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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应急位置服务规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使用具有定位功能终端发起应急救援请求时的移动应急位置服务的规则,包括移动

应急位置服务的总体结构、基本信息内容与服务流程。

本标准适用于由移动通信运营商和移动位置服务提供商提供的移动应急位置服务。其他类型的移

动位置服务也可参照执行。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移动用户 mobilesubscriber
使用移动通信网络业务的用户。

2.2
移动应急位置服务 mobileemergencypositionservice
用户通过移动通信定位终端呼叫紧急服务号码(110、119、120、122、999或其他紧急服务号码)或者

发送求救信息寻求紧急救援时,移动通信运营商和特许移动位置服务提供商提供用户的基本位置信息

的一种服务。

2.3
移动通信 mobilecommunication
移动体之间的通信,或移动体与固定体之间的通信。

2.4
移动通信终端 mobileterminal
移动通信过程中所使用的带有定位功能(包括卫星定位和网络定位)的终端。

2.5
移动通信运营商 mobilenetworkoperator
提供移动通信服务的供应商。

2.6
移动位置服务提供商 licensedmobileemergencypositionserviceprovider
经运营商和应急救援机构或国家有关机关共同许可经营移动应急位置服务的单位。

2.7
应急救援处理中心 publicsafetyansweringpoint,PSAP
为突发事件和应急求助进行先期应急处置的职能机构和指挥平台。

2.8
救援服务机构 aidserviceorganization
提供救援的机构,包括公安、消防、医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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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呼叫响应时间 responsetime
对采用非卫星定位方式的移动位置服务,是指从移动通信终端发出求救信号(或信息)呼叫开始到

应急救援处理中心接收到位置信息的时间。
对采用卫星定位方式的移动位置服务,是指从移动通信终端将定位信息发出开始至应急救援处理

中心机构获知该位置信息的时间。

3 符号和缩略语

3.1 符号

下列符号适用于本文件。

N ———北向,North;

S ———南向,South;

E ———东向,East;

W ———西向,West;

NE———东北方向,Northeast;

NW———西北方向,Northwest;

SE ———东南方向,Southeast;

SW———西南方向,Southwest;

ID ———标识,Identity。

3.2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AFLT      ———Advancedforwardlinktriangleorientation,高级前向链路三角定位;

AGNSS ———Assistedglobalnavigationsatellitesystem,全球导航卫星辅助系统;

ALI ———Automaticlocationinformation,自动位置信息;

ANI ———Automaticnumberinformation,自动号码信息;

AOA ———Angleofarrival,到达角度;

CGCS ———Chinageodeticcoordinatesystem,中国大地坐标系;

EOTD ———Enhancedobservedtimedifference,增强观测时间差;

GNSS ———Globalnavigationsatellitesystem,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LDT ———Locationdeterminationtechnology,定位技术;

RFFingerprinting———Radiofrequencyfingerprinting,射频指纹;

TDOA ———Timedifferenceofarrival,到达时间差;

TOA ———Timeofarrival,到达时间;

WGS ———Worldgeodeticsystem,世界大地坐标系。

4 系统结构

4.1 总体结构

移动应急位置服务总体结构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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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移动应急位置服务总体结构图

4.2 功能描述

移动通信运营商确定移动应急位置服务中所采用的定位技术,当选用卫星定位技术时,移动通信运

营商将移动用户发送的信息转发给应急救援处理中心和特许移动位置服务提供商,特许移动位置服务

提供商通过对卫星定位结果的提取和处理,获得更为准确的位置描述信息,并将位置描述信息和求救信

息发送给应急救援处理中心;当选用移动通信网络定位时,移动通信运营商提供移动通信定位终端的位

置信息,并将位置信息和呼叫或求救信息发送给应急救援处理中心。应急救援处理中心根据位置信息,
对救援机构进行调度并通知救援。

4.3 服务流程

移动应急位置服务流程如图2所示。

图2 移动应急位置服务流程图

流程说明如下:

a) 移动用户通过具有定位功能的移动通信终端(带有GPS模块或具有网络定位功能)发送紧急

呼叫或者求救信息;

b) 移动通信运营商通过移动通信网络获取移动用户的位置信息,特许移动位置服务提供商通过

对卫星定位结果的提取和处理,获得更为准确的位置描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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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移动通信运营商将移动用户发送的信息转发给应急救援处理中心,特许移动位置服务提供商

将详细位置描述信息和求救信息发送给应急救援处理中心;

d) 应急救援处理中心根据呼叫或求救信息和位置信息,对救援机构进行调度并通知救援;

e) 救援机构根据位置信息,给救援人员发送救援通知;

f) 救援人员到现场进行救援。

4.4 位置精度

按照城市、郊区、农村将位置精度分为三级。位置精度要求如下所示(见表1和表2)。

按照定位技术分为卫星定位和非卫星定位两种方式,其中卫星定位是利用GNSS进行定位,非卫

星定位是除GNSS定位以外的其他定位方式,如通信网络。

表1 非卫星定位位置精度表

级别 位置精度/m 位置置信度 响应时间/s 响应置信度

城市
100 ≥67%(1σ) ≤6 ≥67%

150 ≥95%(2σ) ≤6 ≥67%

郊区
100 ≥67%(1σ) ≤6 ≥67%

200 ≥95%(2σ) ≤6 ≥67%

农村
150 ≥67%(1σ) ≤6 ≥67%

300 ≥95%(2σ) ≤6 ≥67%

表2 卫星定位位置精度表

级别 位置精度/m 位置置信度 响应时间/s 响应置信度

城市、郊区、农村 15 ≥95%(2σ) ≤30 ≥67%

5 移动应急位置基本信息

5.1 自动号码信息(ANI)

移动通信运营商识别主叫用户号码,该号码作为回呼号码发送给应急救援处理中心。

5.2 自动位置信息(ALI)

移动通信运营商和特许移动位置服务提供商确定的主叫用户位置,包括定位结果、定位精度、定位

精度置信度、有效数据标识、定位技术服务提供商标识、采用的定位技术等信息发送给应急救援处理中

心,应急救援处理中心通过自动位置信息,显示呼叫者的电话号码、所在地址或位置以及相关数据。

提供给应急救援处理中心的自动位置信息应至少包括以下信息(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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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ALI信息内容表

字段 内容描述

Longitude 大地经度/X坐标

Latitude 大地纬度/Y坐标

Elevation 大地高度/Z坐标

LocationValidFlag 有效数据标识(1=有效;0=无效)

Datum 坐标系统;84=WGS84;20=CGCS2000

LDTConfidence 误差,单位米

LDTConfidencePercentage 置信度,值为0~100

LDTProviderID 定位技术服务提供商标识

LDTTechnology 使用的定位技术

0=未知

1=网络(未说明具体技术)

2=网络AOA

3=网络TOA

4=网络TDOA

5=网络RFFingerprinting

6=网络CellSector

7-15为预留

16=终端(未说明具体技术)

17=终端GNSS

18=终端AGNSS

19=终端EOTD

20=终端AFLT

TimeStamp 北京时间标记

DayStamp 北京日期,格式:(YYYYMMDD)

Speed(inKPH)(当使用GNSS定位时,建议提供) 运行速度,km/h

Heading(indegrees)(当使用GNSS定位时,建议提供) 运行方向,从正北方向开始的度数,有效值:0~359

CellSiteID(当使用移动网络定位时,建议提供) 蜂窝覆盖地理区域的标识码

SectorID(当使用移动网络定位时,建议提供) Subset/sectionofacell基站子系统

5.3 电子地图信息

电子地图的信息要求见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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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电子地图的信息要求

A.1 总则

经测绘部门许可的移动应急位置服务系统中使用的电子地图,地图比例尺应不小于1∶10000(分
区分级,按测绘比例尺),所有的地理特征具有清晰的拓扑结构,可以连接形成公路网络,所有的属性和

地理数据应保持定期更新及维护;数据集主要内容至少包括以下数据:线数据、点数据、面数据。

A.2 线数据

应至少包括下列信息:道路左边的最低地址号、道路左边的最高地址号、道路右边的最低地址号、道
路右边的最高地址号、道路方向前缀(NSEWNENWSESW)、主叫号码的有效地址、道路前缀、道路

方向后缀(NSEWNENWSESW)、道路等级、单向道路分类、道路左边的有效服务社区名、道路右边

的有效服务社区名、唯一道路段ID、道路左边的行政识别码、道路右边的行政识别码。

A.3 点数据

A.3.1 救援机构位置层

应至少包括下列信息:机构类型(1-公安、2-火警、3-医疗、0-其他)、行政标识码、所在社区ID、救援

机构ID、机构名称、联络人、地址、所在社区名称、机构电话号码(格式:区号-XXX-XXXX或区号-XXX-
XXXXX)、城市简写。

A.3.2 基站位置层

应至少包括下列信息:定位技术服务提供商ID、地址、所在社区、基站状态、sector数目、地面高程、
塔高、天线方向列表、基站类型(A-模拟(900MHz),P=数字(PCS),T=TDMA(DigitalAMPs)0=其

他)。

A.3.3 里程标识位置层

应至少包括下列信息:公里、里程标识ID、里程标识类型(RR=铁道名称,HW=道路名称)、道路或

铁路段ID。

A.3.4 消防标识位置层

应至少包括下列信息:消防标识ID、所在社区ID、详细地址。

A.3.5 医疗标识位置层

应至少包括下列信息:医疗标识ID、所在社区ID、详细地址。

A.3.6 公安标识位置层

应至少包括下列信息:公安标识ID、所在社区ID、详细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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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7 场所/建筑物位置层

应至少包括下列信息:社区ID、建筑物ID、地址号、道路方向前缀(NSEWNENWSESW)、详细

地址、有效地址缩写、道路方向后缀(NSEWNENWSESW)、所在社区名、建筑物类型、路的左边或

者右边。

A.4 面数据

A.4.1 应急服务区域边界层

应至少包括下列信息:社区ID、行政管辖区ID、呼叫处理中心ID、救援机构ID。

A.4.2 应急服务机构边界层

应至少包括下列信息:呼叫处理中心ID、行政管辖区ID、应急机构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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