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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应用需求及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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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介绍我国卫星导航系统应用概况的基础上 ,比较分析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民用的优势和劣势 ,对我

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民用市场的用户数和产值进行了预测 , 并对其作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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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第三颗“北斗一号”导航定位卫星发射

成功 ,它与前两颗“北斗一号”工作星组成了中国

完整的卫星导航定位系统 ,确保全天候 、全天时提

供卫星导航信息 ,从而为我国今后卫星导航系统

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它标志着中国已建立了完善

的第一代卫星导航定位系统 ,对中国国民经济建

设和国防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北斗一号”卫星导航系统现在已开始在军队使

用 ,但目前民用的范围和深度还不是十分普遍 ,如

果能加大卫星导航系统在民用上的步伐 ,将会有

力推动我国卫星导航系统在各行各业的应用 。本

文介绍了我国卫星导航系统的应用概况 ,对我国

卫星导航系统的民用市场进行了市场预测和效益

分析
[ 1 ,2]

。

1　我国卫星导航系统应用概况

卫星导航技术在中国的应用与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年代中期 ,从 90年代开始 ,随着GPS 从海

湾战争后逐渐走向民用市场 ,特别是卫星导航系

统在众多领域表现出的巨大优势与适应性 ,其中

隐藏的巨大商机与诱人前景吸引大批公司纷纷涌

入这一市场 ,大量技术人员纷纷研究这一课题 ,而

通信技术与计算机技术又对卫星导航技术的应用

推波助澜 ,以GPS为核心的卫星导航定位技术应

用在中国经过 15a左右的历程 ,正向更高层次 、更

广阔的领域发展 。

中国卫星导航技术的应用领域十分广阔 ,传

统的测量应用及军工相关应用的比例正在逐年下

降 ,已渗透到许多新的行业。现实的应用已经使

卫星导航技术从专业化领域走向了大众化应用的

广阔前景 ,这也使得卫星导航技术逐渐成为通信 、

互联网之后的第三个新的 IT 增长点。

2　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应用的市
场需求

　　经过对相关部门的调查 ,我国北斗卫星导航

系统的市场需求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1 , 2] 。

1)2003年前5个月 ,我国铁路的日均装车量

为8.2万车 ,累计发送货物 7.22亿吨 ,同比增长

8%。铁路部门 2002年铁路机车保有量为 1万多

台 ,基于铁路安全和运输安全保障体系的考虑 ,一

直未采用GPS ,而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我国自主

知识产权的导航系统 ,具有定位 、授时和双向短信

功能 ,在铁路运输安全保障体系中具有其他定位

手段无法替代的作用 。

2)渔业船只 20多万艘 ,海上渔业是我国卫

星导航应用较早的领域 ,GPS 已经占领了比较大

的市场 。但由于受通信方式的限制 ,和陆地管理

部门联系困难 ,而北斗系统则具有明显的优势。

3)根据 2000年统计 ,我国运输部门在册登

记运输车辆 540多万辆 ,其中 120万辆是客运车

辆 ,420万辆是货运车辆 。以长途运输为例 ,这是

我国卫星导航系统在物流运输管理上能发挥重大

作用的领域 ,其应用市场需求迫切 ,潜力巨大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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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来看 , 2003年以来 ,我国运输市场持续

升温 ,各种物流系统均显示出对卫星导航车辆监

控管理系统的明显需求。目前 ,各省市为了加强

交通运输管理 ,已逐步要求在长途客运车辆上安

装卫星导航监控记录装置 。特别在广大的西部和

东 、中部通信困难地区 ,北斗的定位和通信功能能

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 。同时 ,国内几家大汽车厂 ,

如一汽 、二汽 、上海大众与通用等均有在豪华轿车

或普通轿车上将卫星导航系统作为标准配置的打

算和行动 ,估计正式启动后 ,在近 2 ～ 3a 内 ,每年

都可能有几万套(3 ～ 5 万台)的需求量。从发展

趋势看 ,3年后超过 10万套是可能的。“十五”期

间 ,累计量可能达到 50万套 ,随后便是高速发展

期 ,出现 3 ～ 5a的成倍年增长率 。

4)2000年 ,全国沿海 、内河港口共完成货物

吞吐量7.4亿吨 ,同比增长 16%,呈逐月递增的趋

势。长期以来 ,我国沿海和内河船舶运输的安全

和生产调度的通信手段一直很落后 ,到 2000 年

底 ,我国拥有各类运输船舶 30 万艘 ,95%以上的

机动船舶没有装备必备的通信导航设备 。北斗系

统覆盖我国东部和南部海域 ,具有定位和通信功

能 ,可作为沿海内河船舶遇险安全通信保障手段

和运营调度指挥工具 。

5)移动通信基站和电力线路配送都需要精

密的时钟 ,从安全性和可靠性角度考虑 ,在国家关

键经济部门 ,使用我国自主的北斗时间比 GPS 时

间要好得多。

6)我国的环保 、水利 、气象 、地震 、森林防火 、

油气田 、邮政部门需要先进的通信手段 ,进行关键

信息与定位信息的监测和信息控制传输 。北斗导

航定位系统较之其他方式具有较强的市场渗透能

力和价格优势。

3　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应用市场

预测及效益分析

3.1　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民用的优 、劣势分析

1)与其他各类导航定位服务系统的对比

·与“GSM+GPS”系统相比 ,北斗民用市场和

运营服务系统主要面向远距离长途运输车辆和近

海 、内河船舶提供导航定位服务 ,这一区域使用

GSM会有通信盲区 ,特别是在近海海域 ,GSM 目

前无法覆盖 ,因此 ,北斗系统在这一市场是“GSM

+GPS”系统的补充 。

·与“GPS+INMMSAT” 系统相比 ,北斗民用市

场和运营服务系统目前不向远洋航运船舶提供服

务 ,而 GPS+INMMSAT 系统由于终端和入网费都

很高 ,目前只应用于能进入公海海域的远洋船队。

·与类似“OmniTRACS”系统相比 ,从系统功能

上比较 ,北斗民用市场和运营服务系统是基于北

斗卫星导航系统的 ,故系统容量大 ,信息资源丰

富 ,尤其是能提供增强系统信息等增值服务 ,会吸

引大批有高精度定位需求的用户及科研等领域的

用户 。从年服务费上比较 ,OmniTRACS 系统由于

系统引进 、卫星租用等费用 ,服务费用很高 ,为 1

～ 2.5万元/年户;而北斗运营服务系统服务收费

在0.3 ～ 0.8 万元/年户 ,服务费用将对用户具有

很大的吸引力 。

2)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具有的优势

①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我国具有自主产权

的卫星导航系统 ,安全性高。

②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既有导航定位功能 ,又

有简报文通信功能 , 使用该系统不需再建通信链

路 ,不需租用卫星信道 ,不仅使用方便 ,而且可以

取得非常明显的价格优势 。

③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中心站可以保留全部北

斗终端用户机的位置及时间信息;同时 ,卫星导航

增强系统中心站也实时存储有大量非常有价值的

GPS差分数据。因此 ,北斗民用运营服务系统可为

用户提供更加丰富的信息服务及精密导航定位服

务 ,这是其他系统所不能提供的增值服务优势。

④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覆盖范围广 ,可以覆盖

中国本土及周边国家和地区 ,特别是近海海域地

区 ,目前存在着较大的海外市场 ,而其他服务系统

又不能提供较合适的服务 ,北斗民用市场和运营

服务系统在市场延伸和服务范围方面具有一定的

优势 。

3)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劣势

①北斗导航系统和北斗民用运营服务系统

建设较晚 ,进入市场较迟 ,市场基础较弱 。

②北斗民用运营服务系统是新建系统 ,未经

历实际应用考验 ,其应用还不够完善和成熟 。

3.2　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民用的市场预测和

效益分析

3.2.1　用户数预测

我国 2001年高新产业发展增长率为 28.9%

～ 87.5%,目前 ,我国卫星导航市场容量发展增长

率维持在 50%左右。根据前 5年 OmniTRACS 系

统市场容量发展平均增长率维持在 65%左右 ,考

虑到 OmniTRACS系统市场发展初期 ,人们对位置

服务的认识有限以及现在通信和导航定位的快速

增长 , 北斗系统民用市场的发展增长率应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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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niTRACS系统。对北斗卫星导航民用市场用户

数预测如表 1 所示 , 图 1 为北斗用户和 Omni-

TRACS系统用户数量比较 。

表 1　2003 ～ 2007年民用用户数预测

Tab.1　Forecast of Numbers of Users Between 2003 and 2007

类　别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火)车入网用户/万户 1.20 2.50 4.50 7.50 12.00

船入网用户/万户 0.50 1.20 2.30 3.70 6.00

授时与其他信息传输 0.50 1.20 2.40 3.90 6.50

入网总用户量/万户 2.20 4.90 9.20 15.10 24.50

OmniTRACKS用户量/万户 2.30 4.0 7.0 12.0 19.0

图 1　北斗用户和 OmniTRACKS系统

用户数量比较(5年)

Fig.1　Comparison Between Numbers of Users

Between Beidou and OmniTRACKS

3.2.2　产值预测

考虑到市场上有 INMARSAT 、OMNITRACKS

(全线通)等卫星通信与定位系统和 GPS/GSM/

CDMA的竞争 ,以及北斗系统还处于试运行阶段

的现实 ,其收费价格不能过高 ,应本着鼓励民间用

户早用多用的原则制定价格策略。如果每用户平

均服务费按 0.4 万元/a 计算 ,每台用户机按 1.5

万元计算 ,则北斗卫星导航民用市场产值如表 2

所示 。

如果每用户平均服务费按 0.3万元/a 计算 ,

每台用户机按 1.0万元计算 ,则用户的承受能力

将提高 ,用户的增长速度将高达 110%。两者的

比较见表 3。图 2反映了实施两种价格策略后产

值的变化情况。

表 2　2003 ～ 2007年北斗民用产值预测

Tab.2　Production Values of Beidou System

Between 2003 and 2007

类　别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运营服务产值 0.88 1.96 3.68 6.04 9.80

北斗用户设备产值 3.30 4.05 6.45 8.85 14.10

系统集成 0.83 1.01 1.61 2.21 3.53

北斗民用总产值 5.01 7.02 11.74 17.10 27.43

表 3　两种价格方案的产值比较

Tab.3　Cmparison Between Production Values

of Two Strategies

方　案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第一种价格方案

总产值/亿元
5.01 7.02 11.74 17.10 27.43

第二种价格方案

总产值/亿元
5.92 7.87 16.80 36.20 65.38

图 2　北斗系统价格策略

Fig.2　Strategy of Prices in Beidou System

3.2.3　经济效益分析

在第一种价格策略方案中 ,如果设备销售利

润按设备销售产值的 20%来计算 ,运营服务利润

按用户年服务总费用的 40%来计算 ,则将北斗民

用的净收益按产业链细分 ,如表 4所示。

表 4　北斗民用市场净收益

Tab.4　Net Profit of Market of Beidou System

类　别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国家收益(税收)/亿元 0.60 0.79 1.29 1.82 2.91

北斗民用管理部门/亿元 0.34 0.56 0.98 1.50 2.41

民用运营商/亿元 0.41 0.71 1.27 1.98 3.20

设备生产商 0.59 0.73 1.16 1.59 2.54

　　上述是北斗系统民用直接产生的产值与经济

效益 ,同时 ,北斗系统的民用将带动我国芯片的制

造以及嵌入式软件系统 、多星座多频率兼容机等

相关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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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般高新产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的产值

和潜在效益的比例计算(拉动的产值 、潜在效益是

直接效益的 2 ～ 20 倍 , 在这里保守地按 5 倍计

算),到2007年 ,北斗系统民用带来的拉动产值将

达到 140亿元 ,形成巨大的产业市场 。

3.2.4　社会效益分析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两颗卫星的升空标志着我

国卫星导航定位事业的正式启动 ,国家在 2002年

的航天白皮书中明确提出鼓励对民用业务的开发 ,

国家计委发布的《国家计委关于组织实施卫星导航

应用产业化专项的公告》 ,这给卫星导航定位领域

带来了极好的商机。所以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市

场不仅有着巨大的经济效益 ,而且必然会带来极大

的社会效益 。其社会效益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1)北斗系统的民用开放在产业化的过程中 ,

不仅增加了国家税收 ,而且能接纳几千人甚至上

万人的就业。

2)北斗系统的民用开放应用提高了应用部

门行业的工作效率 ,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同时

对环境保护 、气象预报能力的提高 ,以及犯罪案件

的递减都会带来明显的社会效益。

3)北斗系统的民用开放可以使国内用户使

用自主知识产权的卫星导航系统 ,拉动国内用户

对卫星导航系统的需求 ,推进我国北斗二代系统

的建设。

4)北斗系统的民用开放对我国卫星导航定

位的产业化 、民族化 ,提高我国卫星导航定位的应

用水平 ,推动国民经济信息化的进程 ,带动相关产

业的结构调整 、升级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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