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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的辅助停机系统是基于多方面因素综合考虑而设计

的。如果仅从技术角度考虑，可以将自动泊机系统安装在飞

机上，实现飞机的自动驾驶。首先在飞机着陆后，系统根据

塔台提供的停靠信息设定行驶目的地，并启动自动驾驶。同

时，系统根据识别出的跑道中和跑道两侧的引导线和位置标

识信息，结合 GPS 信号精确定位，控制飞机沿行驶道驶向停

机楼。在接近停机楼后，由于停机楼的地形更加复杂，可以

在停机楼的关键位置安装停机位辅助指示标志。在自动驾驶

图 5   计算机视觉技术识别的行人和车辆（左图中绿色和红色区域）以及发现的不正常交通行为（右图红色区域）。实验结果
来自 B. Zhou 等发表的 Understanding Collective Crowd Behaviors: Learning a Mixture Model of Dynamic Pedestrian-Agents。

技术方面，针对汽车的技术相对成熟，有很多经验可以参考。

驱鸟系统

飞鸟撞击航班是长期困扰机场、威胁飞行安全的国际性

难题。驱鸟的方式有多种，比如语音、超声波、光束和震撼

炮等。但是针对不同的鸟类，以及在不同的时间和季节，不

同的方法取得的效果不一样。而且随着鸟类对驱鸟方法的适

应，重复地使用同样的方法效果会逐渐下降。对付智能的生物，

应该采取智能的方法。使用目标检测和追踪技术，计算机能

够得出进入视野范围的鸟类的数量。随着图像识别技术的发

展，前沿的技术不光能寻找出鸟类，而且对纹理鲜明的鸟类

已经得到了较好的识别度。这样，系统可以自动地发现鸟类，

第一时间进行驱赶。并且在驱赶的同时，也可以建立起更为

详尽的数据信息库，统计出不同种类对不同驱鸟方法反应，

以及随着时间推移，驱鸟方法减弱的程度。一个完整全面的

数据库可以为鸟类研究专家提供非常有用的第一手资料，从

而加深我们对鸟类的理解，研究出更为有效的对付飞鸟撞击

的策略和方法。

图 7    计算机识别鸟类示意。左图 ：对一只鸟提取的外形特征 ；右图根据形态特征计算机得出的相似度。实验结果来自 B. Yao 等
发表的 A Codebook-Free and Annotation-Free Approach for Fine-Grained Image Categorization。

图 6   Safegate 公司的辅助泊机系统指示牌

增强视景监视系统在民航的应用研究
Technical Feature and Main Issues of Enhanced video system

                                                                                                                        文 / 吴敏

吴敏，硕士，现就职于中国民航局第二研究

所科研开发中心，主要研究方向为 ：图像处理与计

算机视觉，视频编解码，计算机图形学，多视图几

何，GPU 高性能计算。主要参与了基于增强现实

技术的远程塔台系统关键技术研究。负责多路视频

GPU 实时拼接融合、视频图像增强、PTZ 高清一

体机自动跟踪等。

研究背景

当前困扰民航运行的两大难题，一是针对大型枢纽机场

严重受制于低能见度的恶劣天气，机场因大雾而停止营运的

频率越来越高；二是中小型机场数量多、航线布局战略意义

重大，但是赢利能力弱，几乎不可能装备现行的场面监视系统，

更无从谈起远程监控和管制的远程支持，需要现场配备合格

的管制人员，对于目前紧张的空管管制队伍是一项严峻的考

验。针对上述难题，增强视景监视 EVS 系统（Enhanced video 

system）技术研究应运而生，并且在行业的应用点也越来越清

晰。民航局第二研究所对增强视景监视 EVS 系统的研究，始

于远程塔台技术的跟踪，远程塔台概念首先由欧美国家提出，

数量众多的小型支线机场航班量小，如果配备全套管制人员

和修建塔台会造成资源浪费，因此欧美同行开始进行基于视

频及视频信号传输的远程塔台技术研究。但远程塔台技术在

我国民航的应用还有相当长的距离，不过，研究小组发现其

中的增强视景监视技术能够有效解决机场场面低能见度天气

情况下实时监视问题，因此专题开展 EVS 技术在民航的应用

研究，重点对视频拼接和视频增强技术进行攻关，寻找快速

用于航空运输一线的实现方法。

研究思路
首先需要提炼技术难点，增强视景监视系统正处在由概

念原型到实体化的发展阶段，国外一些机构正在进行实验系

统的研究和开发。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然面临一些

关键技术问题需要解决和改进。现有的增强视景监视系统中，

全景视频是利用摄像机的“硬拼接”实现的。由于摄像机

视角和场景光照条件的不同及变化，各个摄像机的成像质

量存在较大差异，导致最终生成的全景图像中会出现一些

明显的“缝隙现象”，拼接效果并不理想。如何做到全景

视频的稳定无缝拼接，是当前增强视景监视系统发展中的

一个重大技术难题。另外由于天气的原因（如雨、雾、雪

等），摄像机的成像效果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因此如何保

证在各种天气条件下成像的清晰是增强视景监视系统中面

临的另一个技术难题。最后，增强视景监视系统还应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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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进出场飞机能够自动跟踪和显示相关航班信息的功能，向

管制员提供方便直观的航班信息，这在传统塔台操作中是无

法实现的。

增强视景监视系统旨在建立一套虚拟塔台实验系统，完

成从视频采集、传输和接收、解码以及全景视频生成等一系

列功能。实现对远程机场多路视频的无缝全景拼接和监控、

图像的动态增强、机场场面飞行器的跟踪和信息融合等。能

够显示远程机场的全景视频以及对场面和空中可视范围内的

飞机进行实时监控。

增强视景是一种根据摄像机位置和视角将各类有用信息

图 1    参展的视频拼接增强系统（EVS）

增强视景监视系统（EVS）是基于 GPU 高性能运算平台

的多路高清视频监视系统，系统由 4-6 路 960P 高清网络摄像机、

户外护罩支架、分布式的大容量视频存储设备 (NVR)、4 个 55

寸超窄边拼接液晶单位组成。提供无缝拼接的 180°以上的实

时全景监控画面；NVR 存储设备实现多路视频同步存储（H264

编码，1 个月存储容量），同时具备多路同步回放功能及远程

录像拼接功能，供事后分析；搭配长焦镜头、专业云台及高清

摄像机，对局部重点区域自由缩放高清定位，查看细节信息；

在低能见度、强光下实现增强和宽动态的视频画面；该系统能

够对机场跑道、滑行道、停机坪等重要区域，全天候无盲区的

全景实时监视。为民航单位提供专业的视频监控解决方案。

视频拼接功能

通过 EVS 系统的拼接功能，工作人员可以轻松地获取整个

机场场面的运行状态。图 2 和图 3 是 EVS 系统在白天和夜间的

图 4    夜间增强局部画面图图 2    EVS 系统在桂林机场白天拼接效果图

以图形形式叠加在相应视频图像上的技术，

这种技术可以让摄像机的视频数据和其他监

视数据融合，现已在 GIS、导航、汽车驾驶中

广泛应用。欧美等航空发达国家的相关部门

和研究机构，如 FAA、EUROCONTROL、

NASA，曾尝试采用基于增强视景技术的远程

塔台系统对机场场面进行监控。远程塔台的

基本思想旨在从物理层面上将传统的塔台管

理，由远程机场转移到集中式的指挥中心里。

通过在机场里设置一定数量的摄像机，将机场

内跑道、滑行道、停机坪等重要区域的信息

以视频的方式实时传输到远程控制中心，再结

合视频压缩与传输、图形图像处理、增强现

实等技术，将空管信息数据、场面目标的状

态和信息进行融合，将各类管制信息进行可视化显示。与传统

雷达、ADS-B 和多点定位系统等监视设备相比，EVS 系统具有

如下优点：能够监视整个机场场面，避免覆盖盲区；能够获取

实时直观的场面目标活动态势信息；为工作人员提供连续、实时、

直观和高质量的全景拼接画面；为工作人员提供低能见度情况

下的实时视频增强拼接画面；系统安装简便，运行维护成本低廉；

视频实时存储，具备回放功能，供事后分析；用户可对感兴趣

区域进行缩放，查看细节信息；操作界面友好，易于工作人员

掌握和使用。

研究成果

图 3    EVS 系统在桂林机场夜间拼接效果图

拼接效果图，该图是由架设在广西桂林机场塔台上的 EVS 系统

对机场场面进行视频采集和拼接的效果图。塔台距离跑道边缘

约为 1000 米。

视频增强功能

通过 EVS 系统的视频增强功能，工作人员可以在夜间和低

能见度天气状况下轻松地区分建筑物和场面活动目标。图 4 是

由架设在成都双流机场雷达站上的 EVS 系统对双流机场跑道进

行视频采集、增强后的效果图。雷达站距离跑道约为 300 米。

由于文档尺寸限制，无法从文档提供的图片中清楚看到活动目

标，但下面的局部放大图像（显示器的实际显示画面），可以

清晰地分辨两者，如图 4 所示。图 5 是未进行增强处理的双流

机场夜间跑道效果图，对比图 4 和图 5，可以发现，由于灯光

光照影响，普通的视频采集设备采集到的机场场面夜间的视频

画面无法清晰地区分建筑物和场面活动目标。而采用视频增强

图 5    未进行增强处理的双流机场场面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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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处理后的画面，则可以清楚地区分建筑物和运动目

标。红色圈中的目标在增强之后，清晰可见。图 6 和图 7

是雾天飞行区视觉效果对比。

记录和回放功能

此外，系统具有高清视频存储和回放的功能，可以

为工作人员提供任意时段的视频记录，并播放，以供事

后分析用。

跟踪功能

鼠标点击感兴趣区域，云台系统 (PTZ) 将自动转到

鼠标位置，可进行缩放和调焦，便于查看局部细节信息。

未来趋势

增强视景监视系统可以延伸为远程塔台，据了解，

目前 SAAB、NASA、DLR 和瑞典民航局都已经将远程塔

台列为重点研究项目，这些机构通过试验系统适用评估

后将制定相关技术标准。鉴于目前国际上在这一领域还

没有正式形成统一的技术标准，本项目的实施还可为空

管远程塔台技术提供算法基础和标准，图 8 是民航二所

在广西桂林两江机场实施安装的EVS增强视景监视系统，

该系统为空管单位提供了高清的视频监控解决方案，为

国内企业抢占制高点打下基础。我国作为一个民航大国，

积极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与合作，在关键技术领域保持与

国际同步甚至领先，同时参与国际相关标准的制定，对

图 6   未进行增强处理的雾天机场环境

图 8    EVS 系统在桂林实施的多摄像机拼接护罩塔架

图 7   增强处理后的雾天机场环境

我国民航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回到 EVS 系统，当务之急是为国内繁忙机场，特别是多

跑道机场塔台和机场 AOC 配备完善的视频增强监控系统，提

升大雾天气的指挥调度能力，进而延伸远程塔台技术研究，

对于未来呈井喷发展的通用航空给中小机场带来的生机做好

技术储备。

A-SMGCS 技术及发展综述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A-SMGCS

technology & technology development

                                                                                                                                        文 / 朱盼

朱盼， 飞行器设计专业硕士 , 现就职于中国民

航局第二研究所科研开发中心 , 目前主要研究方向

为机场场面交通管理自动化技术 , 主要从事系统仿

真、软件系统设计、数据融合方案设计的工作。

背景

近几十年来，国内外航空运输业快速发展。自 1998 年以来，

我国航空运输总周转量一直保持着 15% 左右的增长速度。航空运

输量的增加，使得大型机场及其周边区域的飞机数量急剧增加。

2012 年，北京、上海浦东、广州机场的飞机起降架次分别达到

557,159、361,720 和 373,314 架次，截止 2012 年，超过 ICAO 规

定的年起降 160,000 架次的高密度交通流量标准的机场已达 10 个。

同时，全国所有通航机场中，年旅客吞吐量在 1000 万人次以上

的达到 21 个。高密度的交通流量使得机场及其附近飞机之间、

飞机与场面车辆之间的间距减少，跑道入侵、场面冲突、机场环

境影响时有发生，迫切需要引入新的针对终端区域、机场附近空

域和机场场面的交通监视与引导手段，以替代传统主要依靠飞行

员和交通管制员的人工管控方式。

由于空中交通流量增大、跑道入侵等机场安全事故的增

加，加之新技术的出现，国际民航界在总结了 SMGCS（Surface 

Movement Guidance & Control System）不足的基础上，结合当

前和未来空管技术的发展，提出了 A-SMGCS(Advance Surface 

Movement Guidance & Control System ) 概念和构思，以期解决当

前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空中交通不断增长和安全性要求不断提

高为机场场面管理带来的新挑战。

A-SMGCS 功能介绍
先进场面活动引导与控制系统（即 A-SMGCS）是国际上近

年提出的一种解决机场安全、效率和容量问题的机场场面活动引

导和控制新概念。A-SMGCS 能够在全天候、高密度航班

流量和复杂机场环境条件下，实现对机场场面运动的飞机

和车辆进行实时监控和引导，从而有效地避免场面活动目

标冲突的发生，显著地增强机场安全保障能力。特别是在

低能见度条件下能大幅度地提高机场运行的安全与效率。

A-SMGCS 的主要功能包括：监视、路由、引导、控制。

监视功能是实现 A-SMGCS 各项功能的基础，利用

多种场面监视系统（场面监视雷达系统、多点定位系统、

ADS-B 系统等），向管制员和机场指挥人员提供机场飞

行区域的地面活动目标的情况，以补充或替代目视观察。

其服务对象是塔台和停机坪的管制人员、机场指挥人员、

飞机和车辆驾驶人员。监视功能对于机场飞行区域内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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