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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空间技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1. 根据大会第 73/91 号决议，小组委员会审议了题为“空间技术促进可持续社会

经济发展”的议程项目 5。 

2. 加拿大、中国、哥伦比亚、德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以色列、意大利、日本

和巴基斯坦的代表在该项目下作了发言。哥斯达黎加代表还代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国家组在该项目下作了发言。在一般性交换意见期间，其他一些成员国的代表作了

与该项目有关的发言。 

3. 小组委员会听取了下列科学和技术专题介绍： 

 (a) “智利的空间能力对国家发展的贡献”，由智利代表介绍； 

 (b) “空间利用的社会经济惠益”，由加拿大代表介绍； 

 (c) “BiomeSAT 项目：利用纳米卫星技术监测森林健康”，由巴西代表介绍； 

 (d) “ZACube-2 开创了南非在非洲大陆海域认识解决方案方面的本土能力”，

由南非代表介绍； 

 (e) “Space4Water 门户网站”，由外层空间事务厅的代表介绍； 

 (f) “我的星球，我的未来：空间增进可持续性—可提升国家、区域和全球能

力的一种独特的业经证明的工具”，由加欧美亚国际组织观察员介绍； 

 (g) “让空间技术促进可持续性的可能性成为现实：让大数据每天发挥作用”，

由加欧美亚国际组织观察员介绍； 

 (h) “采用创新性空间技术办法满足发展中国家对精准农业的需要”，由加欧

美亚国际组织观察员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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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关于建立全球大学空间碎片观测网的建议”，由全球航天工程大学联盟

观察员介绍。 

4. 小组委员会收到了下列文件： 

 (a) 关于 2018 年 11 月 13 日至 16 日在德国波恩举行的主题为“‘外空大会+50’

之后的前进方向及‘空间 2030’”的联合国/德国高级别论坛的报告（A/AC.105/1204）； 

 (b) 秘书处的说明，其中载有与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的治理和工作方法有关的

议题分类（A/AC.105/C.1/L.377）； 

 (c) 载有关于外层空间事务厅 Space4Water 门户网站的推出、当前范围和未来

计划的报告的会议室文件（A/AC.105/C.1/2019/CRP.11）。 

5. 小组委员会注意到主题为“‘外空大会+50’之后的前进方向和‘空间 2030’”

的联合国/德国高级别论坛于 2018 年 11 月 13 日至 16 日在德国波恩举行。论坛是

由外层空间事务厅和德国政府（通过德国航空航天中心）联合举办的，论坛继续推

动了关于空间科学和技术在促进全球发展方面的作用的辩论。 

6. 小组委员会注意到，作为探索和创新行动小组所开展工作的后续行动，外空事

务厅和西亚区域空间科学和技术教育中心将组织主题为“空间探索与创新方面的全

球伙伴关系”的联合国/约旦讲习班，该讲习班拟于 2019 年 3 月 25 日至 28 日在安

曼举行。 

7. 小组委员会还注意到，外层空间事务厅和中国国家航天局将于 2019 年 4 月 24

日至 27 日在中国长沙举办联合国/中国空间解决方案论坛。该论坛旨在促进利用外

层空间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8. 小组委员会又注意到空间技术和应用及空间衍生数据和信息对于可持续发展

的价值，包括在环境保护、土地和水管理、城乡发展、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医疗

保健、气候变化、减少灾害风险和应急反应、能源、基础设施、导航、地震监测、

自然资源管理、雪和冰川、生物多样性、农业和粮食安全等领域改进政策和行动方

案的制定工作和随后的执行工作。 

9. 小组委员会注意到，研究表明，使用地理定位和地球观测卫星将有助于实现各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169 个具体目标中的大约 40%。如果将使用通信卫星包括在

内，这一数字将大幅增加。 

10. 小组委员会还注意到各国提供的关于其旨在提高社会对空间科学和技术应用

于满足发展需要的认识和理解的行动和方案的信息，以及关于旨在通过利用空间科

学和技术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教育和培训而建设能力的合作活动的信息。 

11. 小组委员会欢迎外层空间事务厅开发了 Space4Water 门户网站，这是一个多方

利益攸关方网络平台，用于就与水有关专题的空间解决方案和技术进行跨学科知识

交流，特别侧重于发展中国家行为者的能力建设和纳入这些行为者。 

12. 小组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外空厅在“妇女太空”倡议方面开展的工作，其中包

括开发一个门户网站，该网站旨在促进下列方面的联网和辅导活动，即通过有针对

性的能力建设和技术咨询活动，增强妇女能力并在空间部门实现性别平等。 

http://undocs.org/ch/A/AC.105/1204
http://undocs.org/ch/A/AC.105/C.1/L.377
http://undocs.org/ch/A/AC.105/C.1/2019/CR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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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一些代表团认为，必须加强现有的机会并创造新的机会，以确保越来越多的国

家能够利用空间以及从空间获得的惠益。委员会可在这方面发挥根本作用，包括在

促进国际合作和开展能力建设方面。 

14. 一些代表团认为，“辽阔宇宙”和“空间机会各国共享”举措对于推动和促进开

放和透明地获取天文学和科学信息至关重要，这些举措与“妇女太空”举措相辅相

成，应当以相互关联的方式加以处理。 

15. 有与会者表示，有必要建设下列领域的国家能力：处理地球观测数据；通过云

计算处理合成孔径雷达数据和衍生自动化信息的标准方法；应对林业、农业、渔业、

海洋、采矿、城市化和灾害响应等领域的创新挑战；进一步利用知识、经验和信息

转让方面的国际合作和伙伴关系；以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向当地工业外包业务，以

及刺激中小型企业的创办和成长。 

16. 根据大会第 73/91 号决议第 9 段，重新召集了由 P. Kunhikrishnan（印度）担任

主席的全体工作组。小组委员会 2 月[…]日第[…]次会议核可了本报告附件一所载

全体工作组的报告。 

 

 七.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最近的发展 

 

17. 根据大会第 73/91 号决议，小组委员会审议了题为“全球导航卫星系统最近的

发展”的议程项目 9，并回顾了与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国际委员会（导航卫星委员会）

有关的事项、全球导航卫星系统领域的最新发展情况以及新的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应

用。 

18. 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墨西哥、大韩民国和俄罗斯联邦的代表在议

程项目 9 下作了发言。在一般性意见交流期间，其他成员国的代表也就该项目作了

发言。 

19. 小组委员会收到了下列文件： 

 (a) 秘书处关于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国际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的说明

（A/AC.105/1191）； 

 (b) 秘书处关于 2018 年在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国际委员会工作计划框架内开展

的活动的报告（A/AC.105/1192）。 

20. 小组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通过导航卫星委员会，所有供应商商定了出版物《可

互操作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空间服务量》（ST/SPACE/75）中提供的信息以及关于继续

发展、支持和扩展多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空间服务量概念的若干建议。 

21. 小组委员会获悉，外层空间事务厅作为导航卫星委员会的执行秘书处，处理了

结合外空委及其附属机构的届会规划导航卫星委员会及其供应商论坛会议的协调

工作。注意到外空厅还为导航卫星委员会和全球导航卫星系统服务用户维护着一个

综合信息门户网站，并继续在促进全球导航卫星系统供应商和用户之间的国际合作

和交流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22. 小组委员会表示感谢外空厅通过其能力建设和信息传播举措努力促进全球导

航卫星系统的利用，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http://undocs.org/ch/A/RES/73/91
http://undocs.org/ch/A/RES/73/91
http://undocs.org/ch/A/AC.105/1191
http://undocs.org/ch/A/AC.105/1192
http://undocs.org/ch/ST/SPACE/75


A/AC.105/C.1/L.374/Add.3  

 

V.19-01034 4/5 

 

23. 小组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2018 年 11 月 4 日至 9 日在中国西安举行了导航卫

星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和供应商论坛第二十一次会议，这些会议由中国卫星导航系

统管理办公室代表中国政府组办。 

24. 小组委员会还注意到，导航卫星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将由印度主办，2019 年

12 月 9 日至 13 日在印度班加罗尔举行。小组委员会还注意到，外层空间事务厅表

示有兴趣在 2020 年主办导航卫星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则于

2021 年主办第十六次会议。 

25. 小组委员会还注意到，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继续为国际社会提供可靠和精确的

空间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 

26. 小组委员会又注意到，全球轨道导航卫星系统提供的民用服务不向用户直接收

费，全世界所有用户可连续使用，最近在 2018 年将两颗全球轨道导航卫星系统导

航卫星发射进入轨道，为该系统的空间段提供了支持。注意到全面运作、覆盖全球

的星座由 24 颗卫星组成。 

27. 小组委员会注意到，全球轨道导航卫星系统开放服务业绩标准将于 2019 年底

之前完成，其中确定了最低限业绩水平。预计在 2019 年发布全球轨道导航卫星系

统接口控制文件修订版，其中载有关于评价对流层和电离层延迟的建议模式，这些

模式将进一步改进导航精度。据指出，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将是 GLONASS-K2 卫星

的发射，该卫星将提供 L1、L2 和 L3 波段的码分多址信号以及传统的频分多址信

号。将开发高轨道全球轨道导航卫星系统，以提供广大城市地区的导航解决方案，

将系统将由置于倾斜地球同步轨道的六颗卫星组成。 

28. 小组委员会还注意到，欧洲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即伽利略系统和欧洲区域天基增

强系统即欧洲地球静止导航重叠服务（导航增强系统）的数据和服务以开放方式在

全世界提供，并且不向用户直接收费。注意到阿丽亚娜航天公司于 2018 年发射了

四颗新的伽利略卫星，从而使该星座的在轨卫星数目从 22 颗增加到 26 颗。整个伽

利略星座将由总共 30 颗卫星组成，预计在 2020 年完成。 

29. 小组委员会又注意到中国建立并运作北斗导航卫星系统，该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与其他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兼容。该系统为所有用户提供高精度、高可靠性的定位、

导航和授时服务。北斗导航卫星系统在智能城市、减少灾害风险、农业、林业、渔

业和气象学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产生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30. 小组委员会注意到，北斗系统的开发遵循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即 BDS-1、

BDS-2 和 BDS-3，并从区域服务逐步发展到全球服务。2018 年底完成了 BDS-3 基

本系统，启动了全球服务。BDS-2 向亚太区域各国提供的服务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到 2020 年，该系统将构成一个完整的空间星座并提供全球覆盖。 

31. 小组委员会还注意到，印度目前正在实施其卫星导航方案，其中包括两个系统：

全球定位系统援助的地球静止扩增导航系统（GAGAN），这是一套卫星扩增系统；

以及印度区域导航卫星系统（IRNSS），这是一套独立的区域系统。印度民用航空总

局对 GAGAN 的 0.1 海里服务级别导航性能和垂直精密进近进行了认证，从而为使

用 GAGAN 提供途中导航和精密进近服务创造了条件。 

32. 小组委员会又注意到，IRNSS 系统星座（又称印度导航星座）提供卫星导航服

务。该星座由七颗卫星组成：三颗位于地球静止轨道，四颗位于地球同步轨道，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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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该星座将在主要服务区提供优于 20 米的定位精度。IRNSS-1A 完全用于短信服

务，IRNSS-1I 号卫星已于 2018 年 4 月发射。向公众发布了空间信号“接口控制文

件”，以便利研究和开发，并有助于将导航信号投入商业使用，用于基于导航的应

用。 

33. 小组委员会进一步注意到，日本目前正在建造一套准天顶卫星系统，名为“引

路号”。准天顶卫星系统是卫星导航系统，与 GPS 兼容互通，已能够通过共享相同

的定位信号而延长提供服务的时间。由四颗卫星组成的星座在 2018 年开始正式运

行。到 2023 年，这个由七颗卫星组成的星座将完成配置，能够提供可持续的定位

服务。 

34. 小组委员会还注意到，准天顶卫星系统通过发送由地面站测量的全球定位系统

和准天顶卫星系统信号的误差校正数据，使定位的准确性及可靠性得以提高。预计

准天顶卫星系统还将通过其短信服务为减少灾害风险作出贡献。 

35. 小组委员会还注意到韩国卫星扩增系统的研发、实施和建立方案，称作“韩国

扩增卫星系统”，该方案已于 2014 年启动，垂直引导进近生命安全服务将在 2022

年底之前启动，这项服务与民航使用的一类仪表着陆系统相当。还注意到在韩国航

空航天研究所设立的韩国扩增卫星系统方案办公室管理着开发进程的技术事宜，并

已完成了关键设计评审的第一部分。 

36. 小组委员会注意到，在韩国扩增卫星系统方案之后，将在朝鲜半岛上建造和部

署一个区域导航系统即韩国定位系统，该系统将作为全球导航卫星系统服务的区域

提供者为国际社会作出贡献。 

37. 小组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报告了各自的项目和活动，重

点是协助将全球导航卫星系统技术推向尽可能广泛的用户群体，以及让国际伙伴参

与这些项目和活动。据指出，全球导航卫星系统被用于研究目的，包括研究对流层

的特性、水蒸气、闪烁监测和电离层延迟观测。将来会开展减轻灾害研究，具体形

式是海啸监测和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反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