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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20年初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疫情给全球人民生命安全

和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影响。位置服务以庞大的地理空间信息数据库为依托，能向服务对象提供与地理信息

相关的便捷、实时、精准的综合性服务，可很好地运用于紧急救灾、大流量人员追踪、复杂环境下的现场人员管

控等事件中。事实证明，位置服务的优势特性在 2020年春中国 COVID‐19疫情防控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

用。从北斗车联网平台、基于泛在定位的基础服务、时空大数据分析与疫情防控、智能导航机器人参与抗疫等

多个方面阐述了中国 COVID‐19疫情下的位置服务应用。通过对这些应用及技术手段的分析总结，深化位置

服务技术的内涵，可以为今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提供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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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初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疫情给全球人民

生命安全和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影响。中国的

疫情防控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

第一位，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措

施，有效阻断了病毒在全国传播的链条。截至

2020年 5月 31日，中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83 017
例，其中累计治愈 78 307例，死亡 4 634例，治愈

率 94.3%［1］，创造了人类防疫历史上的奇迹。在

防疫过程中，导航与位置服务技术发挥了极其重

要的作用。

位置服务泛指一切以地理位置、时间和网络

移动终端为基础构成的智能感知、认知和决策综

合服务［2］。对于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置往往涉及到

广泛大量的社会要素，包括人员、物资、交通物

流、医疗以及社会生活资料等，准确记录和计算

这些要素的时空位置和关联关系是疫情防控的

基础，构成位置服务的核心应用场景。将全社会

的公共防疫看作是人与环境关系的认知过程，可

利用多种感知技术来获取这些要素的时空、环境

及其变化活动。因此，疫情防控可以认为是一种

对社会公共资源包括不同角色的人在内的众包

测绘［3］。此外，基于位置的服务强调将时空信息

作为服务构成的输入性要素，运用社会感知计算

的方法［4］了解人的社会属性，如身份、行为规律、

兴趣爱好等。这些技术将为流行病学调查、密切

接触人员划分、精准防控等提供支撑。

在 COVID-19防疫过程中，各类位置服务应

用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对这些应用及其技术

手段的分析总结，一方面可以深化位置服务技术

的内涵，进一步将位置服务从传统测绘领域引入

到与互联网、人工智能协同发展的交叉领域，促

进相关战略新兴产业的行业共识；另一方面可以

为今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公共安全事件及涉及

全社会人和事物广泛资源调度的应急处置提供

解决方案，以防患未然。

1 面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位置服

务技术

将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所涉及的社会要素分

为人员、地点场所、医疗资源与生活资料 4类。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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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人员包括普遍人员、医护人员、防疫志愿人

员；地点场所分为普通社区、公共聚集区、医院

（方舱医院、社区医院、集中收治医院）；医疗资源

和生活资料根据其物流仓储方式的不同，分为城

市物资、城际物资和国际物资。针对这些要素，

构建一个包含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lobal naviga‐
tion satellite system，GNSS）的应用框架图，如图 1
所示，其中发挥核心作用的技术可以总结如下：

1）北斗车联网平台。北斗 -3全球导航系统

是全球唯一的通导遥及搜救一体化的卫星导航

系统。除了强大的定位导航授时（position，navi‐
gation and time，PNT）体系，其通信功能包括全

球性双向短报文通信、中国及其周边大容量、高

并发双向报文通信，搜救功能利用导航定位+全

球双向通信，可以向呼救者快速通告救援安排。

随着北斗导航系统的不断建设完善，其短报文通

信能力不断增强，信息发送能力从 120个汉字/次
提升到 1 200个汉字/次，应急响应时无需字斟句

酌，可以将情节一次性说清楚，还可发送图片等

信息。在疫情常态化背景下，充分利用全球和中

国周边短报文双向通信能力拓展服务内涵，发挥

双向指挥通信与 PNT集成服务功能，用最短时间

进行响应，实现快速应急通信，提高车联网的时

效性，从而开展多任务、多目标协同指挥调度的

应急应用。

针对防疫工作中运控慢、协同弱等问题，通

过北斗位置服务+5G网络技术提供疫情防控北

斗车联网平台，实现病人、家庭、社区、隔离点和

医院的各类人员活动、转运规范调度和防疫信息

动态实时采发，做到应急物资精准投放和城市紧

急交通调度、防疫物资全时空管控。基于北斗高

精度位置服务的疫情防控车联网平台可以对防

疫指挥部各级医疗救护、病员转运、物资配送、社

区保障、垃圾清运等特种车辆进行管控，并通过

分级操作实现社区（单位）-街道 -区县 -市 -省立体

网格化管理。通过精准位置匹配实现全过程透

明化管控，提高政府公共应急管理的执行力和公

信力。

2）泛在定位技术。运用多源传感器融合方

法解决室内外无缝定位已是当前定位技术发展

的必然趋势［5］。在处置公共卫生事件时，人员定

位是首要的。在集中收治隔离医院或方舱医院

等临时性聚集区时，可以基于超宽带技术搭建一

个高精度定位系统［6］。但在更为广泛的情况下，

依靠可穿戴计算设备的自主航迹推算［7］和移动手

机传感器建立的定位系统更为重要［8］。同时，人

员定位系统还要配合机会信号（卫星信号、WiFi、
蓝牙等）和各种移动设备的近距离通信功能，从

图 1 面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位置服务应用框架

Fig.1 Application Framework of Location‐Based Service for Major Public Health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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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的个人定位发展为对小范围内人群的定位，

从 而 为 流 行 病 学 密 切 接 触 者 调 查 提 供 基 础

数据［9］。

在中国 COVID-19疫情暴发初期，武汉等城

市一度出现过医疗物资捐赠、医疗车辆调度和病

人转运等短时间混乱局面。随着各级车联网系

统、物流系统的调整升级，该问题很快得到改善。

同时，物资的泛在定位还与区块链技术相结合，

保证了物资流转的真实、可信，为大规模、多点分

散的医疗、生活物资供求匹配积累了良好的技术

经验［10］。

3）动态地理信息技术。公共疫情信息存在

多源头、实时变化强的特点，因此以地图服务为

载体，搭建全球动态、泛在和异构的人-事-物信息

的高并发、实时性的动态地理信息技术也是至关

重要的［11］。传统的地理信息系统偏重于静态信

息的存储、计算与表达，无法匹配高速发展的人

员、场所及运转物资等疫情传播实时时空数据。

疫情暴发初期，因病毒潜伏周期长、人流量大等

因素，造成地理信息数据无法及时更新。面向泛

在信息的可叠加、互操作与安全共享的应用需

求，提取泛在信息中的位置信息与位置关联，感

知位置的社会属性、用户个人属性与运动属性

等，形成基于空间共位特征的全球位置信息叠加

协议［12］。通过疫情变化动态数据库与静态地理

信息数据库匹配，利用地图叠加协议在基础地图

上动态标记各地疫情防控等级、发热门诊、疫情

暴发点分布等防疫关键信息，让防控人员、普通

民众清楚公共疫情的实时动态，了解疫情发展

趋势。

4）时空大数据分析技术。以位置为核心对

互联网、物联网和传感网中异构的人 -物 -事泛在

信息进行感知搜索、提取组织与关联挖掘，研发

位置关联的大数据协同融合、分析与服务平台及

工具集，实现在线分析服务。首先，从局部人员

位置数据中提取二阶行为模式和区域交通动力

学特征；其次，从时间和空间尺度上分别对位置

复杂网络进行降维分析，从而建立有关社群整体

移动性的学习和推测方法；最后，通过协同过滤、

概率图分析等方法构建时空大数据全局模型，以

进行特征关联及协同挖掘［13］。

公共密集区域人员的复杂性和流动造成疫

情态势不明朗，通过数据关联挖掘提取人员流动

路线及人际关系，分析病例分布情况及病例活动

轨迹，研判社区、商场等场所的安全风险等级。

结合防疫物资、生活物资等供需信息与地理位置

关系，设计高效、便捷的物资调度方案。同时，根

据医院人流分布和确诊疑似病例情况进行疫情

态 势 分 析 ，为 疫 情 防 控 提 供 可 靠 的 在 线 分 析

服务。

5）智能导航技术。国务院印发的《新一代人

工智能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重点突破自主无

人系统计算架构、复杂动态场景感知与理解、实

时精准定位、面向复杂环境的适应性智能导航等

共性技术，支撑无人系统应用和产业发展［14］。”可

见精准、智能的时空感知能力将成为人工智能时

代的发展核心目标和要求。公共卫生事件的处

置具有时空范围庞大、疫情暴露风险高、病毒消

杀与感染人员护理工作重复、繁重等特点。机器

人、无人机等无人系统以时空位置信息为基础，

融合机器学习、语义视觉等技术，满足定位、导

航、环境细节与全貌获取等功能。利用智能导航

技术能够代替部分人力，从而安全高效地处理疫

情防控中人员直接接触的任务，如在定点医院、

方舱医院等感染病人集中的地区进行传染病护

理，运用机器人为病人送药或对环境进行消毒

清洁。

2 北斗车联网平台支撑抗疫

COVID-19疫情防控需要掌握疫情的发展态

势与资源的实时调配情况，包括时空位置信息、

资源需求与调配使用进展情况等。北斗的通信

和指挥功能可以用于疫情预警和应急管理。通

过北斗通信和定位形成的遥感功能，将北斗双向

报文通信、定位导航及移动通信和位置服务一起

构成应急调度指挥服务平台用于疫情管控，实现

应急物流、车流、人流、医护流、病患流、捐献资金

流等时空大数据的感知、调度、调控，避免出现医

疗资源对接过程中出现的错位、缺失和忙乱等

问题。

北斗车联网有利于公共疫情防控有序衔接，

保障效率。车辆等运载工具是公共疫情防控服

务体系的重要组成要素，医疗救治、物资运输、各

级现场指挥、后勤保障、医疗垃圾清运、道路消杀

等多个环节都需要车辆承担运输任务。在疫情

防护工作中，如果车辆位置信息缺失，容易导致

多头协同不足、无序衔接，从而引起贻误救治、物

资转运不畅、人员不能及时到位、供给与需求脱

节、防控效率低下等问题。

按照多级联网运行体系，研究北斗车联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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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操作体系，提出车辆的网格化管理试点方案，

如图 2所示。疫情防控北斗车联网平台可以对防

疫指挥部各级医疗救护、病员转运、物资配送、社

区保障、垃圾清运等特种车辆进行管控，实现高

精度、低时延的一体化网联指挥、协同、监控，并

通过分级操作提升街道、小区、村组级别的疫情

防控颗粒细化程度。

北斗位置服务+5G网络技术可以提供疫情

防控北斗车联网平台。通过部署北斗高精度位

置服务系统及北斗应急短报文服务系统，利用北

斗系统精确定位和短报文通信功能，为应急指控

提供可视化的人、财、物资源调度及常规通信手

段失效情况下的应急通信保障。位置服务系统

实现了位置信息的接收、汇聚、共享，通过构建省-

市-县-区-街道-单元的多级联网运行体系，实现各

级指控中心之间的位置数据共享，支撑跨区域、

跨部门的应急联合调度与指挥。

3 基于泛在定位的基础服务

3.1 防疫工程中的基建定位

COVID-19疫情暴发突然，发展迅速。为了

缓解武汉市现有医疗系统的压力，保证落实“应

收尽收，应治尽治”的政策，国家在短时间内建成

了两座可用于收治 COVID-19患者的医院——雷

神山医院和火神山医院。北斗定位终端在雷神

山工地投入使用，千寻位置通过互联网向雷神山

医院和火神山医院的建设提供位置服务。“北斗

人”利用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提供的 cm级精

准定位和测绘技术［15］，高效迅速地完成了雷神山

医院和火神山医院建设前期的高精度测量工作。

3.2 物资定位协助调配抗疫物资

从 2020年 1月 23日湖北武汉“封城”开始，全

国各省份先后宣布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一级响应。在如此严峻的防疫形势面前，各省人

民为了阻止人员流通，纷纷采取严厉的交通管制

措施，如专人值班把守路口，严防车辆行人通行；

架设路障，强行阻碍车辆通过；甚至破坏路面、挖

断道路、拦截过往车辆等。这些道路管控措施虽

然对预防病毒的传播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但也直

接阻碍了紧急抗疫物资的调配和运送，使得物资

配送不及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抗疫形势的严

峻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有关部门和群众利用

百度、高德等地图平台的上报功能，及时上报所

在位置的实时路况，百度、高德等地图平台利用

用户上报的信息更新导航地图后，再提供有关信

息给物资调运指挥部门和运送物资的司机。用

户端根据更新后的地图重新规划物资运送的导

航路线，从而保证物资运送的时效性。另外，运

送物资的司机的位置信息也上传到地图中进行

显示，使得物资调配部门可以随时掌握物资的运

送情况，并通过负反馈的方式优化物资调配方案。

3.3 公民健康码与人员定位

防疫期间，为了实现对不同人群的管控，提

高疫情防控效率，全国各地开始推广“健康码”数

字化防疫措施，公众可以通过移动互联网终端以

打卡的方式填写个人信息来获取健康码。健康

码分为红、黄、绿 3种颜色，如图 3所示。

申请者健康码的种类是根据大数据综合判

断的，其评判标准源于申请者的空间位置信息

（如居住和工作等地点、出行路线等）、时间信息

（如外出的次数和外出的时间长短）以及社会信

息（如人际关系、近期接触人群等），其中与导航

位置服务有关的位置信息和社会信息是判断的

主要依据。健康码的运用范围十分广泛，涵盖了

如社区管理、企业复工和学校开学等重要领域。

通过对健康码的分类管理，可以较为高效地实现

对不同人群的管控。

3.4 国外应用案例

国外疫情形势远比中国严重，位置服务同样

在国外疫情防控中体现出强大优势，发挥了重要

作用。例如美国联合医疗保健服务公司提供在

图 3 健康码示意图

Fig.3 Diagram of Health Codes

图 2 北斗车联网平台对车辆的网格化管理

Fig.2 Grid Management of Vehicles by BeiDou‐Based
Vehicle Ad‐hoc Network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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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周边确诊者查询。在联邦政府批准下，通过接

入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提供的病毒感染者数据

与使用者位置信息比对，判断周边 1.6~321.8 km
的确诊者，并提供相应的医疗信息服务。美国伊

韦达公司研发的蓝牙跟踪器，可为 COVID-19检
测提供基于位置的设备跟踪和体温监测服务。

通过蓝牙和WiFi定位识别医院里每一件移动医

疗设备的确切位置，当设备从区域移走时，将发

出警报，同时通过传感器监测患者体温。该项服

务可减少医护人员频繁前往病房查探，降低交叉

感染风险。

4 时空大数据分析与疫情防控

4.1 疫情传播追溯与监测

针对疫情期间人口管理混乱问题，构建面向

人口移动与疫情传播的跟踪追溯复杂网络模型，

开展人员移动可视化管理。通过连接行政管理、

疫情监测、行业管理、社区治理等信息，实现统一

的信息传递，为疫情期间城市人员管理、医疗救

治、疫情预判提供分析依据，挖掘潜在的传播高

风险个体和热点区域，真实还原疫情传播路径并

定位其源头所在。基于二/三维地图的人口移动

信息集成分析和跟踪溯源的可视化系统，集成多

源异构大数据和社会关系的复杂网络模型方法，

对疫情时期人口移动时空信息进行高效分析研

判，实现动态实时的跟踪、预测、预警和回溯。

针对疫情以来及复工复产可能引发的疫情

风险升级，很多研究机构建立了各种模型分析预

测疫情发展趋势。武汉珞珈德毅科技公司开发

的基于时空大数据的疫情感知、智能防控与业务

运行管理系统，包括疫情大数据监测平台与复工

复产监测管理信息系统，通过大数据、视频观测

及现场巡逻等手段，对大型公交车站、地铁站等

公共交通场所进行客流数据采集，建立大客流预

警机制，制定应急管理措施。对重点人员、相关

车辆开展轨迹智能管理，结合时空大数据分析，

为潜在的疫情传播开展预判分析，实现动态实时

的跟踪、预警、溯源与应对。

COVID-19疫情大数据监测平台（图 4）从管

理者视角为防控指挥提供人员管理、疫情监测、

数据分析、辅助决策等支持工作，服务于各地市、

区县 COVID-19疫情防控工作，做到精准施策，多

元主体协同，环环相扣，提升防控指挥能力。该

平台持续收集各地卫健委等官方渠道发布的数

据，已完成湖北省内武汉、宜昌、孝感、十堰、黄

石、荆门、襄阳、随州、恩施、天门、仙桃、潜江、神

农架等 100多个地市州、区县的疫情数据，数据可

精确到社区或村。

结合各地卫健委等官方渠道发布的实时疫

情数据，利用地理信息可视化技术回溯分析疫情

时空态势，COVID-19疫情大数据监测平台提供

累计病例趋势统计、数据总量分类汇总、每日新

增病例趋势、病例分布区域统计、每日新增病例

详情等模块，并利用 GIS聚合技术，将病例的分

布情况展示在地图上，使数据呈现得更直观、更

清楚。

复工复产监测管理信息系统（图 5）提供复工

数据维护以及全方位的系统功能支撑，建立企业

复工申报审核流程，上报企业员工的身体健康数

据，监督企业防疫措施的落实情况，智能分析企

业异常情况并实时预警，形成园区复工防疫管理

一体化。园区可以对所有企业的复工申请进行

查看和审核，审核通过后即可复工。企业和园区

还可以查看员工每天的健康打卡信息，通过实时

预警的方式监测员工的健康状况信息，对每家企

业的防疫实施工作进行有效的监督，切实保障复

工以后员工、企业、园区的健康情况。

4.2 疫情动力学分析方法

采用合理的时间与空间统计方法并结合传

图 4 COVID‐19疫情大数据监测平台

Fig.4 COVID‐19 Epidemic Big DataMonitoring Platform

图 5 复工复产监测管理信息系统

Fig.5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System for
Resumption of Work and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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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病传播模型，能够提高预测的准确性。基于湖

北省卫生委员会公布的数据，利用 Logistic-S曲

线模型对湖北省 16个城市 2020年 1月 11日至 2
月 24日 COVID-19感染病例的现状和未来趋势

进行了预测。考虑到疫情的发展趋势不仅与它

自身的发展特征有关，而且与防控措施动态关

联。通过分析疫情发展特征、干预影响、医疗条

件、经验传递等因素，结合中国疫情发展过程，对

经典流行病动力学模型进行了改进，建立了一种

离散时间多阶段动态时滞动力学模型。进一步，

基于中国疫情数据，通过参数反演提取防控措施

与疫情走势间的关联关系以及疫情自身的发展

特征，建立了基于经验传递的 COVID-19疫情动

力学分析方法［16］。利用提出的方法分析了意大

利、美国、德国和西班牙的 COVID-19疫情传播与

防控态势。此外，还对加拿大的疫情发展进行了

分析，准确预报出疫情转变的节点，为潜在的疫

情传播预判分析提供了可借鉴的方法。

4.3 疫情发展实时地图

COVID-19病毒具有较长的潜伏期（潜伏期

中位数约为 5.5 d），患者发病症状表现不显著［17］，

且疫情暴发时间正处于中国春节，人口流动大。

如果无法及时掌握疫情暴发点和地理流行趋势

等信息，将使疫情防控工作寸步难行。高德、丁

香园等中国互联网平台以 GIS为基础，迅速推出

了疫情地图，充分展现了 GIS在传染病预防和控

制中的重要地位。国外方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基于 ArcGIS开发的全球实时疫情地图具有更强

的互动性，而且位置信息更准确。疫情地图将疫

情数据的空间、时间和数量特征进行汇总分析，

并将其可视化表达，进而向个人和有关部门提供

发热门诊、道路交通、疫情流动发展趋势以及疫

情暴发地点预警等查询服务。

通过疫情地图，人们可以分析获得COVID-19
疫情暴发的地区和趋势，从而划定不同等级的防

控地区，起到分级防控和地区疫情预警的效果。

疫情期间，疫情地图已成为公众获取疫情数据、

了解疫情发展的必备工具之一。对于疫情防控

人员，疫情地图可以为其提供直观的疫情数据，

以便制定更加优化的防疫政策。反过来，防控人

员也可以将相关的防疫政策分享到疫情地图，帮

助民众及时了解相关政策，保证防疫措施的执行

效率。

4.4 电信、交通部门提供位置服务

除了 GNSS系统可以满足大范围内的定位

需求外，手机通信数据也可以用来获取大范围内

用户的位置信息。事实上，三大手机通信运营商

（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的大数据可准

确地向服务对象提供其空间信息（位置轨迹数

据）和社会信息（社交关系和身份属性）。因此，

工信部中国信通院联合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

国电信三家运营商，利用其通信大数据向手机用

户和防控部门提供两周以内的位置信息和行程

查询服务。该服务不仅能为手机用户提供复工、

返校、看病、购物等信息核对帮助，更重要的是能

协助防控部门排查风险人员、管控人群流动，也

能将用户活动轨迹作为辅助信息提供给传染病

研究专家，帮助其完成流行病学调查。

近年来，中国实施了购买飞机、火车、汽车等

长途交通工具票据必须实名的制度。利用个人

程票数据，结合交通工具的运行等交通信息数

据，可以获得乘客的旅行轨迹和乘客在旅行期间

的具体位置。在疫情期间，相关部门通过庞大的

交通信息数据，将 COVID-19确诊乘客乘坐的交

通工具和旅行路线等信息在互联网平台上公布，

同时向公众提供同乘查询服务，使得公众能够自

主查询自己是否属于密切接触者。利用交通信

息数据提供的位置服务在很大程度上减小了与

确诊病例接触人群排查的工作阻力，为防止疫情

出现大范围传播争取了大量时间。

5 智能导航机器人参与抗疫

在抗疫过程中，为了降低人与人近距离接

触、人暴露于高危病毒环境下而感染 COVID-19
的风险，智能导航机器人临危受命，为人们提供

了无接触式医疗服务，其中较为典型的是地面防

疫机器人和空中无人机的使用。智能机器人具

备智能自主定位、实时地图构建、精准路径规划

与避障等功能。

5.1 地面防疫机器人

地面防疫机器人的工作内容主要包括为患

者和医生运送食物药物（图 6）、回收防护服等医

疗垃圾、为不熟悉环境的患者和医生导航以及室

内外消毒等［18］。由于室内环境较为复杂，目前主

流的地面智能机器人定位手段是通过在机器人

上搭载相机（单、双目或深度相机）、激光雷达等

用于环境感知的传感器，依靠同步定位与建图

（simultaneous localization and mapping，SLAM）

技术进行机器人的室内自主定位和导航［19］。在

疫情防控中，通过对地面智能导航机器人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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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方面极大减小了相关医护工作人员接触病

毒、感染肺炎的几率，另一方面也减轻了医护人

员的工作压力和心理压力。

5.2 空中智能无人机

空中无人机（图 7）主要以室外转运疫情防控

急救药品与标本、自动化大面积消毒杀菌、路面

监控、遥感观测和人员疏导等为工作重点。无人

机除了使用视觉、雷达等 SLAM技术外，还使用

GNSS来定位［20］。目前，全中国已有上万架无人

机接入了千寻位置（基于卫星定位、大数据、云计

算技术提供位置服务的平台）提供的北斗高精度

定位服务系统，依托北斗厘米级的导航定位能

力，无人机可完成消毒剂精准喷洒、地面人员疏

导等工作，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疫情期间人力

资源紧张、人员拥堵造成交叉感染的风险。此

外，无人机还能进行遥感观测，可连同航天遥感

等多星协同与立体监测技术体系对疫情的发展

态势进行研判，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6 总结与展望

位置服务在突如其来的 COVID-19疫情紧急

抗疫工作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并发挥了巨大作

用。通过上述分析，有两个问题需要引起思考并

加以改进与完善。一方面，各项技术应用之间相

互比较零散，缺乏完整的面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的位置服务应用框架。为应对今后可能发生的

突发公共安全事件，解决人 -物 -事资源紧急调配

的应急处置难题，同时为后疫情时代可能出现的

疫情反复冲击做好充分的准备，亟需建设基于位

置服务的重大公共事件应急响应系统。另一方

面，在信息化、大数据时代，信息透明容易引发人

们的隐私焦虑问题。位置服务应用涉及的个人

用户数据应经过隐私加密处理后，再进行数据共

享与分析。但在必要时刻，应根据公共卫生事件

的紧迫性和重大等级，分级启动位置服务系统，

以应对不同的社会安全需求。

后疫情时代，需加快 5G网络、大数据中心、

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速度，尤

其是加快信息技术与医疗卫生领域的深度融合

发展，加大对智能医疗系统、各类技术产品和应

用场景开发的政策支持力度，全面构建应对突发

性公共卫生事件的智能化基础支撑体系。通过

北斗和以 5G为代表的新基建在技术上进行融合

创新，建立作为国家级疫情防控服务体系的关键

基础设施，充分发挥位置服务在时空大数据分析

和处理中的优势，催生更高效的重大公共卫生事

件应急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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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tion⁃Based Service Technologies for Major Public Health Events：

Illustrated by the Cases of COVID⁃19 Epidemic

GUO Chi 1，2 WANG Mengyuan 1 GAO Kefu 1 LIU Jingnan 1 ZUO Wenwei 1

1 GNSS Research Center,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2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stitut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The outbreak of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in early 2020 has caused a serious impact
on the safety of people’s liv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round the world. Based on a huge geospatial in‐
formation database, location ‐ based service can provide convenient, real ‐ time, accurate, and comprehen‐
sive services related to geographic information to service objects. Therefore, location services can be well
used in events such as emergency disaster relief, large‐volume personnel tracking, and site personnel manage‐
ment and control in complex environments. Facts have proved that the advantages of location‐based servic‐
es have played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OVID‐19 in the spring of 2020. We
elaborate on China’ s application of location ‐based services for COVID‐19 from multiple aspects such as
BeiDou‐based vehicle ad‐hoc network, basic services based on ubiquitous positioning for epidemic preven‐
tion and control, and intelligent navigation robots participating in fight against the epidemic. Through the
analysis and summary of these applications and their technical methods, we can deepen the connotation of
location ‐ based service technologies. At the same time, we can provide solutions for the emergency re‐
sponse to major public health event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location‐based service；COVID‐19；BeiDou‐based vehicle ad‐hoc network；ubiquitous posi‐
tioning；spatiotemporal big data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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