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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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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目标必须能够及时探测和精确定位，并自

动识别所有相关的飞机和车辆。

控制功能是在监视功能实现的前提下，

为了防止地面交通冲突、跑道和限制区的侵

入，确保地面交通安全、迅速、有效地活动，

对地面交通状况中的各类冲突、危险及入侵

进行探测和告警。主要包括：跑道冲突和入

侵的探测和告警；滑行道冲突和入侵的探测

和告警；滑行间隔冲突的探测和告警；路径

选择冲突和偏离的探测和告警；限制区的侵

入探测和告警；停机坪、停机位的探测和告

警等。

路由规划功能是指管制员和机场指挥人

员在该系统的帮助下，通过人工或自动的方

式为飞机和车辆的滑行安排出最合适的滑行

路径，为活动区内的飞机和车辆提供安全高 图 1     A-SMGCS 系统结构图

作。法国的 Thales、意大利的 Selex 以及荷兰的 HITT 等公司

都已经推出了自主开发的 A-SMGCS 系统，这些系统已经在诸

如法国戴高乐机场、德国法兰克福机场、意大利米兰马尔彭萨

机场、瑞典斯德哥尔摩阿兰达机场等大型国际机场得到了初步

的应用。

欧控在德国 Hamburg、捷克 Prague 等机场开展的 BETA

（operational Benefit Evaluation by Testing A-SMGCS） 工 程

（2000-2002 年），对于 A-SMGCS 的概念、性能要求进行

工程验证、完善和修改，在此基础上，ICAO 2004 年正式发

表 了 A-SMGCS 手 册（ 第 一 版 ）Doc9830。2004~2008 年，

欧洲在意大利 Milano、法国 Toulouse、捷克 Prague 等四个机

场 进 行 EMMA （European Airport Movement Management by 

A-SMGCS）验证工程，2006 年完成 A-SMGCS 运行级别 I 和

II 的全部验证，着手第二阶段（EMMA2）的验证工作，并根

据验证中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完整的 A-SMGCS 新概念，将原

有的功能概念转换为使用者（管制员、飞行员和驾驶员）提供

服务，同时考虑实现的可能性和具体实现步骤，将 A-SMGCS

的 研 究 大 大 的 推 进 一 步， 如 图 2 所 示。 并 且 根 据 EMMA/

EMMA2 验证工程，提出了一系列修改 ICAO DOC9830 的建议。

目前欧洲的斯德哥尔摩机场、法国戴高乐机场、比利时的

布鲁塞尔机场实现了 A-SMGCS 二级功能，全球仅有奥斯陆机

场实现了 A-SMGCS IV 级功能。

美国 FAA 在场面监视系统发展也提出了战略规划，确定

了从1999年至2016年期间各项相关技术研制、应用和更替过程, 

如图 2 所示。

日 本 的 ENRI(Electronic Navig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和

Mitsubishi Electric Corp. 在 2001~2005 年完成了 ADS-B+ 多点

图 3    仁川机场场监系统工作站示意图

图 2    FAA 场面监视系统发展规划图

效的路径选择和计划功能。

引导功能是在路由规划功能的基础上，将规划完成的路

径提供给引导功能模块用以准确控制助航灯光，为飞行员或车

辆驾驶员提供引导。可以通过人工或自动方式控制飞行区域的

助航灯光系统对飞机的滑行进行明确、连续可靠的引导，以确

保飞机或车辆按照分配的路径行驶。

A-SMGCS 系统结构
如图 1 所示，完整的 A-SMGCS 系统主要由数据输入、

数据融合处理、冲突检测、路由规划、引导控制及用户终端组

成。

A-SMGCS 系统在接入了多源传感器监视数据、气象、飞

行计划、停机位分配等多维度信息后，通过融合处理后将目标

的综合信息提供给用户（包括 ATC 管制员、机场调度指挥、

航空公司管理人员等），从而实现对机场场面活动目标的监视

功能。

在实现监视功能基础上，冲突检测模块根据当前场面实

时交通态势，结合场面活动运行规则，对危险的场面交通状况

发出警告，以阻止可能发生的安全事故。

路由规划系统可依据航班计划信息制定出中长期的航班滑

行路径，在航班进离港前，系统再依据实时的场面运行态势，

提供优化的航班滑行路径。

引导控制模块主要是将管制员确定的滑行路径通过特定通

讯链路，以直观的方式提供飞机（车辆）驾驶员。目前，对场

面活动目标的引导主要通过机载（车载）显示屏路由显示、助

航灯光引导、场面交通指示牌等方式，因此引导模块的功能包

括控制路由信息的推送，滑行道灯开关、指示牌的控制。

A-SMGCS 的用户主要包括 ATC 管制员、机场管理人员、

航空公司运行管理人员，其中冲突检测、路由规划信息主要提

供给管制员，为管制员管理场面交通运行提供决策依据。

国外 A-SMGCS 技术研究及应
用现状

欧美国家的研究机构、航空公司、设备厂商和大学已经联

合开展了十多年的相关技术研发、测试、验证与评估，积累了

极为丰富的经验，也取得了极大的进展。欧美顶尖的实验室和

研究机构，比如德国 DLR 的飞行导航研究所以及美国 NASA 

Ames 实验室都对 A-SMGCS 相关技术进行了大量基础性研究工

定位场面监视系统的开发和仙台 (Sendai) 机场性能评估试验。

在亚洲的仁川机场、台北机场、香港机场已安装美国或欧

洲开发的机场场面监视系统。仁川机场的场面车辆均配有 GPS

设备，可使车辆在盲视状态下行驶；在机场地面下埋设了传感

器，用来辅助对飞机 / 车辆的位置进行监控；有专门的地面管

制席位；灯光和标示系统也很完善，可以对飞机 / 车辆进行很

好的引导，系统状态如图 3 所示。

A-SMGCS 国内研究及应用现
状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各大型枢纽机场的航

班起降愈加频繁，对场面目标的监视需求越来越迫切，2008 年，

首都国际机场安装了国内第一套 A-SMGCS 系统，系统监视传

感器包括场面监视雷达、多点定位系统、一 / 二次合装雷达。

此后上海、广州、成都等机场相继引进了国外场面监视雷达设

备以实现对场面活动目标的监视，但除北京首都机场外，其他

各机场的监视手段目前主要是场面监视雷达，缺乏协作式的监

视传感器，造成目标识别困难。

在 A-SMGCS 研究方面，国内的中国民航大学、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在 A-SMGCS 相关的技术规范、

理论方面作了很多研究。

在工程应用上，民航二所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机场 III

级综合监视与引导系统”项目牵引下，监视、控制、路由功

能涉及的关键技术取得了突破，目前已经在桂林机场进行了

示范验证，系统情况如图 4 所示。该系统接入一 / 二次雷达、

ADS-B、多点定位数据，对机场进近区与活动区的全面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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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机场跑道、滑行道的冲突检测与告警。为进一步验证

系统可靠性，即将在更加繁忙的双流机场进行示范验证。

A-SMGCS 存在的一些难点

1）监视

对复杂电磁环境条件下的目标定位是目前监视存在的难

点之一，如：飞机在停机位、廊桥附近，通常的无线电探测

方式由于多径效应、遮挡等因素影响，难以实现稳定、精确

的目标定位。在此情况下，考虑可引入可见光的监视手段。

   2）冲突检测

在停机坪区域，由于目标定位精确性降低，更由于目标

运行意图难以判断，停机坪区域内飞机与车辆在很多情况下

允许靠拢，因此，对此区域的冲突检测是未来 A-SMGCS 研

究的一个重点。

   3）系统验证

由于 A-SMGCS 系统是为机场场面运行管制决策服务，

因此，其相应的功能可靠性、安全性必须得到充分验证，对

诸如冲突解脱策略、自动路由等功能如何验证以确定其安全

性是 A-SMGCS 研究与发展中的重要课题。

   4）系统集成

   A-SMGCS 需要接入空管、机场的多种数据，同时处理

后的数据，除提供给管制员外，还需提供给机场方、飞机（车

辆）驾驶员，在引导功能上，需控制助航灯光系统，因此系

统集成的好坏是影响系统运行的关键因素之一。

图 4   桂林机场 A-SMGCS 示范应用

集散式电容扰动型围界报警系统是一套防

护全方位、设计人性化、技术现代化的安防产

品，具有国际先进水平。已取得国家实用新型

专利证书，通过了中国民用航空局的科学技术

成果鉴定，荣获民航协会科学技术二等奖，并

通过国家质检局安防产品检验 , 获得计算机软

件著作权。

该系统由现场检测处理部分和后台管理控

制部分组成，其中现场部分由报警单元、灯光

单元、视频单元、语音单元、气象单元、联动

控制单元、通信单元等组成；后台部分由综合

监控平台、通信接口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

视频服务器、电视墙、机房报警单元、语音单

元等组成。该系统整合了声音、图像、灯光、

报警等多项功能，能应用于机场、学校、监狱

以及企业等的围界防护，具有报警准确、误报

率低、安装灵活、不受地形和恶劣天气影响、

不受小动物（比如 15 公斤以下小动物）干扰等

特点！与其他产品相比，展示出相当的优势。

该系统在吉林延吉机场成功进行了放大试

验，并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白塔机场实施，即将

在新疆警官高等专科学校投入使用。

集散式电容扰动型围界报警系统

机场电子设备分公司

（与第 1页文章相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