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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卫星按照应用，主要分为三大种类，分别是：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统称卫

星&ldquo;通导遥&rdquo;。其中，卫星通信是指以卫星为中继站进行数据通信，主要应用于地

面通信覆盖并不好的地方，如飞机、高铁、高山，以及一些应急通信的场景；卫星导航定位

则是为万物提供绝对定位信息；卫星遥感本质是以上帝视角，通过录像、光谱数据传输、雷

达等方式记录与地球的相关数据。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卫星应用市场前景展望与发展前景报告》共

九章。首先介绍了卫星应用行业市场发展环境、卫星应用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卫星

应用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卫星应用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卫星应用做了

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卫星应用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卫星应用

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卫星应用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

数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

市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

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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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测绘地理信息系统总值情况

（3）测绘地理信息系统资产规模

（4）测绘数字成果提供情况

（5）测绘航摄成果提供情况

（6）测绘基准成果提供情况

（7）测绘地形图的提供情况

6.3.4 中国测绘技术装备市场分析

（1）传统数据获取装备市场

（2）新兴数据获取装备市场

（3）数据处理技术装备市场

6.3.5 中国卫星测绘应用市场前景展望

 

第7章 中国卫星应用行业重点区域分析

7.1 北京市卫星应用行业前景展望

7.1.1 北京市卫星应用行业发展现状

7.1.2 北京市卫星应用行业相关政策规划

7.1.3 北京市卫星应用主要企业分析

7.1.4 北京市卫星应用行业最新动向

7.1.5 北京市卫星应用行业前景展望

7.2 上海市卫星应用行业前景展望

7.2.1 上海市卫星应用行业发展现状

7.2.2 上海市卫星应用行业相关政策

7.2.3 上海市卫星应用主要企业分析

7.2.4 上海市卫星应用行业最新动向

7.2.5 上海市卫星应用行业前景展望

7.3 广东省卫星应用行业前景展望



7.3.1 广东省卫星应用行业发展现状

7.3.2 广东省卫星应用行业相关政策

7.3.3 广东省卫星应用主要企业分析

7.3.4 广东省卫星应用行业最新动向

7.3.5 广东省卫星应用行业前景展望

7.4 陕西省卫星应用行业前景展望

7.4.1 陕西省卫星应用行业发展现状

7.4.2 陕西省卫星应用行业发展目标

7.4.3 陕西省卫星应用行业重点任务

7.4.4 陕西省卫星应用行业最新动向

7.4.5 陕西省卫星应用行业前景展望

7.5 湖南省卫星应用行业前景展望

7.5.1 湖南省卫星应用行业发展现状

7.5.2 湖南省卫星应用行业相关政策

7.5.3 湖南省卫星应用主要企业分析

7.5.4 湖南省卫星应用行业最新动向

7.5.5 湖南省卫星应用行业前景展望

7.6 四川省卫星应用行业前景展望

7.6.1 四川省卫星应用行业发展现状

7.6.2 四川省卫星应用行业相关政策

7.6.3 四川省卫星应用主要企业分析

7.6.4 四川省卫星应用行业最新动向

7.6.5 四川省卫星应用行业前景展望

7.7 重庆市卫星应用行业前景展望

7.7.1 重庆市卫星应用行业发展现状

7.7.2 重庆市卫星应用行业相关政策

7.7.3 重庆市卫星应用主要企业分析

7.7.4 重庆市卫星应用行业最新动向

7.7.5 重庆市卫星应用行业前景展望

7.8 厦门市卫星应用行业前景展望

7.8.1 厦门市卫星应用行业发展现状

7.8.2 厦门市卫星应用行业相关政策



7.8.3 厦门市卫星应用主要企业分析

7.8.4 厦门市卫星应用行业最新动向

7.8.5 厦门市卫星应用行业前景展望

7.9 武汉市卫星应用行业前景展望

7.9.1 武汉市卫星应用行业发展现状

7.9.2 武汉市卫星应用行业相关政策

7.9.3 武汉市卫星应用主要企业分析

7.9.4 武汉市卫星应用行业最新动向

7.9.5 武汉市卫星应用行业前景展望

7.10 济南市卫星应用行业前景展望

7.10.1 济南市卫星应用行业发展现状

7.10.2 济南市卫星应用行业相关政策

7.10.3 济南市卫星应用主要企业分析

7.10.4 济南市卫星应用行业最新动向

7.10.5 济南市卫星应用行业前景展望

 

第8章 中国卫星应用行业主要企业经营分析

8.1 中国东方红卫星股份有限公司（CWB235）

8.1.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8.1.2 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8.1.3 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8.1.4 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8.1.5 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8.2 成都振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2.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8.2.2 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8.2.3 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8.2.4 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8.2.5 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8.3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8.3.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8.3.2 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8.3.3 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8.3.4 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8.3.5 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8.4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4.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8.4.2 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8.4.3 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8.4.4 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8.4.5 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8.5 北京超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8.5.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8.5.2 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8.5.3 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8.5.4 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8.5.5 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8.6 北京华力创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6.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8.6.2 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8.6.3 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8.6.4 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8.6.5 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8.7 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8.7.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8.7.2 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8.7.3 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8.7.4 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8.7.5 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8.8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8.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8.8.2 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8.8.3 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8.8.4 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8.8.5 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8.9 广州中海达卫星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8.9.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8.9.2 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8.9.3 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8.9.4 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8.9.5 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8.10 安徽四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8.10.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8.10.2 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8.10.3 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8.10.4 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8.10.5 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第9章 中国卫星应用行业投资分析与前景预测

9.1 卫星应用行业投资特性与风险分析

9.1.1 卫星应用行业投资特性分析（）

（1）卫星应用行业进入壁垒分析

（2）卫星应用行业盈利模式分析

（3）卫星应用行业盈利因素分析

9.1.2 卫星应用行业投资风险分析

（1）卫星应用行业政策风险分析

（2）卫星应用行业经济波动风险

（3）卫星应用行业市场竞争风险

（4）卫星应用行业技术风险分析

（5）卫星应用行业供求风险分析

（6）卫星应用行业关联行业风险

9.2 卫星应用行业投资机会及建议

9.2.1 卫星应用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9.2.2 卫星应用行业投资分析

9.2.3 卫星应用行业前瞻投资建议

9.3 卫星应用行业发展趋势与前景预测



9.3.1 卫星应用行业影响因素分析

9.3.2 卫星应用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1）卫星导航的发展趋势分析

（2）卫星通信的发展趋势分析

9.3.3 卫星应用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1）卫星导航市场规模预测分析

（2）卫星通信市场规模预测分析

  （3）卫星遥感市场规模预测分析（）

  详细请访问：http://www.abaogao.com/b/diannao/C97161DEC8.html

http://www.abaogao.com/b/diannao/C97161DEC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