覆盖。覆盖车辆、飞机、船舶和个人等各类移动用户，为个人通信、海洋运输、远洋

渔业、航空救援、旅游科考等各个领域提供全天候、全天时、稳定可靠的移动通信服务，

支持语音、短消息和数据业务。发生自然灾害时，天通一号的应急通信能力可以发挥极

大作用。此外，天通一号 01 星最主要的优势体现在终端的小型化、手机化，便于携带。

据估计，2025 年前，我国移动通信卫星系统的终端用户将超过 300 万，服务范围涵盖灾

难救援、个人通信、海洋运输、渔业、航空等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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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北斗行业新闻 

2.1 交通运输部：新建内河船舶要配备北斗终端 

交通运输部海事局近日发布《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2019)》，明确自 2020 年 6 月

1 日起，内河船舶配备电子定位装置需满足北斗性能标准。 此规则针对我国内河船长大

于等于 20米船舶设计建造、营运检验的技术法规进行了系统明确，对内河船舶检验制度、

安全与防污染技术要求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修订。在安全技术要求方面，规则规定

船舶配备电子定位装置需满足北斗性能标准，明确要求旅游船（设观光区域和卧席客舱）

和游览船（仅设观光区域）的观光区域人均面积不小于 0.4 平方米且不计入乘客定额计算

等。规则的发布实施将对我国内河船舶航行安全以及环境保护起到积极促进作用，将于

2020 年 6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交通运输部一贯高度重视北斗系统在行业的推广应用工作，推动建立“规划、政策、机制、

标准、推广”五位一体的行业应用体系，实现行业与北斗系统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在综

合交通的大框架下，目前全国已有超过 617 万辆道路营运车辆、3.5 万辆邮政和快递运输

车辆、36 个中心城市约 8 万辆公交车、370 艘交通运输公务船舶安装使用或兼容北斗系

统，国产民航运输飞机首次搭载北斗系统。 

（国际船舶网，

http://www.eworldship.com/html/2019/ship_inside_and_outside_1124/154655.html） 

2.2 贵州省国家北斗综合应用示范项目通过验收 

贵州省国家北斗综合应用示范项目于近日通过验收评审。近年来，贵州省发挥国家大数

据综合试验区的优势，积极推动北斗应用和产业发展，聚焦“北斗+大数据”，北斗产业取

得较大进步：建成贵州北斗卫星导航公共位置服务中心，累计开展北斗位置服务十亿余

次；建成覆盖全省 9 个市州和贵安新区的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建成贵州北斗时

空信息大数据云平台，开展基础地理信息与专题图层信息的集成和叠加；建成贵州北斗

卫星导航终端产品质量认证中心。  

此外，贵州发挥北斗在交通领域的道路拥堵治理、降低事故、应急救援中的作用，完成 6

万余台/套的北斗终端的研发、测试、生产和部署；利用北斗智慧旅游系统，在多个景区、

旅行社部署 1 万余台/套北斗终端应用，推动贵州旅游服务的智慧化、智能化；部署北斗

防灾终端 4000 余台/套，新建和改造地灾隐患预警点 29 个，成功预警多起地质灾害。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贵州北斗将按照“错位竞争、专项引导、内培

外引、技术融合”的发展定位，着眼于为重点领域、优势行业提供北斗卫星导航应用服务，

建设国家北斗数据中心贵州分中心，打造北斗产业链生态，在模块、应用终端研发和制

造、应用软件开发、应用服务等上下游领域加快发展，全面培育贵州省北斗卫星导航应

用产业市场。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http://www.beidou.gov.cn/yw/xydt/201912/t20191202_195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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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北斗授时助力北京地铁地下定位系统 

除了据统计，人们 80%以上的时间在建筑物、地下、室内等非暴露空间中度过。地铁作

为非暴露空间的典型场景，是智慧城市建设中最核心的公共区域，聚集了各类人员，拥

有较大的影响面。但卫星导航系统的导航信号却不能覆盖室内和地下空间，无法提供导

航定位等服务。 

基于北斗技术体系，北京地铁与全图通位置网络有限公司合作，综合应用“北斗授时+空

间数字化+超宽带+5G”等技术，建设北京地铁建设城市轨道交通定位系统，为北京地铁

提供高精度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目前，该系统已在北京地铁 1 号线完成了“一站一区

间”的应用示范。 

图 6：北京地铁建设城市轨道交通定位系统 

 

资料来源：中国太空网，长城证券研究所 

地铁正在迈向智能化时代，时间和空间信息是建设智慧地铁的基础。地铁的智能运行、

智能管理、智能维护、智能服务需要城市轨道交通定位系统提供高精度定位、导航和授

时服务，为开展行车调度、维修安检、资产管理、应急指挥等工作提供基础性保障。 

目前，室内定位技术是较前沿的研究领域。城市轨道交通定位系统作为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的补充与增强，可以有效连通地铁空间与室外空间，提供一体化的时空信息服务，为

国家综合 PNT 体系建设提供有效助力。 

（中国太空网，http://www.taikongmedia.com/Item/Show.asp?m=1&d=27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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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点公司公告 

【振芯科技】2019 年 3 月 22 日，振芯科技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董事会同意

在确保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3.5 亿元暂时闲

置的自有资金进行低风险、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委托理财。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

滚动使用。 

【欧比特】股东珠海格力金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22 日与公司股东金元顺

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新余东西精华金融科技投资合伙企业以及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拟协议受让转让方合计持有的 53,071,522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份

的 7.56% (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后的比例为 7.62%)。 

【合众思壮】（1）公司及子公司拟使用控股股东郑州航空港区兴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委

托贷款额度，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贷款利率不超过 8%/年。 

（2）为保障公司融资事项的顺利开展，公司及子公司贷款融资拟使用郑州航空港兴港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担保额度，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30 亿元，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

担保费率不超过 3%/年。 

【林州重机】（1）2019 年 11 月 30 日，控股股东郭现生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办

理了质押延期购回及补充质押手续，共 23,107,557 股占公司总比例 2.88%。其中 1,107,857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14%为补充质押。截至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质

押股份共 303,257,99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7.83%。 

【航天晨光】公司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所持有的南京华业联合投资

有限公司 55%股权。本次交易的最终价格为人民币 3,301.83 万元。 

【四维图新】（1）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合肥杰发科技有限公司自主设计的胎压监测传感器

芯片研制成功并具备了量产能力。公司自主设计的该款胎压监测传感器芯片是中国品牌

自主设计且推向市场的车规级 TPMS（胎压监测传感器芯片）全功能单芯片解决方案，

是国产全集成高精度压力传感器、双轴加速度传感器、温度传感器、LF&RF（高频射频

技术及低频射频技术）于一体的高性能胎压监测专用芯片，具有小体积高集成、低功耗、

高精度传感器测量、双轴加速自定位等优势。 

（2）公司收到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关于采购公司规定区域内自动驾驶地图数据的申请。公

司将为华为提供高精度地图测试验证服务，同时，双方将共同完成华为自动驾驶验证项

目，推进华为自动驾驶项目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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