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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北斗3号卫星导航系统部署完成,GNSS地基增强服务已经成为国家时空信息基础建
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航空、导航、测绘、交通、精准农业、山体滑坡、危楼监测等传统行业发挥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随着自动驾驶、人工智能、5G、边缘计算等新兴应用对位置能力的迫切需
要,对GNSS地基增强服务的规模化应用提出了不同于以前传统行业(比如测绘市场)新的需求。在汽车行
业的功能安全领域,比如ISO26262ASIL等级要求,需要GNSS地基增强服务满足高可用性、高可靠性和服
务性能的可预测性。为了满足这些新的应用需求,在给用户提供GNSS地基增强服务的同时,也必须在一
定程度上实时提供整个服务的完好性监控指标。通过对整个服务端到端的实时监控,才能保证整个服务
的可靠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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