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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 AR 伞兵训练路径规划视觉辅助系统 

【摘要】随着现代科技飞速发展，伞兵配戴的跳伞装备日渐改善，跳伞在军事

领域的地位逐年提升。但在恶劣天气环境下，伞兵的人身安全仍存在隐患。为

了减少事故，提高伞兵对周围空间地理环境的判断能力、对跳伞路径的规划能

力和对跳伞过程中突发情况的应变能力尤为重要。本文介绍的基于北斗导航系

统，集成运动传感模块、北斗定位模块的 AR 伞兵训练路径规划视觉辅助系统可

使伞兵更高效地进行训练。系统首先通过北斗导航系统获取位置信息数据，再

将数据传递给 GIS 数据处理系统进行数字化处理，最后通过增强现实技术把处

理后的虚拟空间信息数据与真实景象叠加显示在伞兵视野中，使训练过程中的

伞兵可以有选择的获取实时目标落点的位置，环境参数和准确的规划路线。该

系统能够实现可视化参数分析、路径规划显示、跳伞过程的监控与回放和跳伞

综合评价的功能从而达到高效训练的目的。 

【关键词】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  安全保障  跳伞辅助  AR  GIS 地理信息

系统  户外增强现实  

【Abstract】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atroopers wearing skydiving equipment is improving day by day, and the status of 
parachute jumping in the military field i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But in the bad 
weather environment, paratroopers' personal safety is still hidden danger. In order to 
reduce the accidents,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improve the paratroopers' ability to judge 
the surrounding spatial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to plan the parachute path and to 
respond to the sudden situation in the course of parachute jumping. Based on 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the AR paratrooper training path planning visual assistant system 
which integrates motion sensing module and Beidou positioning module can make 
paratroopers train more efficiently. The system first obtains the position information 
data through the 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and then transfers the data to the GIS data 
processing system for digital processing. Finally, through augmented reality 
technology, the processed virtual spatial information data and the real scene are 
superimposed and displayed in the paratroopers' field of vision, so that the 
paratroopers in the training process can obtain the position of the real-time target 
landing point selectively. Environmental parameters and accurate planning routes. The 
system can realize the functions of visual parameter analysis, path planning display, 
skydiving process monitoring and playback and skydiving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efficient training. 

【Keyword】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and positioning system   Security   
Skydiving auxiliary   AR   GI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Outdoor 
augmented reality 

作    者：秦明汉、李茜、刘安南、李启轩
指导教师：陈熙源
学    校：东南大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十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一、背景及意义 

1.1 研究背景 

近年来，跳伞广泛应用于军事方面，并在灾区救援、军事训练中起到重要

作用，如 2008 年 5 月 14 日 15 名中国空军空降兵通过跳伞进入地震重灾区四川

茂县以获得准确灾情。跳伞具有运动强度大、复杂性高、节奏快、危险性高、

联络难度大等特点，对伞兵身体素质要求高，且易受气候条件的影响。在伞兵

离机后，气候因素会增加伞兵判断落点方位的难度，导致偏离目标落点，而在

夜间跳伞也会由于光线暗、视野小，跳伞难度骤升。如何降低气候、夜晚等环

境因素对判断落点方位的影响对于提高跳伞质量，保障伞兵的人身安全至关重

要。 

目前定点跳伞中，伞兵主要通过所处环境的风向、风速并结合自己的经验

主观判断目标落点的位置，因此在专业训练中，伞兵需要学会如何在无明显地

面标识、无指挥引导的条件，多变的环境下正确判断落点方位。因此，设计能

够实现可视化参数分析、路径规划显示、跳伞过程的监控与回放和跳伞综合评

价功能的辅助训练系统是极为必要的。 

图 1 跳伞运动 

1.2 研究意义 

本文所研究的系统是可以及时为伞兵提供实时位置信息与目标落点方位的

辅助训练系统。它利用来自北斗定位系统的高精度、高可靠性的位置数据，提

取来自 GIS 系统的对应位置的空间地理信息，通过增强现实技术将提取到的信

息与伞兵视野内的场景进行匹配叠加，将目标落点的方位与相关数据显示在伞

兵视野中，为伞兵跳伞训练过程提供可视化视觉辅助。由于本系统将获取到的

伞兵的运动状态实时存储在数据库中，及时将数据反馈给指导员，做出合理科

学的训练计划，从而有效提升伞兵跳伞时对路径与落点方位的主观判断能力，

在为跳伞提供训练辅助功能的同时也表明增强现实技术与北斗导航系统数据的

可视化结合具有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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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 AR 跳伞路径规划视觉辅助系统 

2.1 系统组成 

本系统将北斗导航定位功能与增强现实技术相结合，按照功能主要分为北

斗导航定位系统、GIS 空间地理数据处理系统、增强现实系统和综合评价系统

四个部分。系统构成框架图如图 2所示： 

图 2 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 AR 跳伞路径规划视觉辅助系统 

2.2 北斗导航定位系统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中国自主建设、独立运行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能够

提供多个频点的导航信号从而采用多频信号组合使用等方式提高服务精度。整

个系统由 35 颗卫星组成（包括 5 颗静止轨道卫星、27 颗中地球轨道卫星、3 颗

倾斜同步轨道卫星），通过融合导航与通信能力提供开放服务和授权服务，开放

服务指为全球用户提供定位精确误差达到十米的精确授时、快速定位、测速服

务；授权服务指为全球用户提供全天候、全天时、高精度的实施导航、位置报

告和短报文通信服务，并且伴随地基增强系统的建设使用，北斗系统当前的实

时定位误差可降低到一两米，非实时定位误差精度达到“毫米级”。随着北斗

系统不断发展，北斗系统空间星座逐步从北斗二号过渡到北斗三号，其中北斗

二号基本空间星座包括 5 颗 GEO 卫星、5 颗 IGSO 卫星和 4 颗 MEO 卫星和部分在

轨备份卫星，北斗三号基本空间星座包括 3 颗 GEO 卫星、3 颗 IGSO 卫星和 24

颗 MEO 卫星和视情部署的在轨备份卫星，预期定位精度可达到 2.5~5 米，测速

精度为 0.2 米/秒，授时精度为 0.2 纳秒。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十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图 3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2.3 GIS 空间地理数据处理系统  

地理信息系统(GIS)建立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上，通过对地理空间对象数据

信息的收集、存储、处理、传输起到以图形、数据的形式反映某种信息的作

用。GIS 主要包含位置定位、遥感图像采集以及图形数据处理等技术，其中跳

伞路径规划视觉辅助系统主要应用数据处理技术（包括数据获取、数据管理、

要素编辑、格式转换以及地图整饰的操作功能）。GIS 的数据库储存量大，数据

容易读取，准确程度高，既可以将地图作为中心进行数据采集操作，也可以进

行结果输出操作，便于数据的存储与处理。 

2.4 增强现实系统 

结合 GIS 的增强现实系统通过读取 GIS 数据库中储存的虚拟空间信息和真

实世界景象将 GIS 数据处理系统分析出的结果与真实景象进行叠加，该系统主

要采用基于视觉跟踪的图像注册方式。该注册方式利用定位系统与加速度等传

感器获取物体的位置、姿态、速度等数据，结合不同坐标系之间的转换获得虚

拟物体的对应位置从而实现虚实结合。 

2.5 综合评价系统 

综合评价系统基于在跳伞过程中伞兵的实际路线与系统模拟出的最佳降落

路线之间的比较，实现对本次训练的过程进行评价分析的功能。本系统将每次

训练的跳伞轨迹、时间和跳伞评价整理入数据库 ,便于检索、查询以及与后续

训练情况进行对比，对伞兵提出针对性的训练建议。 

三、北斗导航系统与增强现实系统融合 

3.1 系统简介 

本系统采用我国北斗导航定位终端实时快速的提供跳伞员空间位置与运动

数据，利用移动 GIS 系统进行空间位置数据与地理信息的综合处理与动态存

取，最终由增强现实系统在移动 GIS 系统的空间地理数据库中调取相关地理信

息，依靠增强现实技术实现数据的可视化。为了提高跳伞员跳伞的准确度，我

们将跳伞员的周边地理信息、自身运动数据与目标落点方位用增强现实技术显

示在带有显示器护目镜上。让跳伞员可以实时获得目标落点方位及周边环境信

息，在跳伞过程中及时调整自己的降落方向。 

3.2 北斗数据的获取和处理 

首先对跳伞员进行定位，通过北斗卫星接收机接收北斗卫星信号，并对接

收到的信息进行处理，从中提取出所需要的位置信息，并发送至处理系统对数

据处理整合。 

北斗卫星接收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天线、射频模块、基带模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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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处理模块、定位模块。其中，天线模块负责接收北斗卫星信号，并将信号进

行低噪放处理与变频处理，降低信号的载波频率。基带模块负责从复杂信号中

提取出北斗卫星信号、持续输出北斗卫星信号、解调出基带信号并翻译基带信

号。经过译码的北斗卫星信号将发送到数据处理模块，经过整理后被送往定位

解算模块以求出卫星在地心地固坐标系中的坐标。 

得到卫星的坐标后我们可以通过最小二乘迭代法、卡尔曼滤波法、扩展卡

尔曼滤波法与无迹卡尔曼滤波法等解算算法解算出位置信息、速度信息、时间

信息。 

卡尔曼滤波法是使用状态方程和量测方程来实现的，在此简要介绍卡尔曼

滤波法的解算流程： 

首先，我们假设系统状态方程和量测方程如式子（3-1）所示： 
|

(3-1) 

其中， 表示k时刻 1维系统状态矢量;	 则是 1时刻的系统状态矢

量； | 为 1时刻的 1维量测矢量； 为 1时刻 1维系统噪声

矢量；Γ 为系统噪声驱动矩阵； 为k时刻 1维量测矢量； 为k时刻

维量测矩阵； 为k时刻 1维量测噪声矢量；

系统噪声矢量 和量测噪声矢量 都是零均值白噪声序列，且两者互不

相关，有如下关系： 

0	 ,

0	 ,

, 0

(3-2) 

其中， 表示系统的噪声序列的方差矩阵， 是量测噪声的方差序列的方差

矩阵；这里，我们假定 是非负定矩阵，并且假定 为正定矩阵；另外，δ 为

Kroneker 函数： 

0	
1	 (3-3) 

结合上面对于滤波方程的数学描述和相关的统计数据，根据一组卡尔曼滤波

方程，我们可以利用实际的测量值 与测量值前一时刻求出的估计值 ，求得

时刻的时间最优估计值 。

卡尔曼滤波方程如下所示： 

状态一步预测方程： 

| | (3-4) 

协方差误差预测方程： 

| | | (3-5) 

滤波增益方程： 

| | (3-6) 

状态估计计算方程： 

| |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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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一步预测方程： 

| (3-8) 

在进行位置、速度、时间信息的解算时，使用卡尔曼滤波算法的思路为：首

先，选择一个合适的初始值，即第一个状态的值，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卡尔曼滤

波算法迭代的收敛性；合理运用预测与更新这两个步骤，用前一状态估计当前状

态会有一定的误差，而直接测量当前状态时也会有误差，也称为测量误差，充分

利用预测和更新两个步骤可以获得一个更加接近最优状态的值；此外，我们可以

把位置误差等也作为系统的状态变量，进一步减小误差带来的影响。 

图 4 斗卫星信号接收机的基本解帧流程 

在此介绍北斗定位信息帧与北斗地面速度信息帧的具体格式： 

1. GGA，北斗定位信息帧，格式为：

$BDGGA,043512.00,2301.85435537,N,7643.62668627,E,1,8,1.35,210.02,

M,0.0,M,0000,00,1.95*71 

a）BDGGA 是数据帧帧头，标识这一帧数据是定位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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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43512.00 是时间信息，表示当前数据帧的定位时间是 4：35：12am，

精确到 0.01 秒； 

c）2301.85435537 是纬度信息，度分点分的格式；

d）N表示当前维度为北纬，南纬为 S；

e）7643.62668627 是经度信息，度分点分的格式；

f）E表示当前经度为东经，西经为 W；

g）1 表示当前北斗定位状态是非差分定位，若为 0，表示未定位，2 表示

差分定位，6 表示正在估算； 

h）8 表示当前有 8颗卫星参与定位解算；

i）1.35 是 HDOP 水平精度因子的值；

g）210.02 是当前海拔高度的值；

k）0.0 是地球椭球面相对大地水准面的高度；

l）00 为差分时间；

m）0000 为差分站 ID 号 0000~1023；

n）71 为校验和（十六进制）。

2. VTG，北斗地面速度信息帧，格式为：

$BDVTG,1,T,2,M,3,N,4,K,5*hh

a）以真北为参考基准的地面航向（000~359 度，前面的 0 也将被传输）；

b) 以磁北为参考基准的地面航向（000~359 度，前面的 0 也将被传输）；

c）地面速率（000.0~999.9 节，前面的 0 也将被传输）；

d）地面速率（0000.0~1851.8 公里/小时，前面的 0 也将被传输）；

e）模式指示（仅 NMEA0183 3.00 版本输出，A=自主定位，D=差分，E=估

算，N=数据无效）； 

f）hh 为校验和（十六进制）。

为了使伞兵的位置能够在地图中实时更新，通过定时器将经过处理的北斗

卫星提供的位置信息不断的传送到处理系统，通过与 GIS 系统中电子地图进行

位置匹配，伞兵的位置会在电子地图中实时的显示出来。 

3.3 GIS 地图数据处理 

由于在空中进行实时的数据通信需要在地面建设多个基站，为了减少系统

使用成本，提升系统适用性，本系统中采用从本地移动终端存储的数据中获取

地理数据的方法，这种方法被称为 C/S（客户端/服务器）结构的两层架构模

式。在每次跳伞前，跳伞员将移动 GIS 系统连接至互联网更新存储器中的数

据，以保证跳伞过程中实际情况与 GIS 空间地理信息的正确匹配。 

在增强现实系统从 GIS 数据库访问数据前需要先在 GIS 数据库中创建数据

源，即对存储器中的数据进行编辑。首先获取跳伞目标地点区域附近的遥感矢

量图，对其进行投影变换、影像校正，接着利用 GIS 技术对其进行数字化处

理，在数字化处理的过程中需要将每个地理要素的名称、经纬度坐标、海拔、

高程等属性数据补充完整，最后得到如图 6 所示的矢量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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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跳伞目标地点区域附近的遥感图    图 6 经数字化处理后的矢量地图 

此外，增强现实与 GIS 的结合所能显示的数据具有多样性，主要分为二维

虚拟物体（用以对现实中景象进行注释说明）与三维虚拟物体（用来对现实中

的景象进行模拟显示）。本系统中主要显示二维虚拟物体。显示二维虚拟物体所

需要的空间地理数据以属性数据的形式存储在属性数据库中。 

3.4 增强现实的实现 

首先通过特制的护目 AR 眼镜上设置的摄像头实时获取跳伞员视野，将其作

为显示虚拟路径的界面与其他处理系统交互的接口，此步骤交由视频处理模块

完成；接着通过跳伞员随身携带的集成传感器组实时获得多项数据，其中包括

来自北斗定位接收机中的芯片的跳伞员的实时位置和速度；借助运动状态监测

系统中传感器组取得的跳伞员自身的加速度，此步骤通过传感器模块完成；接

着将位置信息与存储内的地理数据库中的数据信息匹配，获得跳伞员当前时刻

所处地理位置，计算出与目标落点的相对位置，再通过算法在视野内标识出预

计落点。通过获得的方位、姿态等数据在视野场景中创建实时坐标系，将规划

出的路径通过转换模块进行坐标转换并与现实场景进行结合，显示在 AR 眼镜

中，这个部分称为数据分析与图像生成模块。随着跳伞员的视野转换，以上模

块循环工作更新 AR 眼镜中显示的合成图像，直至跳伞完成，系统结束任务。 

跳伞员头部姿态数据的计算过程包括头部朝向与俯仰角、倾斜角的计算。

其中头部的朝向可以通过电子罗盘的读数判断。与传统指针式和平衡结构罗盘

相比，电子罗盘具有能耗低、体积小、重量轻、精度高、可微型化的优点，同

时电子罗盘可以输出数字化信号，便于接入数字电路系统进行处理。 

图 7 在视野场景中创建的实时坐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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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仰角、倾斜角主要通过加速度传感器的读数来计算。加速度传感器是能

够感受加速度并转换成数字信号输出的传感器。其基本原理为，加速度会使某

个介质产生可测量的形变，通过测量其形变量并用转换电路转化成电压，最终

经过数模转换输出数字信号。根据介质的不同，加速度传感器可以分为压电

式、压阻式、电容式、伺服式加速度传感器。 

加速度传感器获取的数据是作用于传感器三个坐标轴方向上的力产生的加

速度值。当设备处于静止状态时，其获取的值仅是重力加速度在传感器 XYZ 三

轴方向上的投影矢量；当设备处于移动中时，加速度传感器获取的是作用于坐

标轴上的力产生的加速度与重力加速度在该轴方向上的投影矢量之差。根据设

备每个轴向上的加速度值可以计算出设备的空间姿态数据 Pitch 和 Roll。

Pitch 表示设备绕 X轴旋转相对于水平面的角度，也就是俯仰角度，实际上是

视觉坐标系 Y轴与水平面间的夹角，其值范围为[-180,180]；Roll 表示设备绕

Y轴旋转相对于水平面的角度，也就是左右倾斜的角度，实际上是视觉坐标系 X

轴与水平面的夹角，其大小范围为[-90,90]。 

图 8实现增强现实立体显示所需的五个坐标系统 

考虑到增强现实系统的主要功能是把虚拟的空间数据实时准确的叠加在真

实景象中，并随着摄像头位置和姿态数据的变化，变更叠加的空间数据，这一

功能又叫做增强现实系统的图像注册。图像注册功能涉及五种坐标系间的相互

转换，这五种坐标系分别如下： 

真实空间坐标系（图 8中 XYZ），也是基准坐标系，这意味着此处涉及到的

所有坐标系都是参照真实空间坐标系定义的； 

虚拟物体坐标系（图 8中εηδ），也被称为局部坐标系，在创建虚拟物体

时就已经被确定； 

摄像机坐标系（图 8中 xyz），也被称为观察者坐标系，是以摄像机为参考

原点、观察者视线为坐标轴而建立的坐标系； 

投影面坐标系（图 8中 u'v'），是一个二维坐标系，用于定义物体在成像

面上的所有点； 

屏幕坐标系（图 8中 uv），是以显示器某一位置为原点建立的平面坐标

系，以像素为单位。 

所需要添加的虚拟物体在真实坐标系中的方位是由系统要完成的功能所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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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即虚拟物体坐标系与真实空间坐标系的关系是已知的，所以虚拟物体坐

标系中三维虚拟物体的几何描述可以变换为绝对空间坐标系中的几何描述。经

过注册计算后，增强现实系统的使用者头部在真实空间中的位置和方位角就已

经确定了，观察者坐标系与真实空间坐标系之间的变换矩阵也就可以求出了，

因此就可以将虚拟物体坐标系中三位虚拟物体的几何描述变换为观察者坐标系

中的几何描述。下一步，再将观察者坐标系中的虚拟物体投影到屏幕坐标系中

就可以实现增强现实系统中虚拟物体的绘制。 

四、硬件应用 

4.1 MPU-6050 模块 

MPU-60X0 为全球首例整合性 6轴运动处理组件。由于它免除了组合陀螺仪

与加速器时间轴之差的问题，MPU-6000 的包装尺寸仅为 4x4x0.9mm。将 MPU-

60X0 连接到三轴磁强计时，它将提供完整的 9轴运动融合输出到其主 I2C 或

SPI 端口。以数字输出 6轴或 9轴的旋转矩阵、四元数、欧拉角格式的融合演

算数据。 具有 131 LSBs/°/sec 敏感度与全格感测范围为±250、±500、

±1000 与±2000°/sec 的 3 轴角速度感测器。 可程式控制，且程式控制范围

为±2g、±4g、±8g 和±16g 的 3 轴加速器。 移除加速器与陀螺仪轴间敏感

度，降低设定给予的影响与感测器的飘移。 它具有的数字运动处理(DMP)引擎

可减少复杂的融合演算数据、感测器同步化、姿势感应等的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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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MPU 6050 数据采集电路 

4.2 Nebulas UC260 

Nebulas UC260 芯片支持全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BDS B1/B2/B3）及北斗

系统的所有频点，在一颗芯片上可同时支持高达 6 路不同频率的卫星信号。该

芯片通过内嵌 CPU 实现了算法功能一体化，达到了单芯片可以自主定位的目

的。该芯片支持接收机自主完好性检测，使得位置信息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得到

了充分保障。该芯片的生产工艺达到 90nm 工艺，功耗低，发热量小。其内置

200+MHz 处理器，支持单芯片接收机解决方案。系统外设接口支持 UARTx4，

SPIx3，I2C，GPIOs，SIM，USB，原始载波相位观测值为 1mm RMS，该芯片的数

据更新率为 1Hz-20Hz，1PPS 输出为 20ns，该芯片的工作温度为-

40°C~85°C，符合跳伞环境要求。 

图 10 Nebulas UC260 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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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系统工作效果仿真 

图 11 跳伞员下落过程中 AR 眼镜视野 

在跳伞员下落过程中，AR 眼镜中会显示根据跳伞员位置、姿态以及所处环

境计算得出的拟合路线，并显示空间地理位置（图 11 中显示为高度及经纬度）。

在跳伞员到达目的地后，AR 眼镜会提示跳伞员已到达。 

图 12 跳伞员到达目的地后 AR 眼镜视野 

六、创新点与应用前景  

6.1 创新点 

6.1.1 GIS 系统与北斗导航结合 

本系统将我国自主建设、独立运行的北斗导航系统获得的高精度的定位数

据与 GIS 系统先进的地理位置数据处理技术进行结合以高效的利用两个的系统

的长处。先利用北斗定位系统测定跳伞员位置，再利用北斗信号接收机等装置

获取高精度的定位数据，然后凭借 GIS 系统储存量大，数据容易读取，准确程

度高的优势处理接收到的数据并与数据库中已存的周边环境信息数据匹配，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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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准确的得到匹配结果。 

6.1.2 结合 GIS 数据处理技术的增强现实系统 

结合 GIS 的增强现实系统通过 GIS 数据库中储存的虚拟空间信息和真实世

界景象的交互将 GIS 数据处理系统分析出的结果与真实景象叠加，显示在跳伞

员视野中。由于 GIS 具有较为完备的空间地理信息库，调取 GIS 的信息库可以

使得跳伞员在观测视野内信息的同时，获得原本不可见的目标点的相关辅助信

息，并在此基础上对落点进行更准确的判断，符合跳伞过程中需要快速应变的

特点。 

6.1.3 北斗定位和 AR 技术相结合的辅助规划方法 

针对传统北斗导航系统的显示直观性不强、缺乏与真实世界交互等缺点，

引入增强现实技术作为可视化手段以提高北斗导航定位的应用体验，从而使伞

兵在跳伞过程中，可以实时了解自己所处位置与目标落点之间的环境信息，并

及时调整自己的降落方向，从而降低了恶劣天气及环境对伞兵的误导，锻炼了

伞兵在跳伞中随机应变的能力。 

6.2 应用前景 

随着科技的发展，通过屏幕将虚拟现实与现实世界相结合并进行互动的增

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越来越广泛的应各行各业之中，而将其与北斗导

航技术相结合，可以让指示图标与现实环境进行合成渲染，带给使用者更为便

利直观的导航体验。本文介绍的系统利用北斗导航系统的精确定位跳伞员的位

置，结合 GIS 实现路径规划，然后应用 AR 技术将模拟路径实时显示在跳伞员的

视野中。本辅助系统可以为跳伞员提供指定落点的位置信息及下落路径规划的

路线，使跳伞员在空中可以及时调整自己的降落方向，最终到达规定落点。不

仅 AR 与北斗导航结合在保证跳伞员的安全方面有用武之地，这种 AR 与北斗导

航系统相结合的系统在其他方面也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和应用前景。 

6.3 应用拓展 

本系统的一个突出创新点是将北斗导航系统与增强现实技术相结合在跳伞

员的护目镜上实时显示其所需的空间地理信息。我们由此想到，北斗导航技术

与增强现实技术相结合搭载的数据可视化平台的应用范围远不止于此，例如：

在城市中，可以通过该平台实现 CIM（City Information Modeling）系统，助

推城市建设进入全新的数字化时代，惠及智慧城市建设的各个方面。 

参考文献 

[1]陈科,黄天勇, 闻平,杨林波.AR 技术在 GIS 可视化中的应用及方法研究[J].测绘与空间

地理信息,2011,34(06):98-101.
[2]吴慧欣.三维 GIS 空间数据模型及可视化技术研究[D].西北工业大学,2007.
[3]杜清运,刘涛.户外增强现实地理信息系统原型设计与实现[J].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

版),2007(11):1046-1049.
[4]王俊.户外增强现实 GIS 的应用研究[D].西南大学,2014.
[5]董涛,李阳.“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概述与应用[J].国防科技,2018,39(03):74-80.
[6]赵龙.北斗导航定位系统关键技术研究[D].西安电子科技大学,201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十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



基于北斗三号卫星的精密单点定位算法研究

【摘要】随着北斗三号基本系统建成并且提供全球服务，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经
开启了全球时代。同时，精密单点定位（Precise Point Positioning,PPP）技术具有

单机作业，灵活机动，作业不受作用距离限制等优点。由于北斗卫星系统刚刚进

入全球导航时代，北斗三号卫星的相关应用正在发展，因此研究基于北斗三号卫

星的精密单点定位算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非差观测模型和扩展卡尔曼滤波
模型，实现了相关定位算法，并且基于北斗三号卫星实测数据，得到了 PPP 模
式下 BDS-3 的静态定位性能，将之与标准单点定位性能进行对比分析。实验结

果表明在 PPP 模式下北斗三号卫星在 X 方向上的定位精度可达厘米级，在 Y 方
向和 Z 方向上的精度分别约为 30cm 和 20cm，定位精度与标准单点定位模式相

比有较大的提高，并且稳定性也较高。本文使用的算法可以基本满足 BDS-3 多
种高精度实时定位要求的应用场景，具有实际意义。

【关键词】北斗三号；精密单点定位；非差观测模型；扩展卡尔曼滤波；标准

单点定位
【Abstract】With the completion of the basic system of the Beidou-3 and the 
provision of global services, the 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has opened up the 
global era.At the same time, Precise Point Positioning (PPP technology has the 
advantages of single-machine operation, flexible maneuvering, and operation-free 
distance limitation.Since the Beidou satellite system has just entered the global 
navigation era, the related applications of the Beidou-3 satellite are developing.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precise single point positioning 
algorithm based on the Beidou-3 satellite.In order to study the impact of the Beidou-3 
satellite on the precision single point positioning performance.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ZD measurement models and the EKF model, combined with the measured data of 
the Beidou-3 satellite, the static positioning performance of the BDS-3 in the PPP 
mode is analyzed, and the standard single-point positioning performance is 
compared.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ositioning accuracy of the Beidou-3 satellite data 
in the PPP mode can reach centimeter level in the X direction, and the accuracy in the 
Y direction and the Z direction is 30cm and 20cm. The positioning accuracy is larger 
than the standard single point positioning mode. The improvement is also high, and 
the stability of the positioning error is also high.The algorithm used in this paper can 
basically meet the application scenarios of BDS-3 high-precision real-time 
positioning requirements. 
【Key words】Beidou-3;Precise Point Positioning;ZD measurement models;EKF 
model;Standard single point positioning 

1 引言 
在 GPS 卫星定位系统开发之后，由于 C / A 码或 P 码的单点定位精度低，探

索了使用原始相位观测数据进行精确单点定位的技术。 即所谓的非差相位单点定

位。精密单点定位技术的出现为长距离，高精度定位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精确

作    者：王维、刘芳芳、保宁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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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校：中国民航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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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点定位是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子午线卫星时代多普勒精确单点定位的概念。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人们探索了使用原始相位观测数据进行精确的单点定位，

即所谓的非差分相位单点定位。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IGS 开始向世界提供精

密星历和精密卫星钟产品。虽然我国对 GPS 无差异相位精密单点定位的研究起

步较晚，但目前的研究应用已达到国际水平。武汉大学叶世贞博士和张晓红教授

对精密单点定位进行了深入研究，开发出国内首台高精度精密单点定位数据处理

商业化软件。此外，同济大学，中国科学院计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等机构也开展

了精确单点定位的研究工作。 由于北斗三号卫星近期开启服务，所以对基于北

斗三号卫星的精密单点定位研究具有比较强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北斗导航卫星系统（BDS）是中国关注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自

建和独立操作的卫星导航系统是全球用户全天候，全天候，高精度定位，导航和

定时服务的重要国家空间基础设施。 2000 年，北斗 1 号系统从零开始实现了原有系

统;2012 年，北斗二号系统实现了区域联网，并提供了亚太地区的服务;2018 年，

北斗 3 号系统建立了基本系统，开辟了全球服务。随着北斗全球卫星导航定位系

统的建成，北斗一号卫星已成功完成其历史使命，退出了该项服务;北斗-2 系统

基于独特的三卫星轨道混合星座设计，集成了导航，定位，短信通信和差分增强。 
提供三频导航服务，创造国际和国内先例。北斗二号系统的定位精度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2018 年 12 月 27 日下午，北斗 3 号基本系统完工，全球服务发布。 它标志

着中国北斗三号系统全球化时代的开放，并提供全球服务。到 2020 年，将启动 11 颗北

斗 3 号和 1 颗北斗-2 号卫星，完成全面建设，进一步提高系统服务性能; 2035 年，

将建立以北斗为核心，更普遍，更集成，更智能的综合定位导航时间（PNT）系统。北斗

将为世界服务，为人类带来更强大的功能和更好的表现。 图 1 为北斗三号卫星运

动轨迹图。北斗 3 号系统的功能与北斗 2 号基本相同，为用户提供定位，实时导

航， 精确测速和精确定时服务，并在关键区域提供定位报告和短信服务功能。 目前北斗

三号系统处于基本建成阶段，因此大部分关于北斗系统的定位研究都是基于北斗二号卫星

的， 关于北斗三号的高精度定位技术的研究相对较少，所以本文基于北斗三号卫星进行精

密单点定位算法研究，为全球用户提供北斗 3 号高精度定位的参考。 

图 1 北斗三号卫星运动轨迹图

2 精密单点定位算法模型 
精密单点定位技术继承了标准单点定位和差分定位的优点。 这是继 GNSS 定

位技术中继 RTK /网络 RTK 技术之后的又一次革命。 PPP 的主要基本原理是：使用 I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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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精确星历和卫星时钟，单个双频 GPS 接收器用于基于载波相位观测精确

定位载波。 精确的单点定位具有许多优点。 它可以提高接收器定位或测量的效率。在

所有不可忽视的错误模型得到纠正且软件算法正确的前提下，精确单点定位的准

确性和可靠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IGS 产品的可靠性和准确性。精密单点定位

模型如图 2 所示。 

原始全球卫星导航
接收机观测数据文件

转化成Rinex数据
格式文件

精密卫星星历和
卫星钟差文件

数据预处理（包括周跳的探测和修复、粗差剔除、
初始整周模糊度的确定、相位平滑伪距等）

观测值权的确定

定位解算得到坐标、模糊度、站种
改正、对流层延迟改正等参数

参数估计（测站位置、接收机钟
差、对流层延迟、整周模糊度等）

生成结果、输出文件

图 2 精密单点定位模型 
精密单点定位计算的主要过程包括：观测数据的预处理；精密星历和精密卫

星钟差拟合成轨道多项式（精密单点定位中，要求卫星轨道精度达到厘米级水平，

卫星钟差改正精度达到亚纳米级水平）；各项误差的模型改正及参数估计等。

2.1 非差观测模型 

在卫星系统导航定位中，某卫星 s 的无电离层线性组合相位测量值 ,
s
r LC 和

伪距测量值 ,
s

r L CP 表示如下：

, , ,

,

( ( ) ( ))          (1)

( ( ) ( ))                                     (2)

s s s s s s s
r LC r r r r r LC r LC

s s s s s
r LC r r r r P

c dt t dT t T B d

P c dt t dT t T

 

 
        

    

其中， s
r 为卫星 S 与接收机 r 之间的几何距离，c 表示为光速， rdt ， sdT 分别

为接收机和卫星的时钟偏差， , s
rt t  表示时刻， s

rT  为对流层延迟， ， P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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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测量误差， ,
s
r LCB 为载波相位偏差（单位：米）， ,

s
r LCd 为无电离层线性组

合载波相位矫正项，具体表示如式（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TTs s s s s s
r LC i r pco i j r pco i r enu i r pco i j r pco i r i r pcv i

s s T s
pcv i pcv j r disp r enu i i j j pw

d C d C d e E C d C d e C d El

d d d e C C    

      

   

采用无电离层组合模型，可消除电离层影响，因此电离层影响可忽略不计。

2.2 扩展卡尔曼滤波估计模型 
本文采用扩展卡尔曼滤波模型来估计用户位置信息，未知状态向量 x  可以

表示为：

, ,( , , , , , , ) (4)T T T T
r r r r N r E r LCcdt Z G Gx r v B ，

其中 rZ 为天顶总延迟， ,N rG ， ,E rG 为对流层梯度的北、东方向分量， LCB 为

载波相位偏差向量，
1 1
, , ,( , ,... )m T

LC r LC r LC r LCB B BB 。

测量向量 y  如式（5）所示： 

    ( , ) (5)T T T
LC LCP y ，其中

1 2 3
, , , ,

1 2 3
, , , ,

( , , ... ) (6)

( , , ,..., ) (7)

m T
LC r LC r LC r LC r LC

m T
i r LC r LC r LC r LCP P P P

     

P

，，
。

测量模型向量 ( )h x 表示如下： 

    ( ) ( , ) (8)T T T
Ph x h h

式中，

1 1 1 1 1
, ,

2 2 1 2 2
, ,

, ,

( )
( )

( )

r r r r LC r LC

r r r r LC r LC

m m m m m
r r r r LC r LC

c dt dT T B d
c dt dT T B d

c dt dT T B d








      
 

       
        

h


（9）
，

1 1 1

2 2 2

( )
( )

      (10)

( )

r r r

r r r
P

m m m
r r r

c dt dT T
c dt dT T

c dt dT T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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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导数矩阵 ( )H x 表示为： 

0
( )   (11)

0 0
T

T

 
   

DE 1 DM I
H x

DE 1 DM ，

式中
,

,

(12)LC

P LC

 
  
 

R
R

R ，

1   2 2   2 m   2
, ,1 ,1 ,1

1   2 2   2 m   2
, ,1 ,1 ,1

(3 ,3 ,...3 )  (13)

(3 ,3 ,...3 )  (14)
LC

P LC P P P

diag

diag

  

  
   



R

R ，

,1
s 表示为 1L 相位测量误差的标准差（单位：米）， ,1

s
P 表示为 1L 伪距测量误

差的标准差（单位：米）。通过采用上述扩展卡尔曼滤波模型，可以估计出接收

机位置信息，从而得到精密单点定位结果。

3 实验处理与结果分析 
3.1 实验数据采集 
为了分析北斗三号卫星的精密单点定位的定位性能，实验采用上海司南卫星

导航技术公司的 M300Pro 接收机接收北斗三号卫星测试数据，并在武汉大学 IGS
数据中心下载相应格式的精密星历，由此进行静态数据解算。

数据的采集环境为无遮蔽高楼楼顶，卫星截止高度角为 10°，采集频率为

1Hz。图 3 和图 4 分别为北斗二号和北斗三号卫星可视情况随世界协调时

（Coordinated Universal Time，UTC）时刻的变化图。 

图 3 北斗二号可视卫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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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北斗三号可视卫星图 
由这两幅图可以得出结论，北斗二号在进行服务的时候，接收机在不同时刻

接收到的卫星数为 8-9 颗，而在北斗三号中，接收机在不同时刻接收到的卫星数

为 9-13 颗。本文实验并没有使用全天 24 小时的数据，而是从全天数据中截取了

一部分数据，这一部分的数据具有卫星可见数稳定并且较多的特点，截取得到的

数据中参与解算的卫星有 C01、C03、C06、C08、C10、C12、C17、C19、C21、
C22、C31。 

3.2 定位性能分析 
为了得到精密单点定位算法的性能，使用标准单点定位结果与其进行对比。

图5和图 6显示了通过使用精密单点定位算法和标准单点定位算法进行解算的北

斗三号测试卫星数据 X 方向、Y 方向和 Z 方向上的定位误差，可以看出使用精

密单点定位算法得到的 X 方向的定位误差在 2cm 以内，Y 方向和 Z 方向上的定

位误差在 30cm 和 20cm 以内；而标准单点定位算法得到的定位误差在 X 方向、

Y 方向和 Z 方向上均为米级，所以精密单点定位的精度远高于标准单点定位。 

BDS-3精密单点定位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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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精密单点定位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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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S-3单点定位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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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单点定位误差 
表 1 给出了在两种不同模式下定位误差的标准差，精密单点定位模式下在 X

方向、Y 方向和 Z 方向上的标准差均远小于标准单点定位模式，说明其定位的稳

定性优于标准单点定位模式；精密单点定位模式下的 X 方向上的误差标准差最

小，Z 方向上的次之，Y 方向上的最差，表明 X 方向上的稳定性最好，Z 方向上

的次之，Y 方向上的稳定性较差。 
表 1 定位误差的标准差 

定位模式 X 方向（cm） Y 方向（cm） Z 方向（cm） 
精密单点定位 0.802 12.060 5.869 
标准单点定位 41.300 72.040 45.880 

4 总结 
本文基于非差观测模型和扩展卡尔曼滤波模型，对北斗三号卫星静态实测数

据进行了精密单点定位和标准单点定位解算，并对定位性能进行了比较。实验结

果表明，精密单点定位算法解算结果在 X 方向上的定位精度可达厘米级，Y 方

向和 Z 方向上的定位精度可达分米级，与标准单点定位相比较有较高的精度提

升。此外 BDS-3 的精密单点定位可以满足多种高精度实时定位要求的应用，具

有实际意义，可以为全球用户使用北斗卫星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 杨元喜.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进展、贡献与挑战[J]. 测绘学报, 2010, 39(1):1-6.
[2] 刘国仕，薛建华，付文举. 双频 BDS 实时精密单点定位算法和精度分析[J]. 测绘科学，

2016, 41(10):44-47.
[3] 刘金海，北斗三号试验卫星对短基线 RTK 定位性能影响分析[J]. 导航定位学报,
v.6;No.24(04):42-45.
[4] 齐光松，祝会忠，徐宗秋, et al. BDS 不同轨道卫星精密单点定位性能分析[J]. 测绘科学，

2017(12):44-51.
[5] 彭利，王玲，黄文德, et al. 北斗双频/三频静态精密单点定位性能比较与分析[J]. 全球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十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4



位系统, 2017(1). 
[6] Mohammed J , Moore T , Hill C , et al. An assessment of the precise products on static Precise
Point Positioning using Multi-Constellation GNSS[C]// Proceedings of IEEE/ION PLANS 2018
April 23 - 26, 2018 Hyatt Regency Hotel Monterey, CA. IEEE, 201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十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5



 基于北斗授时的自动测日定向系统研究 

作    者：周玟龙、丁淑伟

指导教师：詹银虎

学    校：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摘要】目前，北斗卫星系统不断发展，其在各方面的应用不断扩展，北

斗授时应用领域也是当前研究的热点之一。天文测量中，时间测量是不可或缺的

一项工作，特别是在天文方位角测量的过程，获取测量的精确时刻是必须解决的

一个问题。基于以上实施和需求，我们充分利用北斗授时的功能，提出了基于北

斗授时的自动测日定向系统，实现了自动观测太阳定向。 

系统主要以北斗授时为基础，利用图像全站仪进行自动测日，经图像和数据

处理实现高精度定向。其中基于北斗授时的时间比对，我们利用基于 VB 语言的

时间比对系统，通过计算机与 BDS/GPS OME 板连接接收北斗授时信号。同时设计

基于 C#语言钟差改正系统求解钟差钟速，进而得到测量钟面时刻对应的精确时

刻。自动测日定向系统中，采用自动观测太阳进行定向，达到较高的定向精度，

弥补夜晚定向的不足。图像处理系统中，创新提出直方图统计的图像处理方法，

准确确定图像中太阳的中心。数据处理中，利用基于 C语言的太阳方位角求解系

统，并根据图像处理的数据改正结果，最后得到北方向的定向数据。结果表明，

利用多幅太阳图像定向精度达到±1.65″（1σ）。 

此项目系统涉及到北斗授时，时间比对，图像处理，测日定向多个领域，巧

妙结合北斗系统，提出较为新颖的定向思路，最终实现了结合北斗系统和自动观

测太阳求解目标方位角，有效解决了白天恒星数目少、定向困难的问题，具有重

要的借鉴和实用意义。 

【关键词】[北斗授时],[时间比对],[钟差改正],[自动测日定向],[图像处理]   

一、背景及意义 

天文测量是通过观测恒星位置来确定载体的天文坐标，或者确定两点间天文

方位角的测量工作。目前国内外关于天文测量均有大量的研究，近代天文测量先

后经历了光学测量、模拟天顶摄影仪、基于电子经纬仪/传统全站仪测量系统的

发展，天文测量正在逐渐摆脱人工测量，向着易操作、便携式、智能化发展。

天文测量离不开时间比对，时间比对的精度及快慢，直接影响了天文测量的

效率和结果。目前天文测量中的授时采用收讯机加计时器的传统方法进行，主要

通过收录时号比对，求得时号的精确时刻与钟面时刻之差，从而得到此瞬间的正

确钟面时刻。此方法十分不方便，容易受到干扰，误差较大。基于卫星天文授时

实现全天候、干扰小、高精度、实时得到精确时刻的优点[1]。 

新型天文定向主要采用观测北极星的方法实现，当北极星通过十字丝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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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下相应的钟面时刻，经过时间比对可以算得北极星的方位角。但是这样的方

式受到时间的限制，只可以在夜间进行，大大影响了观测的效率。在所有的自然

天体中，由于太阳几乎是白天唯一可用于天文导航的自然天体，并且拥有足够的

亮度，很容易探测并与其它天体区别开来，形状极其规则，成像质量好等种种特

性，太阳是白天天文导航的最佳选择。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利用太阳这一恒星进行观测，利用电子经纬仪，使用了

基于卫星授时技术的小型天文计时器，利用智能计算机内部晶振作为高精度天文

测量的时间基准，测量天文方位角采用恒星时角法，实现了天文测量数据获得和

处理的一体化，可以实时获得测量结果。不仅如此，其中由于太阳是一个较为规

则的恒星，进行观测时利用新型图像处理技术，实现了精确的天文定向。对于规

则太阳图像质心提取方法的研究，可以精确提取太阳图像质心的坐标位置，给测

日导航提供了精确的观测量，从而为我国空间技术的迅速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让

我国能在当下激烈的太空竞争中更有效地扩展自身利益。

基于以上问题及现状，我们设计了基于北斗授时的自动测日定向系统，结合

北斗授时模块，通过自动观测太阳，为天文测量导航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本论文

的主要创新之处主要在于：

结合北斗授时模块，利用智能计算机精确捕获一段精确时间，进行实时的时

间比对，获得精确的时间，提高了天文定向工作效率。

观测图像的处理采用新型的算法，准确确定了太阳图像的中心，可以利用其

进行定向的计算。

采用自动测日定向系统，编写相应的处理数据软件，实现了测日高精度定向，

弥补了白天恒星数量不足的定向不足。

二、设计思路及原理 

2.1 设计思路 
基于北斗授时的自动测日定向系统整体框架如图 1，系统主要由时间比对系

统，图像处理系统，测日定向系统三个部分构成。 

图 1 系统设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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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比对系统包括授时和比时两部分组成，授时部分的 GPSOME 板采用

ATGM340C 高授时精度 BDS/GPS 双模接收机模块，支持 GPS 和 BDS 的单

系统授时定位和双系统联合授时定位。通过 RS-232 串口向计算机发射秒脉冲，

提供数据输出，用户可以通过设置使其有效输出需要的信息。比时部分主要利用

自行设计电脑软件，根据接收到的数据，进行求解钟差钟速，进行时间外推，求

解任意测日钟面时刻所对应的精确时刻。

图像处理系统使用的是基于 MATLAB 的编程，全站仪拍照后会记录下此时

的水平角和垂直角，但是记录的是全站仪十字丝中心的水平角和垂直角，所以需

要提取出太阳图像质心坐标，改正到十字丝中心，获取太阳质心的水平角。目前，

对于一般的太阳图像，国内外主要采用的是 Sobel+Zernike 矩+圆拟合算法提取太

阳质心，本文对此方法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我们自己的提

取太阳质心的快速算法，该方法实现简单，处理可以得到与 Sobel+Zernike 矩+

圆拟合算法相近的精度，代码得到简化，运算速度得到提升，可以实现快速测日

定向。

自动测日定向系统主要利用自动图像全站仪进行完成，TS50 图像全站仪具

备高精度全站仪技术、高分辨率数字图像技术，增加了广角相机和长焦相机。广

角相机视角为 19.4 度，使得测区范围更大，有利于快速寻星。利用全站仪进行

拍摄太阳经过视野时图像，将测得的图像以及拍摄得到的度盘读数进行输出，得

到相应的数据结果，再利用图像处理将数据改正得到北极星的度盘数。

基于以上系统整体框架以及功能需求，可以采用如图 2 所示的总体设计方

案，利用北斗高精度授时模块进行北斗授时信号数据接收，利用计算机时间比对

软件进行时间比对得到钟面时刻改正参数，利用全站仪进行测日定向，图像处理

得到测量时刻度盘数，利用软件求解太阳方位角，最后求解得到北方向，最终实

现方位角测量以及定向。

图 2 系统架构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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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系统原理 
2.2.1 信号接收与时间比对 

精确时间的捕获是由电脑捕获 1pps 脉冲实现，秒脉冲实际上是电平信号，

高电平表示有信号输出，电平信号+5V，持续时间为 1.01ms 0.01ms,低电平无信

号输出,高电平上升沿 1pps 输出的精确时刻，如图 3： 

图 3 信号接收原理 

OME 板取得有效导航解时，秒脉冲上升沿时刻与北斗时刻相差 50ns 以内，

与 RS-232 传输数据中 ZDA**$ 语句中给出的 UTC 时刻相差 1us 以内，因此

RS-232 传输数据中有一定的的延时（一般小于 0.5s），这段时间即图 3 所示的

定时定位计算时间，在收到 UTC 正确时间前或者没有收到卫星信号时 RS-232

输出 OME 内部时间，收到 4 颗及以上的卫星信号才可以得到 UTC 时间对内部

时间进行校正，RS-232 输出的为 UTC 时刻为精确时刻[1]。 

利用计算机和 OME 板结合，把 OME 板的 1pps 输出通过相应的功能芯片接

计算机，用计算机判断上升沿，记下此刻机内钟面的时刻，再把 OME 板 RS-232

口输出的数据接到计算机，为计算机提供 1pps 对应的 UTC 时刻值，经处理可以

进行时间比对。

根据北斗时间比对计算钟差钟速，若已知某一段时间内的钟速和某一瞬间

的钟面时 0x 的钟差 0u ，可以按照下式计算任意瞬间的钟差u和钟速，设计算

机内部时钟第一次与 OME 板输出的时间比较得到世界时 20T 对应的钟面时刻为

20X ，于是：

010101 X-Tu  （2.1） 

020202 X-Tu  （2.2） 

0102

0102

x-x
u-u

 （2.3） 

）（ 00 x-xuu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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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具有定时功能的 OME 板一秒输出一个时间信息，计算机可以接收大量

的数据进行求解钟差钟速。而一台计算机在短的时间内（几天或者十几天）变化

很小，满足一等天文的要求，为了方便起见，最好在天文测量的前一天进行测定

一次钟速[1]。 

设一共进行了 n 次时间比对，每次比对的正确时刻为 ）（ ...3,2,1iTi  ，钟面时

刻为 ）（ ...3,2,1iXi  ，开始时刻 1X 的钟差为u，钟速为，则： 
）（ 1iiii X-XuTVX   （2.5） 

即 ii XXXu  )(TV 1ii 其中 iV 为残差 （2.6） 

通过最小二乘法进行求解u和。 

求解得到后计算计算机记录某次测量时太阳通过十字丝瞬间按下测量键的

精确时刻，而计算机记录的是测量数据首字节到达时间，之间有一个电子经纬仪

测角延时 电t ，因此测量瞬间的精确时刻

电）（ t-X-XuXT 1iii   （2.7） 

2.2.2 图像处理 

图 4 图像处理程序流程图 

全站仪记录的水平角为目镜十字丝中心的水平角，而数据处理中需要的是太

阳质心的水平角，所以此图像处理程序的目的在于获取太阳图像的质心坐标，将

已知十字丝中心水平角改正为太阳质心水平角。我们直接将真彩图像转换为灰度

图像，得到的灰度图像包含大量的随机噪声，需要进行滤波处理。经过滤波的图

像像素值的灰度级即可以代表太阳的亮度，本论文设计的快速算法采用直方图统

计的方法求太阳图像质心，最后通过改正运算得到太阳质心的水平角。

2.2.3 时角法定向原理 
设测站M测得地面目标B的水平度盘数为 BR 和太阳 在钟面时刻

'S 瞬间的

水平度盘数 *R ，对应的太阳方位角为 NA ，则北极 P 的水平度盘读数为：

N*N A-RM  ，于是地面目标的方位角 ）（ N*BNBN A-R-RM-R  ，式中的 NA

可由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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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t
tgcos-costsinctgA N
 

 ，式中 au  'st

根据以上测定方位角的基本原理，只需要读取观测瞬间的钟面时刻
's 就可以

求得恒星的时角 t，进而求解太阳方位角[2]。 

三、软件系统设计 

3.1 北斗授时模块 
3.1.1 硬件基础 

北斗授时模块采用如图 5,图 6 采用的 ATGM340C 高授时精度 BDS/GPS 双

模接收机模块，支持 GPS 和 BDS 的单系统授时定位和双系统联合授时定位。

ATGM340C 包含 32 个跟踪通道，可以同时接收所有的 GPS 和 BDS 可见卫

星。其授时精度为 20ns，在接收两颗以上的导航卫星时，获取正确的导航解后

可以将 GPS/BD 时刻化成 UTC 时刻。 

图 5 授时模块芯片

图 6 GPS/BD 双模授时系统

而将 OME 板的秒脉冲信号通过串行接口的状态寄存器，实现时刻比较。采

用的 RS-232 如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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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RS-232 串口

RS-232 只限于 PC 串口和设备间点对点的通信。其功能如表 1 

表 1 RS-232 各针脚的功能 

管 角 简 写 含 义

Pin1 CD 载波检测（carrier detect） 

Pin2 RXD 接收字符（receive） 

Pin3 TXD 传送字符（transmit） 

Pin4 DTR 数据终端准备就绪（data terminal ready） 

Pin5 GND 地（ground） 

Pin6 DSR 数据发送端准备就绪（data set ready） 

Pin7 RTS 请求传送（request to send） 

Pin8 CTS 清除传送（clear to send） 

Pin9 RI 响铃检测（ring Indicator） 
3.1.2 软件系统设计 

根据计算机串口中能够判断电位变化的针脚有：1 针 CD 脚位，6 针 DSR 脚

味，8 针 CTS 脚位，9 针 RI 脚位。当秒脉冲的信号线接到任意一个脚上，当秒

脉冲的信号来到时，状态寄存器的状态值发生变化，实现时间同步。因此我们基

于 VB 软件设计相应的时间比对软件接收时间信号，利用高性能频率记数法，利

用 QueryPerformanceFrequency 函数获得频率记数器的震荡频率，然后调用

QueryPerformanceCounter 函数获得频率记数器的震荡次数，基于通讯控件

MSComm，其中 CDHolding 可以检测相应的电位变化，因此通过记录初始和结

束的振荡次数实现精确计时，具体 VB 代码见附录 1。其程序框图如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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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

打开端口

端口参数设置

接收信号

触发onComm事件

依据CommEvent属性进

行分支

否

是

校正时间

数据是否正确接收

数据存储

结束

图 8 时间比对程序框图 

根据得到的比时文件设计软件进行求解钟差钟速，进一步对测量的钟面时刻

进行改正。

求解钟差钟速利用 2.2.1 表示的原理，根据最小二乘法进行求解，其中由于

信号原因可能导致接收数据不稳定，会出现信号粗差，对于求解结果造成影响，

因此在进行最小二乘法的过程中特意进行了剔除计算，根据有效个数进行平差计

算最后得出准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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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解出钟差钟速并显示有效个数，有效的实现的平差计算求解，并保存到文

件。求解后需要对测量太阳的时间钟面时刻进行较正得到对应的精确时刻，由于

后续求解方位角数据需要，以小时为单位输出保存数据文件。具体程序部分关键

代码见附录 2，程序框图如图 9 

开始

数读取

钟差改正？

时间比对

读取文件

利用钟差钟速数据求解

精确时刻

数据文件保存

结束

最小二乘法求解 粗差剔除

二次平差数据保存

否

是

图 9 钟差改正程序框图 

根据以上系统可是实现完整的时间比对，并精确求解测量太阳十字丝经过视

野时按下测量键的精确时间。

3.2 图像处理系统 
本程序使用的图像为 2018 年 11 月 23 日上午在郑州地区使用 Leica-TS50 全

站仪拍摄的太阳图像，共拍摄了 55 张，每张图像的像素为 2560*1920。本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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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图像处理方法都是在空间域进行的，空间域就是包含图像像素的平面，直

接针对图像像素进行操作，空间域技术在计算上更有效，且在执行上需要较少的

处理资源。

图像处理的第一步，将全站仪拍摄的真彩图像转换为灰度图像，真彩图像使

用的 RGB 彩色模型的每个彩色像素由（R，G，B）值的三元组合成，对接下来

的图像处理带来很多麻烦，直接将真彩图像转换为灰度图像，之后以像素的灰度

级代表太阳的亮度等级。

第二步，得到的灰度图像包含大量的随机噪声，需要进行滤波处理。此时的

空间域滤波是对一定范围内的图像像素执行预定义操作，滤波后产生一个新像

素，像素的值是滤波操作的结果。我们的程序通过直方图处理得到一个合适的阈

值，这个阈值恰好能将太阳的像素值与噪声的像素值区分开，之后把噪声的像素

直接去掉。下面介绍直方图处理的原理。灰度级范围为[0,L-1]的数字图像的直方

图是离散函数h ，其中 是第 k 级灰度值， 是图像中灰度为 的像素

个数[3]。 

处理完真彩图像转换为灰度图像成后 MATLAB 中保存的是最后一张图像的

像素信息，由于每幅图像在灰度分布上近似，使用最后一张图像做直方图处理，

得到图像如下：

图 10 灰度分布直方图 

可以看出太阳图像的灰度等级集中在 1（即 255，数据处理时程序将 unit8

型数据全部转换成为了 double 型）的附近，而白噪声集中分布在 0.4 附近，整体

的分布较有规律性，之后取图像中非太阳一侧的局域求均值和方差，确定了 0.82

为空间域滤波的阈值，对所有图像进行滤波处理后，进行下一步的质心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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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灰度化后图像                      图 12 滤波后图像

第三步，经过滤波的图像像素值的灰度级即可以代表太阳的亮度，本论文设

计的快速算法采用直方图统计的方法求太阳图像质心。直接从直方图统计获得的

统计参数可用于图像处理，分别按行与按列统计像素值的和。易知，行像素最大

值的那一行与列像素最大值的那一列分别为与 X,Y 轴平行的两条太阳的直径，

由于我们使用的全站仪拍照变形较小，认为得到的太阳图像为规则的圆，两条直

径的交点即为太阳图像中心，之后再对行列加 0.5 个像素，得到太阳图像中心的

估测值，理论上这种算法的误差在亚像素量级内。同时，我们也进行了

Sobel+Zernike 矩+圆拟合算法提取太阳质心的研究[4]，取得了一定成果。 

第四步，得到太阳图像中心像素值，与全站仪十字丝像素值做差，得到像素

改正量 X, Y,从全站仪自动记录的文件中读取每幅图像的十字丝水平角和垂直

角，通过一系列改正参数线性运算得到太阳质心的水平角，其中这组改正参数为

在地下暗室实验室测得的数据，具有较高的精度，在改正公式中，本论文同时考

虑了水平角的直接改正，与垂直角在测量中的旋转误差对水平角的影响，改正公

式有较好的精度，具体改正公式见附录 3。 
3.3 测日定向系统 
3.3.1 硬件实现 

基于视频测量机器人的性能参数和工作模式，以 Leica-TS50 为例，着重研

究了基于该平台的自动天文测量太阳技术，实现了白天的定向[5]。 

TS50 图像全站仪增加了广角相机和长焦相机。长焦相机视角为 1.5 度，放

大倍数 30×，焦距从 1.7 米至无穷远，传感器为 500 万像素（2560×1920）CMOS

传感器。这些为测量提供了有力的天文测量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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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3 长焦相机像素示意图

如图 13 所示，在长焦相机模式下，视角为 1.5 度，故半视角为 0.75 度，对

应星图上 1600 个像素，经计算可得 1 像素对应 1.6875 角秒。具体的对应示意图

见图 14。 

图 14 像素与角度对应示意图 

基于电子经纬仪/传统全站仪开发的 Y/JGT-01 型天文测量系统（如图 15 所

示）具备了小型化、快速化、半自动化的现代测量要求特点，相较于传统天文测

量仪器大大提高了作业效率。

不仅如此，它还采用了自动寻星软件，使得计算机可以驱动电子经纬仪将望

远镜自动指向待测星即将到达的位置。目前采用的系统设备有基于徕卡 TS50 系

列智能测量机器人的天文测量系统及应用研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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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5 天文测量系统 

我们利用以上系统进行测量太阳经过十字丝的时刻，得到相应的太阳图像如

图 16 的图像。 

图 16 全站仪拍摄图像及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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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硬件可以得到相应的测量数据文件，我们设计数据处理系统进行求

解太阳中心所对应的度盘数，再根据时角法求得太阳方位角，最后得出相应的北

方向，实现定向。

3.3.2 软件系统 
利用时角法实现太阳方位角的测量，设计相应的基于 C 语言的计算太阳方

位角软件计算太阳太阳方位角，需要知道相应的测量的精确时刻，导航坐标，日

期，闰秒改正，极移改正等，将对应的数据输入，并利用钟差改正后的数据文件，

运行软件可以得出太阳方位角结果，系统主要程序代码见附录 4。 

由于图像的最小单元为像素，根据图像确定太阳的中心对应的像素，由于图

像每个像素对应的角度是确定的，因此需要确定太阳中心对应的像素和十字丝的

像素间改正，最后将度盘数据加以改正，最后得出太阳中心对应的测量度盘数。 

之后基于 MATLAB 的编程实现求取方位角，具体代码将在附录 3 展示，自

动测日定向最终求得的方位角为每张图像求得的方位角的平均值，下面分析最终

方位角的误差情况。理论上，每张图像求得的方位角应该在平均值的上下浮动，

做误差图像如下：

 图 17 自动测日定向最终方位角误差 

本次观测总共得到 55 幅太阳图像，取平均值作为最终的定向结果。图 17

给出了每幅图的定向结果与平均值之差，并计算出单位权中误差为±12.23″。

由于每次都是等精度观测，因此计算出平均值中误差为±1.65″。总体上看，误

差确实在平均值上下浮动，程序目前的处理结果误差为 10 多个角秒，其中一幅

图像误差在 30 角秒，说明自动测量过程中图像存在粗差以及图像数据不足，需

要添加剔除粗差图像的部分，以达到相应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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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系统测试及流程展示 

4.1 测日定向系统工作流程 
系统工作开始之后，首先进行 BD 时间比对系统开始打开端口，设备配置好

后开始授时，之后利用时间比对软件进行求解钟差钟速，求解测量时刻对应的精

确时刻。其次，进行太阳观测，利用图像全站仪对太阳进行拍摄，得到图像和度

盘文件。然后利用求解方位角软件求解太阳方位角，图像处理得到太阳中心对应

的度盘数，最后根据以上得到的结果求解北方向方位，照准目标可以得到相应的

目标方位角，实现最终的测日定向。整体完整流程展示见附件视屏演示。

该系统的工作流程图如下：

图 18 系统工作流程框图 

系统工作过程细节展示如下：

（1）北斗授时

基于北斗授时信号，首先进行精确时间捕获，主要利用时间比对系统实现，

开始后打开端口→接收数据→时间比对，其软件界面及收据结构如图 19： 

北斗授时信号发播

信号接收，精确时间捕

获

全站仪自动测量

太阳方位角求解

天文定向

结束

图像处理，太阳中心

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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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时间比对系统界面及数据结果 

利用 OME 板进行时间捕获后需要求解钟差钟速，进而确定测量太阳时钟面

时刻对应的精确时刻。主要步骤为读取数据文件→钟差改正→保存提出粗差后的

数据文件→时间比对→读取钟面时刻文件→时间改正→保存精确时刻文件→退

出，最后求解得到计算太阳方位角所需要的时刻文件。主要界面及数据文件如图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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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比时系统主界面和子界面及数据文件 

（2）自动测日定向观测

自动测日定向系统实现了全站仪观测太阳并进行求解太阳在精确时刻的太

阳方位角。主要步骤为：打开电脑端天文测量系统→寻星→确定太阳概略方位→

确定目标概略方位→全站仪自动寻太阳→盘左盘右测定目标方位→数据解算求

解北方向方位→定向结束。解算太阳方位角软件基于 C 语言编译，运行可直接

得到相应的太阳方位角。测日系统主要界面及求解太阳方位角数据结果分别如图

21 和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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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天文测量系统主界面 

图 22 方位角数据结果 

（3）图像处理系统展示

质心提取使用直方图统计算法得到亚像素精度的质心坐标，得到太阳图像中

心像素值后，与全站仪十字丝像素值做差，得到像素改正量 X, Y,从经纬仪自

动记录的文件中读取每幅图像的十字丝水平角和垂直角，通过改正参数得到太阳

质心的水平角。由于我们拍摄太阳图像时为连续测量，那么理论上得到的太阳质

心随时间的运动轨迹应该是一条直线，做太阳质心随时间变化的曲线进行验证，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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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太阳质心随时间变化曲线 

下面对曲线用 MATLAB 进行拟合： 

图 24 太阳质心随时间变化曲线拟合 

从拟合的结果上看太阳质心随时间变化曲线为一条直线，总体上可以看出我

们使用的提取太阳质心的算法精度较高。

五、论文总结 

本文主要论述了基于北斗授时的图像全站仪的自动测日定向技术实现，针对

目前北斗授时以及天文测量作业模式的现状，我们创新提出北斗授时和测日定向

以及图像处理结合的新型天文定向的模式，对于天文定向有重要的意义。然后介

绍我们设计的系统原理，整个系统需要的硬件基础，以及系统的软件原理及功能，

最后对整个系统的工作流程进行了展示，实现最初的设计目的。

本次基于北斗授时的自测日定向系统能够实现白天的测日定向，相对于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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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利用恒星晚间测量有较大的突破，其中巧妙地将北斗授时和天文定向结

合，是基于北斗的另一创新应用，而且针对全站仪图像处理难度较大的问题，提

出了新型的图像处理算法，实现了另一大创新。

本项目的研究涉及的领域较为广泛，具有很大的实用意义，同时这些也只是

一个小小的开始，对于本项目的研究还需进一步深入，才能使本系统更加完善，

为各方面提供更好的服务。

六、应用前景及研究展望 

基于北斗授时的自动测日定向系统是在北斗导航系统在天文测量领域的新

的创新应用，实现了白天的测日定向，适用于地面目标的方位角测量。其中的北

斗授时，测日定向，图像处理等一体化的系统，不仅创新了天文定向方法，而且

扩大了北斗系统的使用范围。

对于本系统的研究还有以下展望：

对于整体系统而言，系统的整体需要完整集成化的测量及数据处理系统，同

时还需要有数据库系统支撑，可以直接实现测量并实时求解出相应的方位角，并

进行数据保存和维护，简化作业流程和提高效率。

对于系统模块而言，图像处理求解太阳中心精度不够，需要进一步研究相应

的算法确定最优阈值以提高确定太阳中心精度。

对于编程算法而言，目前的 MATLAB 编程以及 C 语言求解方位角都应该改

成可视化界面编程，提高编程算法的工程实用意义，为本测日定向系统的实际应

用提供便利。

本次系统研究，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不断讨论解决方案，遇到问题，不断

解决问题，比如如何实现求解测量精确时刻，以及图像处理怎么得到太阳中心等，

最终经过查阅资料和在老师的指导下不断研究使问题得到解决。回顾整个过程，

我们一次次讨论合作，收获了专业知识，收获了深厚的友谊，也和老师建立了浓

浓的师生情，是我们另外的意外收获，感谢这次的难忘的经历。今后继续努力，

争取继续取得新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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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 1 时间比对 VB 关键代码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设置串口参数 

Dim a, dk 
 Dim btl As Integer 
' While a = "" Or qjbtl = "" Or dkc = "" Or qjsjw = "" 

 '   DoEvents 
' Label7 = "请选择波特率及端口号" 
' a = Combo1.Text 
' qjbtl = Combo2.Text 
' jy = Combo3.Text 
' qjsj = Combo4.Text 

 ' Wend
a = Combo1.Text 
qjbtl = Combo2.Text 
jy = Combo3.Text 
qjsj = Combo4.Text 

If a = "com1" Then 
   qjdk = 1 
ElseIf a = "com2" Then 
   qjdk = 2 
ElseIf a = "com3" Then 
   qjdk = 3 
ElseIf a = "com4" Then 
   qjdk = 4 
ElseIf a = "com5" Then 
   qjdk = 5 
ElseIf a = "com6" Then 
   qjdk = 6 
End If 
If jy = "偶" Then 

     qjjy = "E" 
  ElseIf jy = "奇" Then 
     qjjy = "O" 
  ElseIf jy = "无" Then 
     qjjy = "N" 

End If 

qjquan = qjbtl + "," + qjjy + "," + qjsj + "," + "1" 
Print qjquan 
dksz.Hide 

End Sub 
Private Sub Form_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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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ve (Screen.Width - Width) \ 2, (Screen.Height - Height) \ 2 
Combo1.AddItem "com1" 
Combo1.AddItem "com2" 
Combo1.AddItem "com3" 
Combo1.AddItem "com4" 
Combo1.AddItem "com5" 
Combo1.AddItem "com6" 

Combo2.AddItem "1200" 
Combo2.AddItem "2400" 
Combo2.AddItem "4800" 
Combo2.AddItem "9600" 
Combo2.AddItem "19200" 
Combo2.AddItem "38400" 

Combo3.AddItem "偶" 
Combo3.AddItem "奇" 
Combo3.AddItem "无" 

Combo4.AddItem "4" 
Combo4.AddItem "5" 
Combo4.AddItem "6" 
Combo4.AddItem "7" 
Combo4.AddItem "8" 

Combo6.AddItem "1" 
Combo6.AddItem "1.5" 
Combo6.AddItem "2"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Open "北斗与 UTC 比较.txt" For Append As #123 

MSComm1.Settings = qjquan 
MSComm1.InBufferSize = 1024 
MSComm1.CommPort = qjdk 
MSComm1.RThreshold = 193 
MSComm1.PortOpen = True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2_Click() 
    Dim qq 
   qq = CStr(Mid(zutc, 1, 2)) & ":" & CStr(Mid(zutc, 3, 2)) & ":" & CStr(Mid(zutc, 

5, 2)) 
If Val(qq) <> 0 Or Val(Mid(qq, 3, 2)) <> 0 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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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 qq 
Label2 = "时间更改成功！" 

    Else 
Label2 = "时间未更改，请重运行！" 

    End If 
    Label3 = ""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3_Click() 

Close #123 
    End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4_Click() 
   dksz.Show 

End Sub 
Private Sub Form_Load() 

Me.Move (Screen.Width - Width) \ 2, (Screen.Height - Height) \ 2 
   Static flag As Boolean 

If Not flag Then   'run first time 
QueryPerformanceFrequency freq 

    flag = True 
End If 
    Open "c:\晶振参数.txt" For Binary Access Read As #1 

Get #1, 22, tStart.lowpart 
   Close #1 

End Sub 

'OnComm 事件被用于捕获 communications 事件。 
Private Static Sub MSComm1_OnComm() 

MSComm1.InputLen = 0  
    Dim Buffer1 As Variant 
    Dim z1 As String 

Dim gpshead2 As String 
    Dim qq 

Dim z As Double    
     ' 依据 CommEvent 属性进行分支 

Select Case MSComm1.CommEvent 
' 事件信息 
Case comEvReceive 

Buffer1 = MSComm1.Input 
MSComm1.InBufferCount = 0 

'MSComm1.InputMode = comInputModeBinary 
'Debug.Print "接收 - " & StrConv(Buffer, vbUnicode) 
   Buffer = Buffer & StrConv(Buffer1, vbUnicode) 

If Len(Buffer) >= 193 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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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1 = CStr(Buffer) 
gpshead2 = Mid(z1, 1, 6) 

If gpshead2 = "$BDZDA" Then 
zutc = Mid(z1, 8, 9) 

   qq = CStr(Mid(zutc, 1, 2)) & ":" & CStr(Mid(zutc, 3, 2)) & ":" & 
CStr(Mid(zutc, 5, 5)) 
' Label1 = "RS—232 数据已正确接收！" 
      Else 

Label1 = "RS—232 数据未正确接收！正在处理，请等待 " 
MSComm1.PortOpen = False 
MSComm1.Settings = qjquan 
MSComm1.InBufferSize = 1024 
MSComm1.CommPort = qjdk 
MSComm1.RThreshold = 193 
MSComm1.PortOpen = True 

      End If 
Buffer = "" 

     End If 
     Case comEvCTS 

QueryPerformanceCounter tEnd 
z = (tEnd.lowpart - tStart.lowpart) / freq.lowpart 
If MSComm1.CTSHolding = True Then 

Label1 = "1pps 已正确接收！" 
Print #123, z, qq 

     End If 
      End Select    
End Sub 

附录 2 钟差改正部分关键代码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ComponentModel; 
using System.Data; 
using System.Drawing; 
using System.Linq; 
using System.Text; 
using System.IO; 
using System.Threading.Tasks; 
using System.Windows.Forms; 
namespace 钟差改正 
{ 

public partial class Form1 : For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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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Form1() 
{ 

InitializeComponent(); 
} 
double[] T=new double[100000]; 
double[] T2 = new double[100000]; 
double[] X = new double[100000]; 
double[] X2 = new double[100000]; 
double[] hour = new double[100000]; 
double[] minute = new double[100000]; 
double[] second = new double[100000]; 
double[] hour1 = new double[100000]; 
double[] minute1 = new double[100000]; 
double[] second1 = new double[100000]; 
public double u, w; 
public double X1; 
int n, Z; 
string[] lines; 
hanshu Hs = new hanshu(); 
Y y= new Y(); 

private void button2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double[,] A =new double[n,2]; 
double[,] A1 = new double[n, 2]; 
double[,] l =new double[n, 1]; 
double[,] l1 = new double[n, 1];   
double[,] X0 =new double[2, 1];  
double[,] V = new double[n, 1];   

double  m;    
for (int i = 0; i<n; i++) 
{ 

A[i, 0] = 1; 
A[i, 1] = X[i] - X[0]; 
l[i, 0] = T[i] - X[i];

} 
double[,] N = Hs.matrix_mul(Hs.matrix_trans(A), A); 
double[,] U = Hs.matrix_mul(Hs.matrix_trans(A), l); 

X0=Hs.matrix_mul_const(Hs.matrix_mul(Hs.matrix_inverse(N),U),-1); 
u = X0[0, 0];
w = X0[1, 0];
for (int i = 0; i < n;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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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0] = l[i, 0] + u + A[i, 1] * w; 
} 
double[,] VV = Hs.matrix_mul(Hs.matrix_trans(V), V); 
m = Math.Sqrt(VV[0, 0] / (n - 2)); 
int j = 0; 
for (int i = 0; i < n; i++) 
{ 

if (Math.Abs(V[i, 0]) <= 2 * m) 
{ 

X2[j] = X[i]; 
T2[j] = T[i]; 
A1[j, 1] = X[i] - X[0]; 
A1[j, 0] = 1; 
l1[j, 0] = T[i] - X[i]; 
hour1[j] = hour[i]; 
minute1[j] = minute[i]; 
second1[j] = second[i]; 
j++; 

} 
} 
Z = j; 
Y.X1 = X2[0];
for (int i = 0; i < j; i++)
{ richTextBox1.Text = richTextBox1.Text + String.Format("{0}

{1} {2} {3}  \n", X2[i], hour1[i],minute1[i],second1[i]); }
N = Hs.matrix_mul(Hs.matrix_trans(A1), A1); 
U = Hs.matrix_mul(Hs.matrix_trans(A1), l1); 
X0 = Hs.matrix_mul_const(Hs.matrix_mul(Hs.matrix_inverse(N), U), 

-1);
u = -X0[0, 0];
w = -X0[1, 0];
textBox1.Text = Convert.ToString(u);
textBox2.Text = Convert.ToString(w);
textBox3.Text = Convert.ToString(n);
textBox4.Text = Convert.ToString(Z);
Y.u1 =u;
Y.w1 = w;

} 

   private void button3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保存剔除粗差后

数据及钟差钟速

{ 
SaveFileDialog saveFileDialog1 = new SaveFileDia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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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veFileDialog1.Filter = "TXT 文件|*.txt"; 
if (saveFileDialog1.ShowDialog() == DialogResult.OK) 
{ 

string FileName = saveFileDialog1.FileName; 
if (File.Exists(FileName)) 
{ 

File.Delete(FileName); 
} 
StreamWriter sw = new StreamWriter(FileName, true, 

Encoding.Default); 
sw.WriteLine("钟差：" + u.ToString("0.000000000000")+" " 

+ "钟速："+ w.ToString("0.000000000000"));
sw.WriteLine("钟面时" + "

" + "世界时"); 

for (int j = 0; j < Z; j++) 
{ 

sw.WriteLine(X2[j].ToString("0.000000000000") + " " 
+ hour1[j].ToString("0") + " " +

minute1[j].ToString("0") + " " + 
second1[j].ToString("0.00000000000000")); 

} 
sw.Close(); 
MessageBox.Show("文件保存成功"); 

} 
else 
{入合适的文件名"); 
} 

} 

MessageBox.Show("请输 
    } 
    } 
private void button2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时间外推 

{ 
double u = Y.u1; 
double w = Y.w1; 
double X1 = Y.X1; 

for (int i = 0;i< n;i++) 
{ 

T[i] = X[i] + u + (X[i] - X1) * w; 
hour[i] = (int)(T[i] / 3600); 
minute[i] = (int)(T[i] % 36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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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i] = T[i]% 60; 
hu[i] = T[i] / 3600; 

} 
for (int i = 0; i < n; i++) 
{ richTextBox1.Text = richTextBox1.Text + String.Format("{0} 

{1} {2} \n", hu[i], alt[i], azimuth[i]); } 
} 

附录 3  MATLAB 提取太阳质心及水平角改正代码 

clc; 
clear all; 
%% 批量读取初始图片，保存为灰度图片 
file_path =  'D:\\北斗杯\\太阳图像\\';% 图像文件夹路径 
img_path_list = dir(strcat(file_path,'*.jpg'));%获取该文件夹中所有 jpg 格式的图像 
img_num = length(img_path_list);%获取图像总数量 
if img_num > 0 %有满足条件的图像 

for j = 1:img_num %逐一读取图像 
image_name = img_path_list(j).name;% 图像名 
image =  imread(strcat(file_path,image_name)); 
fprintf('%d %s\n',j,strcat(file_path,image_name));% 显示正在处理的

图像名

gray=rgb2gray(image); 
gray1=im2double(gray); 
filename=['D:\\北斗杯\\太阳图像\\灰度\\',num2str(j),'.bmp']; 
imwrite(gray1,filename,'bmp'); 
%imwrite(gray1,['D:\\北斗杯\\太阳图像\\灰度\\','num2str(j).bmp']); 

end 
end 
%% 滤波 
imhist(gray1); 
xlabel('灰度等级','FontSize',16);  
ylabel('像素个数','FontSize',16); 
title('灰度分布直方图','FontSize',16);  
file_path1 ='D:\\北斗杯\\太阳图像\\灰度\\'; 
img_path_list1 = dir(strcat(file_path1,'*.bmp')); 
img_num = length(img_path_list1);%获取图像总数量 

for j = 1:img_num %逐一读取图像 
Img = imread([file_path1,num2str(j),'.bmp']); 
Img1=im2double(Img); 
for i=1:2560 

for k=1:1920 
if Img1(k,i)<0.81 

Img1(k,i)=0;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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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end 
filename=['D:\\北斗杯\\太阳图像\\滤波\\',num2str(j),'.bmp']; 

imwrite(Img1,filename,'bmp'); 
    end 
%% 计算质心 
p1=zeros(1,img_num); 
p2=zeros(1,img_num); 
file_path1 ='D:\\北斗杯\\太阳图像\\滤波\\'; 
img_path_list1 = dir(strcat(file_path1,'*.bmp')); 
%Len= 
length(img_path_list1); % 获
取图像总数量 (三个图片文件夹中图片数量一致) 
for k=1:img_num    
% image_name1 = img_path_list1(k).name;% 图像名 
%       image =  imread(strcat(file_path,image_name)); 

Img = imread([file_path1,num2str(k),'.bmp']); 
Img1=im2double(Img); 
X=zeros(1,2560); 
Y=zeros(1,1920); 
sumx=0;sumy=0; 
for i=1:2560 

for j=1:1920 
sumy=sumy+Img1(j,i); 

end 
       X(i)=sumy; 
       sumy=0; 
    end 

for j=1:1920 
for i=1:2560 

sumx=sumx+Img1(j,i); 
end 

       Y(j)=sumx; 
       sumx=0; 
    end       

[max1,p1(k)]=max(X); 
[max2,p2(k)]=max(Y); 

end 
p3=0.5*ones(1,img_num); 
p1=p1+p3; 
p2=p2+p3; 
%% 像素改正 
sx=[p1;p2]; 
fid=fopen('.\t2000jwd_C1.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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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textscan(fid,'%*s %*n %*s %f %f','Delimiter',','); 
fclose(fid); 
Azi=data{1,1}; 
Zen=data{1,2}; 
Azi=reshape(Azi,1,img_num); 
Zen=reshape(Zen,1,img_num); 
gz1 = (-1.9575 * (sx(1,:) - 1276.362605) - 0.004066 * (sx(1,:) - 959.1203862) + 
0.3807) * pi / (180 * 3600);   %水平角改正量 
gz2 = (-1.9560 * (sx(2,:) - 959.1203862) + 0.003796 * (sx(2,:) - 1276.362605) - 
0.1770) * pi / (180 * 3600);   %//垂直角改正量 
    %//保存星点质心和改正后的方位角、天顶距 
   Kcons=zeros(img_num); 
for i=1:img_num 

if (Zen(i) > 3 * pi / 2 && Zen(i)< 2 * pi)    %//如果天顶距介于 270-360 度之

间，说明是盘右数据

   Kcons(i) = atan(cos(3.11667 / 180 * pi) * tan(gz1(i)) / cos(pi / 2 - (2 * pi - 
Zen(i)))) / gz1(i); 
 else                                      %如果天顶距介于 0-90 度之

间，说明是盘左数据

   Kcons(i) = atan(cos(3.11667 / 180 * pi) * tan(gz1(i)) / cos(pi / 2 - Zen(i))) / 
gz1(i); 
    end 
end 

for i=1:img_num 
Azi(i) = Azi(i) - gz1(i)* Kcons(i); 
Zen(i) = Zen(i) - gz2(i); 

end 
fid=fopen('.\t2000jwd_C1.txt'); 
t=textscan(fid,'%f %*[^\r]'); 
fclose(fid); 
t1=reshape(t{1,1},1,img_num); 
plot(t1,Azi*180/pi); 
AZI=Azi*180/pi; 
%% 求方位角 
fid=fopen('.\sun.txt'); 
A=textscan(fid,'%*f %*f %*f %f %*[^\r]',img_num); 
fclose(fid); 
A1=reshape(A{1,1},1,img_num); 
A1=A1*pi/180; 
a=A1-Azi; 
a=a*180/pi; 
plot(t1,(a-mean(a))*3600); 

附录 4 求解太阳方位角关键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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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math.h> 
#include "eph_manager.h" 
#include "novas.h" 
#define SIZE 56 
/* 

NOVAS 3.0 Sample Calculations 
See Chapter 3 of User's Guide for explanation. 
Written for use with solsys version 1. 
To adapt for use with solsys version 2, See comments throughout file. 
Assumes JPL ephemeris file "JPLEPH" located in same directory as 
application. 

*/ 
int main (void) 
{ 

const short int year = 2018; 
const short int month = 11;//时间 
const short int day = 23; 
const short int leap_secs = 37;闰秒 
const short int accuracy = 0; 
short int error = 0; 
double hour; 
const double ut1_utc = -0.00298;  
const double latitude = 34.81334355023100; 
const double longitude = 113.568910825889;//导航坐标 
const double height = 0.0; 
const double temperature = 12.0; 
const double pressure = 1010.0; 
const double x_pole = +0.1584; 
const double y_pole = +0.2800; 

double jd_beg, jd_end, jd_utc, jd_tt, jd_ut1, jd_tdb, delta_t, ra, 
dec, dis, rat, dect, dist, zd, az, alt, rar, decr; 

double clsj[SIZE*2]; 
double Shour[SIZE]; 
double Sazim[SIZE]; 
double Salt[SIZE]; 
int starnum[SIZE]; 
on_surface geo_loc; 
observer obs_loc; 
cat_entry dummy_star; 
object Sun; 
sky_pos t_place; 
int ii,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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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d the observing file Moon_survey20111007.txt 

*/ 
FILE *fp; 
 if((fp=fopen("20181123.txt","r"))==NULL)//打开精确时刻文件 
{printf("cannot open file"); 
exit(0) ;} 

for(ii=0;ii<SIZE;ii++) 
{ 
    fscanf(fp,"%lf",Shour+ii); //  read the first three items 

printf("%16.6lf\n",Shour[ii]); 
 fscanf(fp,"%lf",Sazim+ii); // read the observing 

azimuth(unit:arcdegree) 
fscanf(fp,"%lf",Salt+ii); //  read the observing 

alt(unit:arcdegree) 
} 
fclose(fp); 

/* 
Make structures of type 'on_surface' and 'observer-on-surface' containing 
the observer's position and weather (latitude, longitude, height, 
temperature, and atmospheric pressure). 

*/ 
make_on_surface (latitude,longitude,height,temperature,pressure, &geo_loc); 
make_observer_on_surface (latitude,longitude,height,temperature,pressure, 

&obs_loc); 
/* 

Make structures of type 'object' for the Planet. 
*/ 

make_cat_entry ("DUMMY","xxx",0,0.0,0.0,0.0,0.0,0.0,0.0, 
      &dummy_star); 
/* 

1=Mercury;2=Venus;3=Earth+Moon;4=Mars;5=Jupiter;6=Saturn;7=Uranus; 
8=Neptune;9=Pluto;Sun = 10;Moon = 11 

*/ 
if ((error = make_object (0,10,"Sun",&dummy_star, &Sun)) != 0) 

   { 
printf ("Error %d from make_object (Sun)\n", error); 
return (error); 

   } 
/* 

Open the JPL binary ephemeris file, here named "JPLEPH". 
Remove this block for use with solsys version 2. 

*/ 
if ((error = Ephem_Open ("JPLEPH", &jd_beg,&jd_end))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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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f (error == 1) 

printf ("JPL ephemeris file not found.\n"); 
       else 

   printf ("Error reading JPL ephemeris file header.\n"); 
return (error); 

   } 
    else 
   { 

printf ("JPL ephemeris open. Start JD = %10.2f  End JD = %10.2f\n", 
   jd_beg, jd_end); 

      printf ("\n"); 
   }  
/* 

Write banner. 
*/ 

printf ("NOVAS Sample Calculations\n"); 
printf ("-------------------------\n"); 
printf ("\n");  

/* 
Write assumed longitude, latitude, height (ITRS = WGS-84). 

*/ 
printf ("Geodetic location:\n"); 
printf ("%17.12f        %17.12f %17.12f\n\n", geo_loc.longitude, 

geo_loc.latitude, geo_loc.height); 
/* 

Establish time arguments. 
*/ 

fp=fopen("Sun_center20181123_0_2.txt","w"); 
for(ii=0;ii<SIZE;ii++) 

  { 
hour=Shour[ii]; 
jd_utc = julian_date (year,month,day,hour); 
jd_tt = jd_utc + ((double) leap_secs + 32.184) / 86400.0; 
jd_ut1 = jd_utc + ut1_utc / 86400.0; 
delta_t = 32.184 + leap_secs - ut1_utc; 
jd_tdb = jd_tt;  /* Approximation good to 0.0017 seconds. */ 

//   printf ("TT and UT1 Julian Dates and Delta-T:\n"); 
//   printf ("%15.6f        %15.6f %17.12f\n", jd_tt, jd_ut1, delta_t); 
//   printf ("\n") 
/* 

Apparent and topocentric place of the Planet. 
*/ 

if ((error = app_planet (jd_tt,&Sun,accuracy, &ra,&dec,&dis))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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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rintf ("Error %d from app_planet.", error); 
return (error); 

   } 
if ((error = topo_planet (jd_tt,&Sun,delta_t,&geo_loc,accuracy, 

      &rat,&dect,&dist)) != 0) 
   { 

printf ("Error %d from topo_planet.", error); 
return (error); 

   } 
printf ("Sun geocentric and topocentric positions:\n"); 
printf ("%17.12f %17.12f %18.12e\n", ra, dec, dis); 
printf ("%17.12f %17.12f %18.12e\n", rat, dect, dist); 

/* 
Topocentric place of the Planet using function 'place'-- should be 
same as above. 

*/ 
if ((error = place (jd_tt,&Sun,&obs_loc,delta_t,1,accuracy, 

      &t_place)) != 0) 
   { 

printf ("Error %d from place.", error); 
return (error); 

   }   
/* 

Position of the Planet in local horizon coordinates.  (Polar motion 
ignored here.) 

*/ 
equ2hor (jd_ut1,delta_t,accuracy,x_pole,y_pole,&geo_loc,rat,dect,0, 

&zd,&az,&rar,&decr); 
   alt=90.0-zd; 
//   printf ("Moon zenith distance and azimuth:\n"); 

printf ("%17.12f   %17.12f\n", az, alt); 
fprintf (fp,"%13.8f %12f %12f %13.7f %13.7f\n", hour,rat,dect,az,alt); 

//   printf ("\n"); 
} 
   fclose(fp); 

Ephem_Close(); /* remove this line for use with solsys version 2 */  
return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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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 paper analyzes and evaluates the quality of the raw Bei Dou observations of Google Nexus9 tablet 
from aspects of Signal-to-Noise Ratio(SNR), pseudorange residual and phase residua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NR of BDS,GPS observations collected by using the tabletis about 10dBHz lower than surveying receiver;pseudorange 
accuracies of BDS,GPS observations are 4.69m,11.39m,phase accuracies are 4.44mm,4.99mm respectively.Relative to the 
elevation angle, the Signal-to-Noise Ratio(SNR) is more relevant to the pseudorange residuals and reflects the quality of the 
observed data better. On this basis, a stochastic model of SNR weighting is given and a standard point positioning testis-
conducted. The positioning precision is 2.74min horizontal direction and 4.56m in vertical direction which are increased by 
about 26% compared with the elevation weight positioning. 
Key Words: Nexus9 smart tablet; Raw Bei Dou measurement; Quality assessment; SNR weighting; Point 
position 

    摘  要：本文从信噪比、伪距残差、相位残差等方面对谷歌 Nexus9 智能平板终端的北斗原始观

测数据质量进行了分析评估，结果表明：Nexus9 平板的 BDS、GPS 的观测值的信噪比比测量型接收

机低10dBHz 左右；伪距精度分别为 4.69m、11.39m，相位精度分别为 4.44mm、4.99mm；相对于高度

角来说，信噪比与伪距残差的相关性更强，更能反映观测数据的质量；在此基础上给出了信噪比定

权的随机模型，并进行了伪距单点定位测试，结果表明，基于信噪比定权的单点定位平面精度为 

2.74m、高程精度为 4.56m，比高度角定权精度提高了约 26%。 

关键词：Nexus9 智能平板；北斗原始观测数据；数据质量评估；信噪比定权；单点定位 

1  引言 

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大众智能终端具有普遍性、易携带性和低成本等特点,基于其所提供

的大众导航定位应用和位置服务越来越广泛。谷歌公司在其发布的面向移动设备的 

Android Nougat7.0 及以上版本的操作系统中提供了部分原始 BDS 观测数据的获取接口，使得谷

歌 Nexus9平板电脑、华为 P10 和三星 S8 手机等部分智能终端能够输出 BDS 原始观测数据[1][2]，

这给基于大众智能终端的 BDS 导航定位技术研究提供了新的机遇[3]，同时也可以将其与这些智能

终端自身携带的加速度计、陀螺仪、磁强计、气压计、WIFI、BLE 等传感器的观测信息进行多源

融合定位，以提高定位的精度、可靠性、可用性、连续性，进而实现大众用户室内外无缝定位。因

此，智能终端的原始观测值以及基于其所开展的精密定位研究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3]- [6]。而且现

在北斗三号基本

系统已完成建设，并且于 2018 年 12 月 27 日已经开始提供全球服务，这标志着北斗系统服务范

围已由区域扩展为全球，北斗系统正式迈入了全球时代。在本文中，从信噪比、伪距残差、相位残

差

等方面对北斗原始数据质量予以分析，并且与 GPS 原始数据质量进行比较分析。 

与测量型接收机、手持导航仪、GIS 采集器等专用北斗终端不同，手机、平板这些大众智能终

  基于谷歌 Nexus9 智能终端的北斗原始观测值质量分析

   Quality Analysis of Original Bei Dou Observations Based 
on Bei Dou's Google Nexus9 Intelligent Term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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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张伦东、刘伟平
学    校：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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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往往采用体积小、成本低的线性极化天线和低成本、低功耗的导航芯片，这必将会影响北斗原始

观测数据的质量及其特征，进而影响定位精度、可靠性等性能。因此，从谷歌开放接口以来，已经

有部分机构和学者就大众智能终端的 BDS 原始观测数据的质量及其特征开展了初步评估研究[7]-[10]。

谷歌推出了 PC 端 GnssAnalysisApp 软件，其提供卫星星空图、伪距观测值的时间序列、钟频率的连

续性、单点定位等基础功能[7]。文献[8]利用 HUAWEI P10 手机的相位变化量来评估手机相位观测值

噪声，得出手机的测速精度可以达到 cm/sec。文献[9]通过两台 Nexus9 平板构成超短基线，从双差伪

距残差、相位残差等方面对其用于高精度定位的可行性进行了初步研究，但双差残差结果会因参考

星选取不同导致结果有所差异，并且无法反映单颗卫星的质量特性。总体来看，关于大众智能终端

BDS 原始数据的评估还是初步的，不够系统、全面。因此，本文将基于谷歌 Nexus9 智能平板和谷

歌官方提供的开源应用软件采集原始 BDS 观测数据，并从信噪比、单差伪距残差、高次差的相位残

差等方面对原始观测数据的质量及其特征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并研究信噪比定权的随机模型，以

期为后续越来越多的大众智能终端高精度、多源融合定位研究提供参考 

2  观测数据质量分析方案 

2.1  信噪比分析 

信噪比 SNR 是指信号功率 PS与噪声功率 PN的比值。信噪比是衡量观测值质量的重要指标。一

般来说，信噪比越高，观测值的质量越好。

 （1） 

2.2  单差法提取伪距单差残差 

对于数米的短基线而言，通过站间单差可以消除卫星钟差的影响，同时大大削弱星历误差、电

离层延迟和对流层延迟等强空间相关性误差，残余误差可以忽略。因此，伪距单差方程可以写为： 

  （2） 

公式(2)为站间单差公式，其中 为单差算子，上标 j 代表卫星，下标 r 和 b 分别代表流动站和基

准站， 为卫星到测站的几何距离，c 为真空光速， 为接收机钟差，M2 为多路径误差, 为伪距

观测值噪声项。 

根据(2)式，如果事先通过 BDS 测量等方式获得基准站和移动站的高精度坐标，即可反算出

综合项误差。由于每颗卫星的站间单差方程含有的接收机钟差较差 为系统

偏量，因此可以通过参数估计得到其数值并将其扣除[17][18]，基于此方法，可以进而提取出基准站与

流动站之间含有的多路径和噪声综合项 。

由于本文实验基准采用的是 NovAtelProPark6 测量型 BDS 接收机，其伪距精度为 4-6cm[19],并采

用了 Trimble Zepyhr-3 测量型天线[20]以保证信号接受性能。另外该接收机内部采用的多路径抑制算

法，在最大程度上降低了多路径信号对基准站观测数据的影像[21]。因此在做站间单差提取伪距残差

时，测量型接收机端的伪距噪声和多路径误差可忽略不计，其提取量 可近似为大众智能

终端的多路径和噪声项。

2.3 高次差法提取相位残差 

由于大众智能终端的 BDS 天线相位中心未标定，所以很难通过站间单差法提取出观测值相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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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差。因此，本文采用单站高次差法[22]提取相位噪声项，其算法原理如下所示： 

  （3） 

公式(3)为星间单差公式，其中 为星间单差算法因子，j、k 分别代表非参考星和参考星, 为相

位观测值, 为卫星到测站的几何距离，c 为真空光速, 卫星钟差, 和 N 分别为载波相位的波长和

整周模糊度, 和 分别为电离层延迟和对流层延迟, 为载波相位观测噪声。通过(3)式的星间

单差可以消除接收机钟差对载波相位高次差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历元间进行三次差处理，从而消

除系统偏量得到相位残差量。考虑到此次实验数据为 Nexus9 平板采集的开阔环境下静态观测数据，

采用率为 1Hz。因此三次差可简化如(4)式所示： 

 （4） 

其中 为三次差相位残差、 为相位观测值。将(4)式中发生周跳的历元扣除，得到相位噪声项。

根据误差传播定律，联立(5)、(6)式即可得到的三次差相位残差中误差 与相位残差中误差 的

关系如(7)式所示[34]。 

  （5） 

 （6） 

 （7） 

3  Nexus9 平板原始 BDS 观测数据的质量评估与分析 

3.1  数据情况 

本次实验采集所用的设备为谷歌 Nexus9 平板电脑，该平板搭载了 Broadcom 公司的 BCM4752

导航芯片，能够输出 BDS、GPS、QZSS 和 SBAS 四系统观测数据[11]，具有低功耗、低成本等优点。

该平板采用了线性极化天线，具有成本低、体积小的优点，但是天线增益小、观测值信噪比偏低，

并且容易受到多路径信号的影响。

在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四号教学楼的楼顶架设 NovAtelProPak 6 接收机和 Nexus9 平板进

行静态观测，两者之间的距离不到 1m。这两个测站对应的精确坐标采用 BDS 高精度静态测量方式

获取，其点位精度优于 2cm。本次静态实验共观测约 6h，采样频率为 1Hz。Nexus9 平板观测时段的

GPS、BDS 卫星天空视图及可见性情况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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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PS 卫星天空视图 （b）BDS 卫星天空视图

(c) GPS、BDS 卫星可见性

图 1  Nexus9 平板 GPS、BDS 卫星天空视图和可见性情况 

Fig.1  Sky plot and visibility of GPS、BDS of Nexus9 tablet 

表 1  数据概况 

Tab.1  The information about the datasets 

测站 流动站 基准站

接收机

天线

谷歌 Nexus9 平板 

内置天线

NovAtel ProPark6 

Trimble Zepyhr-3 

信号频率
GPS：L1 

BDS：L1 

观测时间 2018 年 12 月 2 日 09:00:00~2018 年 12 月 2 日 15:00:00 

3.2  伪距单差残差分析 

将采集到的平板观测数据，根据 2.2 所示的方法，在站间单差的基础上扣除接收机钟差得到伪

距单差残差，其时间序列图如图 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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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GPS 卫星的伪距单差残差图 

Fig.2  GPS satellite single difference pseudorange residuals 

图 3  BDS 卫星的伪距单差残差图 

Fig.3  BDS satellite single difference pseudorange residuals 

表 2 GPS/BDS 伪距残差频率分布表 

Tab.2 Frequency distribution table of the GPS/BDS pseudorage residuals 

伪距残差

分组（/m） 

GPS BDS 

频数 频率 频数 频率

[0,10) 182016 95.96% 88415 69.41% 

[10,20) 6549 3.45% 28032 22.01% 

[20,30) 888 0.47% 6829 5.36% 

[30,40) 172 0.09% 2282 1.79% 

[50,+∞) 12 0.01% 902 0.72% 

总计 189670 100% 127372 100% 

表 3 GPS/BDS 伪距残差统计表 

Tab.3 Statisticsofthe GPS / BDS pseudorange residuals 

系统 Max(/m) Mean(/m) RMS(/m) 

GPS 113.93 0.01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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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S 

GPS/BDS 

178.81 

178.81 

-0.02

0.00

11.39 

8.06 

由图 2、图 3 和表 3 可知, BDS、GPS 伪距单差残差呈现零均值高斯白噪声；结合表 2 给出的

BDS、GPS 伪距残差分布区间统计，可知 GPS 伪距残差绝大多数集中在 10m 以内，而 BDS 伪距

噪声较大，绝大多数集中在20m以内。经统计，GPS伪距精度约为4.69m，BDS伪距精度约为11.39m，

故而可以发现，在此实验中，GPS 的伪距精度明显好于 BDS 的伪距精度。同时可知，伪距粗差较

多且幅值很大（可达上百米），BDS 的伪距粗差要比 GPS 要多，如果不加入合适的抗差算法的话，

会严重影响终端定位结果。

(a) Nexus9 的 G15 伪距残差 （b）ProPak6 的 G15 伪距残差

(a) Nexus9 的 R04 伪距残差 （b）ProPak6 的 R04 伪距残差

图 4  GPS/BDS 卫星单差伪距残差与高度角、信噪比变化图 

Fig.4  GPS/BDS satellite single difference pseudorange residualsvs elevation and SNR 

图 5  GPS/BDS 伪距粗差频率分布值方图 

Fig.5  Frequency distribution histogram GPS/BDS pseudorange gross 

图 4 为选取个别 BDS、GPS 卫星，绘制其伪距单差残差随信噪比、高度角变化图。其中 ProPak 

6 接收机的伪距残差，是在与另一台 NovAtelProPak 6 做超短基线得到单差残差除以 的基础上，

根据误差传播定律将其残差值除以 得到[34]。由图可以看出，测量型接收机的伪距残差大部分集

中在 0.1m 以内，其伪距精度远高于平板，因此在站间单差时测量型接收机端的伪距噪声可以忽

略不计。测量型接收机的伪距残差具有趋势性，这是因为接收机内部做了平滑处理导致历元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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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值具有相关性，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高斯白噪声。同时可以看出，面对多路径信号的干扰，平

板的伪距残差出现了较大的波动及粗差，而测量型接收机表现正常，说明大众智能终端的抗多路

径能力远不如测量型接收机，这与其自身天线、接收机性能有关。将大于 3 倍中误差的伪距残差

作为伪距粗差（BDS 伪距残差大于 35m），统计出现伪距粗差的平板观测数据的信噪比分布情况

如图 5 所示。由图可以看出，平板原始观测值的伪距粗差多集中在低信噪比，尤其小于 25dBHz

的时段。因此在基于大众智能终端的原始观测数据定位算法中，对于低于 25dBHz 的卫星观测数

据，应当采取相应的粗差探测策略。

3.3 基于三次差的相位残差分析 

(a) Nexus9 的 G25 伪距残差 （b）ProPak6 的 G25 伪距残差

(a) Nexus9 的 R05 伪距残差          （b）ProPak6 的 R05 伪距残差

图 6  GPS/BDS 卫星三次差相位残差与高度角、信噪比变化图 

Fig.6  GPS/BDS satellite third-order-differential phase residualsvs elevation and SNR 

图 6 为 Nexus9 平板、ProPak6 的 GPS/BDS 观测数据，分别按照 1.3 的方法在星间差的基础

上进行历元间三次差，去除发生周跳的历元得到的相位残差，并绘制其随信噪比、高度角变化关

系图。由于 BDS 采用了频分多址，致使星间单差破坏了模糊度的整数特性，为了统一起见，将相

位转换成等效距离值。由图可知，三差后的 Nexus9 平板的载波相位残差大多集中在 5cm 以内，

ProPak6 的大多集中在 1cm 以内。同时可以看出，ProPak6 观测值的信噪比与高度角具有较强的

相关性，高度角越高信噪比越大。同时，相位残差随高度角、信噪比呈现出几乎一致的变化趋势。

对比发现，Nexus9 平板的信噪比与高度角变化趋势不完全一致，在个别情况下高度角增大信噪比

反而降低，这可能是受到了多路径的干扰。整体来看，Nexus9 的相位残差与高度角的相关性较弱，

但与信噪比的相关性较强，信噪比高的时候相位残差总体较小，信噪比低的时候相位残差总体较

大。因此，对于 Nexus9 平板来说，信噪比较高度角更能反映相位观测数据的质量问题。根据公

式(7)，经统计，Nexus9 平板的 GPS 相位精度为 4.44mm、BDS 相位精度为 4.99mm，表明其跟踪

的 BDS 与 GPS 相位精度相当。因此基于类似于 Nexus9 这样的大众智能终端进行高精度定位具有

一定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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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信噪比分析及信噪比定权 

为了分析Nexus9平板的大众智能终端的原始观测值的信噪比情况，图 7给出了分别从Nexus9

平板、ProPak6接收机提取的所有BDS卫星观测数据的信噪比的频率分布直方图。从图可知Nexus9

平板信噪比大部分集中在 30-40dBHz，且 BDS 的信噪比整体略低于 GPS；而 ProPak6 在 40dBHz

以下的观测数据很少，主要集中在 40-50dBHz。选取部分卫星观测数据绘制其平均信噪比值随与

度角的变化关系，如图 8 所示。由图可知 Nexus9 比测量型接收机低 10dBHz 左右，其主要与手机

采用的微型、低成本线性极化天线有关。

图 7 信噪比频率分布直方图图 

Fig.7 Frequency distribution histogram of SNR 

图 8 不同接收机平均卫星信噪比随高度角变化图 

Fig.8 Average satellite signal-to-noise ratio variation with 

height angle for different receivers 

(a) GPS 伪距残差与高度角变化图 （b）GPS 伪距残差与信噪比变化图

(a) BDS 伪距残差与高度角变化图 (b) BDS 伪距残差与信噪比变化图

图 9 GPS/BDS 伪距参残差与高度角、信噪比变化图 

Fig.9 GPS/BDS satellite single difference pseudorange residualsvs elevation and SNR 

为了探究观测值伪距精度与信噪比、高度角之间的关系，图 9 给出了 Nexus9 平板所有历元

的 BDS、GPS 的单差伪距残差随高度角、信噪比变化的关系图。在使用测量型接收机的高精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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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中，一般采用卫星高度角相关的定权方法以获得更好的定位效果[13]，其主要原因如上文所述，

测量型接收机观测数据的精度高低与卫星高度角的高低直接相关。从图 9 和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

对于 Nexus9 平板这样的大众终端来说，信噪比与伪距的精度相关性更强，更能真实地反应观测

值质量情况。因此，在基于智能终端原始 BDS 观测值的数据处理中，宜采用信噪比定权。经典信

噪比定权公式[14][15]如下所示： 

 （8）

 （9）

式(8)为信噪比定权的方差阵。式(9)为根据信噪比值确定的观测值中误差，其中 a、b 的值需

要根据具体使用的 BDS 接收机进行标定[14][15]。标定好 a、b 的值，可以将其定权参数运用到该设

备的实际导航定位中[16]。通过2.2统计BDS/GPS的单差伪距残差，发现Nexus9原始观测值的BDS、

GPS 系统的伪距观测精度差异较大。如果将两个系统进行统一定权，理论上并不严密。因此本文

采用 MATLAB 软件分别对 BDS、GPS 的伪距残差进行拟合，得到的信噪比定权参数如表 4 所示。 
表 4 GPS/BDS 信噪比定权参数 

Tab.4 GPS / BDS SNR weighting parameters 

系统 a b 

GPS 

BDS 

3.19m2 

55.19m2 

152.42m2Hz 

226.92m2Hz 

为了验证其定权参数的正确性，将 BDS、GPS 单差伪距残差分别与标定后的随机模型确定的

中误差的变化关系绘制如图 10 所示。 

(a) GPS 信噪比定权 (b) BDS 信噪比定权

图 10  GPS/BDS 信噪比定权图 

Fig.10  GPS/BDS SNR weighting 

由图可知，在 、 、3 之间的伪距残差分别约占 67%、95%、99%，符合正态分布数据的

中误差的置信区间，总体来看该随机模型在 BDS、GPS 的伪距残差中拟合的较好。 

3.5  伪距单点定位结果

为了验证上述改进的信噪比定权模型的有效性以及评估基于 Nexus9 原始观测值的基本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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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本文采用高度角定权（其定权公式如式(10)所示）、改进后的信噪比定权两种随机模型分

别进行伪距单点定位，并将计算结果与参考真值作差后转换到测站坐标东（E）、北（N）、天（U）

三个方向。此次测试数据为在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四号教学楼楼顶，使用谷歌 Nexus9 平

板于 2018 年 12 月 24 日 13:00 至 2018 年 12 月 24 日 17:00（BDS）采集的静态观测数据。解算时

卫星截止高度角为 15°，电离层、对流层分别使用 Klobuchar 模型、Saastanmonien 模型改正[33]。

在伪距粗差的处理中，验前采用 Grubbs 准则探测粗差并对 信噪比低于 25dBHz 的观测数据进行

剔除，验后则采用 RAIM 算法。 

  （10）

式(10)为本文采用的高度角定权公式，其中 为卫星的高度角。

图 11  基于谷歌 Nexus 9 平板原始 BDS 观测值的伪距单点定位误差 

Fig.11  Result of the standard point-positioning based on Nexus 9 tablet raw BDS observations 

图 11 给出了采用不同定权方案的伪距单点定位结果，由图可知，两种定权方式的定位结果均

集中分布在零值附近，其中高度角定权的定位结果偏差变化较大，信噪比定权的结果相对聚中分

布些。

表 5  基于谷歌平板原始 BDS 观测值的伪距单点定位误差统计 

Tab.5  Result statistics of the standard point positioning based on Nexus9 tablet raw BDS observations 

高度角定权 信噪比定权 

Max Ave RMS Max Ave RMS 

东（E）/m 10.82 0.19 2.38 8.91 -0.20 1.86 

北（E）/m 12.72 -0.81 2.89 9.67 -0.14 2.02 

天（E）/m 25.47 -0.18 6.23 21.50 0.08 4.56 

经表 5 统计可得，在采用改进后的信噪比定权模型的情况下，Nexus9 平板的伪距单点定位平

面精度 RMS 约为 2.74m、高程 RMS 约为 4.56m，而采用高度角定权分别为 3.74m、6.23m，改进

后的信噪比定权较高度角定权在水平和高程方向分别有 26.73%、26.80%的精度提升。因此，改进

后的信噪比定权有效地提高了定位精度。

3  结论 

本文基于谷歌 Nexus9 智能平板终端所输出的原始 BDS 观测数据，从信噪比、伪距残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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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残差等方面对观测数据质量和特征进行了分析评估，并开展了伪距单点定位实验，结论如下：

（1）从信噪比来看，Nexus9 的原始观测数据的信噪比偏低，主要集中在 15-45dBHz 之间，

比测量型接收机整体低 10dBHz 左右，这可能主要与其采用的小型、线性极化的 BDS 天线性能有

关。

（2）从单差伪距残差来看，Nexus9 的 BDS、GPS 伪距观测值精度分别为 4.69m、11.39m；

所含的粗差较多，且大多集中在信噪比低于 25dBHz 的观测时段。因此，建议在数据处理时剔除

信噪比低于 25dBHz 的观测数据来减小粗差的影响。 

（3）从高次差的相位残差来看，Nexus9 的 BDS、GPS 的相位观测值精度分别为 4.99mm 、

4.44mm。因此基于大众终端相位观测值实现高精度定位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4）从伪距残差与随信噪比、高度角变化关系来看，与测量型接收机不同，Nexus9 的伪距

噪声与信噪比相关性更强，信噪比更能反映 Nexus 9 的观测数据质量，因此在数据处理中宜采用

信噪比定权。

（5）基于 Nexus9 原始观测值的伪距单点定位实验结果表明，采用本文改进的信噪比定权时，

平面定位精度 RMS 约为 2.74m、高程 RMS 约为 4.56m，比采用高度角定权的定位精度提升约 26%，

表明信噪比定权是合理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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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概述
1.1产品的介绍 
基于北斗的百变魔鞋是一种结合北斗智能芯片，并将鞋底和鞋帮、鞋底和鞋底边

缘分开的鞋子。智能芯片凹糟设计在左脚的足弓处，使用时将芯片嵌入其中。北斗智

能芯片提供个人位置服务、气象应用服务、蓝牙服务、计步功能。同时鞋身采用全新

科学设计，它的鞋帮和鞋底通过拉链连接，因此鞋帮和鞋面上都会连有拉链的一半，

考虑到防水的方面，我们将采用防水拉链，在舒适方面我们将在拉链与鞋帮接触的地

方延长出一圈布料，为了防止拉头和拉链尾部接触的部分透气我们将会用魔术贴连接

它们，并且我们的拉头会卡在首尾相接的地方，使表面平整，看不出有凹凸的痕迹。

我们的鞋底还有按摩功能，根据不同人群的需要设计不同款式的鞋底，对不同的穴位

进行按摩。此鞋子便于智能芯片的安装及拆卸，同时清洗更加方便，这样既可以增加

百变魔鞋的使用寿命又可以节约更换芯片、洗刷鞋子的时间。我们的产品将会向着多

功能化的方向发展，我们将会陆续推出2.0、3.0等新一代的产品，这些产品将不断改进，

给予人们更加舒适的体验，享受人工智能服务。
1.1.1产品组成： 
 北斗智能芯片、震动发电机

我们的北斗智能芯片和震动发电机是镶嵌在左脚的足弓处的。北斗智能芯片的作

用包括：提供个人位置服务，精确定位；通过芯片提供的精确定位，提供更加准确的

气象应用服务。这些服务信息将通过芯片自带的蓝牙功能与电子设备连接使用，我们

也可以通过其提供比其他智能设备例如：手机等更精确的计步功能。微型发电器主要

是为了定位器续航，以避免后续使用过程中持续不断的跟换电池带来的烦扰。除此之

外，由于北斗导航系统的覆盖范围大，没有通信盲区，我们不必担心身在何方，即可

享受智能芯片带来的便捷生活。

 鞋底

在鞋底方面我们将会把鞋底分为两部分，鞋底由鞋底边缘和主鞋底组成，我们的

鞋底将会采用非常防滑的材料，并且我们将在鞋子的正面放上拉链（拉链都是由上下

两个半条组成，而我们所说的拉链是其中的半条），此拉链用来连接鞋底与鞋帮。北

斗智能芯片和震动发电机是镶嵌在左脚的足弓处的。有关鞋底内部的链接，我们将鞋

底边缘和主鞋底采用镶嵌结合的方式，另外附加两种不同的奇特的连接方式，根据鞋

子的类型不同进行配套。两种连接方式分别是：鞋底内部旋转卡死连接方式，通过在

鞋底内部安装两到三个旋转卡死装置，分别放在鞋子的前后中位置；在鞋底边缘和主

鞋底相同位置设有螺孔然后通过螺钉将鞋底边缘与主鞋底链接。

我们鞋底的类型有有橡胶底、复合底，我们的橡胶是从自马来西亚的三叶橡胶树

中提取出来的，然后经过稀释后加酸凝固、洗涤，在压片、干燥、打包而制得的。复

合底由二层能够自由取放活体复合而成，上、下底层复合面为凹凸对应规则排列的几

何形状，上底层布满微孔，下底层边缘带有几何形孔，使上、下底层之间形成互通的

空间层，借助人行走时的压力使空间层体积发生变化，自动进行气体交换，从而达到

透气、祛湿的目的。

我们的鞋底还有一种可以按摩的功能，我们会生产按摩不同穴位的鞋底，来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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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同需求的顾客，并且我们还会在鞋底中加入中药来治理脚臭。

 拉链

此配置主要负责连接鞋底和鞋帮，因此它的位置也就在鞋帮和鞋底之间，在这两

者之间加上拉链之后便可实施鞋帮和鞋底的分离了，它们两者分离之后便会方便我们

洗鞋子的人进行清洗。我们的拉链是隐藏在鞋子内部的。

另外为了防止水和部分垃圾从拉链这部分进入，所以我们使用的是防水拉链。我

们使用的防水拉链是由TPU这种材料制成的，TPU是环保高分子聚合物，TPU防水拉链

耐寒‐40℃  耐高温100℃，防水，透气，耐低温，柔软好，它克服了PVC防水拉链的诸

多缺陷，是新型环保材料成为防水透气面料应用的重大突破。它不但拥有橡胶及普通

塑料的大部分特性，而且还拥有优良的物理及化学性能，所以又被称为未来素材。

 鞋帮

鞋帮的种类根据需求不同我们可以制造不同的鞋帮，鞋帮主要是用来遮挡脚的上

部的，鞋帮下端连有拉链（此处的拉链与上述拉链相同，它是拉链的另外半条），此处

的拉链主要负责与鞋帮链接。

在鞋帮的下端拉链的内侧会延长出一块布，主要用来保持鞋内温度，另一方面，

延长出来的布还可以保证鞋子内部的柔软度，使穿着鞋子的人们感觉更舒服。我们生

产的鞋帮有一部分是造型直接给出来的，还有一部分是没有任何装饰的，我们通过消

费者的建议会在上面用丙烯绘制不同的图案，以增加我们鞋子在造型方面的炫酷效果

来最大程度的满足消费者的要求。丙烯这中颜料具有不易被清洗的特性，所以不用担

心鞋子在洗刷之后会落色。

1.1.2产品优点: 
 定位服务，精确气象服务：

面对当今社会上频频出现的老人走丢，儿童失踪、智力低下者走失、偏僻地区气

象服务差等现象，我们特研发此类型的鞋子。我们的鞋子鞋底内部含有北斗智能芯片

和微型震动发电机，北斗智能芯片提供的定位功能将有效解决人员走失，气象服务差

的问题。微型发电器主要负责给北斗智能芯片供电，节能环保。当我们的顾客穿着我

们的鞋子走路的时候便会通过运动使震动发电器发电，从而给我们的智能芯片发电，

进而使我们的智能芯片运行，为保证在我们不行走的时候智能芯片也能运行，所以我

们还会加一个储电装置。

 节能环保：

通过震动发电器给智能芯片发电，采用生物发电技术，节能且环保。

现今市场上的鞋子大都是帮底一体的，然而由于鞋帮鞋底在使用时面临的环境往

往是不同的，所以他们的寿命也就不同，因此造成它们被损坏的时间不同，此时人们

大多数就会选择将鞋子扔掉，这一行为不仅造成了资源的浪费，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对

自然环境造成了污染。我们的鞋子是将鞋底鞋帮分开的，所以当两者中有一者坏掉时，

我们完全可以把坏掉的一者抛弃而把未被损害的一者保留下来继续使用，这样我们就

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与破坏，并且节约了能源。

 延长鞋的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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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子寿命不长无非有三方面的原因：材料不好、洗刷不当造成对鞋子的损坏、使

用不当造成对鞋帮或鞋底的损害，针对这三方面的原因我们对鞋子及鞋子的销售配件

进行了改进。在材料方面我们已经在产品组成中介绍了，此处就不再介绍了。对于洗

刷问题我们主要采用将鞋帮和鞋底分开的策略，这样的话当我们在洗刷鞋子的时候就

可以将鞋帮鞋底分开来洗刷了，这样做我们就可以避免鞋刷子对鞋子的损坏，并且我

们可以像洗衣服一样洗我们的鞋帮，用鞋刷子上下左右的仔细的洗我们的鞋底。针对

第三点我们将采用说明书的形式，我们会在说明书中介绍如何去使用鞋子才会尽量减

少对鞋子的损坏。从上面三点可以看出我们的做法会大大增加鞋子的使用寿命。

 帮底个性化组合：

我们采用的是将鞋底和鞋帮分开的方式，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此方式来随意搭配鞋

帮和鞋底。此优点主要针对现在市场上鞋子的帮底搭配方式由制造者决定而无法满足

消费者部分需求的现象。我们的鞋子可以让消费者给自己的鞋子做主，通过自己的意

愿选择自己喜欢的搭配方式，是消费者本人成为自己的设计师，让我们的消费者都体

现出自己的个性。

 洗刷方便：

现实生活中当我们洗刷鞋子的时候，我们总会有鞋刷子无法完全进入鞋子、洗刷

困难、洗刷不彻底的感觉，然而我们的鞋子可以克服这些困难。因为我们的鞋子是将

鞋底和鞋帮分开的，所以在洗刷的时候，我们可以鞋帮鞋底分开洗，这样我们可以洗

的更全面、更改干净，这也避免了我们之前遇到的困难，使我们的洗刷更加方便。

 晾晒时间缩短：

普通的鞋子晾晒时间的长短受鞋帮鞋底两方面的制约，而且由于他们是一体的体

积大，所以晾晒时间就会大大增加，这样会增加使用者的等待时间。鞋子在纯手洗的

情况下是不易去水的，只有在洗衣机中高速旋转的情况下才会将大部分水分甩去，但

是现在有很多人都是在外地工作、学习，很少会有自己的洗衣机，尤其是学生。而我

们的产品可以减短晾晒鞋子的时间，使使用者尽快穿上自己的鞋子，从而使消费者对

我们的产品更加满意。

 外形美观：

我们的产品采用拉链连接的方式，拉链给人的感觉对比较整齐与霸气的。由于消

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随意搭配鞋帮鞋底，所以我们的产品在外形上也必然是各

式各样的，造型也是非常漂亮的。出于对美观的要求，我们的消费者群体必将会更加

稳固与壮大。

 可私人定制：

我们还推出了一种新型的制造模式，我们可以根据消费者的需求与爱好在鞋子的

鞋帮上进行绘画，我们绘画的方式有通过画的轮廓往鞋子上喷颜料或直接用毛笔在鞋

子上画。我们使用的颜料是丙烯，这种颜料涂在鞋子上后不会因为洗刷而落色，因此

保证了鞋子的完美与整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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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强大：

我们将会进一步增加我们产品的功能来提高我们产品的竞争力与独特性，我们将

在鞋子的鞋底部分加上轮子，然后我们也将会对我们鞋子的稳固方面进行改善，以使

使用者可以穿着我们的鞋子进行轮滑练习以及表演。

1.2项目的产业背景 

a) 现状

我国的鞋类分为皮鞋、布鞋、胶鞋、塑料鞋（化学鞋），称为四鞋。随着社会的进

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鞋的穿用要求越来越高，现在的鞋子大多没有改变，他

们的改变主要体现在外观而不是功能多样化上。

b) 发展动态

我国现在的几大鞋业品牌有特步、李宁、361°等。他们的共性是在运动鞋方面做

的比较出色，在皮鞋方面我们中国比较著名的品牌有奥康、康奈、红蜻蜓等。这些著

名的鞋业公司都朝着质量好，产品美的方向发展，他们并没有朝着鞋子功能多样化的

方向发展。

c) 现有鞋子不足

当今鞋子的功能单一，智能化不足，特别是当人工智能与鞋子本身结合时容易受

到鞋子本身的各种限制，并且有的时候因为洗刷不当而造成对鞋子的损害进而导致功

能多样化受损及鞋子寿命缩短，最终导致鞋子“夭折”；一些鞋子的鞋帮和鞋底的寿

命是不同的，或鞋帮鞋底收到的外界的影响因素是不同的，因此导致鞋帮鞋底损坏时

间不同，进而使鞋子过早的被他的主人抛弃，降低了它的使用价值，浪费了资源甚至

污染了环境。

1.3目标客户群体 

1) 广大青少年

2) 小学生

3) 情侣

4) 老年痴呆及一些弱智群体

5) 未上学的小孩

6) cosplay群体

1.4创业团队的特殊性和优势 

1) 团队成员设计专业性强：我们的团队由设计专业性强的同学组成，所涉及

的专业有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焊机技术与工程、产品设计、物联网工程，这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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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的知识面有利于我们广泛的搜集材料，并且可以减少各成员的工作量与压力。

2) 团队凝聚力大：团队的成员是一批有创新创业激情的青年，我们目标一致，

并且都为此努力着，我们为此拼搏，彼此之间相互学习相互鼓励，团队分工合理凝

聚力强大，因此我们团队有非常强大的实力。

3) 团队成员之间有良好的沟通：我们团队以大学生活动室为“根据地”，我

们每天下课后都会在活动室工作，近距离的工作给我们提供了更好的沟通途径，培

养了成员之间的默契及感情，有利于工作的进行。

4) 本团队内成员有经验丰富的经验：团队参加过互联网+大赛和大创等多种比

赛，获得过较为优异的成绩，因此本团队拥有丰富的经验，对于我们团队来说是一

笔巨大的财富，可以使我们更好地完成工作。

5) 指导教师责任心强，关心项目进度：我们的团队指导老师是高级讲师，她

有较强的责任心，她积极指导我们的工作，并且帮助我们寻找资料，看到我们项目

不足的地方她会及时指出，并帮助我们纠正，时时关注我们的工作进度。

2． 发展战略 

2.1项目的商业模式 
2.1.1客户细分 
我们将生产多种类型的鞋子以适应不同的人群，我们将根据不同年龄的人群对鞋

子的不同要求而生产不同类型的鞋子，通过这种做法来扩大我们的销售人群，进而为

我们创造更多的利益。

 定位、气象服务鞋子：我们的定位、气象服务鞋子主要由微型震动发电机

和北斗智能芯片组成，它是一种可以识别人们位置、提供更加精确的气象服务的鞋

子，此款鞋子主要针对的人群是患有老年痴呆的老人、没有自理能力的小孩以及社

会上的一些弱智群体，以及地处偏僻气象服务差的地区人群。

 智能、炫酷鞋子：此款鞋子既可成套出售又可单独出售，它主要特点是功

能多样，不仅具备定位、气象服务功能，还提供精确的计步功能、足底按摩功能。

外形绚丽多彩，材质结实耐用，可一帮多底或一底多帮，总之有多种混搭模式，并

且另一方面我们还推出了特色服务项目——私人定制，就是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来对

鞋子进行绘画或喷画，这样可以满足消费者对产品功能和外观多方面的要求。它主

要面向的消费群体为广大青少年、小学生、情侣以及专业的cosplay人士。我们还

会推出一些带有其他功能的鞋子，但是由于现在的资金不足，所以我们将此类鞋子

定义为我们的2.0、3.0等产品，当我们有足够资金的时候，我们便会研发制造此鞋

子，并销售与市场。

2.1.2价值主张 
 造型新颖

我们的产品的外形设计主要由两位产品设计专业的成员进行设计，并且我们的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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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由大学生组成，所以我们都熟知当代青少年喜欢的鞋子造型，而且我们也会去采纳

消费者的建议来对我们的鞋子进行设计，由于我们的鞋子的鞋帮和鞋底是可以分开的

且可进行私人定制，所以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意搭配鞋子，从而使鞋子更加

新颖。因此我们的产品造型必将非常新颖，也必将受到当代青少年的青睐。

 价格实惠

我们进行了市场调研问卷，发现大多数青少年所能负担的起的鞋子（普通鞋子）

的价位在500元以内，然而我们的鞋子（普通鞋子）的成本完全可以控制在此范围之内，

并且我们的利润也会相对比较高。这样同时满足了消费者和投资创业者的需求。

鞋子价

位

100元
以下

101—3
00元 

300—5
00元 

500—1
000元 

1000元
以上

选择人

数

18 64 14 3 1 

所占比

例

18% 64% 14% 3% 1% 

 节约时间

此鞋子在制造和使用时都比其他鞋子方便，首先制造的时候避免了链接鞋帮鞋底

的繁琐过程大大节约了时间，其次当顾客洗刷我们的鞋子的时候他们会更加方便清洗，

并且晾晒的时间也会大大缩短，所以可以大大节约我们的时间。

 产品性能增加

我们出于对社会人群需求的考虑，我们将会研发一种增加计步，足底按摩的鞋子，

这种鞋子价格将会偏高一些，但是我们相信这种鞋子由于它的功能将不会被人们嫌弃，

人们为了享受更加现代化的生活也会买我们的鞋子，相对于这款鞋子的健康功能，它

的价格是微不足道的。

2.1.3销售渠道 
我们首先会在学校内部销售我们的鞋子，然后扩展到长春市内各大高校，进而扩

展为长春市，一步一步的拓宽我们的鞋子的销售渠道，最终将其发展为国际知名品牌。 
2.1.4收入来源 
我们通过直接销售我们的鞋子和与其他企业合作出售我们的部分技术与鞋子外观

来赚取我们的收入。
2.1.5核心资源 
 强大的学校背景

 高素质团队成员

 负责任的老师

 此项目以成为大学生创新创业的国家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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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市场发展策略 
2.2.1市场定位 
1、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居民的人均收入也在不断提高。人们的审美观也变化多

端，每一年都拥有不同的流行元素，时尚业在变得多元化，各式各样的款式能满足不

同消费者的不同的视觉需求和心理需要。现在我国的鞋类分为皮鞋、布鞋、胶鞋、塑

料鞋（化学鞋），称为四鞋。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鞋的穿用要

求越来越高，现在的鞋子大都变化很小。我们的鞋子的款式的特点就是功能方面比较

丰富，智能化程度高，定位通过精确的定位提供多样化的服务：清洗更加方便还可以

根据个人喜好任意搭配鞋底和鞋面。我们的产品是将鞋底和鞋帮分开的，帮底分开卖

一方面可以及时更换新一代智能芯片产品，另一方面可以节省存储装置，还可以增加

售价，进而增加经济效益。是很容易被消费者所接受的。在之后的发展中我们还可以

把其它领域高科技的技术加进我们的产品中，实现多样化。所以我们的产品的优点目

前在市场上仍是一个空缺位。

2、我们目前对我们的产品在鞋类市场上定位于面向青年的中端产品，我们的产品

的方便以及多样性是更适合和更容易被年轻人所快速接纳的，并且，在现在的市场上，

青年消费者也是市场中最大的消费群体，所以，我们相信我们的产品在进入市场之后

一定可以在市场中拿到不错的成绩。

2.2.2市场进入策略 
1、百变魔鞋进入市场的关键问题： 
（1）快速建立知名度。

（2）快速建立分销渠道

（3）尽快建立样板店

2、百变魔鞋进入市场的差异化策略 
采用差异化的产品策略避免正面竞争，由于市场上大多数的品牌的产品都侧重于

款式用料等，因此我们着重于采用高技术以及产品的方便以及多样性。给消费者一个

方便以及新颖的概念，相比其他的品牌有更多的产品卖点。

3、价格策略 
在进入市场的初期，充分考虑到目标消费者群体的特征、竞争及产品因素，采用

高质中价的市场进入策略，根据市场环境及具体情况，具体价格可以采用变化修改。
2.2.3市场开发策略 
1、市场的渠道广度 
除了在传统百货卖场开设柜台以及专卖店之外，还可以与其他品牌合作出联名款

等，更受消费者喜爱，扩大销量。

2、采用众筹 
采用团购+预购的形式募集项目资金。利用互联网和传播的特性，向公众展示我们

的创意，争取大家的关注和支持，在众筹的过程中能有效更大范围的宣传我们的产品，

同时这些参与众筹的用户非常大的程度上有可能成为我们忠实的消费者和宣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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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研发方向 
我们将向着“更快更多更强”的方向发展，所谓更快是使我们的鞋子生产的更快、

出售的更快、定位的更快、洗刷的更快；所谓更多就是使我们的鞋子的功能更多，样

式更、新颖组合方式更多，客户更多；所谓更强就是使我们的团队更强，企业竞争力

更强、功能更强。

2.4主要合作伙伴与竞争对手分析 
2.4.1合作伙伴 

 学校

 政府

 一些大的老的鞋子生产商

 一些鞋子代理销售机构

2.4.2竞争对手基本情况分析 

品牌
基本情况

优势 劣势

361° 休闲模式鞋子做的较好、价格

相对于其他大的品牌便宜。

科技含量低、鞋底质量较差终

端质量良莠不齐且零售商的经营管

理品牌操作意识薄弱

PEAK 篮球鞋明显款，帅气十足各功

能设计也比较完善，拥有三级缓震

系统、后掌支撑系统、旋转系统、

梯度双能科技等先进的科技系统，

板鞋和网鞋，价格实惠耐穿。

篮球鞋价格相对较贵、

在国际上竞争力较弱。

耐克 他采用生产外包的方式生产自

己的产品、它的自身价值在于其品

牌、研发设计能力、合理的市场定

位、广阔的营销网络、供应链管理

能力等虚拟的东西，这种经营模式

人员构成简单、支出少，因此公司

可集中主要精力关注产品的设计和

市场营销，满足消费者需求。

价格比较贵。

2.5目前项目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2.5.1目前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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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金匮乏

 实物模型简陋

 前期知名度不高不宜推广

 初期对鞋子的设计制造以及销售不太成熟，需要后期不断改进。

2.5.2规避计划 
 向学校、政府申请部分资金，带着此项目参加一些大赛，获得融资。

 用获得的资金买一些新颖的材料自己制作或写出方案让其他鞋类生产公司

帮忙生产。

 通过学校进行第一步宣传，然后通过参加大赛进一步提高知名度。

 引进制造、财务方面的人才以及经验丰富的人。

3． 营销策略 
3.1市场调研分析 
3.1.1市场调研的内容 

（一）调查目的及所要解决的问题

1、了解分析各层次消费群体的消费需求和消费行为 

满足消费者需求，是现代企业市场营销的中心任务。因此，研究消费需求、发现

消费者新的需求并予以满足是企业营销活动的全过程。消费者的欲望是多种多样的，

并不是所有的欲望都能够得到满足的。因此，从欲望满足的程度来划分，消费需求可

以分为潜在的需求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潜在需求是指人们对现存的产品和劳务还不

能满足其需求，或者由于某种条件暂时不能构成现实的、有支付能力的、潜在愿望的

要求。人们的这种需要，受社会生产能力和消费者支付能力的制约，不一定能得到充

分的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最后都必须通过市场进入商品交换，才能最终得以实现。

这种市场交换活动，对消费者来说，不仅具有对商品使用价值的欲望，而且必须具有

货币支付能力。因此，所谓市场消费需求，就是指购买者在市场上获得所需要的生产

资料和生活资料(包括劳务)的具有货币支付能力的要求与欲望。这种需求不仅从商品的

使用价值出发，而且还必须考虑到商品价值的因素，所以它有别于人们的潜在需求。

但是，市场消费需求与人们的潜在需求又是紧密联系的。人们的潜在需求是在有支付

能力需求的基础上，一旦条件成熟，它就转化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

从消费者个人来讲，大多数人们的购买力还有限。因而，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有

很多是属于潜在需求，在目前还暂时得不到满足。随着人民群众的购买能力将会逐步

提高，这种消费需求的满足程度将会不断增强。

依据消费者的职业、收入、价值倾向等因素，可以将消费者划归为不同的阶层。

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阶层研究课题组经过三年的调查研究，公布了当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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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五大社会等级和十大社会阶层的研究报告。该报告说明，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经

过20年的发展，其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如下表所示。 

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他们的经济状况、价值观念、兴趣爱好、生活方式、消费特

点闲暇活动、接受大众传播媒体等各不相同。这些都会直接影响他们对商品、品牌、

商店、购买习惯和购买方式。企业营销要关注社会阶层的划分情况，针对不同的社会

阶层爱好要求，通过适当的信息传播方式，在适当的地点，运用适当的销售方式，提

供适当的产品和服务。

2、掌握厂家对各运动鞋品牌的销售状况 

我国是个当之无愧的体育大国,我们有着超过十三亿的庞大消费群体。我国运动鞋

产业在改革开放及经济全球化以来不断进取、不断发展,我国运动鞋品牌从最早期的回

力、双星等默默无闻的品牌,到如今的李宁、安踏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品牌,体现了我

国运动鞋行业不断奋斗的光辉历程。随着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及零八年北

京奥运会的精彩开办,我国全民健身意识空前高涨,加之我国的综合国力FI益增强,在世

界经济舞台上的角色越加重要,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大众化的健身必须品—运动

鞋的可支付能力不断提高,人们对运动鞋品牌的选择意识也不断增强,这为我国运动鞋

行业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是对我国运动鞋生产经营企业的严峻挑战。

早在几年前,因不断上涨的劳动力成本、原材料以及汇率波动等因素,就有不少鞋企向东

南亚地区转移生产基地。

2014年我国的运动鞋行业的产量达到33.9亿双,比2013年增长4.16%,销售额8 18亿

元比2013年增长12.15%,行业利润总额64亿元,比2013年增长13.55%,行业整体市场规模

突破1000亿元,预计到2020年行业市场规模将达到1500亿元。从区域集中度来看,中国运

动鞋的产业集群主要位于广东、福建、浙江、四川等地。国内规模以上运动鞋生产企

业中,浙江、福建、广东三省的数量最多,这三个地区产量之和占全国规模以上运动鞋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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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产量的60%以上。其中,福建省的运动鞋企业主要分布在泉州和晋江,广东省主要分布

在东莞,浙江省主要分布在温州。2016年市场总规模达到1884亿元，2020年预计达到2467

亿元，年均复合增速为8.37%，维持较为稳定的增长态势。从细分行业看，运动服装市

场2016‐2020年预计年均复合增速为6.9%，运动鞋市场未来几年预计年均复合增速为

9.92%，运动鞋市场的增速更快。

我国品牌李宁、特步、361度、匹克等市占率较为接近，维持在3‐5%左右，竞争相

对激烈。此外，Nike和Adidas等关注中高端市场，而我国品牌切入大众运动鞋服市场，

主攻二三线城市。2016年我国运动鞋行业销售收入约950.1亿元，进口金额8.7亿元，出

口金额18.8亿元，国内市场规模约94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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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大学生对运动鞋消费的现状与期待并对市场进行预测，为厂家提供有效的依

据。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大学生这个群体有其鲜明的特点，大学生代表了年轻一代

消费方向，大学生这个群体有其特殊性，和其他消费群体有着明显不同的消费观念。

现在基本上所有的运动鞋都是针对青年一代和学生们设计，通过调查可以了解到大学

生在购买运动鞋时有36%的人注重品牌，有41%的人对运动鞋品牌持无所谓态度，还有

23%的人在购买运动鞋时不注重品牌。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耐克、安踏、阿迪达斯这

些品牌在大学生中很受欢迎，选择人数分别是52、39、33。还有李宁也比较受欢迎选

择人数为16。有一鞋品牌如锐步、匡威、卡帕和其他的品牌选择人数比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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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显示有18%的大学生所能接受的价格范围为100  元以下，有64%的大学生所能

接受的运动鞋的价格为100元——300元之间，有14%的大学生所能接受的运动鞋的价格

在300元——500元之间，能接受的运动鞋的价格在500元——1000元之间的大学生的比

例是3%，能接受的价格在1000元以上的大学生的比例为1%。从统计学角度来讲如果价

格区间分得更细的话这个统计结果会比较接近正太分布。而现实中的大量统计数据基

本上都是符合正态分布的。总体来说大部分大学生的消费水平还是比较适中，高消费

和低消费的人数占的比例都比较小。

鞋子价

位

100元
以下

101—3
00元 

300—5
00元 

500—1
000元 

1000元
以上

选择人

数

18 64 14 3 1 

所占比

例

18% 64% 14%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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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了解消费者及厂家对运动鞋的建议以及品牌相比的优缺点。 

通过与消费者和厂家的沟通了解到，应顺应消费者生活水平定价。比如在校大学

生，在没有充足生活费的前提下，一般学生选择中低档产品。这要求目标是大学生群

体的厂家，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降低销售价格。

关于购买途径这方面可以看到，当今社会消费者基本都选择网上购物或在商场选

择，而在街边临售上却非常低。其中男性更看中质量，女性大多款式，品牌在此方面

并不受重视，因此说明消费者的品牌忠实度更容易受到其他方面的冲击。商家在此方

面需要更加努力。商家还可针对男女之间的差异对市场继续进行细分，划分目标市场

进行宣传售卖。

产品改进方面可从质量、价格和外观上下手，大部分消费者希望改进价格，商家

可以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在价格上进行下调。

（二）对当今市场背景的调查

      1、影响消费者购买鞋子的主要因素 

从表中可以看出大学生在购买运动鞋时普遍比较关注运动鞋的质量、颜色款式、

和舒适度，100个调查对象中选择这几项指标的人数分别是52、52和48。其次比较关注

的是价格。其他的如购买是否方便和明星代言及品牌知名度关注比较少。从这个结果

可以看出大学生在鞋上的消费心理，大学生还是普遍比较在意鞋的质量舒适度以及美

观性（包括流行度和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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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调查当今时代主流，了解消费者内心的具体想法，通过问卷调查，网络

查询来获得。这能够让我们在产品外形设计上取得进步。

针对消费者对于鞋子款式、图案的看法做出了调查，发现喜欢图案和不喜欢图案

的人占的比例都比较少分别为8%和15%。大部分人对图案的态度是无所谓和要看具体

是什么图案而定，其中选择无所谓的人所占比例是38%，选择看图案而定的人的比例是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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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市场调研结果分析 
中国制鞋业有着悠久的历史，随著改革开放的潮流，中国承接国际制鞋业的转移，

一跃成为全球最大鞋业生产中心和销售中心，形成了十分完善的产业链和产业发展平

台，并且已基本占据了全球中低端的鞋产品市场，而使传统的制鞋大国意大利、西班

牙、葡萄牙等已放弃中低端市场，全部转向高端市场，南美巴西的制鞋业也开始转向

高端市场。

在中国的鞋类市场中，女鞋是增长最快，最具市场占有率的品类。目前的女鞋市

场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女鞋已经成为鞋类市场的重要部分，尤其是随着女性

经济能力的提升以及对时尚需求的多变性，女性对鞋子的要求不断加大，中国市场上

女鞋品牌也不断增多，达芙妮、他她女鞋、天意美等品牌成为市场的主流品偶。

据中国市场调研在线发布的中国女鞋市场调研与发展前景预测报告（2017年）显

示，由于欧美市场受金融海啸影响进口数量下降，而中国消费者对品牌的需求也日益

旺盛，所以在未来的十年里，中国女鞋市场仍将呈现迅猛上升的趋势。耐克官网、阿

迪达斯官网上的女鞋的占比不断上升。与自1996年开始，中国女鞋市场已经连续十年

以12%的速度迅速增长，女鞋背后蕴藏着巨大的商机，以运动鞋为主的361度、安踏等

品牌已经将女性运动鞋的研发生产作为重要部分，在阿迪王专卖店里，女性商品的陈

列甚至被摆在最显眼的位置。

在国外，女鞋一直是经销商热抢的"蛋糕"之一，不过在中国却坐不起，尤其是中国

昂贵的生产成本，品牌缺乏精细化的管理，产品的附加值难以提升，像热风女鞋之类

的女鞋发展一直受到局限。为了突破发展，不少针对加盟商设定了扶持政策。妙丽女

鞋从产品设计、生产、营销一条龙自主完成，产品最后直接一步到达加盟商手中。而

百思图从店面选址、开业指导、形象管理、销售培训、广告支持、联动出校等防伪协

助经销商打开发展困境。

中国女鞋市场调研与发展前景预测报告（2017年）对我国女鞋行业现状、发展变

化、竞争格局等情况进行深入的调研分析，并对未来女鞋市场发展动向作了详尽阐述，

还根据女鞋行业的发展轨迹对女鞋行业未来发展前景作了审慎的判断，为女鞋产业投

资者寻找新的投资亮点。

中国女鞋市场调研与发展前景预测报告（2017年）最后阐明女鞋行业的投资空间，

指明投资方向，提出研究者的战略建议，以供投资决策者参考。中国市场调研在线发

布的《中国女鞋市场调研与发展前景预测报告（2017年）》是相关女鞋企业、研究单位、

政府等准确、全面、迅速了解女鞋行业发展动向、制定发展战略不可或缺的专业性报

告。

（1）目标市场的定位与分析

帆布鞋以其轻便,耐穿,价格低廉而受到世界各地人们的欢迎,无论是出游或做运动,

都会是最佳的选择之一。据调查,大学生对鞋的需求主要集中在休闲鞋和板鞋上,比重分

别达25.27%和24.55%。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广大消费者尤其是年轻的大学生在消费中将会

更加注重产品的样式和个性。ZK帆布鞋秉承着耐穿,实用,追求时尚的理念,以帆布鞋的消

费主体大学生为目标群体,针对消费者的需求设计生产,推出具有个性风格,具有新意的

帆布鞋,达到生产受广大追随潮流的大学生喜欢的时尚鞋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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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场容量估算和趋势预测

据统计全国15‐30岁的年轻人约为3亿,,而80%的人喜欢帆布鞋。随着人口年龄的自

然推移,这个年龄阶段的消费群体将有所减少,但随着人民对年轻、时尚观念的进一步深

入,帆布鞋消费群体的年龄界限将有所扩大,故未来的帆布鞋市场规模在今后十年内将

与现在基本持平,保持在两亿四千万左右。 

（3）竞争分析和竞争优势

现在国内鞋类市场主要有的匡威、阿迪、耐克、vans、DC等国际品牌以及李宁、

安踏等国内知名品牌和其他一些杂牌。其中匡威是专业生产帆布鞋的品牌,也是历史悠

久、实力最雄厚的国际品牌,在国内市场中占据着最大的市场份额,其他知名品牌大都以

生产运动鞋为主,帆布鞋并不是其主打产品。而国内很多不知名品牌走的是低端价格路

线,产品款式和经营观念上多是模仿匡威,可以说国内帆布鞋市场在未来还有很大的变

动空间,帆布鞋借助着独特的风格在其中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总结

出帆布鞋所面临的机会、威胁和优劣势。

机会:行业态势不稳定,市场大,发展空间大。 

威胁：起步晚,市场管理、经营经验不足,企业知名度低,基础薄弱根基不稳,对外贸

易受阻,国内市场竞争对手多。但由于链接处的设计可能导致鞋子在性能上受影响，不

太适合运动鞋板块，应在休闲，板鞋这一块多做文章。

优势:定位中档,受众广,市场灵活性强,有风格特色。我们的鞋定位功能强大，款式

新颖，拉链链接，并且可配备震动发电器、轮子等先进设备。设计超前，有着十分大

的发展空间

劣势:起步晚,市场管理、经营经验不足,企业知名度低,基础薄弱。 

3.2 STP战略 
3.2.1市场细分 

（1）按性别细分

男性：男性对运动有着天生的偏好，对于运动类的需求很大。目前对于男性的运

动鞋市场已经趋于饱和，市场上高中低档产品都很多，竞争激烈。

女性：女性对健康生活方式的理念亦在提升，这将进一步女性细分市场的巨大潜

能。结合轻量运动的特性与女性消费者的实际需求，提供符合其运动特点的女性运动

系列产品，助其享受到更加的运动感受。

（2）按照年龄细分

儿童：随着运动健康的口号，儿童运动鞋这个潜力市场正在逐渐扩大。

青少年：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强，同时对时尚和个性有自己的追求。应此对运动

鞋的款式，舒适度等要求较高。

40岁以上：这阶段的消费者对运动鞋的需求较小。一般没有很强烈的运动需求不

会购买。

70岁以上：在此年龄段大部分人都面临着老年痴呆的危险，因此容易走丢，所以

拥有定位功能且舒适的鞋子将会容易被这类人群接受。

（3）按功能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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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鞋类市场可细分为四大部份皮鞋、胶鞋、布鞋及塑料鞋。

除各细分市场对鞋的款式和用料日趋转变外各类鞋的消费结构亦有变化。如皮鞋

的销售比重由早期9已上升至35消费群也由原来的城市扩展至农村地区产品也开始由

低级次向中高级次发展。皮鞋市场购买皮鞋的消费群体主要是上班族皮鞋的样式已经

较以往更讲求设计。

值得注意的是男女消费者的购鞋观念是截然不同的男性对皮鞋设计的要求比较注

重传统而女性比较注重新潮且女性消费者人均拥有皮鞋的数量一般会多于男性。

香港贸易发展局的相关调查显示尽管近年来内地消费者的购买力正不断上升但对

于皮鞋的消费仍主要集中于中档市场。胶鞋市场胶鞋按材质分为三大类即胶面胶鞋布

面胶鞋和橡塑鞋其中以包含运动鞋的布面胶鞋为主体。农村是主要消费群约占全国胶

鞋总消费量的三分之二。不过近年来旅游鞋和运动鞋的消费量大幅上升胶鞋在城镇的

穿穿着率也随之提高。据国家有关统计资料推算中国国内胶鞋年消费量在78亿双左右。 

布鞋市场布鞋是中国的传统行业沉寂多年以后随着回归自然风潮的兴起而重出江

湖因为天然、棉麻、保健、养身等元素成为时尚新宠。目前市场上的布鞋品牌大致分

为三类国际品牌、国产品牌与延伸品牌传统皮鞋和运动鞋和服装行业等行业知名品牌

分支出来的布鞋系列产品。布鞋因时尚、低价符合大众消费能力市场潜力不可小视但

目前的布鞋市场亦有不少瓶颈如款式陈旧和宣传不够。近年运动品消费年年大涨奥运

年更是让运动成为年度主旋律。随着人们的防病健身意识逐日增强运动消费已经成为

居民消费的一个新热点运动鞋无疑是一个重要部分且表现出较强的品牌效应。

3.2.2目标市场 
我们的目标市场主要是大学生消费群体。大学生是当代青年中的特殊消费群体,有

着不同其他社会消费群体的消费行为,多数大学生是从进入大学开始,才有了真正意义

上的消费自主权,其消费行为对家庭、学校、企业、社会都有一定的影响。把握大学生

消费行为的内容、特点,研究其趋势,对指导大学生进行理性消费,提高企业营销的针对性

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大学生的消费,主要分为基本生活消费、学习消费、休闲及娱乐消

费、人际交往消费等几个方面。由于学校所在的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大学生的家

庭经济状况不一,衣、食、住、行等生活消费需要也不一样,大学生消费在静态上可以划

分为高、中、低三个档次,而在动态上呈逐年递增趋势。 

从90年代开始,我国的消费水平逐渐由“生存型”向“享受型”发展,大学生也不例

外。他们用于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消费比重大大降低,而用于改善学习条件,满足精神文

化需求的消费开始上升,而传统的吃穿住用行等物质消费或生存型消费正逐步向有营养

讲质量方面发展。大学生消费群体缺乏消费理性,自控能力不强大学生没有经济来源,经

济独立性差,消费没有基础,经济的非独立性决定了大学生自主消费经验少,不能理性地

对消费价值与成本进行衡量。大学生没有形成完整的,稳定的消费观念,自控能力不强,

多数消费都是受媒体宣传诱导或是受身边同学影响而产生的随机消费,冲动消费。这也

正是大学生消费示范效应的结果。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增长,大学生消费数额的增加,结构的变化,方式的多样化也成

为发展的必然趋势。大学生年级越高,消费水平也随之增长时尚化、个性化,使消费标准

不断增长,大学生个性化消费的增多已成为趋势与潮流。从总体上看,大学生的消费观念

正逐步向开放化、前卫化发展,但传统的理性消费观念仍是主流。绝大多数学生在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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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考虑最多的因素是商品或服务的质量、价钱的追求。价格、质量、潮流是吸引大学

生消费的主要因素。从调查结果来看,讲求实际、理性消费仍是当前大学生主要的消费

观念。据了解,在购买商品时,大学生们首先考虑的因素是价格和质量。这是因为中国的

大学生与国外的不同,经济来源主要是父母的资助,自己兼职挣钱的不多。而这笔钱主要

是用来支付饮食和日常生活用品开销的。

由于消费能力有限,大学生们在花钱时往往十分谨慎,力求“花得值”,会尽量搜索那

些价廉物美的商品。无论是在校内还是在校外,当今大学生的各种社会活动都较以前增

多,加上城市生活氛围、开始谈恋爱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不会考虑那些尽管价廉但不美的

商品,相反,他们比较注重自己的形象,追求品位和档次,虽然不一定买名牌,但质量显然是

他们非常关注的内容。

3.3渠道策略 
(1) 我们可以作为批发商，提供中间商、代理商产品，并且采取一些实惠上的政策来提

高他们的积极性，以及制定相应的奖励政策，对销售好的中间商、代理商进行奖励。 

(2) 通过自己开店，对自己产品销售，在后期产品市场稳定后，可以形成属于自己的连

锁店，形成自己的品牌。当然线上线下最终形成自己的连锁店。对于省、市、县的

销售，一级级的连接在一起。

3.4产品策略 
我们很多人经常因为鞋子智能化不足，功能不多：亦或者鞋底或鞋面坏掉，或是

鞋子的鞋底鞋面有一个刷不干净而使得整双鞋子变得不美观等各种原因，不得不丢弃

了这双鞋，这样不仅会造成消费者生活中的困惑，给消费者带来麻烦，造成消费者钱

的浪费，而且会造成资源的浪费。消费者急需一款功能强大、方便、简单、省钱的鞋，

关键是这双鞋比之前的鞋更加智能、更加实用。

为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团队研发了这款鞋子——基于北斗的百变魔鞋。

(1) 功能强大的北斗智能芯片提供个人位置服务，精确定位；通过芯片提供的精确定位，

提供更加准确的气象应用服务。这些服务信息将通过芯片自带的蓝牙功能与电子设

备连接使用，我们也可以通过其提供比其他智能设备例如：手机等更精确的计步功

能。与此配套的微型发电器也能为芯片续航，以避免后续使用过程中持续不断的跟

换电池带来的烦扰。除此之外，由于北斗导航系统的覆盖范围大，没有通信盲区，

我们不必担心身在何方，即可享受智能芯片带来的便捷生活。

(2) 鞋底和鞋帮用拉链分开，不仅解决了以前鞋子带给消费者的很多问题，而且让消费

者按自己的爱好搭配鞋底和鞋帮，我们把鞋子的搭配选择权留在了消费者手中，这

和以前的鞋子有很大的差异，更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让人们可以尝试我们的百变魔

鞋。

(3) 百变魔鞋用途广泛，给消费者带来方便的同时，鞋型、颜色等设计也十分新颖，给

人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我们也将推出各种新的设计，来满足消费者的审美需求。 

(4) 同时，我们会给予消费者一定的质量保证，起初阶段，我们可以给予一些优惠，让

消费者敢于尝试我们的产品，从而信任我们，我们必须保证了自己的产品质量，以

顾客的利益为首，才能进一步留住顾客，有进一步的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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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对于消费者向我们的产品反馈，我们需要反思，并去完善自己的产品。以消费者的

利益为首位，质量是赢得消费者信任的前提。我们也将设有售后保证，这样在产品

出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首先保证消费者的利益。消费者信任我们，心中认可我们，

将我们的产品当品牌看待。

(6) 产品自身优势很重要，产品的包装也要做到位，给消费者一种想要收藏包装的感觉，

一个好的包装也会给消费者带来好的印象，消费者的心情也会很好。我们的产品包

装有袋和盒装，包装不会都一样，不同型的产品配不同设计的包装，但会打上产品

特有的商标。

3.5价格策略 
(7) 对于新的产品，首先应该定一个大众都可以接受的价格，在产品的后续中步入正轨，

并且效益很好，一步步打开市场后，产品步入成熟，设计更加新颖，我们可以逐步

提升价格，分成普通和名牌两部分。

(8) 我们将经过多方的协商，意见一致后来决定产品的上市价格。

(9) 我们可以适当对比市场上的其他商品，就本商品而言，虽然和其他鞋子比起来，差

异性较大，可以分析其他鞋子，进而适当提价或降价。

(10) 我们可以对产品进行折扣，或提出一些优惠，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不同的情况

下做出不同的折扣，比如新品上市，换季，过节，消费者流量大时等都可以进行一

些打折。

(11) 对于部分产品价格不变，个人购买和团体购买的区别优惠。

(12) 相对于今天，我们网上购物已经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线上和线下设立不同的价

格。

(13) 根据市场情况，对市场进行不定时调查，通过市场中买卖家之间的互动，积极性

作适当价格

3.6推广策略 

(1) 对于我们的新产品，首先我们需要一个目标范围，将这个范围作为试验，尽量选择

一线发达城市，首推后，总结经验，进而向更大的范围推广。

(2) 我们可以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店面，与他们合作，进行我们产品促销，并配合单页宣

传，增强我们的产品宣传力度，让更多的人熟知。

(3) 利用我们的团队成员在繁华街道做几次路演，路演中可通过演出，小奖品，或是请

到有影响的人，为我们的产品打下宣传广告，增强消费者对我们信任，使消费者熟

知我们，更了解产品，对我们的产品产生一定的兴趣。

(4) 派发一些小礼品了，发一些传单，在一个短的时间，去让人们了解我们的产品。

(5) 新品，最是能引起媒体的关注度，媒体在关注我们产品的同时，我们也要了解媒体

的风向，在恰当的时候，利用媒体来对我们的产品进行宣传，并不时的督促媒体，

增强宣传力度。

每一次销售的成功，离不开一次好的服务。顾客是上帝，要知道所有的消费者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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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平等的，无论何时何地，为顾客服务，要以一种良好的态度面对消费者。对于消费

者的提问，要认真的讲解，不敷衍，拿出该有的态度。

这些宣传主要让消费者对我们产品熟知，产生一定的兴趣，能够感受到我们产品

所带来的巨大用途以及利益。

4． 财务分析 

4.1财务概述 
由于该项目属大学生创业，将享受国家的优惠政策，即按有关规定享受最长期限

为3年的税收优惠政策，及享受最长期限为3年的免收登记类、证照类、管理类行政事

业性收费优惠，直到期满为止。

(1) 为保证我们工作的高效完成我们将实行生产外包的方式来生产自己的产品，这

样可以节约租用场地的资金，我们将把主要精力放在产品的研发和升级上。

(2) 初期我们将主要在本校园内进行鞋子的宣传与出售，当我们积累了一定的资金

之后我们便会扩大生产进而是我们的产品销往长春各大高校，然后在在长春的

各大鞋城上架，开始面向我们所有的消费群体，并最终面向全国甚至全世界。

(3) 我们还会在发展到第三阶段的时候开设网店，进行网上销售。

4.2成本结构 

鞋帮

鞋底
24%

防水拉链魔术

贴
1%

设计绘画

加工人员
24%

成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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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财务报表  

4.3.1一双鞋子的成本 

4.3.2预计销售鞋子数量 
项目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数量（万双） 0.05    2 50 60 700 

4.3.3成本费用表 
单位：万元

项目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直接材料  3.35 134 

直接人工 3 120 

制造费用 1.5 60 

销售费用   2 80 

成本合计 9.85 394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鞋帮

加工人员

鞋底

防水拉链魔术贴

芯片

图表标题

列1 列2 系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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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预计利润表 
项目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净利润（万元） 5.31 212.15 

4.4盈利能力分析 
盈利能力：因为我们的产品比市场上的其他类型的产品更加新颖，功能更多，所

以我们的产品的盈利能力是很强的，我们的团队拥有各个专业的学生所以在产品设计

制造创新方面也是有能力的。

持久性分析：团队成员都是90后大学生拥有很强的激情与创造力，产品的改革创

新也能跟的上时代的步伐。

资本回报：我们属于低投入高回报的制造企业，我们最大的支出就是对员工（绘

画、科技方面的人才）的投资。

4.5销售途径分析 
(1) 初期我们的主要销售渠道为我们所在的学校，我们将在此阶段积累部分资金。

(2) 第二阶段我们将把我们的销售渠道扩展到长春市的所有高校。

(3) 第三阶段我们会将百变魔鞋推向整个长春市，进而面向全中国。

(4) 最后我们将会把我们的产品推向世界，与世界上的各大名牌进行竞争与合作。

5． 创业管理团队 
5.1团队简介 
5.1.1团队荣誉 
 第八届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慧鱼竞赛三等奖

 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成功入围国赛

 吉林省第八届机械创新大赛一等奖

 校创新创业大赛二等奖

5.1.2团队简介  
本团队是由吴波老师担任指导老师，团队成员由尹家豪、范旭、林仁达、冯嘉璐

组成，团队成员来自机电学院，具有学科、院系的专业优势。团队以学校大学生创新

活动室为根据地，进行科学的研究和产品的研发。

5.2团队核心成员 
5.2.1指导教师： 

姓名 专业 学历  职称 专长及荣誉

吴波 机械工程 工 学

博士

讲师 发表大量论文、编辑

过多部教材、在很多比赛

中获得过很多大奖。对仿

生工程与科学有较深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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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团队成员 
姓名 所学专业 在校经历 专长

尹家豪 机 械

设 计 制 造

及自动化

长春工

程学院优秀

学生干部

曾参加过多次创新类比赛，并

获得过很多大奖，并且领导过多次

比赛，有较强的比赛经验及组织能

力。 

范旭 机 械

设 计 制 造

及自动化

长春工

程学院优秀

学生干部

参加过多次创新类比赛，有比

较丰富的参赛经验，绘画能力比较

强。

林仁达 机 械

设 计 制 造

及自动化

长春工

程学院优秀

学生干部

曾参加过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并成功晋级过国赛，比赛经验

较丰富，拥有较强的绘画能力 

冯嘉璐 机 械 设 计

制 造 及 自

动化

长春工

程学院优秀

学生干部

善于社交，了解消费者心里

理 

尹家豪 机 械

设 计 制 造

及自动化

长春工

程学院优秀

学生干部

善于学习、绘画工地较强、有

利于推动项目的进行。

5.3组织架构及分工 
5.3.1组织构架 

5.3.2内部分工 
 项目主管——尹家豪：　结合团队内各成员的意见建议，负责团队项目的战略发展

和管理、项目发展规划及业务拓展工作。全面负责团队的经营指标、经营管理及业

务发展。

项目主管

尹家豪

材料采购

范旭

市场调研

林仁达

财务预算

冯嘉璐

产品开发与创新升级

尹家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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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项目团队进行合理的分工。

(2) 控制项目进度，确保项目成功。

(3) 跟踪分析产品的成本。

(4) 对项目中产生的问题风险和变化进行解决。

 材料采购——范旭：材料购置和管理。

(1) 制定标准流程：根据产品工艺流程制定出标准的物流流程；

(2) 监控：产品从物流部门接到定单一直到交付给工厂，进行实时监控，包括对库存的

实时监控；

(3) 评价：对各种考核评估来达成物流中心的效率管理，并制订良好的营运决策及方针； 
(4) 协调：与供应商、生产工厂以及物流部门内部的协调工作，对紧急定单、突发情况

的协调等。

(5) 信息管理：处理定单，采购，库存，补货及拣货等物流活动中各种信息。为规划，

制定预算、流程等提供基本信息，并对有问题的地方及时补救改进。

 市场调研——林仁达：以项目产品为参照，负责市场的开拓、负责客户、渠道关系

的建立和管理；负责产品销售及客户发展，完成项目的市场目标。

(1) 制定年度营销目标计划。

(2) 建立和完善营销信息收集、处理、交流及保密系统。

(3) 对消费者购买心理和行为的调查。

(4) 对竞争品牌产品的性能、价格、促销手段等的收集、整理和分析。

(5) 对竞争品牌广告策略、竞争手段的分析。

(6) 做出销售预测，提出未来市场的分析、发展方向和规划。

(7) 制定产品价格。

 财务预算——冯嘉璐：资金筹划和财务收支。

(1) 参与本项目的工程项目可信性研究和项目评估中的财务分析工作。

(2) 为负责人进行所需的财务数据资料的整理编报。

(3) 负责对财务工作有关的政府部门，如税务局、财政局、银行等联络沟通工作。

(4) 负责资金管理、调度。编制月、季、年度财务情况说明分析，向项目负责人报告项

目经营情况。

(5) 负责每月转账凭证的编制，汇总所有的记账凭证。

(6) 责项目的所有明细分类账的记账、结账、核对，每月5日前完成会计报表的编制，

并及时清理应收、应付款。

(7) 责公司全年的会计报表、帐薄装订及会计资料保管工作。

(8) 负责编制银行收付凭证、现金收付凭证，登记银行存款及现金日记账，月末与银行

对账单和对银行存款余额，并编制余额调节表。

(9) 负责项目成员报酬的发放工作，现金收付工作。

 产品开发——尹家豪：主要负责产品开发与创新升级，能够熟练的运用所学得的知

识及搜集到的资料对我们的产品进行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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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念开发与产品规划：将有关市场机会、竞争力、技术可行性、生产需求、对已有

产品优缺点的反馈的信息综合起来，确定新产品的框架。

(2) 详细设计，新产品原型的设计与构造，以及商业生产中的使用的工具与设备的研究

开发。

(3) 创新升级：根据已有的产品和市场变化趋势将团队的新思想融入产品中，使产品更

有市场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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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卫星的无人机防丢失系统
UAV Loss Prevention System Based on 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and Positioning System 

【摘要】在北斗卫星定位系统的基础上，本项目构建了一套无人机防丢失系统，

以此来实现无信号或其他原因意外坠落情况下，无人机及存储数据的安全保障。

具体地，基于北斗卫星系统的定位和短报文功能，开发了具有 IP 获取、位置信

息获取、接收信号、路径规划、受损评估、天气预报等功能的系统，实现丢失无

人机的准确定位和快速找回，以防止无人机丢失。 

【关键词】无人机、北斗卫星定位系统 

【Abstract】Based on the 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and Positioning 
System, a drone anti-lost system has been built in this project to achieve the safety of 
drones and stored data. Specifically, based on the hybrid orbit mode of the Beidou 
satellite, this system is developed for the case where the drone accidentally falls in 
the wild and for retrieving the drone. It can realize the location of lost drones to 
prevent the loss of drones and the recovery of collected data. 

【Key words】UAV、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and Positioning System 

作    者：邱鹏杰、祝久腾、彭莹

指导教师：郑忠、崔林林

学    校：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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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及意义

无人机（UAV）是无人驾驶飞机的简称，无人机是一种无人驾驶飞行器，它

既可以利用无线电遥控设备进行手摇操纵飞行，也可以利用机载计算机与导航设

备进行自主飞行。与有人机相比，无人机具有机动性能好，对起降环境要求低，

生存能力强等优点，无人机技术已成为世界各国飞行器领域研发的热点。 

无人机诞生于 20 世纪 20 年代，50 年代后有了较大的发展，从 70 年代开始，

无人机主要用于军事领域。从结构上来看，无人机可分为无人固定翼、无人直升

机、无人多旋翼飞行器、无人飞艇、无人伞翼机、扑翼式微型无人机等六大类。

其中无人多旋翼飞行器又由于其结构简单、价格相对低廉的特点，应用场景迅速

拓展、发展前景最受关注。 

2002-2015 年 7 月，国内与无人机相关的专利申请 15245 件，其中，发明型

技术专利占 57.39%，新型专利占比 37.48%，外观专利占比 5.13%。据美国 Teal

集团统计，2014 年全球无人机市场规模已经达到 64 亿美元，其中，军用无人机

将占当年市场总额 89%（57 亿美元），民用无人机将占 11%（7 亿美元）。未来

10 年将实现持续快速增长。预计到 2023 年无人机市场将达到 115 亿美元，其中

军用无人机将占当年市场总额 86%（99 亿美元），民用无人机将占 14%（16 亿美

元）。 

如今，利用传统的航天技术作为支撑，以发达的通信网络作为管控，在智能

机器人的技术背景下，无人机已广泛用于航空测绘、影视拍摄、农业植保、电力

巡视、灾害观测、紧急救援、物流运输等民用领域。 

测绘功能要求无人机的稳定性、续航能力和装载能力，目前已经得到广泛重

视。2010 年起，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向陕西、黑龙江、四川、海南、重庆、河

北、辽宁、吉林、安徽、河南、湖南、云南、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 16 个

省、自治区测绘局装备了无人机航摄系统。 

随着无人机的大量应用，无人机相关的事故也迅速增加。虽然随着无人机技

术的发展，无论在性能上还是操作性、可靠性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仍不

具备有人机的可靠性与安全性。2004 年美国国防部组织的一次对三个无人机系

统的可靠性测试结果表明：目前无人机的事故率比有人机高出一到两个数量级。

1994 年美空军在测试中损失了近一半的“捕食者”无人机，1999 年美国海军和

海军陆战队指出无人机的事故率难以接受；2001 年美国国防部指出无人机对于

有人机的飞行时间比为 1/300，但事故率为 10/100 倍。 

无人机主要依靠无线传输进行导航和控制，但这些通信链接非常脆弱，容易

因各种形式的干扰而中断。通常情况下，一般不会造成任何损失，但在超过 1/4

的最严重无人机坠毁事故中，都发生了通信链接崩溃或丢失的问题。此外，由于

很多无人机需要经过卫星进行控制，由地面控制站到卫星再到无人机，然后无人

机的信息反馈到卫星再反馈到地面站，这个时间远比在机舱里驾驶无人机长很

多，这个时滞，会导致飞行员在很多情况下无法做出及时、正确的决策，导致无

人机失联或坠毁。 

无人机的通信系统，目前主要使用 900MHZ、1.4GHZ 无线电频段，其中 1.4GHZ

主演作为数据通讯频段，2.4HZ 主要作为图像传输频段，900MHZ 不建议使用。工

信部已经制定无线电相关使用准则，规范无人机行业的无线电频段使用。公共无

线电通信链路，抗干扰能力弱，尤其是同频干扰无法避免。只需采用几种特殊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十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0



扰方法，就可以对无人机指定无线电频段的定向干扰，随着无人机的数量指数级

增长，无人机通信系统干扰的问题，将日渐突出。 

无人机系统的定位导航，普遍采用 GPS 和北斗双模模式。GPS 定位分为码定

位和载波定位，码定位速度快，一般民用精度为 3-10 米，军用精度为 0.3 米；

载波定位速度慢，不分民用和军用。北斗系统定位精度在 10-20 米。基于导航卫

星的无人机定位系统，各大无人机厂商优化自己的算法，使精度勉强达到米级。

但受地形、天气等客观条件影响，导航卫星信号易干扰，精度稳定性不足的问题

有待解决。民用无人机依靠卫星定位，在不用差分定位技术辅助的情况下，米级

精度已经是极限。这样的精度，在工业应用领域远远不够。米级的定位精度，不

足以支撑无人机自动控制。 

差分辅助定位技术，其原理是通过 GPS 或北斗卫星信号与已知真实基准站坐

标对比，实现快速厘米级精度定位。无人机千机编队表演基本都采取这种技术，

但在自由空间中，不足以支撑无人机自动控制。 

“4000 多元的无人机飞丢了 燕尾洲灌木丛里找了三天”据浙江在线-钱江

晚报报道市民老许去燕尾洲公园拍婺剧院。飞行器突然就不听指挥掉进了一大片

灌木丛里，了无踪迹。 

无人机整个工作过程包括发射、任务飞行和回收三个阶段。目前，无人机的

发射和自主飞行技术已经相对成熟，而回收及找回仍是无人机技术发展的重难

点。 

所以无人机的找回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在野外使用无人机进行研

究调查，测绘踏勘选点时，如果遇到信号不好或者无人机没电的突发状况导致无

人机坠落在丛林之中难以寻找，因此我们就想到了开发基于北斗系统的无人机导

航系统，以此来保障无人机的安全以及无人机内的重要数据的找回。利用北斗卫

星系统的定位和短报文功能，通过接收无人机发射回来的北斗信号来实现对无人

机的定位，从而找回无人机以及采集的珍贵数据。基于目前存在的无人机流行趋

势和无人机在野外调查的重要程度，我们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北混合轨道模

式，针对无人机在野外因为无信号或者其他原因意外坠落的情况开发找回无人机

的系统。 

二、设计方案原理

2.1 系统设计方案 

本系统分为两个部分，手机 app 客户端，北斗模块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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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手机 app 客户端主要功能 

图 2 北斗卫星系统信号传输路径图 

2.1.1 客户端主要功能 

（1）IP 获取

功能介绍：用户通过注册可获得专有 IP，登录后可通过北斗卫星实时定位。 

（2）位置信息获取

功能介绍：通过北斗卫星定位系统获取用户位置信息，并记录无人机的飞行

路径和时长。 

（3）接收信号

功能介绍：接收无人机返回的信号。

（4）路径规划

功能介绍：通过对无人机坠落位置的定位以及操控者的位置信息在两者之间

规划出最短路线、最优路线等路线。 

（5）受损评估

功能介绍：针对无人机坠落受损情况对无人机的受损程度进行一定的等级评

估，并给出相应的修复建议。 

（4）天气预报

路线规划 

受损评估 

无人机定位 手机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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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介绍：对当天的天气状况进行评估，向用户给出无人机飞行适宜程度的

建议，避免因为恶劣天气导致无人机出事故的情况。 

2.2 系统工作原理

（1）通过北斗卫星定位系统获取移动客户端的位置信息，记录无人机的位

置信息。 

（2）移动客户端有提示天气功能，当到达某地时，可提示天气情况，好提

前做好相应的应急措施。 

（3）app 移动客户端可以利用短报文的功能向北斗卫星实时发送位置信息，

同时也可以在发送求救信号时发送位置信息。 

2.3 系统工作流程 

图 3 系统工作流程 

（1）用户可以通过移动客户端获取自己的位置信息，同时也可以向北斗卫

星发送短报文，获得无人机位置信息。 

（2）北斗卫星接收到短报文后，将信号发送直接发送到手机 app 客户端。

（3）用户通过移动客户端获取位置信息后，由北斗卫星实时定位，获取当

地天气状况以及路况，获取最快最安全路径，发送至手机终端。 

三、移动客户端方案原理

移动客户端最终实现的功能包括 app 界面、无人机路径记录、路线规划、受

损评估和天气预报等四项。 

北斗卫星系统 

无人机

定位
接收

信号
路线

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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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常规手机配置与设置 

图 4 加载界面 图 5登陆界面 

图 6 主页界面 图 7 天气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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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定位界面 图 9 受损评估 

图 10 系统设置 图 11 个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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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图五为登录界面，用户通过手机号注册可获得一个专有 IP 账号，登

录后可实时获取信息。图六为主页界面，用户可以通过这个界面进行定位、受损

评估等功能。图八为定位路线规划界面。图十一为个人设置界面，用户可根据自

己的喜好进行修改。

3.2 无人机路径记录 

（1）基本介绍

用户在使用前用移动客户端登录注册好的账号后，便可实时记录无人机的飞

行路径。 

（2）功能规则

通过注册登录移动客户端，开始启动定位服务，每 60s 接收一次位置信息，

卫星向服务器发送定位坐标信息，服务器进行记录，100 个周期后进行坐标连线

形成一阶段的路线，并存储在云端，到达目的地都结束行程，定位结束，服务器

开始处理各阶段路线，合并之后形成完整路径。 

3.3 路径规划 

说明：图 5为路径规划设想图，在出发前设置起始位置和终点位置后，会在

第一时间规划好路线，并且在途中实时接收路段信息，做到及时跟新路况信息。

3.4 天气预报

（1）基本介绍

天气预报功能是为方便野外调查中的紧急天气情况，若遇到狂风、暴雨天气

可提前做好防护措施，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2）功能规则

移动客户可显示当前城市当日天气，显示当前城市未来两天天气，可通过刷

新实时获取天气数据，若有狂风暴雨预警，移动客户端在获取预警信息后，会在

第一时间通过震动方式提醒用户天气状况不建议飞行的提示，且有语音提示该添

加衣物，注意保暖，做好防护措施。 

四、发展前景

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无人机防丢失系统 app 移动客户端具有五大优势： 

1、具有实时定位和远程通信功能。 

2、能够覆盖中国的各个地区和无通信的盲区，并且全天 24 小时监控。 

3、利用云端可以安全存储大量的数据，并且信息难以丢失和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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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能够在任何位置（尤其在手机信号弱的地方）实时更新天气状况和接收

天气预警信号，让飞行员提前做出应对措施。 

5、无人机防丢失系统 app 移动客户端提供受损评估服务，能够及时的解决

无人机的受损修复问题。 

五、app演示视频 

app 演示视频.mp4 

final(1).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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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PP 的关键程序代码： 

1.<登录界面> 

package com.xianzhisoft10010.com; 
import android.app.Activity; 
import android.content.Intent; 
import android.os.Bundle; 
import android.text.Editable; 
import android.text.Html; 
import android.text.TextUtils; 
import android.view.KeyEvent; 
import android.view.View; 
import android.widget.Button; 
import android.widget.EditText; 
import android.widget.RadioButton; 
import android.widget.RadioGroup; 
import android.widget.Toast; 
public class StartActivity extends Activity 
{ 

private EditText a; 
private RadioGroup b; 
private Button c; 
private Boolean d = Boolean.valueOf(false); 

public void confirm(View paramView) 
  { 

if ((TextUtils.isEmpty(this.a.getText())) || (this.a.getText().length() != 11)) 
 { 

this.a.setError(Html.fromHtml("<font color=#000000>输入的号码必须是 11 位
</font>"));//登录要求账号为 11 位 

 return; 
 } 

paramView = new Intent(this, Map.class); 
paramView.putExtra("phoneNum", this.a.getText().toString()); 
startActivity(paramView); 

  } 

protected void onCreate(Bundle paramBund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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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onCreate(paramBundle); 
requestWindowFeature(1); 
setContentView(2130903041); 
this.a = ((EditText)findViewById(2131165193)); 
this.c = ((Button)findViewById(2131165196)); 
this.c.setOnClickListener(new s(this)); 
this.b = ((RadioGroup)findViewById(2131165194)); 
((RadioButton)this.b.getChildAt(0)).setChecked(true); 

  } 

public boolean onKeyDown(int paramInt, KeyEvent paramKeyEvent) 
  { 

if (paramInt == 4) 
 { 

if (!this.d.booleanValue()) 
 { 

this.d = Boolean.valueOf(true); 
Toast.makeText(this, "再按一次退出程序", 0).show(); 

 } 
 } 
 else 
   return false; 

finish(); 
return false; 

  } 
} 

2.<定位界面显示> 

package com.xianzhisoft10010.com; 

import android.os.Handler; 
import android.os.Message; 
import android.widget.ProgressBar; 
import android.widget.TextView; 
import android.widget.Toast; 
import cn.waps.AppConnect; 
import com.baidu.mapapi.GeoPoint; 
import com.baidu.mapapi.MKSearch; 
import com.baidu.mapapi.MapController; 
import com.baidu.mapapi.MapView; 
import com.baidu.mapapi.cloud.GeoSearchManager; 
import com.xianzhisoft10010.com.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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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l class b extends Handler 
{ 

b(Map paramMap) 
  { 
  } 

public final void handleMessage(Message paramMessage) 
  { 

super.handleMessage(paramMessage); 
    int i = paramMessage.what; 
    switch (i) 
    { 

default: 
    case 0: 
    case 1: 
    case 2: 
    case 3: 
    case 11: 
    case 4: 
    case 5: 
    case 6: 
    case 7: 
    case 8: 
    case 9: 
    case 10: 
    } 

while (true) 
    { 
      if (i <= 9) 

{ 
  a.a(); 

Map.x(this.a).setText(Map.y(this.a)[i]); 
      } 
      return; 

Map.a(this.a).setText(Map.b(this.a)); 
      continue; 

Map.c(this.a).setText(Map.d(this.a)[Map.e(this.a).nextInt(3)]); 
      continue; 
      AppConnect.getInstance(this.a).initPopAd(this.a); 
      AppConnect.getInstance(this.a).showPopAd(this.a); 

Map.f(this.a).setText(Map.g(this.a)[Map.e(this.a).nextInt(3)]); 
      continue; 

if (Map.h(this.a) != nu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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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i(this.a).setText("正常"); 
      } 
      else 
      { 

Map.i(this.a).setText("异常"); 
Map.j(this.a); 
paramMessage = this.a; 
Map localMap = this.a; 
Map.k(paramMessage); 
continue; 
if (this.a.a()) 
{ 

   Map.l(this.a).setText(String.valueOf(Map.m(this.a)).subSequence(0, 5) + 
"****(支付 G 币查看详细坐标信息)"); 

   Map.n(this.a).setText(String.valueOf(Map.o(this.a)).subSequence(0, 5) + 
"****(支付 G 币查看详细坐标信息)"); 

} 
else 
{ 

Map.l(this.a).setText("失败"); 
Map.n(this.a).setText("失败"); 

 continue; 
 Map.p(this.a).geocode(Map.h(this.a), Map.h(this.a)); 
 GeoSearchManager.getInstance().init(Map.q(this.a).b, this.a); 
Map.r(this.a).setVisibility(0); 
Toast.makeText(this.a, "成功定位到所在省，请耐心等待", 0).show(); 

 continue; 
 if (Map.s(this.a)) 
   Map.r(this.a).getController().setCenter(new GeoPoint((int)(Map.t(this.a) * 

1000000.0D), (int)(Map.u(this.a) * 1000000.0D))); 
Map.r(this.a).getController().setZoom(Map.r(this.a).getZoomLevel() + 2); 
Toast.makeText(this.a, "成功定位到所在市，请耐心等待", 0).show(); 

 continue; 
Map.r(this.a).getController().setZoom(Map.r(this.a).getZoomLevel() + 3); 
Toast.makeText(this.a, "成功定位到所在区县，请耐心等待", 0).show(); 

 continue; 
Map.r(this.a).getController().setZoom(Map.r(this.a).getZoomLevel() + 4); 
Toast.makeText(this.a, "成功定位到所在街道，请耐心等待", 0).show(); 

 continue; 
Map.r(this.a).getController().setZoom(Map.r(this.a).getZoomLevel() + 6); 
Toast.makeText(this.a, "成功定位无人机位置", 0).show(); 
Map.v(this.a).setVisibility(8); 

 Map.w(this.a); 
 conti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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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p.a(this.a, this.a); 
} 

      } 
    } 
  } 
} 

3.<定位到经纬度> 

package com.xianzhisoft10010.com; 

import android.content.res.Resources; 
import android.graphics.drawable.Drawable; 
import android.widget.Toast; 
import com.baidu.mapapi.GeoPoint; 
import com.baidu.mapapi.MKAddrInfo; 
import com.baidu.mapapi.MKBusLineResult; 
import com.baidu.mapapi.MKDrivingRouteResult; 
import com.baidu.mapapi.MKPoiInfo; 
import com.baidu.mapapi.MKPoiResult; 
import com.baidu.mapapi.MKSearchListener; 
import com.baidu.mapapi.MKSuggestionResult; 
import com.baidu.mapapi.MKTransitRouteResult; 
import com.baidu.mapapi.MKWalkingRouteResult; 
import com.baidu.mapapi.MapController; 
import com.baidu.mapapi.MapView; 
import java.util.ArrayList; 
import java.util.List; 

final class l 
implements MKSearchListener 

{ 
l(Map paramMap) 

  { 
  } 

public final void onGetAddrResult(MKAddrInfo paramMKAddrInfo, int paramInt) 
  { 

if (paramInt != 0) 
    { 

paramMKAddrInfo = String.format("请检查网络连接!", new Object[0]); 
Toast.makeText(this.a, paramMKAddrInfo, 1).show(); 

      return; 
    } 

Map.r(this.a).getController().animateTo(paramMKAddrInfo.geo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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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ing.format("纬度：%f 经度：%f\r\n", new Object[] 
{ Double.valueOf(paramMKAddrInfo.geoPt.getLatitudeE6() / 1000000.0D), 
Double.valueOf(paramMKAddrInfo.geoPt.getLongitudeE6() / 1000000.0D) }); 

Map.c(this.a, paramMKAddrInfo.geoPt.getLatitudeE6() / 1000000.0D); 
Map.d(this.a, paramMKAddrInfo.geoPt.getLongitudeE6() / 1000000.0D); 
if (((int)Map.o(this.a) == (int)Map.t(this.a)) && ((int)Map.m(this.a) == 

(int)Map.u(this.a))) 
      Map.H(this.a); 

Drawable localDrawable = this.a.getResources().getDrawable(2130837511); 
   localDrawable.setBounds(0, 0, localDrawable.getIntrinsicWidth(), 

localDrawable.getIntrinsicHeight()); 
Map.r(this.a).getOverlays().clear(); 
List localList = Map.r(this.a).getOverlays(); 

    Map localMap1 = this.a; 
    Map localMap2 = this.a; 

localList.add(new r(localMap1, localDrawable, paramMKAddrInfo.geoPt, 
paramMKAddrInfo.strAddr)); 
  } 

  public final void onGetBusDetailResult(MKBusLineResult paramMKBusLineResult, int 
paramInt) 
  { 
  } 

  public final void onGetDrivingRouteResult(MKDrivingRouteResult 
paramMKDrivingRouteResult, int paramInt) 
  { 
  } 

public final void onGetPoiDetailSearchResult(int paramInt1, int paramInt2) 
  { 
  } 

  public final void onGetPoiResult(MKPoiResult paramMKPoiResult, int paramInt1, int 
paramInt2) 
  { 
    paramInt1 = 0; 

if ((paramInt2 != 0) || (paramMKPoiResult == null)); 
while (true) 

    { 
      return; 

if ((paramMKPoiResult != null) && (paramMKPoiResult.getCurrentNumPois()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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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 localObject = ((MKPoiInfo)paramMKPoiResult.getAllPoi().get(0)).pt; 
Map.r(this.a).getController().animateTo((GeoPoint)localObject); 
localObject = String.format("纬度：%f 经度：%f\r\n", new Object[] 

{ Double.valueOf(((GeoPoint)localObject).getLatitudeE6() / 1000000.0D), 
Double.valueOf(((GeoPoint)localObject).getLongitudeE6() / 1000000.0D) }) + "\r\n 附近有：

"; 
while (paramInt1 < paramMKPoiResult.getAllPoi().size()) 
{ 

   localObject = localObject + 
((MKPoiInfo)paramMKPoiResult.getAllPoi().get(paramInt1)).name + ";"; 

 paramInt1 += 1; 
} 

      } 
    } 
  } 

public final void onGetRGCShareUrlResult(String paramString, int paramInt) 
  { 
  } 

  public final void onGetSuggestionResult(MKSuggestionResult 
paramMKSuggestionResult, int paramInt) 
  { 
  } 

  public final void onGetTransitRouteResult(MKTransitRouteResult 
paramMKTransitRouteResult, int paramInt) 
  { 
  } 

  public final void onGetWalkingRouteResult(MKWalkingRouteResult 
paramMKWalkingRouteResult, int paramInt) 
  { 
  } 
} 

4.<定位功能 1> 

package com.xianzhisoft10010.com; 

import android.app.AlertDialog; 
import android.app.AlertDialog.Builder; 
import android.content.Context; 
import android.content.Intent; 
import android.net.ConnectivityManag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十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4



import android.net.NetworkInfo; 
import android.os.Bundle; 
import android.os.Handler; 
import android.view.KeyEvent; 
import android.view.Menu; 
import android.view.MenuItem; 
import android.widget.ProgressBar; 
import android.widget.TextView; 
import android.widget.Toast; 
import cn.waps.AppConnect; 
import cn.waps.UpdatePointsNotifier; 
import com.baidu.mapapi.BMapManager; 
import com.baidu.mapapi.LocationListener; 
import com.baidu.mapapi.MKLocationManager; 
import com.baidu.mapapi.MKSearch; 
import com.baidu.mapapi.MapActivity; 
import com.baidu.mapapi.MapController; 
import com.baidu.mapapi.MapView; 
import com.baidu.mapapi.cloud.DetailResult; 
import com.baidu.mapapi.cloud.GeoSearchListener; 
import com.baidu.mapapi.cloud.GeoSearchManager; 
import com.baidu.mapapi.cloud.GeoSearchResult; 
import java.net.HttpURLConnection; 
import java.net.URL; 
import java.util.Random; 
import org.xmlpull.v1.XmlPullParser; 
import org.xmlpull.v1.XmlPullParserFactory; 

public class Map extends MapActivity 
implements UpdatePointsNotifier, GeoSearchListener 

{ 
private String[] A = { "中国北斗卫星", "BD" }; 
private Random B = new Random(); 
private String C; 
private BeiDouMapApp D; 
private LocationListener E; 
private String F; 
private Handler G = new b(this); 
final Handler a = new Handler(); 
final Runnable b = new h(this); 
private String c; 
private boolean d = false; 
private TextView e; 
private int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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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ate MapView g; 
private TextView h; 
private TextView i; 
private TextView j; 
private TextView k; 
private TextView l; 
private TextView m; 
private TextView n; 
private ProgressBar o; 
private boolean p = false; 
private boolean q = false; 
private boolean r = true; 
private MKSearch s = null; 
private double t; 
private double u; 
private double v; 
private double w; 
private boolean x = false; 
private String[] y = { "无人机号已经获得，正在获得定位编号......", "定位编号已经获得，

正在获得定位类型......", "定位类型已经获得，正在获得无人机状态......", "无人机状态已经

获得，正在获得经纬度......", "经纬度已经获得，正在加载地图,定位所在国家......", "成功！

正在定位所在省......", "成功！正在定位所在市......", "成功！正在定位所在区县......", "成功！

正在定位所在街道......", "成功定位无人机位置" }; 
private String[] z = { "BD-0", "BD-1", "BD-2" };//北斗卫星简写 BD 

private void a(Context paramContext) 
  { 
    this.q = true; 

AlertDialog.Builder localBuilder = new AlertDialog.Builder(paramContext); 
localBuilder.setIcon(2130837510); 
localBuilder.setTitle("温馨提示"); 
localBuilder.setMessage(2131034114); 
localBuilder.setPositiveButton("确认", new m(this, paramContext));//确认定位 
localBuilder.setNegativeButton("取消", new o(this, paramContext));//取消定位 
localBuilder.create().show(); 

  } 

public final void a(String paramString) 
  { 
    paramString = 
"http://life.tenpay.com/cgi-bin/mobile/MobileQueryAttribution.cgi?chgmobile=" + 
paramString; 

while (tr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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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 i1; 
      try 
      { 

paramString = (HttpURLConnection)new URL(paramString).openConnection(); 
if (paramString.getResponseCode() != 200) 

 break label138; 
paramString = paramString.getInputStream(); 
Object localObject = XmlPullParserFactory.newInstance(); 
((XmlPullParserFactory)localObject).setNamespaceAware(true); 
localObject = ((XmlPullParserFactory)localObject).newPullParser(); 
((XmlPullParser)localObject).setInput(paramString, "GBK"); 
i1 = ((XmlPullParser)localObject).getEventType(); 
break label133; 
i1 = ((XmlPullParser)localObject).next(); 
break label133; 
if (!((XmlPullParser)localObject).getName().equals("city"))//定位到城市 

 continue; 
((XmlPullParser)localObject).next(); 
this.C = ((XmlPullParser)localObject).getText(); 
continue; 

      } 
catch (Exception paramString) 

      { 
paramString.printStackTrace(); 
return; 

      } 
      label133: if (i1 == 1) 

label138: return; 
      switch (i1) 
      { 
      case 2: 
      } 
    } 
  } 

public final boolean a() 
  { 

   ConnectivityManager localConnectivityManager = 
(ConnectivityManager)getSystemService("connectivity"); 

   boolean bool = 
localConnectivityManager.getNetworkInfo(1).isConnectedOrConnecting(); 

   return (localConnectivityManager.getNetworkInfo(0).isConnectedOrConnecting() | 
boo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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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void getUpdatePoints(String paramString, int paramInt) 
  { 
    this.d = true; 

this.c = ("0" + paramInt); 
this.f = paramInt; 
this.a.post(this.b); 

  } 

public void getUpdatePointsFailed(String paramString) 
  { 
    this.d = true; 
    this.c = paramString; 

this.a.post(this.b); 
  } 

protected boolean isRouteDisplayed() 
  { 
    return false; 
  } 

protected void onCreate(Bundle paramBundle) 
  { 

super.onCreate(paramBundle); 
requestWindowFeature(1); 
setContentView(2130903040); 
this.F = getIntent().getStringExtra("phoneNum"); 
new j(this).start(); 
this.E = new i(this); 
this.h = ((TextView)findViewById(2131165184)); 
this.i = ((TextView)findViewById(2131165185)); 
this.j = ((TextView)findViewById(2131165186)); 
this.k = ((TextView)findViewById(2131165187)); 
this.l = ((TextView)findViewById(2131165188)); 
this.m = ((TextView)findViewById(2131165189)); 
this.n = ((TextView)findViewById(2131165191)); 
this.o = ((ProgressBar)findViewById(2131165190)); 
this.D = ((BeiDouMapApp)getApplication()); 
if (this.D.b == null) 

    { 
this.D.b = new BMapManager(getApplication()); 
this.D.b.init(this.D.c, new a()); 

    } 
this.D.b.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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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initMapActivity(this.D.b); 
this.g = ((MapView)findViewById(2131165192)); 
this.g.setSatellite(true); 
this.g.setClickable(false); 
this.g.setFocusable(false); 
this.g.setBuiltInZoomControls(false); 

    this.g.setLongClickable(false); 
this.g.setOnTouchListener(new k(this)); 
this.g.getController().setZoom(4); 
this.s = new MKSearch(); 
this.s.init(this.D.b, new l(this)); 

    this.s.geocode("四川", "成都");//定位成功显示 
GeoSearchManager.getInstance().init(this.D.b, this); 

  } 

public boolean onCreateOptionsMenu(Menu paramMenu) 
  { 

super.onCreateOptionsMenu(paramMenu); 
paramMenu.add(1, 0, 0, "我的钱包");//用户界面 
paramMenu.add(2, 1, 1, "充值"); 
 paramMenu.add(2, 1, 1, "充值方式"); 
paramMenu.add(2, 2, 2, "G 币余额");//盈利方式 
return true; 

  } 

  protected void onDestroy() 
  { 

super.onDestroy(); 
AppConnect.getInstance(this).close(); 

  } 

  public void onGetGeoDetailsResult(DetailResult paramDetailResult, int paramInt1, int 
paramInt2) 
  { 
  } 

  public void onGetGeoResult(GeoSearchResult paramGeoSearchResult, int paramInt1, int 
paramInt2) 
  { 
  } 

public boolean onKeyDown(int paramInt, KeyEvent paramKeyEvent) 
  { 
    if (paramInt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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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his.r = false; 
      finish(); 
    } 
    return false; 
  } 

public boolean onOptionsItemSelected(MenuItem paramMenuItem) 
  { 
    switch (paramMenuItem.getItemId()) 
    { 

default: 
    case 0: 
    case 1: 
    case 2: 
    } 

while (true) 
    { 
      return false; 

paramMenuItem = new AlertDialog.Builder(this); 
      paramMenuItem.setIcon(2130837510); 

paramMenuItem.setMessage(2131034118); 
paramMenuItem.setPositiveButton("确认", new g(this)); 
paramMenuItem.create().show(); 

      continue; 
AppConnect.getInstance(this).showOffers(this); 

      continue; 
AppConnect.getInstance(this).getPoints(this); 
Toast.makeText(this, "剩余 G 币：" + this.f, 1).show();//G 币余额 

    } 
  } 

protected void onPause() 
  { 

this.D = ((BeiDouMapApp)getApplication()); 
this.D.b.getLocationManager().removeUpdates(this.E); 
this.D.b.stop(); 
super.onPause(); 

  } 

protected void onResume() 
  { 

this.D = ((BeiDouMapApp)getApplication()); 
this.D.b.getLocationManager().requestLocationUpdates(th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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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D.b.start(); 
    super.onResume(); 

AppConnect.getInstance(this); 
AppConnect.getInstance(this).getPoints(this); 
com.xianzhisoft10010.com.a.a.a(this); 
if (this.q) 

      a(this); 
  } 
} 

5.<定位功能 2> 

package com.baidu.mapapi; 

import android.content.Context; 
import android.content.Intent; 
import android.os.Bundle; 
import android.os.Parcelable; 
import android.util.Log; 
import java.util.ArrayList; 

class m 
implements j 

{ 
private MKSearchListener a; 

public m(MKSearchListener paramMKSearchListener) 
  { 

this.a = paramMKSearchListener; 
  } 

private int a(Bundle paramBundle, MKRouteAddrResult paramMKRouteAddrResult) 
  { 

Object localObject1 = paramBundle.getParcelableArray("aryAddr"); 
Object localObject2 = (Bundle)localObject1[0]; 
ArrayList localArrayList; 
if (localObject2 != null) 

    { 
      localArrayList = new ArrayList(); 

a((Bundle)localObject2, localArrayList); 
paramMKRouteAddrResult.mStartPoiList = localArrayList; 

    } 
localObject2 = (Bundle)localObject1[1]; 
if (localObject2 != nu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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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calArrayList = new ArrayList(); 
b((Bundle)localObject2, localArrayList); 

      paramMKRouteAddrResult.mStartCityList = localArrayList; 
    } 

localObject2 = (Bundle)localObject1[2]; 
if (localObject2 != null) 

    { 
      localArrayList = new ArrayList(); 

a((Bundle)localObject2, localArrayList); 
      paramMKRouteAddrResult.mEndPoiList = localArrayList; 
    } 

localObject1 = (Bundle)localObject1[3]; 
if (localObject1 != null) 

    { 
localObject2 = new ArrayList(); 
b((Bundle)localObject1, (ArrayList)localObject2); 

      paramMKRouteAddrResult.mEndCityList = ((ArrayList)localObject2); 
    } 

return paramBundle.getInt("type"); 
  } 

private void a(Bundle paramBundle, MKAddrInfo paramMKAddrInfo) 
  { 

paramMKAddrInfo.strAddr = paramBundle.getString("addr"); 
   paramMKAddrInfo.geoPt = new GeoPoint(paramBundle.getInt("y"), 

paramBundle.getInt("x")); 
  } 

private void a(Bundle paramBundle, MKAddrInfo paramMKAddrInfo, int paramInt) 
  { 

paramMKAddrInfo.strAddr = paramBundle.getString("addr"); 
paramMKAddrInfo.strBusiness = paramBundle.getString("business"); 
paramMKAddrInfo.addressComponents = new MKGeocoderAddressComponent(); 
paramMKAddrInfo.addressComponents.streetNumber = 

paramBundle.getString("streetNumber"); 
paramMKAddrInfo.addressComponents.street = paramBundle.getString("street"); 
paramMKAddrInfo.addressComponents.district = paramBundle.getString("district"); 
paramMKAddrInfo.addressComponents.city = paramBundle.getString("city"); 
paramMKAddrInfo.addressComponents.province = 

paramBundle.getString("province"); 
paramInt = paramBundle.getInt("x"); 
paramMKAddrInfo.geoPt = new GeoPoint(paramBundle.getInt("y"), paramInt); 
if (paramBundle.containsKey("aryCap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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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ng[] arrayOfString1 = paramBundle.getStringArray("aryCaption"); 
String[] arrayOfString2 = paramBundle.getStringArray("aryAddr"); 
String[] arrayOfString3 = paramBundle.getStringArray("aryTel"); 
String[] arrayOfString4 = paramBundle.getStringArray("aryZip"); 
int[] arrayOfInt1 = paramBundle.getIntArray("aryType"); 
int[] arrayOfInt2 = paramBundle.getIntArray("aryX"); 
int[] arrayOfInt3 = paramBundle.getIntArray("aryY"); 
paramBundle = paramBundle.getString("city"); 
ArrayList localArrayList = new ArrayList(); 
int i = arrayOfString1.length; 

      paramInt = 0; 
      while (paramInt < i) 
      { 

MKPoiInfo localMKPoiInfo = new MKPoiInfo(); 
localMKPoiInfo.name = arrayOfString1[paramInt]; 
localMKPoiInfo.address = arrayOfString2[paramInt]; 
localMKPoiInfo.city = paramBundle; 
localMKPoiInfo.phoneNum = arrayOfString3[paramInt]; 
localMKPoiInfo.postCode = arrayOfString4[paramInt]; 
localMKPoiInfo.ePoiType = arrayOfInt1[paramInt]; 
localMKPoiInfo.pt = new GeoPoint(arrayOfInt3[paramInt], 

arrayOfInt2[paramInt]); 
localArrayList.add(localMKPoiInfo); 
paramInt += 1; 

      } 
      paramMKAddrInfo.poiList = localArrayList; 
    } 
  } 

  private void a(Bundle paramBundle, MKDrivingRouteResult 
paramMKDrivingRouteResult, int paramInt) 
  { 

while (true) 
    { 
      int i; 
      int j; 
      try 
      { 

Object localObject1 = paramBundle.getString("st_name"); 
paramInt = paramBundle.getInt("st_pt_x"); 
i = paramBundle.getInt("st_pt_y"); 
MKPlanNode localMKPlanNode = new MKPlanNode(); 
localMKPlanNode.name = ((String)localObject1); 
localMKPlanNode.pt = new GeoPoint(i, param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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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mMKDrivingRouteResult.a(localMKPlanNode); 
Object localObject2 = paramBundle.getString("en_name"); 
paramInt = paramBundle.getInt("en_pt_x"); 
i = paramBundle.getInt("en_pt_y"); 
localObject1 = new MKPlanNode(); 
((MKPlanNode)localObject1).name = ((String)localObject2); 
((MKPlanNode)localObject1).pt = new GeoPoint(i, paramInt); 
paramMKDrivingRouteResult.b((MKPlanNode)localObject1); 
localObject2 = new ArrayList(); 
if (paramBundle.getInt("planNum") > 0) 
{ 

MKRoutePlan localMKRoutePlan = new MKRoutePlan(); 
localMKRoutePlan.a(paramBundle.getInt("distance")); 
ArrayList localArrayList1 = new ArrayList(); 
paramBundle = paramBundle.getParcelableArray("aryRoute"); 

 paramInt = 0; 
if (paramInt < paramBundle.length) 

 { 
 MKRoute localMKRoute = new MKRoute(); 

Object localObject3 = (Bundle)paramBundle[paramInt]; 
localMKRoute.a(((Bundle)localObject3).getInt("distance")); 

 localMKRoute.b(1); 
 localMKRoute.a(localMKPlanNode.pt); 

localMKRoute.b(((MKPlanNode)localObject1).pt); 
 ArrayList localArrayList2; 
 Object localObject4; 
 Object localObject5; 

if (((Bundle)localObject3).containsKey("link")) 
 { 

int k = ((Bundle)localObject3).getInt("link"); 
localArrayList2 = new ArrayList(); 
localObject4 = new ArrayList(); 

   i = 0; 
   if (i < k) 
   { 
     localObject5 = 

((Bundle)localObject3).getIntArray(String.format("aryX%d", new Object[] 
{ Integer.valueOf(i) })); 

   int[] arrayOfInt = 
((Bundle)localObject3).getIntArray(String.format("aryY%d", new Object[] 
{ Integer.valueOf(i) })); 

     if (localObject5 == null) 
       break label800; 

ArrayList localArrayList3 = new Array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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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 0; 
     if (j < localObject5.length) 
     { 

   if ((j != 0) && (arrayOfInt[j] == arrayOfInt[(j - 1)]) && 
(localObject5[j] == localObject5[(j - 1)])) 

break label782; 
localArrayList3.add(new GeoPoint(arrayOfInt[j], localObject5[j])); 

       break label782; 
     } 
     localArrayList2.add(localArrayList3); 
     localObject5 = 

((Bundle)localObject3).getIntArray(String.format("aryMcX%d", new Object[] 
{ Integer.valueOf(i) })); 

     arrayOfInt = 
((Bundle)localObject3).getIntArray(String.format("aryMcY%d", new Object[] 
{ Integer.valueOf(i) })); 

     if (localObject5 == null) 
       break label800; 
     localArrayList3 = new ArrayList(); 
     j = 0; 
     if (j < localObject5.length) 
     { 

   if ((j != 0) && (arrayOfInt[j] == arrayOfInt[(j - 1)]) && 
(localObject5[j] == localObject5[(j - 1)])) 

break label791; 
localArrayList3.add(new GeoPoint(arrayOfInt[j], localObject5[j])); 

       break label791; 
     } 
     ((ArrayList)localObject4).add(localArrayList3); 
     break label800; 
   } 
   localMKRoute.b(localArrayList2); 
   localMKRoute.a = ((ArrayList)localObject4); 
 } 

if (((Bundle)localObject3).containsKey("aryStep")) 
 { 

localArrayList2 = new ArrayList(); 
localObject3 = ((Bundle)localObject3).getParcelableArray("aryStep"); 

   i = 0; 
   if (i < localObject3.length) 
   { 

localObject4 = (Bundle)localObject3[i]; 
     localObject5 = new MKStep(); 
     j = ((Bundle)localObject4).getIn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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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KStep)localObject5).a(new 
GeoPoint(((Bundle)localObject4).getInt("y"), j)); 

((MKStep)localObject5).a(((Bundle)localObject4).getInt("dir")); 
((MKStep)localObject5).a(((Bundle)localObject4).getString("tip")); 

     localArrayList2.add(localObject5); 
     i += 1; 
     continue; 
   } 
   localMKRoute.a(localArrayList2); 
 } 
 localArrayList1.add(localMKRoute); 
 paramInt += 1; 
 continue; 

 } 
localMKRoutePlan.a(localArrayList1); 

 ((ArrayList)localObject2).add(localMKRoutePlan); 
} 
else 
{ 
 paramMKDrivingRouteResult.a((ArrayList)localObject2); 
 return; 

} 
      } 

catch (Exception paramBundle) 
      { 

Log.d("MKSearchNotifier", "parse DrivingRouteResult error!"); 
Log.d("MKSearchNotifier", paramBundle.getMessage()); 
return; 

      } 
      label782: j += 1; 
      continue; 
      label791: j += 1; 
      continue; 
      label800: i += 1; 
    } 
  } 

private void a(Bundle paramBundle, MKPoiResult paramMKPoiResult, int paramInt) 
  { 
    int i; 

Object localObject1; 
Object localObject2; 
Object localObject3; 
switch (param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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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efault: 

    case 11: 
    case 12: 
    case 21: 
    case 45: 
      int j; 
      Object localObject4; 

String[] arrayOfString; 
      Object localObject5; 
      Object localObject6; 
      Object localObject7; 
      Object localObject8; 
      Object localObject9; 
      Object localObject10; 
      do 
      { 

return; 
try 
{ 

j = paramBundle.getInt("iTotal"); 
paramInt = paramBundle.getInt("iCurrNumPois"); 
i = paramBundle.getInt("iPageIndex"); 

 paramMKPoiResult.b(j); 
 paramMKPoiResult.a(paramInt); 
 paramMKPoiResult.d(i); 

i = j / MKSearch.getPoiPageCapacity(); 
 paramInt = i; 
 if (j % MKSearch.getPoiPageCapacity() > 0) 
   paramInt = i + 1; 
 paramMKPoiResult.c(paramInt); 

localObject1 = paramBundle.getStringArray("aryCaption"); 
localObject2 = paramBundle.getStringArray("aryUid"); 
localObject3 = paramBundle.getStringArray("aryAddr"); 
localObject4 = paramBundle.getStringArray("aryTel"); 

 arrayOfString = paramBundle.getStringArray("aryZip"); 
localObject5 = paramBundle.getIntArray("aryType"); 
localObject6 = paramBundle.getIntArray("aryX"); 
localObject7 = paramBundle.getIntArray("aryY"); 
localObject8 = paramBundle.getStringArray("srcName"); 
paramBundle = paramBundle.getString("city"); 
localObject9 = new ArrayList(); 

 i = localObject1.length; 
 paramInt = 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十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7



 while (paramInt < i) 
 { 

localObject10 = new MKPoiInfo(); 
 ((MKPoiInfo)localObject10).name = localObject1[paramInt]; 

((MKPoiInfo)localObject10).address = localObject3[paramInt]; 
 ((MKPoiInfo)localObject10).uid = localObject2[paramInt]; 

((MKPoiInfo)localObject10).city = paramBundle; 
 ((MKPoiInfo)localObject10).phoneNum = localObject4[paramInt]; 
 ((MKPoiInfo)localObject10).postCode = arrayOfString[paramInt]; 

((MKPoiInfo)localObject10).ePoiType = localObject5[paramInt]; 
 ((MKPoiInfo)localObject10).hasCaterDetails = 

"cater".equals(localObject8[paramInt]); 
   ((MKPoiInfo)localObject10).pt = new GeoPoint(localObject7[paramInt], 

localObject6[paramInt]); 
((ArrayList)localObject9).add(localObject10); 

 paramInt += 1; 
 } 

paramMKPoiResult.a((ArrayList)localObject9); 
 return; 

} 
catch (Exception paramBundle) 
{ 

Log.d("MKSearchNotifier", "parse PoiResult error!"); 
Log.d("MKSearchNotifier", paramBundle.getMessage()); 

 return; 
} 
localObject1 = paramBundle.getParcelableArray("aryMultiPoiList"); 

      } 
      while (localObject1 == null); 

int k = localObject1.length; 
localObject2 = new ArrayList(); 

      paramInt = 0; 
      if (paramInt < k) 
      { 

localObject3 = new MKPoiResult(); 
Object localObject11 = (Bundle)localObject1[paramInt]; 
if (localObject11 == null) 
  ((ArrayList)localObject2).add(localObject3); 
while (true) 
{ 
 paramInt += 1; 
 break; 

localObject4 = new ArrayList(); 
int m = ((Bundle)localObject11).getInt("iTo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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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Bundle)localObject11).getInt("iCurrNumPois"); 
j = paramBundle.getInt("iPageIndex"); 
((MKPoiResult)localObject3).b(m); 
((MKPoiResult)localObject3).a(i); 
((MKPoiResult)localObject3).d(j); 
j = m / MKSearch.getPoiPageCapacity(); 

 i = j; 
 if (m % MKSearch.getPoiPageCapacity() > 0) 
   i = j + 1; 

((MKPoiResult)localObject3).c(i); 
arrayOfString = ((Bundle)localObject11).getStringArray("aryCaption"); 
localObject5 = ((Bundle)localObject11).getStringArray("aryAddr"); 
localObject6 = ((Bundle)localObject11).getStringArray("aryTel"); 
localObject7 = ((Bundle)localObject11).getStringArray("aryZip"); 
localObject8 = ((Bundle)localObject11).getIntArray("aryType"); 
localObject9 = ((Bundle)localObject11).getIntArray("aryX"); 
localObject10 = ((Bundle)localObject11).getIntArray("aryY"); 
localObject11 = ((Bundle)localObject11).getString("city"); 
j = arrayOfString.length; 

 i = 0; 
 while (i < j) 
 { 

MKPoiInfo localMKPoiInfo = new MKPoiInfo(); 
localMKPoiInfo.name = arrayOfString[i]; 

 localMKPoiInfo.address = localObject5[i]; 
localMKPoiInfo.city = ((String)localObject11); 

 localMKPoiInfo.phoneNum = localObject6[i]; 
 localMKPoiInfo.postCode = localObject7[i]; 
 localMKPoiInfo.ePoiType = localObject8[i]; 

localMKPoiInfo.pt = new GeoPoint(localObject10[i], localObject9[i]); 
 ((ArrayList)localObject4).add(localMKPoiInfo); 
 i += 1; 

 } 
 ((MKPoiResult)localObject3).a((ArrayList)localObject4); 

((ArrayList)localObject2).add(localObject3); 
} 

      } 
paramMKPoiResult.b((ArrayList)localObject2); 

      return; 
    case 7: 
    } 
    try 
    { 

localObject1 = paramBundle.getStringArray("ary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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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mBundle = paramBundle.getIntArray("aryNum"); 
localObject2 = new ArrayList(); 

      i = localObject1.length; 
      paramInt = 0; 
      while (paramInt < i) 
      { 

localObject3 = new MKCityListInfo(); 
((MKCityListInfo)localObject3).city = localObject1[paramInt]; 
((MKCityListInfo)localObject3).num = paramBundle[paramInt]; 
((ArrayList)localObject2).add(localObject3); 
paramInt += 1; 

      } 
paramMKPoiResult.c((ArrayList)localObject2); 

      return; 
    } 

catch (Exception paramBundle) 
    { 

Log.d("MKSearchNotifier", "parse PoiResult error!"); 
Log.d("MKSearchNotifier", paramBundle.getMessage()); 

    } 
  } 

  private void a(Bundle paramBundle, MKSuggestionResult paramMKSuggestionResult, 
int paramInt) 
  { 
    int i = 0; 

while (true) 
    { 
      try 
      { 

String[] arrayOfString = paramBundle.getStringArray("aryPoiName"); 
paramBundle = paramBundle.getStringArray("aryCityName"); 
ArrayList localArrayList = new ArrayList(); 
if (arrayOfString != null) 
{ 
 paramInt = arrayOfString.length; 
 if (i < paramInt) 
 { 

 MKSuggestionInfo localMKSuggestionInfo = new MKSuggestionInfo(); 
localMKSuggestionInfo.city = paramBundle[i]; 
localMKSuggestionInfo.key = arrayOfString[i]; 

 localArrayList.add(localMKSuggestionInfo); 
 i += 1; 
 conti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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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aramMKSuggestionResult.a(localArrayList); 
paramMKSuggestionResult.getSuggestionNum(); 

 return; 
} 

      } 
catch (Exception paramBundle) 

      { 
Log.d("MKSearchNotifier", "parse SuggestionResult error!"); 
return; 

      } 
      paramInt = 0; 
    } 
  } 

  private void a(Bundle paramBundle, MKTransitRouteResult 
paramMKTransitRouteResult, int paramInt) 
  { 

while (true) 
    { 
      int j; 
      try 
      { 

Object localObject1 = paramBundle.getString("st_name"); 
paramInt = paramBundle.getInt("st_pt_x"); 
i = paramBundle.getInt("st_pt_y"); 
MKPlanNode localMKPlanNode = new MKPlanNode(); 
localMKPlanNode.name = ((String)localObject1); 
localMKPlanNode.pt = new GeoPoint(i, paramInt); 
paramMKTransitRouteResult.a(localMKPlanNode); 
Object localObject2 = paramBundle.getString("en_name"); 
paramInt = paramBundle.getInt("en_pt_x"); 
i = paramBundle.getInt("en_pt_y"); 
localObject1 = new MKPlanNode(); 
((MKPlanNode)localObject1).name = ((String)localObject2); 
((MKPlanNode)localObject1).pt = new GeoPoint(i, paramInt); 
paramMKTransitRouteResult.b((MKPlanNode)localObject1); 
localObject2 = new ArrayList(); 
Parcelable[] arrayOfParcelable = paramBundle.getParcelableArray("aryPlan"); 
if (arrayOfParcelable == null) 
{ 
 paramMKTransitRouteResult.a((ArrayList)localObject2); 
 retur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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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k = arrayOfParcelable.length; 
paramInt = 0; 
if (paramInt < k) 
{ 

MKTransitRoutePlan localMKTransitRoutePlan = new MKTransitRoutePlan(); 
localMKTransitRoutePlan.a(localMKPlanNode.pt); 
localMKTransitRoutePlan.b(((MKPlanNode)localObject1).pt); 
Object localObject3 = (Bundle)arrayOfParcelable[paramInt]; 
localMKTransitRoutePlan.a(((Bundle)localObject3).getInt("distance")); 
ArrayList localArrayList = new ArrayList(); 
paramBundle = ((Bundle)localObject3).getParcelableArray("aryLine"); 
if (paramBundle != null) 

   break label1248; 
paramBundle = new Parcelable[0]; 

 break label1251; 
 Object localObject4; 
 Object localObject5; 
 Object localObject6; 
 Object localObject7; 

int[] arrayOfInt; 
if (i < paramBundle.length) 

 { 
localObject4 = new MKLine(); 
localObject5 = (Bundle)paramBundle[i]; 
((MKLine)localObject4).b(((Bundle)localObject5).getInt("distance")); 
((MKLine)localObject4).c(((Bundle)localObject5).getInt("type")); 
((MKLine)localObject4).a(((Bundle)localObject5).getInt("numStops")); 
((MKLine)localObject4).b(((Bundle)localObject5).getString("title")); 
((MKLine)localObject4).c(((Bundle)localObject5).getString("uid")); 
((MKLine)localObject4).a(((Bundle)localObject5).getString("getOnTip")); 
localObject6 = new MKPoiInfo(); 

 ((MKPoiInfo)localObject6).name = 
((Bundle)localObject5).getString("getOnStopName"); 

if (((Bundle)localObject5).containsKey("getOnStopPtX")) 
 { 

j = ((Bundle)localObject5).getInt("getOnStopPtX"); 
   ((MKPoiInfo)localObject6).pt = new 

GeoPoint(((Bundle)localObject5).getInt("getOnStopPtY"), j); 
 } 
 ((MKLine)localObject4).a((MKPoiInfo)localObject6); 

localObject6 = new MKPoiInfo(); 
 ((MKPoiInfo)localObject6).name = 

((Bundle)localObject5).getString("getOffStopName"); 
if (((Bundle)localObject5).containsKey("getOffStopP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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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 = ((Bundle)localObject5).getInt("getOffStopPtX"); 

   ((MKPoiInfo)localObject6).pt = new 
GeoPoint(((Bundle)localObject5).getInt("getOffStopPtY"), j); 

 } 
 ((MKLine)localObject4).b((MKPoiInfo)localObject6); 

localObject6 = ((Bundle)localObject5).getIntArray("aryX"); 
 if (localObject6 != null) 
 { 

localObject7 = new ArrayList(); 
arrayOfInt = ((Bundle)localObject5).getIntArray("aryY"); 

   j = 0; 
   if (j < localObject6.length) 
   { 

   if ((j != 0) && (arrayOfInt[j] == arrayOfInt[(j - 1)]) && (localObject6[j] 
== localObject6[(j - 1)])) 

       break label1257; 
((ArrayList)localObject7).add(new GeoPoint(arrayOfInt[j], 

localObject6[j])); 
     break label1257; 
   } 
   ((MKLine)localObject4).a((ArrayList)localObject7); 
 } 

localObject6 = ((Bundle)localObject5).getIntArray("aryMcX"); 
 if (localObject6 != null) 
 { 

localObject7 = new ArrayList(); 
localObject5 = ((Bundle)localObject5).getIntArray("aryMcY"); 

   j = 0; 
   if (j < localObject6.length) 
   { 

   if ((j != 0) && (localObject5[j] == localObject5[(j - 1)]) && 
(localObject6[j] == localObject6[(j - 1)])) 

       break label1266; 
((ArrayList)localObject7).add(new GeoPoint(localObject5[j], 

localObject6[j])); 
     break label1266; 
   } 
   ((MKLine)localObject4).a = ((ArrayList)localObject7); 
 } 
 localArrayList.add(localObject4); 
 i += 1; 
 contin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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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MKTransitRoutePlan.setLine(localArrayList); 
localArrayList = new ArrayList(); 
paramBundle = ((Bundle)localObject3).getParcelableArray("aryRoute"); 
if (paramBundle != null) 

   break label1245; 
paramBundle = new Parcelable[0]; 

 break label1275; 
if (i < paramBundle.length) 

 { 
 localObject3 = new MKRoute(); 

localObject6 = (Bundle)paramBundle[i]; 
((MKRoute)localObject3).a(((Bundle)localObject6).getInt("distance")); 
((MKRoute)localObject3).b(2); 
((MKRoute)localObject3).a(((Bundle)localObject6).getString("getOffTip")); 
localObject5 = new ArrayList(); 
localObject4 = new ArrayList(); 
if (((Bundle)localObject6).containsKey("startX")) 

 { 
j = ((Bundle)localObject6).getInt("startX"); 

   ((MKRoute)localObject3).a(new 
GeoPoint(((Bundle)localObject6).getInt("startY"), j)); 

 } 
if (((Bundle)localObject6).containsKey("aryX")) 

 { 
localObject7 = ((Bundle)localObject6).getIntArray("aryX"); 
arrayOfInt = ((Bundle)localObject6).getIntArray("aryY"); 

   j = 0; 
   if (j < localObject7.length) 
   { 

   if ((j != 0) && (arrayOfInt[j] == arrayOfInt[(j - 1)]) && (localObject7[j] 
== localObject7[(j - 1)])) 

       break label1281; 
((ArrayList)localObject5).add(new GeoPoint(arrayOfInt[j], 

localObject7[j])); 
     break label1281; 
   } 
 } 

if (((Bundle)localObject6).containsKey("aryMcX")) 
 { 

localObject7 = ((Bundle)localObject6).getIntArray("aryMcX"); 
arrayOfInt = ((Bundle)localObject6).getIntArray("aryMcY"); 

   j = 0; 
   if (j < localObject7.lengt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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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j != 0) && (arrayOfInt[j] == arrayOfInt[(j - 1)]) && (localObject7[j] 
== localObject7[(j - 1)])) 

       break label1290; 
((ArrayList)localObject4).add(new GeoPoint(arrayOfInt[j], 

localObject7[j])); 
     break label1290; 
   } 
 } 

if (((Bundle)localObject6).containsKey("endX")) 
 { 

j = ((Bundle)localObject6).getInt("endX"); 
   ((MKRoute)localObject3).b(new 

GeoPoint(((Bundle)localObject6).getInt("endY"), j)); 
 } 

localObject6 = new ArrayList(); 
 ((ArrayList)localObject6).add(localObject5); 
 ((MKRoute)localObject3).b((ArrayList)localObject6); 

localObject5 = new ArrayList(); 
 ((ArrayList)localObject5).add(localObject4); 
 ((MKRoute)localObject3).a = ((ArrayList)localObject5); 
 localArrayList.add(localObject3); 
 i += 1; 
 continue; 

 } 
localMKTransitRoutePlan.a(localArrayList); 
((ArrayList)localObject2).add(localMKTransitRoutePlan); 

 paramInt += 1; 
 continue; 

} 
paramMKTransitRouteResult.a((ArrayList)localObject2); 
return; 

      } 
catch (Exception paramBundle) 

      { 
Log.d("MKSearchNotifier", "parse TransitRouteResult error!"); 
Log.d("MKSearchNotifier", paramBundle.getMessage()); 
return; 

      } 
label1245: break label1275; 
label1248: label1251: int i = 0; 

      continue; 
      label1257: j += 1; 
      continue; 
      label1266: j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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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inue; 
      label1275: i = 0; 
      continue; 
      label1281: j += 1; 
      continue; 
      label1290: j += 1; 
    } 
  } 

  private void a(Bundle paramBundle, MKWalkingRouteResult 
paramMKWalkingRouteResult, int paramInt) 
  { 

while (true) 
    { 
      int i; 
      int j; 
      try 
      { 

Object localObject1 = paramBundle.getString("st_name"); 
paramInt = paramBundle.getInt("st_pt_x"); 
i = paramBundle.getInt("st_pt_y"); 
MKPlanNode localMKPlanNode = new MKPlanNode(); 
localMKPlanNode.name = ((String)localObject1); 
localMKPlanNode.pt = new GeoPoint(i, paramInt); 
paramMKWalkingRouteResult.a(localMKPlanNode); 
Object localObject2 = paramBundle.getString("en_name"); 
paramInt = paramBundle.getInt("en_pt_x"); 
i = paramBundle.getInt("en_pt_y"); 
localObject1 = new MKPlanNode(); 
((MKPlanNode)localObject1).name = ((String)localObject2); 
((MKPlanNode)localObject1).pt = new GeoPoint(i, paramInt); 
paramMKWalkingRouteResult.b((MKPlanNode)localObject1); 
localObject2 = new ArrayList(); 
if (paramBundle.getInt("planNum") > 0) 
{ 

MKRoutePlan localMKRoutePlan = new MKRoutePlan(); 
localMKRoutePlan.a(paramBundle.getInt("distance")); 
ArrayList localArrayList1 = new ArrayList(); 
paramBundle = paramBundle.getParcelableArray("aryRoute"); 

 paramInt = 0; 
if (paramInt < paramBundle.length) 

 { 
 MKRoute localMKRoute = new MKRoute(); 

Object localObject3 = (Bundle)paramBundle[param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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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MKRoute.a(((Bundle)localObject3).getInt("distance")); 
 localMKRoute.b(2); 
 localMKRoute.a(localMKPlanNode.pt); 

localMKRoute.b(((MKPlanNode)localObject1).pt); 
 int k; 
 ArrayList localArrayList2; 
 Object localObject4; 
 Object localObject5; 

if (((Bundle)localObject3).containsKey("link")) 
 { 

k = ((Bundle)localObject3).getInt("link"); 
localArrayList2 = new ArrayList(); 
localObject4 = new ArrayList(); 

   i = 0; 
   if (i < k) 
   { 
     localObject5 = 

((Bundle)localObject3).getIntArray(String.format("aryX%d", new Object[] 
{ Integer.valueOf(i) })); 

   int[] arrayOfInt = 
((Bundle)localObject3).getIntArray(String.format("aryY%d", new Object[] 
{ Integer.valueOf(i) })); 

     if (localObject5 == null) 
       break label804; 

ArrayList localArrayList3 = new ArrayList(); 
     j = 0; 
     if (j < localObject5.length) 
     { 

   if ((j != 0) && (arrayOfInt[j] == arrayOfInt[(j - 1)]) && 
(localObject5[j] == localObject5[(j - 1)])) 

break label786; 
localArrayList3.add(new GeoPoint(arrayOfInt[j], localObject5[j])); 

       break label786; 
     } 
     localArrayList2.add(localArrayList3); 
     localObject5 = 

((Bundle)localObject3).getIntArray(String.format("aryMcX%d", new Object[] 
{ Integer.valueOf(i) })); 

     arrayOfInt = 
((Bundle)localObject3).getIntArray(String.format("aryMcY%d", new Object[] 
{ Integer.valueOf(i) })); 

     if (localObject5 == null) 
       break label804; 
     localArrayList3 = new Array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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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 0; 
     if (j < localObject5.length) 
     { 

   if ((j != 0) && (arrayOfInt[j] == arrayOfInt[(j - 1)]) && 
(localObject5[j] == localObject5[(j - 1)])) 

break label795; 
localArrayList3.add(new GeoPoint(arrayOfInt[j], localObject5[j])); 

       break label795; 
     } 
     ((ArrayList)localObject4).add(localArrayList3); 
     break label804; 
   } 
   localMKRoute.b(localArrayList2); 
   localMKRoute.a = ((ArrayList)localObject4); 
 } 

if (((Bundle)localObject3).containsKey("aryStep")) 
 { 

localArrayList2 = new ArrayList(); 
localObject3 = ((Bundle)localObject3).getParcelableArray("aryStep"); 

   j = localObject3.length; 
   i = 0; 
   if (i < j) 
   { 

localObject4 = (Bundle)localObject3[i]; 
     localObject5 = new MKStep(); 

k = ((Bundle)localObject4).getInt("x"); 
     ((MKStep)localObject5).a(new 

GeoPoint(((Bundle)localObject4).getInt("y"), k)); 
((MKStep)localObject5).a(((Bundle)localObject4).getInt("dir")); 
((MKStep)localObject5).a(((Bundle)localObject4).getString("tip")); 

     localArrayList2.add(localObject5); 
     i += 1; 
     continue; 
   } 
   localMKRoute.a(localArrayList2); 
 } 
 localArrayList1.add(localMKRoute); 
 paramInt += 1; 
 continue; 

 } 
localMKRoutePlan.a(localArrayList1); 

 ((ArrayList)localObject2).add(localMKRoutePlan); 
} 
e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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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mMKWalkingRouteResult.a((ArrayList)localObject2); 
 return; 

} 
      } 

catch (Exception paramBundle) 
      { 

Log.d("MKSearchNotifier", "parse WalkingRouteResult error!"); 
Log.d("MKSearchNotifier", paramBundle.getMessage()); 
return; 

      } 
      label786: j += 1; 
      continue; 
      label795: j += 1; 
      continue; 
      label804: i += 1; 
    } 
  } 

private void a(Bundle paramBundle, ArrayList paramArrayList) 
  { 

String[] arrayOfString1 = paramBundle.getStringArray("aryCaption"); 
String[] arrayOfString2 = paramBundle.getStringArray("aryAddr"); 
int[] arrayOfInt = paramBundle.getIntArray("aryX"); 
paramBundle = paramBundle.getIntArray("aryY"); 
int j = arrayOfString1.length; 

    int i = 0; 
while (i < j) 

    { 
MKPoiInfo localMKPoiInfo = new MKPoiInfo(); 

      localMKPoiInfo.name = arrayOfString1[i]; 
localMKPoiInfo.address = arrayOfString2[i]; 
localMKPoiInfo.pt = new GeoPoint(paramBundle[i], arrayOfInt[i]); 

      paramArrayList.add(localMKPoiInfo); 
      i += 1; 
    } 
  } 

private boolean a(Bundle paramBundle, MKBusLineResult paramMKBusLineResult) 
  { 

while (true) 
    { 
      try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十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9



Object localObject1 = paramBundle.getString("company"); 
Object localObject2 = paramBundle.getString("busName"); 
localObject3 = paramBundle.getString("startTime"); 
localObject4 = paramBundle.getString("endTime"); 
paramMKBusLineResult.a((String)localObject1, (String)localObject2, 

paramBundle.getInt("monTicket")); 
paramMKBusLineResult.a((String)localObject3); 
paramMKBusLineResult.b((String)localObject4); 
paramMKBusLineResult = paramMKBusLineResult.getBusRoute(); 
paramMKBusLineResult.b(3); 
localObject1 = new ArrayList(); 
localObject2 = new ArrayList(); 
if (paramBundle.containsKey("link")) 
{ 

int k = paramBundle.getInt("link"); 
 i = 0; 
 if (i < k) 
 { 
   localObject3 = paramBundle.getIntArray(String.format("aryX%d", new 

Object[] { Integer.valueOf(i) })); 
   localObject4 = paramBundle.getIntArray(String.format("aryY%d", new 

Object[] { Integer.valueOf(i) })); 
 if (localObject3 == null) 
   continue; 

ArrayList localArrayList = new ArrayList(); 
 m = localObject3.length; 
 j = 0; 
 continue; 

localArrayList.add(new GeoPoint(localObject4[j], localObject3[j])); 
 continue; 

((ArrayList)localObject1).add(localArrayList); 
localObject3 = paramBundle.getIntArray(String.format("aryMcX%d", new 

Object[] { Integer.valueOf(i) })); 
   localObject4 = paramBundle.getIntArray(String.format("aryMcY%d", new 

Object[] { Integer.valueOf(i) })); 
 if (localObject3 == null) 
   continue; 

localArrayList = new ArrayList(); 
 m = localObject3.length; 
 j = 0; 
 continue; 

localArrayList.add(new GeoPoint(localObject4[j], localObject3[j])); 
 continue; 

((ArrayList)localObject2).add(localArray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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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inue; 
 } 
 else 
 { 

 paramMKBusLineResult.b((ArrayList)localObject1); 
 paramMKBusLineResult.a = ((ArrayList)localObject2); 

j = paramBundle.getInt("stopSize"); 
if (paramBundle.containsKey("aryStep")) 

 { 
localObject1 = new ArrayList(); 
paramBundle = paramBundle.getParcelableArray("aryStep"); 
if (paramBundle.length == j) 

     break label648; 
   return false; 
   if (i < j) 
   { 

localObject2 = (Bundle)paramBundle[i]; 
     localObject3 = new MKStep(); 

k = ((Bundle)localObject2).getInt("x"); 
     ((MKStep)localObject3).a(new 

GeoPoint(((Bundle)localObject2).getInt("y"), k)); 
((MKStep)localObject3).a(((Bundle)localObject2).getString("name")); 

     ((ArrayList)localObject1).add(localObject3); 
     i += 1; 
     continue; 
   } 
   paramMKBusLineResult.a((ArrayList)localObject1); 

paramMKBusLineResult.a(((MKStep)((ArrayList)localObject1).get(0)).getPoint()); 
paramMKBusLineResult.b(((MKStep)((ArrayList)localObject1).get(j - 

1)).getPoint()); 
   return true; 
 } 
 return false; 

 } 
} 

      } 
catch (Exception paramBundle) 

      { 
Object localObject3; 
Object localObject4; 
int m; 
int j; 
Log.d("MKSearchNotifier", "parse BusDetail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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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d("MKSearchNotifier", paramBundle.getMessage()); 
continue; 
if (j >= m) 

 continue; 
   if ((j == 0) || (localObject4[j] != localObject4[(j - 1)]) || (localObject3[j] != 

localObject3[(j - 1)])) 
 continue; 

j += 1; 
continue; 
if (j >= m) 

 continue; 
   if ((j == 0) || (localObject4[j] != localObject4[(j - 1)]) || (localObject3[j] != 

localObject3[(j - 1)])) 
 continue; 

j += 1; 
continue; 
i += 1; 
continue; 

      } 
      return false; 
      label648: int i = 0; 
    } 
  } 

private void b(Bundle paramBundle, ArrayList paramArrayList) 
  { 

String[] arrayOfString = paramBundle.getStringArray("aryCity"); 
paramBundle = paramBundle.getIntArray("aryNum"); 
int j = arrayOfString.length; 

    int i = 0; 
while (i < j) 

    { 
      MKCityListInfo localMKCityListInfo = new MKCityListInfo(); 

localMKCityListInfo.city = arrayOfString[i]; 
localMKCityListInfo.num = paramBundle[i]; 
paramArrayList.add(localMKCityListInfo); 

      i += 1; 
    } 
  } 

public void a(MKEvent paramMKEvent) 
  { 
    int k = 1; 
    int j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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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 i = 0; 
Object localObject2; 
Object localObject1; 
switch (paramMKEvent.a) 

    { 
    case 5: 
    case 7: 
    case 8: 
    case 9: 
    case 12: 
    case 13: 
    case 14: 

default: 
      return; 
    case 1: 
      if (paramMKEvent.b != 0) 
      { 

this.a.onGetPoiResult(null, 0, paramMKEvent.b); 
return; 

      } 
localObject2 = Mj.getNewBundle(11010204, paramMKEvent.c, 0); 

      if (localObject2 != null) 
      { 

localObject1 = new MKPoiResult(); 
a((Bundle)localObject2, (MKPoiResult)localObject1, paramMKEvent.c); 
if (paramMKEvent.c == 45) 
{ 

localObject2 = ((MKPoiResult)localObject1).getMultiPoiResult(); 
 if (localObject2 == null) 
   break label1375; 
 i = 0; 
 if (i >= ((ArrayList)localObject2).size()) 
   break label1375; 

if (((MKPoiResult)((ArrayList)localObject2).get(i)).getAllPoi() == null) 
 break; 

} 
      } 
      break; 
    case 6: 
    case 10: 
    case 2: 
    case 3: 
    case 4: 
    cas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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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se 15: 
    case 16: 
    case 17: 
    case 18: 
    } 

label1359: label1364: label1369: label1375: for (i = j; ; i = 0) 
    { 
      if (i == 0) 
      { 

this.a.onGetPoiResult(null, paramMKEvent.c, 100); 
return; 
i += 1; 
break; 

      } 
this.a.onGetPoiResult((MKPoiResult)localObject1, paramMKEvent.c, 0); 

      return; 
this.a.onGetPoiResult((MKPoiResult)localObject1, paramMKEvent.c, 0); 

      return; 
this.a.onGetPoiResult(null, 0, 100); 

      return; 
      if (paramMKEvent.b != 0) 
      { 

this.a.onGetAddrResult(null, paramMKEvent.b); 
return; 

      } 
localObject1 = Mj.getNewBundle(11010204, paramMKEvent.c, 0); 

      if (localObject1 != null) 
      { 

localObject2 = new MKAddrInfo(); 
((MKAddrInfo)localObject2).type = 1; 
a((Bundle)localObject1, (MKAddrInfo)localObject2, paramMKEvent.c); 
if ((((MKAddrInfo)localObject2).strAddr == null) || 

(((MKAddrInfo)localObject2).strAddr.length() == 0)) 
{ 
 this.a.onGetAddrResult(null, 100); 
 return; 

} 
this.a.onGetAddrResult((MKAddrInfo)localObject2, 0); 
return; 

      } 
this.a.onGetAddrResult(null, 100); 

      return; 
      if (paramMKEvent.b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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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a.onGetAddrResult(null, paramMKEvent.b); 
return; 

      } 
paramMKEvent = Mj.getNewBundle(11010204, paramMKEvent.c, 0); 

      if (paramMKEvent != null) 
      { 

localObject1 = new MKAddrInfo(); 
((MKAddrInfo)localObject1).type = 0; 
a(paramMKEvent, (MKAddrInfo)localObject1); 
this.a.onGetAddrResult((MKAddrInfo)localObject1, 0); 
return; 

      } 
this.a.onGetAddrResult(null, 100); 

      return; 
      if (paramMKEvent.b != 0) 
      { 

this.a.onGetTransitRouteResult(null, paramMKEvent.b); 
return; 

      } 
localObject1 = Mj.getNewBundle(11020204, paramMKEvent.c, 0); 

      if (localObject1 != null) 
      { 

localObject2 = new MKTransitRouteResult(); 
a((Bundle)localObject1, (MKTransitRouteResult)localObject2, paramMKEvent.c); 
this.a.onGetTransitRouteResult((MKTransitRouteResult)localObject2, 0); 
return; 

      } 
this.a.onGetTransitRouteResult(null, 100); 

      return; 
      if (paramMKEvent.b != 0) 
      { 

this.a.onGetDrivingRouteResult(null, paramMKEvent.b); 
return; 

      } 
localObject1 = Mj.getNewBundle(11020204, paramMKEvent.c, 0); 

      if (localObject1 != null) 
      { 

localObject2 = new MKDrivingRouteResult(); 
   a((Bundle)localObject1, (MKDrivingRouteResult)localObject2, 

paramMKEvent.c); 
this.a.onGetDrivingRouteResult((MKDrivingRouteResult)localObject2, 0); 
return; 

      } 
this.a.onGetDrivingRouteResult(null,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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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 
      if (paramMKEvent.b != 0) 
      { 

this.a.onGetWalkingRouteResult(null, paramMKEvent.b); 
return; 

      } 
localObject1 = Mj.getNewBundle(11020204, paramMKEvent.c, 0); 

      if (localObject1 != null) 
      { 

localObject2 = new MKWalkingRouteResult(); 
   a((Bundle)localObject1, (MKWalkingRouteResult)localObject2, 

paramMKEvent.c); 
this.a.onGetWalkingRouteResult((MKWalkingRouteResult)localObject2, 0); 
return; 

      } 
this.a.onGetWalkingRouteResult(null, 100); 

      return; 
localObject1 = Mj.getNewBundle(11020204, paramMKEvent.c, 0); 
paramMKEvent = new MKRouteAddrResult(); 
switch (a((Bundle)localObject1, paramMKEvent)) 

      { 
      default: 

return; 
      case 0: 

localObject1 = new MKDrivingRouteResult(); 
((MKDrivingRouteResult)localObject1).a(paramMKEvent); 
this.a.onGetDrivingRouteResult((MKDrivingRouteResult)localObject1, 4); 
return; 

      case 1: 
if ((paramMKEvent.mStartPoiList == null) || (paramMKEvent.mEndPoiList == 

null)) 
{ 
 this.a.onGetTransitRouteResult(null, 100); 
 return; 

} 
localObject1 = new MKTransitRouteResult(); 
((MKTransitRouteResult)localObject1).a(paramMKEvent); 
this.a.onGetTransitRouteResult((MKTransitRouteResult)localObject1, 4); 
return; 

      case 2: 
      } 

localObject1 = new MKWalkingRouteResult(); 
((MKWalkingRouteResult)localObject1).a(paramMKEvent); 
this.a.onGetWalkingRouteResult((MKWalkingRouteResult)localObject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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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 
      if (paramMKEvent.b != 0) 
      { 

this.a.onGetBusDetailResult(null, paramMKEvent.b); 
return; 

      } 
paramMKEvent = Mj.getNewBundle(11020204, paramMKEvent.c, 0); 

      if (paramMKEvent != null) 
      { 

localObject1 = new MKBusLineResult(); 
if (!a(paramMKEvent, (MKBusLineResult)localObject1)) 

 break label1369; 
      } 
      while (true) 
      { 

this.a.onGetBusDetailResult((MKBusLineResult)localObject1, i); 
return; 
this.a.onGetBusDetailResult(null, 100); 
return; 
if (paramMKEvent.b != 0) 
{ 
 this.a.onGetSuggestionResult(null, paramMKEvent.b); 
 return; 

} 
localObject1 = Mj.getNewBundle(11010107, paramMKEvent.c, 0); 
if (localObject1 != null) 
{ 

localObject2 = new MKSuggestionResult(); 
a((Bundle)localObject1, (MKSuggestionResult)localObject2, paramMKEvent.c); 

 if (paramMKEvent.c == 506) 
if (((MKSuggestionResult)localObject2).getSuggestionNum() <= 0) 

   break label1364; 
} 
for (i = k; ; i = 0) 
{ 
 if (i == 0) 
 { 

 this.a.onGetSuggestionResult(null, 100); 
 return; 

 } 
this.a.onGetSuggestionResult((MKSuggestionResult)localObject2, 0); 

 return; 
this.a.onGetSuggestionResult((MKSuggestionResult)localObject2, 0); 

 re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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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a.onGetSuggestionResult(null, 100); 
 return; 
 if (paramMKEvent.b != 0) 
 { 

 this.a.onGetRGCShareUrlResult(null, paramMKEvent.b); 
 return; 

 } 
localObject1 = Mj.getNewBundle(11010110, paramMKEvent.c, 0); 

 if (localObject1 != null) 
 { 

localObject1 = ((Bundle)localObject1).getString("shortUrl"); 
 if (paramMKEvent.c == 500) 
   if ((localObject1 == null) || (localObject1 == "")) 
     break label1359; 

 } 
 for (i = 1; ; i = 0) 
 { 

 if (i == 0) 
 { 
   this.a.onGetRGCShareUrlResult(null, 100); 
   return; 
 } 

this.a.onGetRGCShareUrlResult((String)localObject1, 0); 
 return; 

this.a.onGetRGCShareUrlResult((String)localObject1, 0); 
 return; 
 this.a.onGetRGCShareUrlResult(null, 100); 
 return; 
 if (paramMKEvent.b == 0) 
 { 

localObject1 = Mj.getNewBundle(11010113, paramMKEvent.c, 0); 
   if (localObject1 != null) 
   { 
     localObject2 = new Intent(BMapManager.b, PlaceCaterActivity.class); 

((Intent)localObject2).putExtras((Bundle)localObject1); 
     ((Intent)localObject2).addFlags(268435456); 
     BMapManager.b.startActivity((Intent)localObject2); 
   } 
 } 
 this.a.onGetPoiDetailSearchResult(paramMKEvent.c, paramMKEvent.b); 
 return; 

 } 
} 
i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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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6.<地图概况> 

package com.xianzhisoft10010.com; 

import android.app.Application; 
import android.util.Log; 
import com.baidu.mapapi.BMapManager;//应用百度地图模块 
import com.baidu.mapapi.MKLocationManager;//应用百度地图模块 

public class BeiDouMapApp extends Application 
{ 

static BeiDouMapApp a; 
BMapManager b = null; 
String c = "6FE4A85E4A722C2178AC00CB4496AEEBB1DEDB80"; 
boolean d = true; 

public void onCreate() 
  { 

Log.v("BeiDouMapApp", "onCreate"); 
    a = this; 

this.b = new BMapManager(this); 
if (this.b.init(this.c, new a())) 

      this.b.getLocationManager().setNotifyInternal(10, 5); 
super.onCreate(); 

  } 

public void onTerminate() 
  { 

if (this.b != null) 
    { 

this.b.destroy(); 
      this.b = null; 
    } 

super.onTerminate(); 
  } 
} 

7.<app 更新相关内容> 

package cn.w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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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java.util.HashMap; 
import java.util.Map; 

public class ar 
{ 

protected static Map a() 
  { 

HashMap localHashMap = new HashMap(); 
localHashMap.put("failed_to_update_points", "无法更新积分"); 

    localHashMap.put("failed_to_spend_points", "消费积分失败"); 
localHashMap.put("failed_to_award_points", "奖励积分失败"); 
localHashMap.put("update_version", "新版本提示"); 
localHashMap.put("is_newest_version", "您使用的已经是最新版本"); 
localHashMap.put("new_version", "有新版本（"); 
localHashMap.put("version_is_found", "），是否下载？"); 
localHashMap.put("download", "下载"); 
localHashMap.put("next_time", "下次再说"); 
localHashMap.put("getting_filename", "正在获取下载资源"); 
localHashMap.put("failed_to_download", "下载失败，请重新下载"); 
localHashMap.put("click_to_install", "下载完成，点击安装"); 
localHashMap.put("download_complete", "下载完成！"); 
localHashMap.put("new_app_is_found", "发现新应用"); 

    localHashMap.put("new_app_install", "您有新应用安装，点击查看！"); 
localHashMap.put("new_app", "新安装应用"); 
localHashMap.put("downloading", "正在下载"); 
localHashMap.put("finish_download", "正在下载，已完成"); 
localHashMap.put("exception", "程序异常："); 
localHashMap.put("reminder", "温馨提示"); 
localHashMap.put("app_already_exists", "该安装文件已存在于/sdcard/download/目录

下，您可以直接安装或重新下载！"); 
localHashMap.put("install", "安装"); 
localHashMap.put("download_again", "重新下载"); 
localHashMap.put("prepare_to_download", "正在准备下载,请稍候..."); 
localHashMap.put("cancel", "取消"); 
localHashMap.put("waitting_for_download", "正在下载,请稍候..."); 

    localHashMap.put("network_links_failure", "网络连接失败，请检查网络。"); 
    localHashMap.put("ok", "确定"); 

localHashMap.put("close", "关闭"); 
localHashMap.put("new_app_list", "新安装应用列表"); 
localHashMap.put("message_title", "提示"); 
localHashMap.put("wrong_url", "未获取到正确的下载地址！"); 
localHashMap.put("points", "积分"); 
localHashMap.put("download_failed", "下载中断！已完成%，点击继续"); 
localHashMap.put("ad_version",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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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HashMap.put("ad_size", "大小:"); 
localHashMap.put("Try", "试试看"); 
localHashMap.put("Other", "换一个"); 

    return localHashMap; 
  } 

protected static Map b() 
  { 

HashMap localHashMap = new HashMap(); 
localHashMap.put("failed_to_update_points", "Failed to update points."); 
localHashMap.put("failed_to_spend_points", "Failed to spend points."); 
localHashMap.put("failed_to_award_points", "Failed to award points."); 
localHashMap.put("update_version", "Update For Version"); 
localHashMap.put("is_newest_version", "The version is newest."); 

    localHashMap.put("new_version", "New version("); 
localHashMap.put("version_is_found", ")is found. Download now?"); 
localHashMap.put("download", "Download"); 

    localHashMap.put("next_time", "Next time"); 
localHashMap.put("getting_filename", "File is getting."); 
localHashMap.put("failed_to_download", "Failed to download!Please try again!"); 
localHashMap.put("click_to_install", "The download is complete.Click to install!"); 
localHashMap.put("download_complete", "The download is complete."); 
localHashMap.put("new_app_is_found", "New Application is found!"); 
localHashMap.put("new_app_install", "New Application is installed.Click to check."); 

    localHashMap.put("new_app", "New Application"); 
    localHashMap.put("downloading", "Downloading"); 

localHashMap.put("finish_download", "The download is finish"); 
    localHashMap.put("exception", "Exception"); 

localHashMap.put("reminder", "Reminder"); 
localHashMap.put("app_already_exists", "The application is already exists in 

\"/sdcard/download/\",you can install or download again."); 
localHashMap.put("install", "Install"); 

    localHashMap.put("download_again", "Download"); 
localHashMap.put("prepare_to_download", "Prepare to download,please wait..."); 
localHashMap.put("cancel", "Cancel"); 
localHashMap.put("waitting_for_download", "Downloading,please wait..."); 

    localHashMap.put("network_links_failure", "The network links failure,please 
check."); 

localHashMap.put("ok", "OK"); 
localHashMap.put("close", "Close"); 
localHashMap.put("new_app_list", "New Application List"); 
localHashMap.put("message_title", "Message"); 
localHashMap.put("wrong_url", "The url of download is wrong!"); 
localHashMap.put("points",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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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HashMap.put("download_failed", "Failed at %,Click to contiue"); 
localHashMap.put("ad_version", "ver:"); 

    localHashMap.put("ad_size", "size:"); 
localHashMap.put("Try", "Try"); 
localHashMap.put("Other", "Other"); 

    return localHashMap;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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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小型全电驱式农机作业平台

【摘要】目前我国山地面积占据国土面积 70%以上，山地丘陵耕地面积占国

土面积的 33.56%，丘陵山地等小块农田农业机械化的严重不足，均为手工作

业，国际与国内市场均缺少针对与丘陵山地等小块农田的农业机械，缺少能够

实现全自动化的且适用于小块农田作业的小型农机作业平台与播种、排肥、微

耕等装置。为解决以上问题，团队集合机电一体化技术、自动控制技术、通信

技术、计算机技术于一体，制作了一种小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小型全电驱式农

机作业平台,其可实现利用北斗导航系统进行工作过程、数据的全纪录，并可通

过北斗导航差分定位法实现自动驾驶，进行精准播种作业、耕地作业等。并在

播种过程中可对工作路径、工作速度、工作位置（经纬度等）、播种量、播种

面积等信息进行采集，打包处理后依靠无线传输至远程服务器对数据进行存

储、分析等操作。作品开发有前端网页界面，可将服务器内相关数据信息进行

显示。 

【关键词】北斗导航系统，差分定位法，自动驾驶 

【Abstract】At present, China's mountainous area accounts for more than 70% of 
the country's land area, and the hilly and arable land area accounts for 33.56% of the 
country's land area. The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of small farmland such as hilly 
mountains is seriously inadequate, all of which are manual operat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markets are lack of targeting and hilly mountains. 
Agricultural machinery in small plots lacks a small agricultural machinery platform 
that can be fully automated and suitable for small farm operations. In order to solve 
the above problems, the team integrates mechatronics technology, automatic control 
technology,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computer technology to produce a small 
all-electric drive agricultural machine operation platform based on 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which can realize the use of 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Carry out a full record 
of the work process and data, and realize automatic driving through the Beidou 
navigation differential positioning method, and carry out precise seeding operations 
and arable land operations. In the sowing process, information such as working path, 
working speed, working position (latitude and longitude, etc.), seeding amount, and 
planting area can be collected. After packaging, the data is stored and analyzed by 
wireless transmission to a remote serv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k has a front-end 
web interface that displays relevant data information in the server.Times .  
   【Key words】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differential positioning method, 
automatic driving 

1．研制背景及意义

1.1 研制背景

①国外背景：目前国外较为成熟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主要包括美国 GPS、

俄罗斯 GLONASS 和欧盟 Galile。其中，GPS 系统建设最早，于 1973 年起步，

作    者：柳金明、李林霖、于耀鸿、郭旭
指导教师：刘立意
学    校：东北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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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维持全运行能力；GLONASS 系统与 1975 年起步，1996 年建成；2005 年

恢复完善。国外在精准农业中，卫星导航技术主要应用于智能化农业机械控

制、精准病虫防治和灌溉和农田资源的普查和规划【1】。 

②国内背景：北斗卫星导航技术已在国内精准农业中得到应用，并投入运

行。北斗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平台、地基增强系统能为各团场农机管理部门、

采棉机公司和农机合作组织提供作业农机实时信息服务。通过该系统可以准确

获取当前作业机具的实时位置，跟踪显示当前农机的作业情况，北斗导航拖拉

机自动驾驶系统是利用北斗卫星的定位信号来设计车辆的行驶轨迹，在车辆作

业过程中综合车辆的位置信息、姿态信息、航向角信息、传感器信息，通过控

制液压系统，最终实现拖拉机的转向按照设计路径行驶 

1.2.项目意义 

①实现了北斗导航系统的差分法自动驾驶，定位精度高，作业全过程数据

化，可视化，提高了作业质量。 

②解决了传统大型拖拉机无法适应小块地农田及棚舍作业的问题，将机体

设计为小型全电驱式履带式作业平台，具有转弯半径小、地形适应能力强、工

作过程中无噪音污染及空气污染等优点。 

③播种装置去除了传统播种机依靠地轮驱动，多级链条传动的故障率高的

缺点。使用步进电机带动排种器转动，降低了机构的复杂程度，减小了故障

率； 

④作品可以根据需要安装数据传输模块，数据传输模块可以将播种机工作

状态、工作位置（经纬度）、播种面积等信息上传至固定数据库中，为农业大

数据服务。 

2．研发方案 
2.1 项目目标 

①使用北斗导航模块，并采用差分法进行自动驾驶路径规划；

②采用新型牵引设备，克服拖拉机转弯半径过大，机动性不强的缺点；

③编写软件，实时记录工作状态，包括工作速度、工作位置等。

④工作时可将相关信息数据无线传输至网站数据库进行记录，为农业大数

据提供数据资源； 

    图 1：作品结构设计三维视图    图 2：作品系统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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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理论设计计算  

3.1 工作速度的动态跟随 

我们提出一种基于卡尔曼滤波的农机速度估算方法。该算法的基本原理是

利用北斗导航系统和加速度传感器分别计算农机的行进速度和加速度，运用模

糊控制思想，根据测量值和估算值之间的差值，在线调节观测噪声的方差值，

优化卡尔曼滤波器参数，达到农机速度的精确测量。其具体方式如下： 

模糊卡尔曼滤波器的算法设计参数初始化，初始状态即 k=1 时，在播种机

处于静止状态下，初始速度为 0。 

在 k=2 时，利用北斗导航定位模块数据预测当前速度，根据前期数据实

验，求的先验误差协方差 。

按照公式(3-4)计算卡尔曼增益 K 。 

（3-1） 

根据 k=2 时刻九轴传感器测量的加速度据公式（3-13）计算出的速度更新

预测值，按公式(3-14)和公式(3-15)计算。 

	 	 （3-2) 

（3-3） 

（3-4） 

计算 k+1 时刻的预测值。具体方法：通过采集 k+1 时刻的九轴传感器加

速度，对时间积分计算出的速度值作为预测值后重复(3)和(4)两步。【2】 

图 3：北斗导航模块                    图 4：北斗导航模块动态定位实验 

1.2 载波相位差分方法测速的应用 

目前全球定位系统能够快速实现实时定位，但是单点卫星定位的过程中受

到许多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卫星钟差，卫星星历误差等因素，所以目前民用

定位系统的精度过低，难以满足农机作业测速精度要求。为了提高定位精度，

目前多采用差分定位技术，差分定位是采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接收机同时对同

一组卫星进行监测，但是差分定位必须至少有一个观测站的坐标是已知的，差

分定位原理将基准站所测得卫星信号与 基准站的已知位置进行对比，获得差分

改正数，然后将差分改正数发送给流动站，流动站根据差分改正数对流动站的

观测数据进行修正，从而可以获得高精度的位置数据。本装置采用载波相位差

分法定位测速，具有精度高，作用范围广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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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波相位观测量的观测方程如下： 

（ ） （ ） （ ） （ ） （ ） ε

式中： 

——为接收机对第 j颗卫星的载波相位观测量

——载波波长 

、 、 ——第 j 颗卫星的三维坐标

	、 、 ——接收机的三维坐标

C ——光速

 ——是接收机钟差

 ——是第 j 颗卫星的钟差

——第 j 颗卫星的整周模糊度

（ ）  ——第 j 颗卫星的电离层误差

（ ）  ——第 j 颗卫星的对流层误差

4.装置的设计

4.1 整体结构的设计

团队自主设计并制作了一款适用于山地丘陵地区的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小

型全电驱式农机作业平台，该播装置履带式平台作为牵引设备，采用北斗导航

差分法测速并实现自动驾驶，控制部分使用两种控制方式，无线遥控与自动驾

驶。无线遥控应用航模遥控器搭配三模无刷控制器进行工作，操作简单，机动

性能强；自动驾驶采用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为基础，不使用 GPS 等其他导航系

统，工作时需要人工搭载基站，临基站为一组信号接收器，放置于作业田间任

意位置。播种机通过两组模块以同频差分放大信号的方式获取一点对另一点的

相对位置，经试验测定，动态情况下，经差分处理后偏差量可小于 15cm，在农

业自动驾驶领域达到较高水准。在临时基站固定好后，以临时基站为圆心呈放

射性状的圆内各点位置均已确定，则可对农机进行进行路径规划，安装于农机

上的接收器将接受到的位置信息实时与理论位置信息进行对比，并不断向理论

位置靠拢，实现自动驾驶。 

图 5：自动驾驶室外实验 图 6：基站的搭建与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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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播种执行装置结构设计 

作品选用沛丰公司指夹式排种器进行优化，工作时种子从种箱流入夹种区;

当装有 12 个指夹的排种托盘旋转时,每一指夹经过夹种区,在弹簧的作用下指夹

板夹住一粒或几粒种子,转到清种区;由于清种区底面是凹凸不平的表面,被指夹

压住的种子滑过时,受压力的变化引起颤动的作用下将多余的种子清除下来,而

只保留夹住一粒种子;当其转到上部排出口时,种子被推到隔室的导种链叶片上,

与排种托盘同步旋转的导种链叶把种子带到开沟器上方,种子靠自重经导种管落

入种沟内。其主要技术参数如下： 

播种作业速度≤10 ㎞/h；漏播率 9.24%-11.53% ；重播率 10.63%-11.23%

因其性能较好，便于改装且应用广泛，优先选用此款排种器进行改进优化，

拆除其链条传动机构，将排种盘传动轴引出，便于与步进电机减速器相连接。 

②电机的选型

作品去除了链条传递动力，将电机输出动力引入传动轴从而带动排种盘转

动，实现播种过程。此过程中电机需为排种盘转动提供转动力矩，其计算如

下：    

											 （4-1） 

											 （4-2） 

（4-3） 

式（4-1）、（4-2）、（4-3）中，     

—所需的输入力矩; —速度变化时所需的增加本分力矩;

	—种子摩擦力产生的力矩； —排种器的静转矩;

未标注量均为理论力学中惯用量，本文不做解释。 

联合以上 3式解得排种盘转动所需静力矩为 3.8 / ，所需动力矩为。 

除应满足力矩外应满足正常播种作业时转速要求。其相关计算如下： 

设:电机转速 n、株距 d、拖拉机播种车速 V、落种时间间隔 t、排种盘周期

T、电机扭矩 Tn、测力计读数 F、力臂长度 l。

以播种大豆为例，株距约为 20 ，拖拉机播种车速 10

根据 ，计算得两粒落种之间的时间 t=0.0012min，每个排种盘有20个夹指，

则排种盘旋转一周的时间约为 

20 0.024  

根据 42.667 得：电机转速应在 0~80 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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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所求力矩所需，团队选用 4.5N*m 的 86 步进电机。根据转速 n,若选用

减速比为 10:1 或 7.5:1 的减速器，根据速度匹配原则，所需要的启动速度较高，

无法使排种器正常工作，因此选用减速比为 5:1 的蜗轮蜗杆减速器。 

4.2 控制系统的选择 

作品工作时需由一款高性能控制单元控制整个装置的工作，必要时需极限时

间内同步完成车速采集、车速转化与传输、播种面积计算等操作，为此团队选取

了意法半导体公司生产的 STM32F1 系列单片机，其搭载了 cortex-M3 内核，工作

频率为 72MHz，内置高速存储器(高达 128K 字节的闪存和 20K 字节的 SRAM)，丰

富的增强 I/O 端口和联接到两条 APB 总线的外设。多达 2 个 I2C 和 SPI、3 个

USART、一个 USB 和一个 CAN 通信接口。可编程性 OS 系统可在复杂情况下将各任

务分路操作，最大效率的提高 cpu 利用率。 

4.3 人机信息交互的设计 

  作品工作时，可依靠 4G 模块将播种量、播种面积等相关信息无线传输至远

程服务器，服务器接收后可对信息进行存储、分析等操作。服务器搭建方式如

下： 

作品可选择使用租用设有固定 IP 地址的服务器，通过 C#对 SQL Server 数

据进行开发，应用三层结构实现数据库，网站的链接，使用 SQL 语句对数据库进

行管理。使用 C#语言编写数据接收端口程序，配置好固定 IP 与端口号，采用 UDP

协议接收数据，将接收到的数据更新到数据库中，同时实现桌面应用程序与网站

服务端的实时更新。主要通过制作动态网站实现网页能够实时更新的功能，并将

ArcGIS Server 嵌入到网页中，使用百度地图接口，实现精准监管与显示。当工

作人员需查看播种信息时，可登录数据库进行查看。 

4.4 信息交互界面的设计 

  信息交互界面是作品相对于传统排种器做出的较大优化，其分为机载界面

与网站前端两部分，如图 7 所示，其可显示播种量、车速、播种面积、漏播量

等数据。网站前端基于 NET 开发平台，包括 NET Framework 和 Visual 

Studio.net，Visual Studio.net 是一套完整的开发工具，可用于生成 Web 

Service，通过 ASP.NET 协议实现前端与后台的数据解析显示。 

图 7：网站数据库前端 图 8：网站数据库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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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工作原理及性能分析 

 5.1 工作原理 

作品工作时，依靠 JY-901 并连接 NEO-6M 模块获取实时车速，并由播种工

作人员通过机载人机交互界面将作物株距输入至系统，依靠 STM32F1 系列单片

机将车速信号结合作物株距进行理论计算转化为电机转速，遵循以拉普拉斯变

化为理论基础的自动控制理论，以 PID 算法对电机进行控制，由电机带动排种

盘转动实现播种过程。在播种作业过程中测控模组可对播种量、播种面积等信

息进行采集，打包处理后依靠无线传输至远程服务器对数据进行存储、分析等

操作。作品开发有前端网页界面，可将服务器内相关数据解析到前端网页界面

进行显示。 

6．创新点及应用 

 6.1 创新点 

①采用了北斗导航系统的差分法自动驾驶，定位精度高，作业全过程数据

化，可视化，显著提高作业质量。 

②解决了传统大型拖拉机无法适应小块地农田及棚舍作业的问题，将机体

设计为小型全电驱式履带式作业平台。 

③作品可以根据需要安装数据传输模块，数据传输模块可以将播种机工作

状态、工作位置（经纬度）、播种面积等信息上传至固定数据库中，为农业大

数据服务。 

④ 简化传统播种机复杂的传动机构，并消除因地轮滑动、滑移导致的漏播

重播现象，以 PID 算法控制的步进电机带动排种盘转动实现精准播种； 

⑥搭载 JY-901 并连接 NEO-6M、SIM900A 模块，可在播种作业的同时采集播

种量、播种面积等信息，依靠无线发送至远程服务器，配备独立服务器以存储数

据。 

图 9： 播种机实物图 图 10： 播种执行装置实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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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传统放牧过程需要牧民全程参与，人力浪费严重，且由于人为疏忽难
免，牛羊走失现象时有发生。针对这一问题，我们设计并研发了一个利用北斗定
位、物联网技术和无人机的智能放牧系统，命名为“天空牧羊人”，实现用无人机
代替人力执行放牧过程，牧民只需在后台进行监管和调度。设计制作了可安装在羊
群身上的低功耗定位通信一体化电路，实现对羊只的远程定位；基于阿里云物联网
平台配置了组网方式和规则引擎，实现了多终端设备的数据实时交互；基于单片
机、DJI Onboard SDK 和 GPRS 技术开发了针对大疆 M100 无人机的飞行控制模块，
实现对无人机的远程控制与调度；利用网页编程技术和 VS 平台开发了客户端软
件，实现了羊群位置监管、无人机调度、放牧区设定、数据管理等典型功能。集成
以上软硬件模块，最终成功开发了“天空牧羊人”系统，并进行了实际测试。利
用该系统，单个牧民身在家中就可以同时管理多个羊群/牛群，显著提升放牧效率
和智能化程度。本文对“天空牧羊人”的设计过程进行了详细阐述，展示了所设计
的硬件电路实物和软件运行效果，并结合测试情况进行了总结和下一步优化方向。 

【关键词】 北斗导航定位 无人机 物联网 牧羊 

一、研发背景及意义 

我国是农业大国，畜牧业又是我国一大产业，据实地调查发现，现在蒙古草原

等区域放牧用的还是传统的放牧方式，以牧羊为例，牧民每天清晨把羊群赶往牧

场，然后全天候守在牧场以防养只走丢事故的发生，傍晚再赶着羊群回家。随着羊

群数量增加，一两个人放牧十分吃力，人力占用和浪费现象突出，且难以避免人为

疏忽造成的羊只丢失和监管不力。利用新技术成果优化传统放牧过程非常必要。 

卫星导航定位技术及应用蓬勃发展，用于儿童定位监管的可穿戴智能终端、

用于观测稀有动物的定位项圈等逐渐成熟，给羊群装上小型定位器从而实时监管其

位置并不困难。羊群定位可以辅助牧羊人的管理，但仍需要牧羊人起早贪黑追赶羊

群，不能有效解放人力，应用价值有限。 

近几年，无人机技术不断发展，应用领域不断拓展。我们在牧区使用无人机航

拍时，发现当操作无人机接近羊群时，羊群立即跑远。受此启发，如果将无人机技

术和羊群定位进行结合，利用无人机控制羊群走向，则有望解决无人化放牧问题。 

这对这一问题，我们设计并研发了一个利用北斗定位、物联网技术和无人机的

智能放牧系统，命名为“天空牧羊人”，实现用无人机代替人力执行放牧过程，牧

民只需在后台进行监管和调度。利用该系统，单个牧民身在家中就可以同时管理多

个羊群/牛群，显著提升放牧效率和智能化程度。 

二、总体设计 

2.1 功能设计 

根据实际放牧需求，确定了图 2-1 所示的功能开发目标，各功能说明如下： 

羊群位置查询：任何时候能够查询羊群的位置，以及羊和牧场、家、菜地、

作    者：杨艺、熊思进、洪志勇
指导教师：王安成
学    校：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天 空 牧 羊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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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地带等区域的具体位置逻辑关系。 

羊群轨迹记录：记录下每一只羊的轨迹，计算每一天的总步数，通过运动量

掌握每一只羊的健康状态。 

智能放牧：设置好时间，系统会在早晚时间点自动起飞无人机，追赶羊群到

达目的地，完成任务后，无人机自动返航；傍晚需要将羊群赶回家里时，无人机

会在设定时间点自动飞往牧区，将羊群赶回。 

电子围栏：用户可以为羊群设置一个电子围栏，当有羊群跑出围栏，无人机

自动起飞，到达离群羊处追回去。 

牧场监控：牧民在家可控制无人机飞往羊群所在位置上空，实时回传牧场影

像，监控羊群有无异样。 

资料保存：用户编辑自身信息以及羊群的资料，比如羊群年龄、重量、来源

地等，保存在软件内，可以随时查看；软件可记录历史放牧信息，使用户清楚牧

场内牧草的消耗。 

可视化操作：用户界面简介直观，易于操作。 

信息流转：将用户命令操作、信息录入等信息传到服务器，同时从服务器下

载有关信息显示到软件。 

设备管理：羊群定位设备管理与无人机管理，比如设备添加、删除、连接等。 

图 2-1 “天空牧羊人”系统功能设计 

2.2 系统总体方案 

根据功能需求，充分考虑可维护性和可移植性，设计了如图 2-2 所示的系统

总体架构。其中，定位项圈支持卫星和基站定位，实现羊只定位和位置数据的远

程发送，无人机平台实现对羊群走向的控制和牧区现场影像的采集，阿里云物联

网平台用于定位装置、无人机控制模块和客户端软件之间的数据交互与管理，电

脑和手机终端用于用户管理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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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天空牧羊人”总体架构示意图 

结合功能需求和总体架构，将“天空牧羊人”系统划分为远程定位、客户

端软件、基于物联网的远程通信与调度及无人机平台与控制四个功能模块，如

图 2-3 所示。后续设计将围绕这四个模块的实现进行。 

图 2-3 系统功能组成 

三、详细设计与实现 

3.1 羊群远程定位终端 

3.1.1 功能分析 
羊群远程定位终端安装在羊身上，主要用于确定羊所在位置并将位置数据远

程发送到服务端，其设计需求如下： 

（1）具备多 GNSS/基站联合定位功能，满足卫星信号衰减环境下的羊群定

位要求； 

（2）网络通信功能，能与服务端进行数据交互；

（3）体积小，便于安装在羊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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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功耗低，续航能力强；

（5）成本低；

（6）支持电量监测，便于掌握剩余电量情况；

（7）支持远程开关机和远程固件升级，便于维护。

3.1.2 设计与实现方案

（1）硬件设计与实现

根据设计需求，选用上海合宙的 GNSS/GPRS 模组 Air800（图 3-1）作为核心

组件。Air800 内置 GPS/BDS 定位芯片，支持基站辅助定位，具有 GPRS 功能，尺

寸仅为 23.8mm × 14.8mm × 2.3mm，运行功耗约为 100mW，待机功耗小于 5mW。 

考虑到体积需求，采用 1600mAh/3.7V 锂电池供电方案（图 3-2），续航可达

20 天以上。设计分压电路对电池输出电压进行分压，利用 Air800 的 ADC 接口实

时采集电池电压，并结合电压—电量曲线解算电池电量。 

图 3-1 Air800 组件 图 3-2 羊群远程定位终端供电电池 
基于 Air800 设计的电路原理如图 3-3 所示，原理图文件见附件 1，电路 PCB

如图 3-4 所示，焊装后的电路尺寸为 45mm*45mm*10mm，实物图如图 3-5 所示： 

图 3-3 羊群远程定位终端电路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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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羊群远程定位终端电路 PCB 图 图 3-5 羊群远程定位终端电路实物图 

（2）处理程序设计与实现

羊群远程定位终端的嵌入式处理主要完成网络配置、电量采集、定位、控制

命令数据订阅和数据发布。考虑到低功耗要求，采用中断和定时器结合的方式实

现，终端初始化完成后进行低功耗模式，服务端向终端发布的固件升级/重启/关

机数据利用中断模式响应处理，电量采集、位置解析、数据发布等采用定时器控

制方式处理。处理流程图如图 3-6 所示，程序采用 LUA 脚本编写，源码文件见附

件 2。 

开始

初始化

订阅服务端控制
Topic

采集电池电量

卫星定位可
用？

获取卫星定位数据

Y
获取基站定位数据

N

采用JSON格式封装电量、位置

解析控制指令

指令判断

执行远程固件升级

升级

执行重启

重启

执行关机

关机

结束

定时器时间到
Y

进入低功耗模式

退出低功耗模式

向服务端发布数据

N

图 3-6 羊群远程定位终端程序流程图 

（3）集成与安装方案

为了不影响羊自身的活动，考虑将远程定位终端与羊自身使用的脖项圈集成，

集成与安装方案示意图如图 3-7 和图 3-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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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远程定位终端集成示意图 图 3-8  远程定位终端安装示意图 

3.2 基于 DJI Onboard SDK 的无人机控制 

3.2.1 无人机与其开发工具的选择 

（1）无人机平台的选择

根据功能需求，本系统需要实现对无人机的飞行控制。市场上成熟稳定的无

人机平台中，开放控制接口的仅有大疆创新的部分产品。考虑到需搭载网络通信

模块实现与云平台的数据交互，选用二次开发支持较好、载荷能力较强的经纬

M100 无人机平台。 

（2）开发工具的选择

实现 M100 飞行控制可用的开发工具有 Onboard SDK 和 Mobile SDK，其中，

Mobile SDK 基于无人机的遥控器对无人机进行控制，无人直接通过网络与无人

交互，因此选用 Onboard SDK 工具包。 

3.2.2 无人机飞行控制模块设计 

无人机飞行控制模块主要实现两个功能：一是利用 Onboard SDK 的 API，设

定无人机飞行控制指令，并获取无人机飞行状态；二是与云平台进行数据交互。 

（1）处理平台的选取

DJI Onboard SDK 提供了 Linux、ROS、Qt 和 Embedded Systems 四种开发平

台支持，考虑处理负荷，为了降低功耗，选用支持 Embedded Systems 的

Stm32f407GTC6 单片机作为开发平台，通信模块选用上海合宙公司的 Air202 

GSM/GPRS 通信模块。Stm32f407GTC6 单片机与通信模块通过 UART 进行通信。 

（2）硬件连接与调试

连接如下图 3-9 所示，各组件说明见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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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无人机飞行控制调试硬件连接示意图 

表 3-1 无人机飞行控制调试各组件及功能说明

序号 硬件 信息 作用 

1 无人机 经纬 M100 功能 

2 电脑 联想拯救者 作用终端 

3 手机 红米 4plus 运行 DJI GO4 APP 

4 
无人机飞行控制

模块 
Stm32f407GTC6+Air202 运行程序 

5 ST-LINK V2 烧录程序信息 

6 串口转换器 TTL 转 USB 串口通信 

7 高速分线器 USB 一转四接口 便于连接 

（3）控制算法设计与程序实现

无人机控制模块的基本处理流程为：利用通信模块获取客户端发出并由云平

台转发的控制数据（含目标点坐标、飞行参数），控制无人机以所在坐标为起始

点，以设定速度、高度飞到目标坐标点后悬停。处理流程如图 3-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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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 无人机控制模块主处理程序流程图 

为了计算无人机航迹点坐标，首先需要计算出无人机飞行方向，无人机飞行

方向由羊的位置坐标（X1，Y1，Z1）和牧场中心位置坐标（X0，Y0，Z0）共同

决定，示意图如图 3-11 所示： 

图 3-11 无人机飞行方向计算方法示意图 

以正北方向为基准，那么无人机前进方向夹角θ为： 

θ arc tan (3-1)

计算出方向后，在计算无人机航迹点坐标时，需要先将羊群的位置坐标

（X1，Y1，Z1）经过坐标转换为无人机坐标系（X1’，Y1’，Z1’）下的坐标，转

换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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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 1

∙

x
y

1

(3-2)

公式中 l，m，n参数均为 0，而旋转参数（a，b，c，d，e，f，g，h，i）和

平移参数（x，y，z）与无人机起飞时的经纬度、海拔以及朝向相关。 

在得到羊群位置在无人机坐标系内的坐标后，需要分析无人机追赶羊群时与

羊群的位置关系，方法如图 3-12 所示。 

图 3-12 无人机追赶羊群位置关系示意图 

在设置好无人机飞行高度与无人机与羊的安全距离之后，由几何关系通过三

角函数计算出无人机航迹节点位置坐标，具体公式如下图所示： 

x
y =

∙

∙

∙

L ∙ sin ∙ sin cos

∙ cos ∙ sin cos (3-3)

计算出坐标之后，接下来只需要通过物联网将坐标轨迹写入指令中发送给无

人机。 

最终，基于 MDK Keil5 平台，采用 C++语言，编写了无人机控制模块的处理

程序，详见附件 3. 

3.3 基于物联网的远程通信与调度 

3.3.1 物联网云平台选取与配置 

主流的物联网平台主要有阿里云、OneNet 等，考虑到稳定性，本系统选用阿

里云物联网平台。将系统中参与数据交互的设备进行注册，设备列表如图 3-13

所示，其中 shepherd 为客户端 PC，shep1、shep2、shep3 为羊群佩戴的远程定

位设备、plane 为无人机控制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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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 所注册的设备列表 

3.3.2 数据通信方案设计与实现 

根据系统功能需求，本系统的通信链路如下图所示。 

图 3-13 系统通信链路结构 

采用物联网常用的 MQTT 协议，通信数据以 json 格式封装，利用阿里云的规

则引擎实现设备到设备的间接通信，数据通信实现方案示意图如图 3-14 所示： 

图 3-14 数据通信实现方案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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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据封装格式

通信数据格式为 json 格式，设定发送的数据格式如下：

{ 
"sn":"xxxxxx",    //消息序号 
"longitude":" xxxxxx ", //经度 
"latitude":" xxxxxx "， //纬度 
"altitude":" xxxxxx ",   //海拔 
"bat":" xxxxxx ",    //电池电量 
"control":    //控制指令 

{ 
"X":" xxxxxx ", 
"Y":" xxxxxx ", 
"Z":" xxxxxx ", 
"cmd":" xxxxxx "， 

} 
} 

其中，羊群定位设备向 pc 端发送 longitude、latitude 字段、其他字段为

空；无人机模块设备向 pc 端发送 longitude、latitude、altitude、bat 字段、

其它字段为空；pc 端向无人机发送的控制指令包含 control 字段、而其他字段

为空。而 pc 端辨别不同设备名字则是通过配置阿里云物联网的规则引擎实现。 

（2）规则引擎配置

在规则引擎中配置如下规则查询 SQL 语句：
SELECT deviceName() as devicename,longitude,latitude,altitude,bat FROM "Topic” 

阿里云物联网服务器根据该 SQL 语句，可从某个设备端发布到服务器

的”Topic”中选择所需字段，然后将这些字段发送到另一个设备的 Topic 中。

依此实现设备端到设备端的通信，规则引擎配置如图 3-15 所示： 

图 3-15 规则引擎配置 

3.4 客户端软件设计 

客户端软件开发方案基于 Vs code 软件及 chrome 浏览器实现，程序和部分

源码见附件 4。主要功能界面介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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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登录界面

考虑到软件会存储一些用户私密信息，为软件设置了一个用户登录界面，需

要正确输入密码，方可进入软件进行操作，如图 3-16 所示。 

图 3-16 登录界面 

（2）主界面

登录,后，用户首先看到的是软件主界面，上方是功能面板，底层为地图模

块，如图 3-17 所示。 

图 3-17 软件主界面 

（3）管理界面

在功能面板中，点击正中间的用户头像，可以进入信息管理界面，输入产品

密钥、设备名及设备密钥进行软件与阿里云物联网服务器的连接，建立通信链路。

如图 3-1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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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8 管理界面 

点击管理羊群及管理无人机按钮，可分别查看当前羊群及无人机的信息，如

图 3-19、3-20 所示。 

图 3-19 羊群管理界面 图 3-20 无人机管理界面 

（4）羊群位置监控

点击羊只定位，可以显示当前正在放牧的羊的位置，如图 3-21 所示。羊的

位置会通过通信链路实时更新到羊群管理界面，同样，无人机的位置信息、状态

信息等也会同步更新在无人机管理界面和地图中。 

图 3-21 羊群位置监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十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3



（5）智能放牧功能界面

在地图中设定放牧区域，可调动无人机将羊群赶到该区域，如图 3-22 所示。

图 3-22 智能放牧 

（6）电子围栏功能界面

电子围栏功能可以圈定放牧活动范围，一旦超过范围，系统会将超出范围的

羊的位置发送给无人机，无人机将羊赶回到地理围栏中，如图 3-23 所示。 

图 3-23 地理围栏 

四、系统测试与评估 

本次测试选择了三只羊带上了我们的定位项圈（图 4-1）。首先对“羊群位置

查询”功能进行测试，可以发现在用户端软件上显示了定位图标，如图 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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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为羊戴上远程定位项圈 图 4-2 羊远程定位显示界面 

选择牧场位置之后，启动“智能放牧”功能，无人机开始追赶羊群到达牧场，

飞行轨迹如图 4-3 所示： 

图 4-3 无人机追赶羊群 图 4-4 无人机智能放牧轨迹 

无人机完成放牧任务返航后，我们对“牧场监控”功能进行测试，无人机按

照设定自动飞到牧区并遍历一次后返回，无人机牧场监控轨迹图如图 4-5 所示，

无人机摄像头实时传回的牧场情况画面如图 4-5 所示，可以看见高空飞行的无人

机并不会惊扰到羊群，完成监控任务。 

图 4-4 无人机牧场监控飞行轨迹 图 4-5 无人机牧场监控摄像头拍摄图 
在测试地点不远处正好有一片菜地，我们把菜地的位置坐标添加进入特殊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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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周围设置围栏，当有羊进入围栏就触发追赶事件，图 4-7 是效果演示图： 

图 4-6 电子围设置效果 图 4-7 无人机追赶进入菜地的羊群 

五、总结与展望 

5.1 总结 

（1）主要工作

完成了“天空牧羊人”系统设计与开发，包括：设计制作了可安装在羊群身

上的低功耗定位通信一体化电路，实现对羊只的远程定位；基于阿里云物联网平

台配置了组网方式和规则引擎，实现了多终端设备的数据实时交互；基于单片机、

DJI Onboard SDK 和 GPRS 技术开发了针对大疆 M100 无人机的飞行控制模块，实

现对无人机的远程控制与调度；利用网页编程技术和 VS 平台开发了客户端软件，

实现了羊群位置监管、无人机调度、放牧区设定、数据管理等典型功能。初步进

行的测试表明系统可以有效工作。 

（2）系统特点

创新性：该应用实现牧场无人化，用无人机打破传统畜牧方式，实现远程的

无人追赶羊群、管理羊群、监管羊群；使用物联网平台实现通信，因为“万物可

联”，所以这一创新点使该方案未来充满无限可能。 

安全性：通过给羊群装上定位装置，可以实时得到每一只羊的位置，避免了

羊群丢失问题；同时当有羊群进入菜地或一些危险区域时，会自动检测并把羊追

赶出去，保护了其他财产安全。 

可行性：另一方面草原或丘陵等地区视野开阔，地势较为简单，非常适合无

人机飞行。 

推广价值：我国畜牧业市场大，传统畜牧业的问题确实存在，随着经济发展

养殖规模扩大，需求量会越来越高。 

5.2 展望 

囿于时间和精力，系统并不完善，下一步将在以下方面进行优化： 

（1）在远程定位设备上加入其它传感器。实时收集羊的生理信息，比如温

度、健康状况等信息，推送给用户，让牧民了解它的生长状况。 

（2）加入数据智能分析功能，如根据羊运动轨迹分析羊群生活习性、喜好，

为牧草种植提供建议。 

（3）加入无人机 GUIDANCE 避障系统，一方面可以自动避让羊群，防止羊群

受伤，另一方面可以保护无人机不受损坏，让无人机适应除了草原以外更复杂的

环境，比如丘陵、山地等有岩石、灌木的地区放牧。 

（4）将机器视觉算法与无人机拍摄到的图像结合，通过图像模板匹配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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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群，可以减少一部分定位模块的使用；同时在无人机巡查过程时，如果机器视

觉能自动检测到一些敌害生物，可以自动报警提醒牧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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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导航的无人机空气粉尘实时监测系统 

【摘要】基于北斗导航的无人机空气粉尘实时监测系统。本系统可依据北斗卫星

导航系统进行导航，使用无人机监测不同地区，不同纬度的实时空气状况，并将

数据传送至终端，在已设计好的可视化界面上显示，可以获得三维立体而非平面

的线性连续变化的不同地区的空气质量统计图，有利于判断污染物扩散方向，可

吸入颗粒物随环境迁移的方向等。其具有灵活性，快速性，可以随时出发，全时

段监测环境污染物浓度和动向的优点。同时，本系统可以到达一些不易测量的地

点，如城市的楼群中间，污染厂区的上空等。而这些地方的环境指标正是最为重

要的，无人机系统可以轻松深入这些地点进行测量。其无论是在日常环保执法，

还是对突发状况的应急上都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北斗导航系统，空气粉尘，实时监测 

【Abstract】This system can be based on 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for 
navigation, using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 monitoring in different areas, 
different latitude real-time air condition. Then, this system pushes the data to the 
terminal shown on the good visual interface design and achieve three-dimensional 
rather than planar and linear continuous variation of air quality in different areas of the 
statistical figure which is helpful to determine pollutants diffusion direction, the 
direction of migration of particulates, etc.  
It has the advantages of flexibility, rapidity, and being able to start at any time and 
monitor the concentration and trend of environmental pollutants at all times. At the 
same time, the system can reach some locations that are not easy to measure, such as 
the middle of the city's buildings and the air above the polluted factory area. And the 
environmental indicators of these place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the UAV system can 
easily go deep into these sites to measure. It has a wide application prospect in both 
dail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w enforcement and emergency response. 
【 Key words 】 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 Air Haze, Real-time 
monitoring 

1. 背景及意义

本产品设计的初衷来源于一个最新的技术理念，即“通过无人机搭载专门的

空气检测仪器去采集‘超本地空气污染数据’（Hyperlocal air pollution data），

再通过专门的数据可视化与分析软件，去分析这些超本地数据。” 而所谓的超本

地数据，就是将数据的时间和地理两个维度细化，所获得与个体相关性极高的数

据，将你周围的空间划分成细小的网格，而我这些网格均来自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你可以看到每一个网格中的数据，并以此作为判断依据更健康地安排工作和生活。 

例如如今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所在城市的空气质量数据，但其实这些

数据并不能真实反映你周边具体的污染情况。由于城市热岛效应和高层建筑对空

气流动产生扰流、车流量的关系，城市不同区域间的污染情况可能会相差很大。

此时如果利用专门的无人机获得超本地的大气污染数据，便可以准确把握每个社

区、每条街道、每栋大楼、甚至每个楼层的具体大气污染情况。透过这些数据，

作    者：张超越、谢嘉豪、姚家琪、戴菲
指导教师：王健
学    校：南京邮电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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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在出行、运动时可根据身体状况选择更好的方式或者路线，政府也能够有针

对性地采取相应的措施。 

大气污染对于人类来说最可怕的地方正在于危害很大却看不见，而利用专门

的无人机与分析软件恰巧可以将这些危害数据精准地量化出来。掌握数据的我们

就可以采取主动的方式去规避、治理这些问题，作为普通居民也可以不再被蒙在

鼓里，拥有更高质量的生活。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无人机上均搭载的是 GPS 系统，随着北斗技术的普及，

在无人机上是由北斗导航系统将成为必然。 

图 1  无人机超数据空气环境监测示意图 

2. 设计方案原理

2.1 系统设计方案 

基于北斗导航的无人机空气粉尘实时监测系统设计原理框图，如图 1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到，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包括： 

本作品的特色及创新之处体现在: 

1. 自动性。基于此平台的系统最终可以实现基于北斗的无人机自动巡航，减少

了人员操控的成本。同时，数据可以自动发送到云端利用云服务器进行处理，

而不用人工记录整理，提高了数据处理效率。

2. 实时性。相比于传统间隔时间段测量空气质量的方法，使用该系统最终在多

架次无人机协同工作下，可以实现 24小时全天候空气检测。

3. 连续性。相较于传统分布式空气检测基站测得的数据，使用无人机监测数据

可以获得线性连续变化不同地区的空气质量统计图，有利于判断污染物扩散

方向，可吸入颗粒物随环境迁移的方向等。

4. 空间多层次性。无人机系统的高度可调节优势是其优于地面基站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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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污染物的分布不是平面分布而是空间立体分布，污染物的扩散也遵循立

体扩散的原则，通过无人机进行更详细的数据侦测，为环境预测提供了一种

新的可能。 

5. 智能性。无人机加入 OpenMV模块，且基于北斗的定位功能可以实现从高空对

地面环境污染进行测绘，并智能分析哪一处污染严重或污染物扩散可能性大，

在接下来的时序内优先对该地区进行环境监控。

图 2 基于云服务的无人机空气粉尘实时监测系统设计原理框图 

2.2 系统工作流程 

图 3 基于云服务的无人机空气粉尘实时监测系统的系统工作流程图 

2.3 技术创新及功能实现 

2.3.1 无人机飞行原理 

四轴飞行器姿态解算：所谓姿态，是用来描述一个刚体的刚体坐标系和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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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坐标系之间的角度位置关系。一般用三个姿态角表示：横滚角（roll）、俯

仰角（pitch）、偏航角（yaw）。 

本设计采用四元数描述姿态。四元数是由一个实数加上三个元素 i、j、k 

组成，四元数一般可表示为 a+𝑏𝑖+c𝑗+d𝑘，且 a²+b²+c²+d²=1。假设刚体坐标系

为 b 系，地理坐标系为 R 系，则地理坐标系 R 到刚体坐标系 b 的坐标变换

为： 

四元数转换成欧拉角的变换为： 

姿态解算后出来三个角度，即横滚角（roll）、俯仰角（pitch）、偏航角

（yaw）。横滚角（roll）是飞行器在 YZ 平面绕 X 轴转动产生的角度；俯仰

角（pitch）是飞行器在 XZ平面绕 Y 轴转动产生的角度；偏航角（yaw）是飞

行器在 XY 平面绕 Z 轴转动产生的角度。 

所谓的姿态控制，就是通过控制四轴飞行器的姿态，就可以达到让四轴飞

行器前后、左右、顺时针、逆时针飞行的目的。如图 5所示，四轴飞行器在 YZ 

平面绕 X 轴转动产生横滚角（roll）主要通过左右旋翼产生的升力控制，所以

通过控制横滚角就可以控制四轴飞行器左右移动。 

图 6  四轴飞行器横滚角与 F 左、F 右之间的关系 

如图 6所示，四轴飞行器在 XZ 平面绕 Y 轴转动产生俯仰角（pitch）主要

通过前后旋翼产生的升力控制，所以通过控制俯仰角就可以控制四轴飞行器前后

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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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四轴飞行器俯仰角与 F 前、F 后之间的关系 

如图 7所示，四轴飞行器在 XY 平面绕 Z 轴转动产生偏航角（yaw）需要通

过四个旋翼产生的升力控制，且旋转过程中，同一对角线上的两个旋翼转速保持

一致，不同对角线上的旋翼转速不同。所以通过控制偏航角就可以控制四轴飞行

器顺时针或逆时针转动。 

图 8  四轴飞行器偏航角与四个电机之间的关系 

2.3.2 环境传感器监测原理 

（1）传感器基本数据：

图 10  传感器基本数据 

（2）传感器工作原理：采用激光散射原理，当激光照射到通过检测位置的

颗粒物时会产生微弱的光散射，在特定方向上的光散射波形与颗粒直径有关，

通过不同粒径的波形分类统计及换算公式可以得到不同粒径的实时颗粒物的数

量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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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M传感器编码方案：

通信协议：Modbus RTU 协议

通信数据格式： 8，N，1（1个起始位，8个数据位，无奇偶校验，1个停止

位） 

波特率选择：9600bps  

Modbus 协议地址： SDS011: 0xC0；SDS198: 0xC1 

传感器响应时间：300ms 

CRC循环校验代码： 

uint16 CRC16(uint8 *Buf , uint32 usLen)  

{  

uint16  i, j;  

uint16 usCrc = 0xFFFF;  

for ( i = 0 ; i < usLen ; i++ )  

{ usCrc ^= Buf[i];  

for ( j = 0 ; j < 8 ; j++ )  

{ if ( usCrc & 1 )  

{ usCrc >>=1 

; usCrc ^=0xA001 

; } 

Else 

{ usCrc >>= 1; 

 } } }  

return usCrc; } 

2.3.3 通信与数据同步原理 

（1）4G通信模块原理：使用 SIM7600CE 模块进行数据实时上传；

在我们设计的系统中，4G模块对云服务器进行 TCP连接，并进入透传模式

上传数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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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4G模块供电电路 

图 12  4G模块功能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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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主要功能框图 

（2）ECS 云服务器参数：

配置：

CPU： 1核

内存： 1 GB

操作系统： Ubuntu 16.04 64 位

公网 IP： 39.108.81.83

当前使用带宽： 1Mbps

解析域名：zxyyz.top

接入端口：3001

服务器端使用 node.js创建工程，接受 TCP连接请求后，在

3000端口开始接收数据包并同步储存在数据库中。等待数据可视化 API读

取。 

2.3.4 北斗导航硬件支撑 

北斗导航模块是本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是整个系统的关键。本系统使用的 

是泰斗微电子公司的 TD3020C BD2/GPS 双系统导航授时模块。 TD3020C 采用 

BD2/GPS 双模基带芯片和 BD2/GPS 双模射频芯片，可同时接入 BD2 B1 和 GPS 

L1 信号。支持 BD2 B1/GPS L1 频点的双模导航定位导航、授时的 经济型模块，

具备体积小、功耗低、重量轻等特点，尤其适合于大规模的北斗系 统集成应用。

TD3020C 能够实时接收 BD2 和 GPS 导航卫星信号，提供三维位置、 三维速度

和满足精确授时需求。 

2.3.5 数据处理方式与可视化具体实现模式 

飞行器根据北斗导航系统，采集到的数据原始数据有 PM2.5浓度值，PM10

浓度值，飞行器的高度与经纬度数据，首先利用一块单片机 TM4C123G 作为处理

器进行数据的初步读取、解析、运算与缓存等工作，将数据打包为符合协议的

JSON格式再通过发送指令给 4G模块将数据上传给云服务器端，同时，该单片

机也承担了对航点的二次规划工作，单片机将内置算法，基于空气粉尘浓度数

据的偏移做出对飞行器飞行路线的自动规划，使飞行器飞往一定区域内空气粉

尘浓度最高点进行航拍，存储航拍信息后，再次回到原飞行任务继续执行原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十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5



行任务。云服务器端将对数据进行二次解析与存储，最后按照数据可视化端的

接口需求，编写可被数据可视化端访问的接口。 

最终数据将存储于云服务器端（ECS）的数据库中，通过 GET方法可以

JSON格式列出，如图所示，但为了便于数据的分析与直观体现，又制作了数据

可视化界面。该界面由飞行器位置信息、PM2.5 与 PM10实时变化折线图、以日

为单位的 PM2.5与 PM10的历史变化折线图、当前飞行区域地图与基于当前数据

库数据形成的污染程度标定等组成，具体如图所示，其中飞行器位置信息、当

前 PM2.5与 PM10浓度值可实时更新，该可视化界面可在 PC端与移动端打开，

其中移动端可通过扫码打开，既可为专业人员提供空气污染数据分析，亦可为

居民提供十分便利的运动出行参考。 

2.4 常规技术指标与产品完成度 

2.4.1 传感精度及复杂环境中抗干扰指标 

图 14  传感器实测数据 

60之前为室内环境 

64时为人工添加烟雾（在实验室内融化锡丝） 

90左右停止烟雾 

综合上述测试，可见传感器对空气中粉尘变化极为敏感 

2.4.2 数据信号传输稳定性分析 

不同数据传输方法比较： 

方案选择: 4G，WiFi，蓝牙 

以蓝牙进行数据传输，成本最低，速度较快，但是通信距离短，难以满足

系统需求。 

WiFi理论上具有较长的通信距离，但是长距离的 WiFi模块较为昂贵且功

耗巨大，所有没有选择。 

4G模块则可以以较低的功耗，以极高的速度对数据进行传输；且由于本系

统设计应用于居民区周边，故通信距离几乎不受限制，可以随时连接服务器，

只要有 4G基站便可以使用，更加适应系统需求，故选择 4G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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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云计算数据处理量和实时性分析 

目前使用的云服务器为阿里云提供的 1 核 CPU，内存 1GB，带宽 1Mbps的 ECS

云服务器，当使用单飞行器小区域飞行时，该服务器可提供实时的数据收发与处

理任务，数据可视化的更新访问间隔为 1s，未出现宕机等现象。而在后续的研发

过程，将涉及多无人机编队飞行，多点采样，绘制基于污染信息与地理信息的三

维污染地图以及基于大数据与机器学习的无人机飞行自规划，将对云服务器的处

理计算能力提出更高的需求。 

图 15  接收端数据流展示 

2.5 实现成果展示 

2.5.1 实际模型及飞行效果展示 

图 16  飞行器静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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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飞行器飞行中展示 

图 18  飞行器航拍系统展示 

2.5.2 PC 端应用 

图 19 颗粒物系统成果界面展示（PC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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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移动端应用 

扫描下图二维码，进入实时移动终端界面 

图 20 移动端系统二维码 

图 21  颗粒物系统成果界面展示（移动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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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展前景及应用导向

3.1 发展前景

（1）类似技术使用实例：东莞市中堂镇湛翠村群众来电举报空气中存有异

味，无人机立即赴湛翠村进行航测，每秒钟向地面回传检测数据和地理坐标。

仅 30分钟，无人机就制作出 VOCs浓度区域分布示意图，用红色方块标出浓度

异常的区域。执法人员根据航测结果对红色坐标点进行核查，发现了 3家直排

有机废气的工厂并当场查处。 

之前，由于尚未引入大气监测无人机，环保执法效果不明显。据初步测

算，使用一部无人机排查污染源的效率相当于 60多个执法人员。 

在大气监测无人机的成功运用之上，东莞环保局计划利用无人机监测、自

动监测站监测、企业在线监测及气象等数据形成的大数据，构建大气预警模

型，分析和预警大气污染趋势，为政府正确决策提供科学保障，有效推进大气

污治工作。 

（2）无人机平台可拓展项目广：除了通过挂 PM2.5等的监测设备，用来测

量不同高度的大气污染情况（我们的研究课题）；还可以通过挂载个红外摄像头

拍摄夜间偷排的情况，配合监察人员现场执法；通过挂载挥发性有机物监测设

备检测不同排气口的废弃物浓度；通过挂载环境摄像头，配合不同算法测算河

流两侧的排污口和污染物扩散方向；通过挂载采样设备，用无人机或者无人船

做水面采样；通过挂载视频设备，用固定翼无人机做大面积的海面巡航；甚至

可以利用无人机做实时的的 3D建模，进行建筑工地建设情况分析。 

3.2 设计导向 

回归到具体技术，监测模块的传感器元器件检测方法主要有电化学检测(测

量 SO2、CO、NO2等常规气体)、光电粒子检测(测量 VOCs等)、激光散射检测

(测量 PM2.5、PM10 等)。不同于传统手持式或者固定式的探测设备，无人机飞

行速度很快，因此在响应速度及稳定性上对检测吊舱有较高的要求。而且电化

学检测理论上容易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例如湿度、交叉反应、气压、气体流

速、电磁干扰等等)。因此在电路设计及算法设计上的技术难度较大。 

此外，气流对无人机的影响也是有待解决的问题，一般而言气流可能会影

响检测探头周边的气压或温湿度，从而影响到电化学的反应速率与读数。因

此，在结构设计方面和最终的算法优化上，将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也是市场化

推广的最后一道技术难关。 

3.3 应用场景 

将无人机应用于大气环境监测，可以弥补传统监测手段的不足与局限，提升

工作效率。无人机仅仅作为一个飞行平台，但当其与气体检测吊舱或大气数据分

析软件搭配使用时，便可以在环境保护方面做很多事情，通常有如下用处： 

（1）日常环保执法：目前环保执法者在查企业偷排时，多是直接进入厂区

进行排查，而对于常规的大气环境监测也是依赖于手持式气体检测仪，效率极低。

但使用搭载着污染物检测吊舱的无人机时，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一个个园区的

污染物巡查。同时，利用可视化数据分析软件可以实时得到一个污染物分布格栅

图，地面人员可根据图中污染源的定位立刻上门巡查，提升了执法的针对性和实

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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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污染物空间分布数据采集：无论是定点监测设备，还是常用的便携设

备，对于污染物数据的采集都是在平面上。而利用无人机飞行平台恰恰可以对污

染物空间分布进行采集。 

图 22  垂直空间监测示意图 

（3）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对于突发的如爆炸，煤气泄漏等状况，可安排本

系统的无人机对现场进行勘测，监测空气内污染物及有害气体浓度，判断是否会

发生二次爆炸，或者该场景是否适合救援人员进入，以避免二次伤害。另外无人

机上的摄像头系统可以协助救援人员了解现场状况，提高应急处置效率。 

（4）其他领域拓展：通过改变污染物检测吊舱的检测项目可以将应用范围

扩大。例如油气管道检测、固体废弃物排放监测中也可以有所运用。 

4. 总结

本次科技制作以北斗导航以及无人机平台为技术研发的基础，运用多种传感

器结合的模式，成功实现了无人机进行颗粒物检测的目标。在对无人机设置巡航

点和监测点后，该系统均能正常完成数据的采集和信息收发的任务。总体而言，

本项制作虽存在一些有待于改进的部分，但总体的技术框架和系统搭建已经完成，

可投入使用。若日后进行更为细致的界面优化和操作优化，将可以使得用户体验

更上一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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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的城市内涝下的交通导航及车辆应急救援系统设计 

【摘要】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高速发展，城市内涝已经成为了普遍性问题。为

缓解城市内涝对交通造成的种种不利影响，本文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设计了城

市内涝交通导航及车辆应急救援系统。该系统将结合北斗及传感器模块，对城市

积水进行实时监测，并在此基础上利用暴雨洪水管理模型(SWMM)及大量相关数

据实现对积水情况的及时预报。同时系统还将建立车辆信息数据库及应急救援方

式数据库，再结合北斗厘米级高精度导航，可以为不同车型用户提供个性化精准

导航及相应路线规划。在紧急情况下，本系统还具备应急救援功能。这将极大缓

解对城市内涝下的交通窘况，并为用户出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本文以郑州市为

例进行了相关研究。

【关键词】北斗；城市内涝；车辆分类；个性化交通导航；应急救援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urban 
waterlogging has become a common problem. In order to alleviate the adverse effects 
of urban waterlogging on traffic, this paper designs a traffic navigation and vehicle 
emergency rescue system based on 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BDS). The 
system will combined with BDS and it’s sensor modules to monitor the urban hydrops 
in real time. Meanwhile, the system will use storm water management 
model (SWMM) and a large number of related data to realize the forecast of urban 
hydrops. At the same time, the system will also establish the database of vehicle 
information and emergency rescue, and combine with the centimeter class 
high-precision navigation of BDS, which can provide personalized traffic navigation 
for different vehicle users. In case of emergency situations, the system also provides 
the emergency rescue function. It will greatly alleviate the urban waterlogging traffic 
distress and provide great convenience for users to travel. This paper takes Zhengzhou 
as an example to carry on the related research. 
【Key words】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Urban waterlogging; Car 
classification; Personalized traffic navigation ; Emergency rescue

1. 引言

城市内涝是指由于短时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导致降水量超过城市排水能力

所引发的城市内大面积积水现象[1]。影响城市内涝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强度

大并且范围集中的强降雨；城市的排水能力。近年来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城市

化进程加快，城市内的雨水可渗透面积越来越少。每逢夏季，我国大部分城市都
会发生城市内涝，“看海”模式已屡见不鲜。如 2012 年北京“7·21”暴雨不仅

对城市交通等造成了严重影响，还导致至少 77 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估计约 
100 亿元人民币[5]。2016 年武汉内涝导致 14 人死亡，86 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

失达 24.83 亿元[1]。

郑州地处河南中西部，是中原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区域面积自 2010 年以来

从 316km2增长至 1010km2，年增长面积达 99km2，人口也即将在 2020 年突破 1000
万人，其中中心城区总人口将超过 500 万人。且由于其人口规模巨大，城市内涝

作    者：刘超楠、杨梓俊
指导教师：张欣佳
学    校：郑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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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导致的交通问题尤为严重 。如 2013 年 7 月 19 日，郑州遭暴雨袭击，全市一

片汪洋，民众出行极其困难。随着智能手机的快速普及，以高德地图、百度地图

为首的地图导航 APP 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017 年 6 月，高德地图

与北京、武汉等 15 个市的交管部门合作开发了国内首款积水地图，该地图可根

据往年积水信息对积水点进行预测。但该地图仅能在个别一线城市使用，且对积

水信息的更新仅依靠用户自主上传，在实时性、可靠性方面有所欠缺。郑州市也

建立了郑州市区暴雨洪涝预警预报服务系统，但该系统局限性较大，仅能在整体

尺度上对市区内涝进行一定的预警，并不能进行积水实时精准监测与精细化交通

疏导。 

因此，针对郑州城市内涝下的交通问题，本文结合北斗高精度卫星导航系统、

北斗水位传感器、手机 APP 建立了交通导航及车辆应急救援系统。该系统可以

实时监测城市道路积水变化，并依据用户车型进行个性化路线规划，并具备应急

救援机制。该系统将对城市内涝下的交通疏导及应急抢险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2. 城市内涝下的交通导航及车辆应急救援系统

2017 年，郑州市防汛办对全市积水隐患区域进行了排查，共排查出 89 处积

水隐患区域（图 1），其中 16 处为一类积水隐患区域。从图 1 可以看到：郑州

市积水点主要分布在中原区、管城区、金水区等老城区，且大部分位于道路。其

中，南三环京广铁路附近积水面积的影响范围高达 2000km2。在内涝发生时，司

机会因误判积水深度或急于抵达目的地而冒险将车辆驶入积水区，造成车辆熄

火。进而可导致车辆损坏、交通堵塞等情况，不仅会造成经济损失，如果处置不

当或救助不及时还将造成人员伤亡。 

图 1 郑州市积水点分布图 
本系统利用北斗厘米级精准定位对车速进行判断，进而得到路况信息（畅通 

/拥堵）。本系统还将针对不同车型利用其车身参数，对车辆涉水能力进行分析，

最终结合当前道路积水及拥堵信息，给用户提供个性化路线规划和精准导航。此

外，为解决暴雨天气下水位传感器数据传输易出现的信号干扰问题，本系统采用

北斗短报文通讯作为传感器信息传输方式，确保准确、及时接收积水信息，实现

对积水情况的实时监测。另外，由于一般通讯设备在暴雨天气下可能出现无法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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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通讯问题，本系统还专门设置了北斗短报文求救功能，保证用户与外界的通讯

联系。 

本系统的基本构架如图 2 所示，由北斗定位通讯系统、城市积涝预警与监测

系统、车辆信息系统、产品可视化处理系统四大子系统组成。 

图 2 系统基本构架 

2.1 北斗定位通讯系统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BDS）是中国自行

研制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由空间段、地面段和用户段三部分

组成，可在全球范围内全天候、全天时为各类用户提供高精度、高可靠定位、导

航、授时等服务，并具有短报文通信能力。目前北斗三号基本系统已经完成建设，

具备全球导航、定位和授时能力。其定位精度达到 10m，测速精度为 0.2m/s，授

时精度为 20ns，并预计通过建立地基增强站达到厘米级定位。用户端开启手机

北斗定位模块即可接受本系统服务。 

2.2 城市道路积涝预警及监测系统 

基于郑州市区暴雨洪涝预警预报服务系统的数据，对郑州市各区域积水情况

进行初步预测。通过在历史积水点安装水位传感器达到实时监测积水深度的效

果。并将通过数据融合技术实现多元降水积水数据的融合，以提高道路积水计算

的精度。

本系统数据主要有以下 3 个来源： 

（1）基于郑州市区暴雨洪涝预报服务系统对郑州市内涝等级进行初步划

定。利用郑州市实际管网数据、DEM 数据和下垫面数据进行管网概化、子汇水

区划分和下垫面分类。在暴雨过程中以 l0 min 为步长实时读取雨量站实测降雨数

据并进行格式转换，基于 SWMM 模型进行产汇流过程模拟，得到内涝积水信息，

实现郑州市区暴雨内涝等级初步预警[3] 。 

（2）历史灾情的信息。将往年郑州市城市内涝等级与该时期道路最大积水

深度、积水面积进行拟合分析，得出回归方程。基于该回归方程，利用郑州市区

暴雨洪涝预报服务系统模拟出的内涝等级对道路积水深度、积水面积进行反演。

由此可在得知城市内涝等级后预测积水点最大积水深度、积水面积。 

（3）北斗水位传感器监测数据。现有水位传感技术虽然也可以用于道路积

水深度探测，但在实际应用中精度不够高，且不能有效屏蔽特大暴雨时出现的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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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信号。北斗水位传感器将采用北斗定位模块及短报文通信模块来解决以上问

题。如图 3所示，北斗水位传感器[3]包括智能积水监测、北斗卫星、中心监测站

三个部分。智能积水监测系统采用 STM32F103ZET 单片机作为遥测终端控制单

元，水位传感器作为监测模块，FB3141 型北斗一代 RDSS 射频基带模块板卡作

为通信模块，北斗定位模块作为定位模块。水位传感器监测的的水文信息将被转

成北斗短报文，通过 FB3141 通信模块传给中心监测站。

图 3 水位传感器通信原理图 

本系统初步拟在 16 处一类积水隐患区域[4]安装北斗水位传感器（图 1）。系

统通过采集北斗定位模块的经纬度信息获取积水点具体位置，结合北斗短报文通

信模块传输的积水信息，达到实时监测路段积水的目的。 

2.3 车辆信息系统 

一般认为，车辆涉水性的决定性因素为最小离地间隙，因此将“最小离地间

隙”作为车辆信息数据库的关键字段进行数据采集。 
表 1 车辆等级分级表 

最小离地间隙/mm  汽车等级

120 以下  A 

121-150 B 
150-180 C 
180-200 D 
200-220 E 
200 以上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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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部分车型最小离地间隙数据表 

等级 车型（部分） 最小离地间隙/mm 

A 甲壳虫 97 
帕萨特 B5 105 
奥迪 A6 115 

雪佛兰新赛欧 119 
雪铁龙 C2 120 

B 奔驰 V 级 125 
桑塔纳 3000 125 
标致 307 132 
新奥迪 A6 142 
新马自达 6 150 

C 本田雅阁 155 
福克斯 160 
思域 169 

比亚迪 F3 170 
JEEP 2700 180 

D 赛弗 185 
三菱欧蓝德 185 
长安 CS 190 

雷克萨斯 RX 194 
哈弗 H7 199 

E 奔驰 GLA 204 
本田 CR-V 205 

上海大通 D90 210 
宝马 X3 212 
御风 S16 220 

F JEEP 4700 221 
哈佛 H5 225 

雷克萨斯 LX 230 
奔驰 GLS 306 

悍马 406.4 
2.4 产品可视化处理系统 

（1) 系统管理者模块

a. 实时路况采集。当用户在出行时，利用 Android 客户端通过手机内置北斗

模块，通过地址解析将各行驶车辆的实时地理坐标信息转化成街道信息，并计出

车辆行驶速度。将信息进行汇总后，求出车辆平均行驶速度，以进行路况判断。
以城市道路地图作为背景，将路况信息在 ArcGIS 上进行可视化，用不同颜色进

行表示：红色表示拥堵路段、黄色代表轻微拥堵路段、浅绿色表示基本畅通路段、

深绿色表示畅通路段。
b. 道路积水信息显示。利用 ArcGIS Server 提供的 ArcGIS Server API for

JaveScript 设置点图标预警[2]。首先添加积水点图层，然后将往年平均积水深度、

预计积水深度、当前时段积水深度作为积水点的集合属性，利用函数将这些属性

加入积水图层。并将点图标按钮设置为积水信息弹出框。结合车辆信息系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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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积水深度对车辆的影响，如表 3 所示。 

表 3 积水车辆通行性判断表 

道路积水情况 车辆通行性 

无积水 安全通行 

积水深度<车辆最小离地间隙 可通行 
积水深度≥车辆最小离地间隙 不可通行 

表 4 判定结果与可行性等级认定表

道路拥堵状况程度 车辆通行性 判定结果 可行性等级 

畅通 安全通行 畅通安全通行 最佳路线 
可以通行 畅通可以通行 最佳路线 
不可通行 畅通不可通行 不可行路线 

基本畅通 安全通行 基本畅通安全通行 最佳路线 
可以通行 基本畅通可以通行 可行路线 
不可通行 基本畅通不可通行 不可行路线 

轻度拥堵 安全通行 轻度拥堵安全通行 可选路线 
可以通行 轻度拥堵可以通行 可选路线 

不可通行 轻度拥堵不可通行 不可行路线 

重度拥堵 安全通行 重度拥堵安全通行 可选路线 
可以通行 重度拥堵可以通行 可选路线 
不可通行 重度拥堵不可通行 不可行路线 

基于以上信息，系统管理层将利用 ArcGIS Server 强大的地图空间分析与处

理功能，为用户制定个性化路线。由于北斗能在短时间内反馈车辆位置及水位传

感器信息，因此本系统平均每三分钟刷新一次地图，可以为用户提供实时动态厘

米级精准定位服务。 

d. 紧急救援。本系统对郑州市车辆紧急救援服务及医疗救援点进行信息搜

集并建立数据库：包括详细地址、联系电话、负责人信息、提供的服务内容以及

对应的价格，被困车主可通过 APP 获取附近所有的可用紧急救援信息并迅速取得

联系,如图四所示。此外，该系统将内嵌北斗短报文通讯功能，该功能能够双向

报文通信，用户可以一次传送达 120 个汉字的信息。在一般通讯设备无法正常使

用的情况，用户可以使用北斗短报文通讯进行求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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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紧急救援系统示意图 

（2） 系统开发平台及工具

本系统所使用的开发平台及工具如表 5 所示。
表 5 系统开发平台及工具表

[2]
 

项目 名称

操作系统 Android  系统 

网络协议 HTTP, TCP/IP 协议 

关系型数据库 MySQL 5.6 
矢量地图处理软件 ArcGIS Desktop 10.2 
矢量数据服务器 ArcGIS Server 10.2 
模型封装平台 VS 2010 

服务器端开发语言 Sql, JSP, Java, Servelet 
访问地图服务接口 ArcGIS Server API for JavaScript 

开发工具 Eclipse  
客户端 手机 APP 

（3）用户模块

本系统将为用户提供一款手机导航 APP。用户开启北斗定位，打开 APP，
输入车型，APP 将会记录用户车型信息，并为用户生成积水地图，其中积水路段

高亮显示。用户点击积水点，会以文本框显示往年积水平均深度、预计积水深度、
实时积水深度。用户输入目的地，APP 将根据用户车型提供个性化最佳路线、可

选路线，并对不可通行路段加以警示。若用户被困，可点击 APP 紧急救援菜单，

用户将得到附近车辆紧急救援服务及医疗救援点详细信息，用户可直接通过电话
进行联系。若常规通讯手段不可用，用户可通过 APP 以北斗短报文的方式向外

界求救。在短报文求救界面分别输入接收方 ID 号和通讯内容，点击发送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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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用户模块具体使用流程图 

3、小结 

本文以郑州市为例，结合北斗导航系统设计了城市内涝交通导航及车辆应急

救援系统。该系统创新性地提出了利用北斗水位传感器实时采集积水信息，并根

据车辆型号，对车辆进行个性化路线规划、精准导航、应急救援，为解决城市内

涝下的交通导通疏导及应急救援难题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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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AI 和 GIS 的中小学生上下学监测系统 

【摘要】中小学生群体的上下学出行是市区通勤出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呈现

出明显的规律性。他们的安全不仅牵动着家长的内心，更关系到祖国的明天。本

文尝试设计了一个基于北斗、AI 和 GIS 的中小学生上下学监测系统。利用北斗

实时监测位置信息，利用 AI 技术学习预测出行路线，利用 GIS 分析技术对数据

进行分析、可视化和发布。该系统能够实现学生状态信息的实时可视化监测，及

时发现潜在的危险并迅速做出反应，在家校协同保护中小学生安全方面有重要实

用价值。 

【关键词】北斗卫星定位系统；AI；GIS；中小学生出行 
【Abstract】The upper and lower school trip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commuting in urban areas and show obvious 
regularity. Their safety not only affects the hearts of parents, but also the future of the 
motherland.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esign a school-based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monitoring system based on Beidou, AI and GIS. Utilize Beidou to monitor 
position information in real time, use AI technology to learn and predict travel routes, 
and use GIS analysis technology to analyze, visualize and publish data. The system 
can realize real-time visual monitoring of student status information, timely discover 
potential dangers and respond quickly, and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value in the safety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Key words】Beidou satellite positioning system;AI;GIS;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1 引言 
中小学生上下学安全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近些年，中小学生安全事

故频发。就 2018 年而言，6 月 11 日，河南信阳绿之风小学二年级语文老师李芳

在护送学生过马路时，为保护学生安全，不幸因公殉职；11 月 22 日，辽宁省葫

芦岛市建昌县第二小学门前发生一男子驾车冲撞学生案件，导致 5 学生死亡、19
人受伤；12 月 5 日，湖南省怀化市靖州鹤山小学门口发生一起交通事故，6 名小

学生被撞伤等。一幕幕惨烈的场景牵动着广大家长的神经，未成年人的安全防护
成为一个棘手的社会问题！为此，本文设计了一个基于北斗、AI 和 GIS 的中小

学生上下学监测系统，为他们的安全出行保驾护航。

作为一种当代的高新科技，卫星导航系统不仅促进了导航定位理论与应用的

变革，也促进了相关产业的长足发展。为提高卫星导航定位的自主性、安全性，
上世纪 90 年代，我国启动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建设[1]，目前北斗三号已经初

步形成全球组网能力。按照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到 2020 年左右，我国将建成全

球覆盖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形成全球无源服务能力[2]，最终目标是建成独立自
主、开放兼容、技术先进、稳定可靠、覆盖全球的导航系统[3]。人工智能（AI）
的概念是美国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尼尔逊教授所提出的[4]，它企图了解
智能的实质并对人的思维进行模仿, 以此代替人类工作[4]，该领域的研究目前主

要包括专家系统、机器学习、模式识别、人工神经网络、智能决策支持系统、自

动定理证明和自然语言理解及自动程序设计[5]几个方面。地理信息系统（GIS）

作    者：任永华
指导教师：王金鑫
学    校：郑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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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用于获取、存储、查询、分析和显示地理空间数据的计算机系统。GIS 的

要素有：地理空间数据、数据获取、数据管理、数据显示、数据探查和数据分析，

目前它在土地利用规划、自然灾害评估、野生动物栖息地的分析、河岸带监测、

木材管理和城市规划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6]。 
2 系统总体结构 

本文以北斗手表为载体建立中小学生上下学监测系统。系统主要由学生北斗

手表、数据库、监测处理中心和客户端组成。学生北斗手表负责收集学生的原始

位置信息数据，数据库负责存储数据，监测处理中心负责分析处理数据，发布信

息和危险预警，客户端负责提供给系统用户使用。系统的总体架构如下图 1 所示： 

图 1.系统的总体架构图 
2.1 学生北斗手表设计 
学生北斗手表由微控制单元、位置传感器、心率传感器、显示器、电池模块、

电路模块、交互模块等组成。学生北斗手表构成如下图 2 所示。 

图 2.学生北斗手表构成图 
微控制单元采用 MT2503[7]芯片，它是是全球首款用于便携设备的专业定位

芯片，兼容双星定位，支持蓝牙 3.0 和 2G 基带。基于双星定位技术可实现更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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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定位和秒定功能, 还可实现极低耗电的精确轨迹追踪，具有布板面积小、功耗

低等优点[7]。 
心率传感器大多利用光电容积脉搏波描记法(PhotoPlethysmoGraphy, PPG)测

量人体生理参数，可分为透射式和反射式两种[8]，如下图 3.1，3.2 所示。这种方 

       图 3.1 透射式测量法          图 3.2 反射式测量法 
法具有操作简单、性能稳定和适应性强等优点。但它也有一定的缺点，比如消耗

能量较多，并且会受到环境光的一定干扰，测量结果与实际值存在一定误差[10]。 
加速度传感器又叫 G-sensor，获取的是 x、y、z 三轴的加速度数值，该数值

包含地心引力的影响，单位是 m/s^2，基于 MEMS 技术的加速度传感器能实现 3
个轴向的加速度采集和输出[11]，如下图 4 所示。 

图 4.三轴加速度传感器采集 x、y、z 三轴加速度示意图 
2.2 数据库设计 
地理信息系统(GIS)的发展要求数据库系统不仅能够存储属性数据，而且能

够存储空间数据，存储和管理空间数据是 GIS 的核心任务之一[12]。由于 GIS 数
据的存储和管理比较复杂，而现有的商用数据库管理系统多数不具备直接管理空
间数据的能力，作为全球最大的 GIS 技术提供商，ESRI 推出了基于 SDE 技术

的空间数据存储管理解决方案 ArcSDE (Spatial Database Engine)。ArcSDE 可以

扩展现有的关系型数据库的管理功能，实现空间数据和非空间数据的集成统一管
理[13]。 

本系统的数据可分为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空间数据主要包括学生的实时位

置信息和学生及学校的固定位置信息（若有变动时更新）；属性数据主要包括学

生和家长的基本信息，如学生的姓名、性别、年龄、学校、年级和班级等，家长
的姓名、性别、年龄和工作单位等。数据的存储采取关系数据库，ArcSDE 空间

数据库引擎作为中间件来连接 GIS 应用程序和关系数据库系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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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监测处理中心 
监测处理中心是整个系统的关键，负责分析处理数据，发布信息和危险预警，

它的运行状况直接影响到这个系统的性能。监测处理中心接收并解译学生手表的

数据，利用 GIS 软件对学生的运动轨迹进行重建，然后轨迹信息显示在电子地图

上，实现了学生的位置监测。监测处理中心设计了 AI 算法及地理围栏功能，AI
算法能够预测学生上下学可能的轨迹，通过它判断学生的轨迹是否存在异常。将

学生的位置数据与地理围栏数据对比，系统能够准确的判断出学生是否进入监控

区域，也能判断出学生是否离开了特定的区域，还能判断出学生的轨迹是否与已

知轨迹存在较大偏差。当监测处理中心发现了学生的行为异常时，及时发出危险

预警信息，系统用户能够通过用户端查看这些信息，并处理危险预警信息。若系

统出现了误判情况，错误的发出了危险预警信息，用户可反馈给监测处理中心，

监测处理中心会及时完善相关功能，降低系统误判率。由于监测处理中心服务器

的数据流量和访问量可能比较大，因此可以考虑使用多台服务器组成的服务器群，

这样可以有效提高处理能力和计算能力。

2.4 用户端 
用户端包括 web 客户端和移动 app。用户成员有学校用户和家长用户，学校

老师可以通过 web 客户端或移动 app 实时查看每位学生的状态信息，而家长也可

以查看自己孩子的状态。采取 Web 端发布数据有很多优点：良好的交互体验；

良好的前后端工作分离模式；减轻服务器压力；共用一套后端程序代码。而采取

移动 app 是因为移动客户端使用便捷，只要有网络，随时随地可以使用。 
3 系统技术路线 

系统技术流程如下图 5 所示： 

图 5.系统技术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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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位置信息获取 
学生北斗手表定位方法包含室外定位和室内定位。

室外定位采用北斗定位，采取基于信号到达时间差（TDOA）的方法[14]，计

算出用户的位置坐标。

室内定位采取基于 WIFI 的定位系统和惯性导航定位融合定位方法[15]。基于 
WIFI 定位系统，WIFI 用户将终端网卡主动扫描或被动监听其接收范围内各个 
WIFI 的信道接入点的信号，通过监听扫描所接收到的数据帧中的 MAC 地址和 
SSID 来辨识所有 AP，并收集记录其相应的数据，对于一个空间位置来说，AP 
的 ID 越多，定位也就会越准确[16]。随着 IC 技术的快速发展，出现了惯性传感

器，惯性导航以牛顿力学理论为基础，基本原理是利用惯性传感器获取移动对象

的加速度和前进方向，从而对其进行定位[16]，惯性导航技术具有便捷，不受外界

环境影响的特点。因此采用两种室内定位方式融合的方式能够实现室内的精准定

位。

3.2 数据处理与存储 
数据的存储采取关系型数据库，如 Oracle 数据库服务器，MySQL 数据库服

务器等。随着系统运营时间的增加，数据库服务器中存储的数据规模也越来越大，

这对服务器硬件的设备要求就更加严格，一旦服务器设备无法承受数据库的工作

压力，可能将造成系统的瘫痪。因此在选择服务器时要尽量选择支持系统多、存

储稳定性良好的服务器，用来满足长期运作时服务器随时进行读取写入等操作不

会出现错误。学生的实时位置信息数据通过网络上传到数据库服务器中。监测处

理中心接收并解译服务器上的这些数据，解译出的数据包括各个学生的经纬度坐

标信息以及其对应的时间信息，并对这些属性数据进行分类与存储。通过 ArcSDE
来连接 GIS 应用程序和关系数据库系统，利用 GIS 软件对这些数据进行可视化

分析处理与存储。

3.3 轨迹分析与可视化 
轨迹数据是对移动对象的运动过程采样得到的数据，通常包含采样位置、时

间、运动速度等属性信息[17]。将采样点按照一定时间尺度排序便形成了移动对象

的轨迹。读取数据库服务器上存储的数据，采取插值分析法处理这些数据并进行

轨迹重建。可视化是一种有效的数据处理方式，它可以很好的将抽象的地理时间

数据采取直观的方式表达出来，轨迹数据的可视化极大地方便了用户的使用，如

下图 6 所示是轨迹重建图。 

图 6.轨迹重建图 
利用 ArcGIS Server 发布数据，ArcGIS Server 是 ESRI 在 ArcGIS 9.0 系列产

品中新推出的一个创建企业级 WebGIS 应用的平台，它是对传统桌面应用和客户

端/服务器应用的发展,为广域网中实现高性能的 GIS 功能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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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组件可以概括为 GIS Server、Web 服务器和客户端 3 类，使用 ArcGIS Server
可构建 Web 应用、Web 服务。 

3.4 轨迹判读与 AI 分析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即为 AI）亦称机器智能，是近年来比较热

门的技术，指由人制造出来的机器所表现出来的智能，通常是指通过普通计算机

程序的手段实现的人类智能技术，它包括大数据、算力、算法、场景四要素。本

文下的场景即是学生上下学场景，大数据即为数据库服务器上的大数据，算力即

为基于 CPU 和 GPU 的神经网络计算，主流算法主要分为传统的机器学习算法和

神经网络算法，近年来神经网络算法快速发展，深度学习大大发展。就本文场景

下的问题而言，学生上下学可以选择多种通勤方式，但是无论是哪种方式它的出

发点和目的地总是唯一的。从理论上来说，一个学生在这两地之间通行可以有无

数种路径，但是实际来讲，由于受到道路建筑物等的影响，学生的出行路线总是

有限的，并且随着时间的累积总会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因此可以设计一定的监

督式学习人工智能算法，通过对前期学生的轨迹“预测数据”与学生出行线路的

真实的“训练数据”进行对比，然后不断的调整预测模型，直到模型的预测结果

达到一个预期的准确率。经过不断的监督学习与算法改进，系统就能更加准确的

判读学生的轨迹信息，及时发现学生的异常情况并做出相应警告。

3.5 地理围栏预警 
近些年来，基于位置的服务（LBS）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地理围栏是 LBS

的一个新应用，它是由一个虚拟的栅栏围出一个虚拟地理边界，使用地理围栏技

术能够更加精确及时的发现学生的异常行为并做出预警。首先绘制地理围栏数据，

然后与已经获取的学生的位置数据集对比，判断学生位置是否在地理围栏内。

根据不同的学生绘制不同的地理围栏。根据学生上下学的路线绘制线型缓冲

区，由于学生的上下学路线不唯一，所以同一个学生也要绘制多个线型缓冲区。

在重点监控区域绘制地理围栏（如网吧、游戏厅等），当学生进入这些监控区域

时，监测处理中心发出预警信息。在安全区域绘制地理围栏（学校、家等），当

学生走出这些区域时，监测处理中心会发出提醒信息。重点监控区域和安全区域

以多边形的方式绘制地理围栏，多边形的边缘也可设置缓冲区，降低误判率，最

后将绘制好的地理围栏数据保存。监测处理中心将学生的位置信息数据与保存的

地理围栏数据对比判读，当出现异常时监测处理中心发出预警信息。

3.6 系统用户 
本系统的用户主要分为学校和家长两类。学生的原始位置信息数据上传到服

务器，监测处理中心接收解译分析这些数据，利用 GIS 软件对学生的轨迹进行重

建与可视化，然后通过 ArcGIS Server 发布这些信息。用户使用 Web 浏览器连接

运行于 Web 服务器上的 Web 应用，也可以通过 HTTP 连接到运行于 Web 服务器

上的 Web Service[19]，还可以使用移动 app 查看。当监测到学生的异常状况时，

监测处理中心会发出预警信息。学校和家长得到预警信息后可以及时处理，若出

现误判情况，可以反馈给系统，系统会及时改进 AI 算法或者更新地理围栏数据

等，逐渐降低误判率。

4 主要创新点 
1.在定位方面，采取北斗定位、WIFI 定位和惯性导航定位三者相结合的定

位方式。由于采用了融合定位技术，定位效果受周边环境影响较小，不仅能够全

面地记录用户的运动历史轨迹，而且能够实现低功耗运行。

2. 地理围栏功能的设置。目前大多数地理围栏功能应用是通过内置于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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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应用的定位 SDK 来实现的，所以只有在该应用启动时才可以触发地理围栏功

能。而由于本系统采用了融合定位技术，能够提供真正意义的地理围栏，可以实

现学生的位置实时监测预警。

3.在进行学生轨迹的分析预测时，采用了 AI 算法。采用训练数据进行监督

式学习，不断完善算法，有效提高了预测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5 结语 
本文设计了一个基于北斗、AI 和 GIS 的中小学生上下学监测系统，该系统

基于北斗进行了融合定位技术改进。利用 GIS 软件对学生的运动轨迹重建与可视

化，然后通过 ArcGIS Server 进行信息发布，监测处理中心发出相关预警和提示

信息，学校和家长通过 web 端或 app 查看这些信息。该系统在家校协同保护中小

学生安全出现方面有重要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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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的空天地滑坡灾害监测系统

【摘要】空-天-地滑坡灾害监测系统基于传统的滑坡监测手段，以高效精准和低

成本为出发点，综合利用无人机航拍、机载雷达和北斗卫星定位技术和遥感技术，

在监测系统硬件方面，使用先进的传感器和数据采集装置，利用电磁波和基站等

传输媒介，使该系统更加精准高效运作；在软件方面，依托在线平台服务软件，

保证监测数据的时效性和精准度。 

【关键词】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机载雷达、遥感技术、无人机、数采装置 

【Abstract】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landslide monitoring methods, the 

air-space-ground landslide disaster monitoring system takes high efficiency, precision and 

low cost as its starting point, synthetically utilizes UAV aerial photography, airborne 

radar and Beidou satellite positioning technology and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In the 

hardware aspect of the monitoring system, advanced sensors and data acquisition devices 

are used, and transmission media such as electromagnetic wave and base station are used 

to make the system more effective. In terms of software, we rely on online platform 

service software to ensure the timeliness and accuracy of monitoring data. 

【Key words】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Airborne Radar,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UAV, Data Acquisition Device 

作    者：储兆微、高志傲、陶宜权
指导教师：范文、于宁宇
学    校：长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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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项目概述 

1.1 项目背景 

1.1.1 社会背景 

我国是亚洲乃至世界上发生地质灾害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地质

灾害多发，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及地震等地质灾

害发生十分频繁、灾害损失极为严重，其中尤以滑坡灾害最为频繁，

即滑坡是人类目前面临的最广泛、受害最重和时间最长的地质灾害之

一，其出现的频度和广度远大于其他种类的地质灾害。滑坡之所以能

造成如此严重损害，是因为其基数大以及难以事先准确预报其发生的

地点、时间和强度。 

滑坡灾害已经成为各种灾种频率最高、危害性最大的地质灾害类

型，见图 1.1-1.2，并且对国民经济造成巨大损失，可见，滑坡等地

质灾害已严重威胁到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图 1.1 地灾损失图（12-16 年） 图 1.2 各类地质灾害发生比例图（12-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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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传感器技术、光电技术、遥感技术以及网络技术等

的发展，目前已有一些监测系统或预警系统，例如，基于 Zigbee 技

术的山体滑坡监测系统，基于北斗系统的山体滑坡监测及预警系统，

基于无线传感网络的山体滑坡监测系统等。但这些系统都存在各种不

足之处，无法真正实现智能化、网络化、可靠、准确地监测和预警滑

坡灾害，而且真正大量投入工程应用较少，并未形成市场规模，不符

合未来预警系统自动化、智能化、实时化的发展趋势。 

在这些背景、政策扶持和技术发展的基础上，再结合目前滑坡监

测方法的多样性，本团队的基本构想应运而生. 

1.2 研究的目的、意义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自然因素的影响，地质灾害呈

逐年加重趋势，2016 年共发生地质灾害 9710 起，造成 370 人死亡、

35 人失踪、209 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 31.7 亿元。地质灾害发生数

量、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同比分别增长 18.1%、42.1%

和 26.5%。分类型看，特大型地质灾害有 21 起，造成 97 人死亡、10

人失踪、29 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 12.7 亿元；大型地质灾害有 41

起，造成 25 人死亡、5 人失踪、7 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 2.8 亿元；

中型地质灾害有 307 起，造成 107 人死亡、11 人失踪、64 人受伤，

直接经济损失 6.4 亿元；小型地质灾害有 9341 起，造成 141 人死亡、

9 人失踪、109 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 9.8 亿元。因此，集成现有先

进技术研发一套智能化和网络化的滑坡灾害监测与预警系统是目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十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12



极其重要的工作，对于保障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空-天-地滑坡灾害监测与预警系统集成了北斗导航技术、无线网

络技术、遥感技术、无人机技术、传感器技术等先进技术于一体，其

将当前先进技术集成应用于滑坡地质灾害监测与预警，将有效克服现

有地质灾害监测和预警技术的不足和缺陷，为滑坡地质灾害提供是一

种全天候、智能化和网络化的实时监测与预警系统。若该系统应用于

滑坡灾害监测和预警，将有效降低滑坡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

失。 

1.3 应用领域和使用对象 

（1）滑坡等地质灾害的监测与预警；

（2）高压输电塔形变的监测与预警；

（3）铁路公路桥梁形变的监测；

（4）建筑物形变的监测。

1.4 术语与缩写解释 

缩写、术语 解释 

GNSS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UPS 不间断电源 

表 1.1  空天地滑坡灾害监测与预警系统术语与缩写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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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监测系统综述 

2.1 系统结构 

空-天-地滑坡灾害监测与预警系统主要由空（无人机、机载雷达）、

天（北斗导航系统、遥感技术）及地（各类传感器、数据接收器）等

数据采集系统、数据传输系统、数据处理系统和用户服务系统四大部

分组成，见图 2.1-2.3。 

图 2.1 空-天-地滑坡监测与预警系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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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传感器监测设备图 

图 2.3 预警系统图 

⑴硬件部分主要由土壤水分传感器 ML3、水压力式张力计、土壤

水势探头 EQ3、渗压计（水位计）、温湿度传感器 111N&222N、测斜仪

GK-604D、倾斗式雨量计 7852M-AB、国产 DUK—2 型/60 通道高密度电

阻率仪、CR1000X 型数据采集装置、太阳能板、便携式无人机、机载

雷达和北斗卫星信号接收机等装置组成。 

⑵数据通信链路支持多种传输方式，通过无线信号传输，数据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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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系统能够精准高效地将收集到的数据传送到数据处理系统端，见图

2.4。 

⑶数据处理端远程精准地接收野外观测资料，通过处理云端对数

据进行精确处理，为自然界中滑坡灾害预警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持。 

⑷用户端只需进入监测系统入口查看野外滑坡点位的实时解算

状态和结果，为分析和预警滑坡灾害提供技术支撑。 

图 2.4 北斗系统部分组成及工作流程 

2.2 系统功能简介 

本系统各项功能主要通过以下实现，首先在传统地质勘察手段

（地球工程地质测绘和工程地质钻探）的基础上，在野外监测区域进

行物理电法勘探、同时利用无人机和机载雷达进行全方位航拍并布置

用于测量坡体表面变形的北斗卫星基站，再在坡体中轴线方向的中上

部和中下部各布设合理数量的传感器并汇集到野外数据采集终端，最

后利用电磁波、基站和通讯卫星将数据传到室内终端，之后再由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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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做相应的数据统计分析和处理，通过斜坡即将失稳时临界状态下

（Fs≤1）所对应的模型参数（降雨量或水文响应参数），确定斜坡预

警模型参数阈值，并确定和及时发布预警等级。用户服务系统可以迅

速地将预测结果通过手机短信、邮件等方式发送给用户，让用户及时

收到预警信息。 

2.3 系统的优点 

2.3.1 系统的科学性和先进性 

（1）空-天-地滑坡灾害监测系统通过空（无人机和机载雷达）

天（云平台）地（基站监测）相结合能够实时监测数据，传输数据，

第一时间上传至此网站，工作人员通过远程终端实时监控，具有更高

的数据精确性，对滑坡灾害的实时有效监测具有重要作用。 

（2）由于云平台的优势，空-天-地滑坡灾害监测系统无需人工

野外采集数据，实现了自动采集，云端计算，云端存储，实时监测，

实时预警的系统化自动化功能，极大地降低了各方面的成本。 

（3）云平台具有先进的运维管理系统和综合处理系统，同时向

用户提供了人性化的访问系统，用户可以实时查看到监测系统的各项

数据，及时对监测基站做出指令。 

2.3.2 技术特点 

（1）以往的滑坡灾害监测系统都是从单方面进行监测的，而空-

天-地滑坡灾害监测系统从三个方面进行监控，有机结合三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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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监测结果和监测效率都大大提升。 

（2）传统的监测方法是间断监测的，而空-天-地滑坡灾害监测

系统能实现全天候不间断监测，具有实时性的特点。 

2.3.3 竞争优势 

（1）专业技术一流：无论是无人机监测、北斗卫星监测还是地

面基站监测，其专业技术处于业内领先水平。该滑坡监测预警系统是

无人机技术、北斗卫星技术与传统地面监测系统的完美结合。团队成

员以硕士生、本科生为主，具有活跃的思维和巨大的创新、研究潜力。 

（2）高精度：三种技术的融合使得无人机、卫星和地面基站相

互联系、相互配合，将滑坡体的地质、地貌信息、气象信息、位移信

息等多种影响滑坡的因素结合起来，进行预警，并且数据传输速率快，

能够充分实现 1+1+1>3 的聚合效应，提高了预警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从而使监测结果的精度最大化。 

（3）应用前景广泛：本技术可应用于地质灾害监测，桥梁、公

路边坡和隧道形变等公路、铁路交通监测领域。系统包含了软硬件一

整套的内、外业解决方案，且能够实现实时预警，改变了当前灾害监

测系统难以预警、成本高、信息化程度和监测精度低等问题，有着极

高的应用价值。 

（4）自动化、网络化：该监测系统自动化、网络化程度高，可

以实现无人值守管理，并自动进行预警，同时可以通过网络对系统进

行远程控制管理，通过网络自动发布预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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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成本低廉：该监测设备价格较低廉，每万平米监测区域仅

需 12 万元，设备功耗低，仅用太阳能就能满足其日常运行的能量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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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使用说明及系统各部分图片 

3.1 使用说明 

首先在传统地质勘察手段（地球工程地质测绘和工程地质钻探）

的基础上，在野外监测区域进行物理电法勘探、同时利用无人机和机

载雷达进行全方位航拍并布置用于测量坡体表面变形的北斗卫星基

站，再在坡体中轴线方向的中上部和中下部各布设合理数量的传感器

并汇集到野外数据采集终端，最后利用电磁波、基站和通讯卫星将数

据传到室内终端，之后再由技术人员做相应的数据统计分析和处理，

通过斜坡即将失稳时临界状态下（Fs≤1）所对应的模型参数（降雨

量或水文响应参数），确定斜坡预警模型参数阈值，并确定预警等级。 

空-天-地滑坡灾害监测与预警系统北斗部分 GNSS 数据中心子系

统主要由北斗滑坡地质灾害监测与预报软件、预警信息发布软件（如

图 3.1）、服务器、交换机、磁盘阵列、防火墙、UPS 等软硬件组成，

主要功能是实时监测基准站和监测站子系统运行状况、实时向监测站

转发差分改正数、实时处理、分析监测站数据并对滑坡进行预测、快

速发布滑坡地质灾害预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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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系统各部分图片 

图 3.2 无人机和机载雷达 

图 3.3 北斗实时监测点观测墩     图 3.4 数据采集装置 

图 3.5  数据采集控制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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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监测系统预警界面 

图 3.8 北斗实时监测系统变形信息发布网页登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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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监测系统发送预警信息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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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监测设备硬件要求 

设备名称 主要技术指标 

含水率传感器

（土壤水分传感

器 ML3） 

①土壤湿度精确到±1％

②在 0-40°C 范围内，土壤温度误差达到±

0.5°C 

③低盐度敏感性，出色的稳定性

④在钻孔深处安装容易

⑤防水连接器符合 IP68

⑥坚固耐用，防风雨，方便埋藏

⑦良好的电气免疫力

⑧电缆连接器、圆柱形外壳和延长管设计简化

了维修的拆卸。 

水压力式张力计 

①测量范围为 0-100Kp

②可更换的陶瓷头

③真空压力表提供精确的读数

④较大的储蓄空间使维护容易

⑤专为恶劣环境设计的简易密封量规

土壤水势探头

EQ3 

①土壤基质吸力精度：从 0 到-100kPa 误差

±10 kPa,从-100KPa 到-1 000KPa 读数误差

±10% 

②在 0-40°C 范围内，土壤温度误差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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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名称 主要技术指标 

0.5°C 

③出色的稳定性，最小的土壤扰动

④在钻孔深处安装容易

⑤坚固耐用，防风雨，方便埋藏

⑥良好的电气免疫力

⑦电缆连接器、圆柱形外壳和延长管设计简化

了维修的拆卸 

渗压计（水位计） 

①标准范围：−100 to 350, 700 kPa; 1, 2, 3

MPa 

②超量程：1.5×额定压力

③解析度：0.025％F.S.（最小）

④精确度：±0.1% F.S.

⑤线性：<0.5% F.S.

⑥温度范围：−20°C to +80°C

⑦长度×直径： 133 × 17.5 mm

温湿度传感器

111N&222N 

① 度:量测范围: -40℃ 至 +60 ℃

精确度: ±0.3℃ ( -20℃ 至 +40℃ )

 ±0.5℃ ( -40℃ 至 +60℃ ) 

②湿度:

量测范围: 0 – 100 % 

精确度: ±3% ( 0 - 9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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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名称 主要技术指标 

±5 % ( 90 – 98 % ) 

倾斗式雨量计

7852M-AB 

①型式: 倾斗式

②承雨口径面积: 200 cm2

③灵敏度: 0.2 mm / tip

④输出: 磁簧开关 ( ON / OFF 接点信号)

⑤外壳材质: 抗紫外线 ABS 材质

⑥尺寸: 16.5 cm 直径 * 24 cm 高

⑦水平气泡

⑧附件: 底座

测斜仪 GK-604D 

①标准范围±30°

②分辨率（探头）0.0013

③分辨率（系统）：±0.025 mm / 500 mm（±

0.0001 ft / 2 ft） 

④总系统精确度：2±3 mm / 30 m（±0.125 in

/ 100 ft） 

⑤温度范围：0°C至+ 50°C

⑥长度×直径：700×25 毫米，1200×25 毫米

或 32×1英寸 

⑦轮距：0.5 米，1 米或 2英尺

⑧套管尺寸：48 至 89 毫米（2至 3.5 英寸）

太阳能板 最大输出瓦数: 32 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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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名称 主要技术指标 

②最大电压输出: 17.4 V

③最大电流输出: 1.84A

④附件: 角度调整固定座

无人机（精灵

4pro） 

重量：1368g 

最大飞行时间：30 分钟 

最大飞行海拔高度：6000m 

避障功能：前视避障 

相机参数：4K：3840×2160P 有效像素 2000

万 

最大遥控距离：7000m 

控制方式：遥控器 

表 4.1  空天地滑坡灾害监测与预警系统硬件要求 

北斗接收机和天线 4 套（一个观测墩上配备一套北斗接收机和天

线）；太阳能供电系统 4 套（有条件的可配备市电和太阳能双电源供

电系统）；无线通讯设备4套（一台G北斗接收机需要一套通讯设备）；

基座 4 个；北斗接收机和天线防护设施 4 套；避雷器（防雷电浪涌保

护器）4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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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密度电法测量使用国产DUK-2型/60通道高密度电阻率仪 

DZD-6A(接收主机) UDK-2(多路开关) 

电压测量

范围 
±6V 

最大供电

电压 
900V 电极总数 

60/12

0 

电压测量

精度 

±1%±1

个字 

最大供电

电流 
5A 

触点导通

电阻 

<0.1

Ω 

输入阻抗 >50MΩ
供电脉冲

宽度 

1~59

s 
绝缘性能 500MW 

电流测量

范围 
5A 整机电流 

≤

60mA 
承受电压 

500V 

DC 

电流测量

精度 

±1%±1

个字 
工作温度 

-10

℃~ 

+50

℃

允许最大

电流 
2A 

表 4.2  空天地滑坡灾害监测与预警系统硬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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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监测设备概述 

5.1 监测设备 

斜坡水文监测系统可以对降雨条件下水文参数的变化情况进行

实时数据监测与自动化采集，主要包含含水率传感器、喷注式张力计、

渗压计、雨量计、测斜仪和数据采集装置，太阳能电池板及传感器连

接线缆等。 

（1）水分计

①工作原理

其中含水率传感器为 ML3 型，见图 5.1，可测量土体体积含水量

及温度，传感器内部元件与四根外部感应棒相连，当传感器通电后，

通过不锈钢感应棒向土壤中施加电磁场，土体，水分及空气三相介质

依据其自身介电常数响应该电磁场，不同三相材料比例不同导致介电

常数发生变化，埋入土层部分的探针通过测量探针中电磁波传播速度

得到模拟直流电压信号变化情况，经电压信号与体积含水量的转换关

系方程，确定最终的体积含水率数据。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探针长度

方向上土体非均质，因此在该长度范围内测得传播速度并非常数，因

此最终得到实际为探针长度方向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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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含水率传感器示意图 

②传感器的室内标定

传感器在出厂前设置的转化系数是通过对一般性土测试后所得，

其土体结构及物理性质与研究区未广泛分布的含碎石粉质粘土或粉

砂质粘土层，因此在埋设含水率传感器前，利用原为取得的土体在对

传感器进行标定工作。含水率传感器的标定应严格控制土体密度，使

之与原位密度基本相同。不同的土体密实度导致土的孔隙度及结构差

异较大，导致土体内一点水土气三相介质的比例具有较大差异。首先

对监测位置附近探槽内，沿不同深度土体取扰动样若干样，根据前期

室内物理试验结果，该处浅层土体（0~3m）范围内密度为1.7~2.0g/cm3，

因此以平均密度 1.8g/cm3 作为室内土体的密度配制重塑土试样的标

准密度，并剔除大于 2mm 碎石颗粒，以免碎石颗粒对试验结果的影响。

标定试验设计质量含水率为 W=1%，3%，5%，8%，12%，16%，20%，25%

和 30%,对应于体积含水率分别为 V=1.8%，5.4%，9%，14.4%，21.6%，

28.8%，36%，45%和 54%。 

试验过程： 

a.取探槽内获得的扰动土样若干，置于托盘内捣碎，研磨，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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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不出现大量团聚颗粒为止，在烘箱内烘干 24h 并称重； 

b.根据标定试验所取总土重及设计不同体积含水量，每次试验逐

级称取相应质量的水并均匀喷洒在土中，搅拌均匀，尽可能保证土中

水分保持均匀，以达到测量准确的目的； 

c.将调配均匀的土按实际密度填充在量杯中，用击实锤分层击实，

并在量杯外包裹保鲜膜，静置于保湿皿中 24h，使土中水分保持均匀

稳定； 

d.将水分计探针完全插入土中中部位置，接入电源及数据采集器，

待稳定后读取电压值，记录每一级已知配置含水率与对应电压值，最

终建立体积含水量与输出电压； 

图 5.2 含水率传感器及室内标定过程 

（2）张力计

由于斜坡浅层土体中水分渗流方向受基质势控制，因此土体内部

水分的流动及分布与基质势的时空分布密切相关。同时，基质吸力为

斜坡稳定性提供了额外的强度贡献，因此，有必要对斜坡土体内部的

负孔隙水压力分布，大小及演化规律进行分析研究，因此通过张力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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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张力计结构示意图（SR 型） 

标定步骤： 

a.连接 PDCR4010 型压力传感器、真空压力泵和压力控制器（GDS），

组成测量系统； 

b.利用压力控制器施加预设标准压力值，并逐级提高，施加每一

级压力时，利用万用表对不同编号的传感器测量值进行读取，并记录； 

c.建立给定压力与传感器输出电压值的关系。

图 5.4 (a)连接传感器(b)施加预定应力(c)利用真空泵施加压力(d)标定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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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正压力的标定结果

(b) 负压力的标定结果

图 5.5 PDCR4010 压力传感器的标定 

（3）渗压计

由于随深度的变化，斜坡剖面中存在不同密实度及显著接触界面，

导致斜坡土体渗流特征发生显著变化，因此降雨入渗在渗透特征变化

界面处产生滞水，当降雨入渗时间足够长时会导致地下水位不断抬升，

斜坡土体逐渐达到饱和状态，因此基质吸力不断消散，并最终形成正

孔隙水压力。因此，利用渗压计可测得正孔隙水压力，进而推测潜在

地下水位或上层滞水随季节性降雨发生的周期性变化。 

渗压计由不锈钢隔膜、振弦、热敏电阻及过滤网组成，见图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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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外界水压力作用于隔膜时，使其产生偏转，因此与之连接的振弦的

拉张力及频率发生改变。而振弦的振动频率平方与所施加的外荷载成

正比关系，因此，通过测量振弦频率即可测得外界荷载的大小。 

图 5.6 渗压计结构示意图（Geokon4500AL） 

在野外试验前，对振弦式渗压计应进行标定。根据所施加压力与

传感器输出电压两者之间关系建立方程。 

图 5.7  (a)对渗压计进行饱和; (b)利用 GDS 对压力室内渗压计施加设计外荷载 

（4）北斗监测系统

①滑坡监测网布设方案

采用北斗监测采用实时、连续、高精度监测技术的同时，结合高

精度的静态测量技术，相互取长补短，可以有效探测并获取展紫阳浅

表层滑坡体的变形规律，为后续的滑坡研究提供可靠的基础资料。为

(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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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研究区浅层滑坡体高精度变形监测工作，结合前期工程勘察资料，

本项目拟在浅层滑坡体上建造 4 个北斗监测点，包括 1 个基准点和 3

个变形监测点。其中，1 个基准点建于较为稳定区域，3 个监测点均

匀分布在整个滑坡体上，用于研究和分析滑坡体的长期变形趋势。 

每个北斗实时监测点上观测墩的占地面积约为 4m2（其四周要修

建仪器设备防护设施），其他监测点上观测墩的占地面积约为 2m2。 

②滑坡监测作业方案

北斗实时动态监测系统共包含 3 个北斗实时动态监测点，其中 1

个位于基准点观测墩上，作为后期处理的参考基准，3个位于变形监

测点观测墩上，用于对滑坡体的稳定性进行监测。 

同时，还将在 1 个监测点上安装 1 套气象数据采集设备（温度、

湿度和气压测量传感器），以便在复杂气象条件下（如强降雨、降雪、

高温和大风降温等天气情况下）对北斗监测数据进行气象误差改正，

以提高北斗监测成果的可靠性。 

北斗实时监测数据处理与管理采用长安大学专门为北斗连续监

测系统开发的高精度北斗滑坡实时监测处理软件，见图 5.8，该软件

具有北斗基线解算、实时动态差分、结果可视化、数据管理及分析等

功能，完全能够满足对该滑坡进行实时动态监测和变形分析的要求。 

正常情况下，平台实时(每秒发布滑坡体的动态变形监测结果，

测量精度在水平方向优于 2cm；高程方向优于 5cm；可在 1 小时内给

出滑坡体的小时解结果，水平方向精度优于 10mm，高程方向精度优

于 15mm；可在 1 天内给出滑坡体的单天解结果，水平方向精度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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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mm，高程方向精度优于 10mm。每个季度给出滑坡体的季度解结果，

水平方向精度优于 3mm，高程方向精度优于 5mm。 

授权用户可以直接通过该网页查看滑坡体各监测点的实时变形

信息和状态。图 5.9 即是本项目组研发的北斗实时监测系统变形信息

发布系统。 

图 5.8 北斗实时监测系统变形信息发布网页登陆界面 

图 5.9 北斗实时监测系统变形监测界面 

为了研究浅表层滑坡体的长期变形趋势及受季节影响变化，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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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典型斜坡监测网中的1个基准点和3个监测点实施北斗静态周期监

测，共包含 4 个北斗静态观测点，每年进行按季 4 次定期观测。每次

观测采用双频 GNSS 接收机和扼流圈天线进行静态相对定位。其测量

技术方案为： 

  观测卫星高度角     ≥15° 

  数据采样间隔 30″  

  同时观测有效卫星数 ≥ 4  

  观测时段数 ≥ 2 

  PDOP 值 ≤ 6   

  每时段观测时间    基准网--240min；监测网--180min 

由于基准点间的边长较短，采用双差模型可以有效消除卫星星历

误差、电离层和对流层折射误差、卫星钟和接收机钟的相对钟差等测

量误差，180min 以上的观测时间可保证达到优于技术设计提出的点

位中误差±3.0mm 的精度标准。 

（5）数据采集及远程传输

本次滑坡监测实验中，数据采集利用 CR1000 型数据采集卡对不

同水文参数进行获取，见图 5.10。应对数据采集器写入提前编好的

控制程序，试验其可读性，调试各传感器可否正常工作。本次监测过

程中采用无线传输模块对数据进行远程传输，见图 5.1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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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0 型数据采集装置 

图 5.11  数据采集主控制界面   图 5.12 载入主控制程序 

5.2 监测传感器的布置设计 

根据所选择的斜坡边界范围，为了更好的对降雨入渗进程进行实

时监测，得到降雨条件下湿润锋入渗特征剖面（入渗深度、入渗速度

等）随时间的变化情况，现场传感器布设应根据钻孔及探槽开挖所揭

露土层厚度，以及原位、室内测得的原状土渗透系数及土水特征曲线

及物理力学指标确定。土体的渗透系数及入渗能力决定了基质吸力或

体积含水量对地表天气条件的响应速度。其中，考虑到在坡体浅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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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孔中成对布设体积含水量传感器（Moisture Probe）与真空张力计

（tensiometer），在已有深钻孔中可布设渗压计（Piezometer）。考

虑到一般该地区堆积层土体的最大入渗深度及受外界气候条件的影

响范围，一般降雨及干旱条件下可影响范围一般在 0~3m 范围，越接

近地表受季节性气象条件的影响越大；而渗压计的安装位置一般置于

上部可渗透土层底部与非渗透性基岩交界面上，由于该位置为潜在地

下水位的初始累积位置，利用渗压计可测得土体正孔隙水压力随时间

的变化情况，并以此推断潜在地下水位的变动情况，传感器布设如图

5.13-5.17 所示： 

图 5.13 监测点斜坡传感器布置示意图 

根据项目前期设计方案，主要对周期性降雨条件下斜坡不同位置

土层水文响应特征进行长期监测并进行分析。根据钻孔及探槽揭露，

该斜坡上覆土层厚度一般为 5~10m。由于不同深度土层的密实度，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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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率及其他物理力学性质指标存在差异性，因此在浅层土体处0.5m、

1m、2m 及 3m 处埋置含水率传感器及张力计以分析降雨入渗浅层土体

的过程，同时可重建原位不同深度土层的土水特征曲线，分析干旱及

湿润气候下不同路径的差异性，分析土水特征曲线的粘滞效应对斜坡

稳定性所产生的影响。 

此外在浅层土体 3~4m 深处埋置渗压计，用以分析由于土层剖面

处差异性渗透界面而导致的潜在上层滞水；在深部土层-基岩接触面

处附近安装渗压计，可分析由于不透水边界面处可能产生情况的地下

水变动情况。 

图 5.14 监测点斜坡平面勘察点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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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5 监测点斜坡面勘察点剖面布置图 

图 5.16 监测点传感器剖面布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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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7 监测点传感器平面布置示意图 

5.3 监测传感器的安装与调试 

（1）渗压计的安装

①安装前，应饱和渗压计，拆下渗压计前面透水石，将其完全饱

和； 

②测量钻孔原始深度及稳定地下水位深度；

③判断不透水基岩与可渗透土层或强风化带边界深度，若钻孔位

置较深或穿透新鲜基岩层位，应填充原位土至岩土边界面位置深度； 

④需要将渗压计埋设深度附近填充滤沙，防止泥浆对渗压计的影

响（细小颗粒若进入渗压计或将其损坏），厚度约 2~3m，填充完后测

量沙层顶面深度，判断需添加膨润土混合物预填埋深度； 

⑤滤沙上层至孔顶填充膨润土与原位土混合搅拌物（密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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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上部水的下渗，由于该方向土体开挖后已经，需测量相邻位置（相

同深度）两侧水头高度）； 

⑥标记孔压计位置与各自编号，防止混淆

⑦延长线与渗压计线缆通过连接件进行连接，通过短路方式使得

两根线之间的铜丝进行桥接，如图 5.18 所示 

⑧利用PVC管对线缆进行保护，并用PVC管穿线，分段进行填埋，

固定管子 

图 5.18 (a)埋设前记录传感器编号(b)延长线与传感器线缆的连接 

（2）张力计的安装

①安装前轻取下陶瓷头，并在水桶中饱和陶瓷头，使之完全排除

气泡； 

②确定已有钻孔深度及张力计长度，确定是否需在钻孔中回填土

至需要深度，注意保证张力计传感器连接处应在地面外，用卷尺不断

记录回填深度，并轻轻击实； 

③放入张力计，轻轻将陶瓷头挤入底部土中，切记不可用力，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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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损坏陶瓷头，并回填膨润土与原位土混合物直至封顶； 

④连接 PDCR4010 传感器与张力计传感器连接处，用绷带缠住螺

纹连接处，增加摩擦，防止进水； 

⑤用纯净矿泉水注入张力计管中，并充满至蓄水头，用干净小棍

或电线轻轻捅入管子，使得水中气泡流出。 

图 5.19 水文监测现场安装过程 

（3）北斗接收器的安装

①1 个基准点选在远离滑坡体 50m 以外的稳定区域内，作为变形

监测的参考基准，3 个变形监测点选在滑坡体上，均匀覆盖整个滑坡

体，相邻监测点间的距离约 10m 之间。 

② 准点和监测点均埋设水泥观测墩作为长期观测标记，观测墩中

心安装强制对中装置，用以固定仪器和北斗天线。北斗监测墩埋设规

格及其基本结构如图4.20所示，其地面以下埋深2m，地面以上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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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0 北斗监测墩埋设规格及其基本结构图 

5.4 监测方案和预警系统 

按上述要求布置传感设备，进行至少一个水文周期年监测，得到

该地区不同时间段内土体体积含水率、孔隙水压和基质吸力随时间及

位置的变化关系，初期每 1h 记录一次数据，若进入雨季时段则提高

记录频数，每 15min 或 10min 进行一次数据采集。在此基础上，通过

分析该斜坡浅层土体降雨入渗规律及非饱和土水特征，探索不同深度

土层特征对土体渗流过程的影响，最后以统计学和应用数学为基础的

地质灾害预测预报理论及以物理的力学（或岩土力学）为基础的预测

理论，再以信息科学和地理信息科学作为地质灾害预测预报的理论基

础，最终开发我们的小流域地质灾害预警预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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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系统检测报告及数据分析 

6.1 检测报告 

Date Tensiometer_1 Tensiometer_2 Tensiometer_3 Tensiometer_4 Moisture_4 Moisture_5 Moisture_6 Moisture_7 Moisture_8 

2018/7/17 6:15 0.139423077 0.965686275 0.328571429 -3.636589404 0.346130533 0.370685139 0.43247419 0.659030405 0.617008401 

2018/7/17 6:30 0.144230769 0.965686275 0.328571429 -3.64486755 0.346081195 0.370629997 0.43239587 0.658960347 0.616844653 

2018/7/17 6:45 0.153846154 0.975490196 0.323809524 -3.640728477 0.346053003 0.370650675 0.43252403 0.658960347 0.616723622 

2018/7/17 7:00 0.153846154 0.975490196 0.323809524 -3.640728477 0.346081195 0.370609319 0.43239587 0.65889029 0.616652428 

2018/7/17 7:15 0.139423077 0.960784314 0.323809524 -3.64486755 0.34598252 0.370554177 0.432331791 0.65889029 0.616566994 

2018/7/17 7:30 0.149038462 0.970588235 0.328571429 -3.640728477 0.34598252 0.370554177 0.432253471 0.65889029 0.616531397 

2018/7/17 7:45 0.144230769 0.960784314 0.319047619 -3.64486755 0.345926135 0.370588641 0.432132431 0.65889029 0.61648868 

2018/7/17 8:00 0.153846154 0.970588235 0.333333333 -3.632450331 0.34590499 0.370533499 0.432075472 0.65889029 0.616296455 

2018/7/17 8:15 0.168269231 0.995098039 0.352380952 -3.61589404 0.346067099 0.370747174 0.432239231 0.659030405 0.616474441 

2018/7/17 8:30 0.173076923 1.004901961 0.361904762 -3.607615894 0.345926135 0.370650675 0.432075472 0.658960347 0.616267977 

2018/7/17 8:45 0.1875 1.014705882 0.371428571 -3.599337748 0.345792219 0.370554177 0.431876112 0.65889029 0.616175424 

2018/7/17 9:00 0.225961538 1.044117647 0.4 -3.574503311 0.346053003 0.370747174 0.432054112 0.659100462 0.616367649 

2018/7/17 9:15 0.230769231 1.053921569 0.404761905 -3.574503311 0.34598252 0.370705817 0.432011392 0.659030405 0.616317813 

2018/7/17 9:30 0.235576923 1.053921569 0.414285714 -3.566225166 0.34590499 0.370629997 0.431854753 0.659030405 0.616111348 

2018/7/17 9:45 0.221153846 1.044117647 0.404761905 -3.578642384 0.345855653 0.370609319 0.431812033 0.658960347 0.61608999 

2018/7/17 10:00 0.221153846 1.039215686 0.395238095 -3.578642384 0.34582746 0.370685139 0.431783553 0.659030405 0.616111348 

2018/7/17 10:15 0.201923077 1.029411765 0.385714286 -3.591059603 0.345926135 0.370781638 0.431883232 0.65917052 0.616232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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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Tensiometer_1 Tensiometer_2 Tensiometer_3 Tensiometer_4 Moisture_4 Moisture_5 Moisture_6 Moisture_7 Moisture_8 

2018/7/17 10:30 0.197115385 1.014705882 0.371428571 -3.603476821 0.34602481 0.370919493 0.431990032 0.659310635 0.616275096 

2018/7/17 10:45 0.168269231 0.990196078 0.347619048 -3.624172185 0.345848604 0.370726496 0.431705233 0.659100462 0.616033034 

2018/7/17 11:00 0.163461538 0.990196078 0.342857143 -3.628311258 0.34590499 0.370822994 0.431755073 0.65917052 0.616033034 

2018/7/17 11:15 0.158653846 0.980392157 0.342857143 -3.632450331 0.345968424 0.370919493 0.431833393 0.659240577 0.616111348 

2018/7/17 11:30 0.120192308 0.93627451 0.295238095 -3.669701987 0.345714688 0.370698925 0.431577074 0.659030405 0.615812331 

2018/7/17 11:45 0.115384615 0.941176471 0.304761905 -3.669701987 0.345792219 0.370795423 0.431619794 0.65917052 0.615677061 

2018/7/17 12:00 0.105769231 0.931372549 0.285714286 -3.677980132 0.345834508 0.37083678 0.431641153 0.659310635 0.615719778 

2018/7/17 12:15 0.072115385 0.897058824 0.252380952 -3.711092715 0.345580772 0.370664461 0.431420434 0.659030405 0.615378044 

2018/7/17 12:30 0.057692308 0.87745098 0.238095238 -3.719370861 0.345601917 0.370760959 0.431463154 0.65917052 0.615477716 

2018/7/17 12:45 0.033653846 0.852941176 0.214285714 -3.748344371 0.345439808 0.370602426 0.431278035 0.659030405 0.615264132 

2018/7/17 13:00 0.019230769 0.833333333 0.195238095 -3.752483444 0.345594869 0.370740281 0.431327875 0.65917052 0.615342446 

2018/7/17 13:15 0.004807692 0.828431373 0.185714286 -3.769039735 0.345637158 0.37083678 0.431399074 0.659310635 0.61542788 

2018/7/17 13:30 -0.014423077 0.808823529 0.171428571 -3.777317881 0.345341133 0.370567963 0.431071556 0.659030405 0.615050548 

2018/7/17 13:45 -0.024038462 0.799019608 0.157142857 -3.789735099 0.345460953 0.370643783 0.431071556 0.65917052 0.615071907 

2018/7/17 14:00 -0.038461538 0.779411765 0.152380952 -3.806291391 0.345439808 0.370719603 0.431100036 0.659240577 0.615143101 

2018/7/17 14:15 -0.076923077 0.75 0.10952381 -3.839403974 0.345186073 0.370492142 0.430829477 0.659030405 0.614908159 

2018/7/17 14:30 -0.081730769 0.740196078 0.1 -3.843543046 0.345263603 0.370623104 0.430850837 0.659100462 0.614950876 

2018/7/17 14:45 -0.081730769 0.735294118 0.09047619 -3.843543046 0.345305892 0.370643783 0.430829477 0.65917052 0.615007831 

2018/7/17 15:00 -0.091346154 0.725490196 0.095238095 -3.851821192 0.345341133 0.370664461 0.430829477 0.659240577 0.615007831 

2018/7/17 15:15 -0.086538462 0.735294118 0.1 -3.839403974 0.345383423 0.370685139 0.430772517 0.659240577 0.61502919 

2018/7/17 15:30 -0.115384615 0.700980392 0.066666667 -3.876655629 0.345143783 0.370457679 0.430487718 0.659030405 0.614772889 

2018/7/17 15:45 -0.125 0.696078431 0.061904762 -3.876655629 0.345122639 0.370457679 0.430388038 0.659030405 0.614751531 

2018/7/17 16:00 -0.125 0.691176471 0.057142857 -3.876655629 0.345122639 0.370430108 0.430316839 0.659030405 0.614651858 

2018/7/17 16:15 -0.120192308 0.705882353 0.066666667 -3.872516556 0.345122639 0.370457679 0.430316839 0.659030405 0.614609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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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Tensiometer_1 Tensiometer_2 Tensiometer_3 Tensiometer_4 Moisture_4 Moisture_5 Moisture_6 Moisture_7 Moisture_8 

2018/7/17 16:30 -0.120192308 0.696078431 0.061904762 -3.876655629 0.345087398 0.370381858 0.430217159 0.658960347 0.614466752 

2018/7/17 16:45 -0.115384615 0.705882353 0.076190476 -3.868377483 0.345066253 0.370381858 0.430138839 0.658960347 0.614416916 

表 6.1  2018.7.17 监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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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监测数据分析 

图 6.1  2018.2-6 月体积含水量与降雨量的关系图(坡下) 

图 6.2 2018.2-6 月体积含水量与降雨量的关系图（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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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 2018.2-6 月孔压与降雨量的关系图（坡下） 

图 6.4 2018.2-6 月孔压与降雨量的关系图（坡上） 

图 6.5 2017.12-2018.6 月孔压与降雨量的关系图（坡上，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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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根据体积含水量与孔隙水压力分析结果，在不同气象环境条件

影响下，一般非饱和土层区域一般处于 0.0~1.0m位置，下部 1.0~3.0m 

可认为接近或处于非饱和区域  

②非饱和区域含水量参数对于降雨或蒸发条件下响应最为敏感，

土层越深，含水率与孔隙水压力变化幅度越小，且出现明显的延迟，

湿润锋前进速度与前期水文状态，土层渗透系数及雨强具有显著相关

关系； 

③变形土体内部存在的裂隙导致优先流的产生，导致渗透性增强

和排水进程加快 

④浅层土体渗流与深部地下水位存在关系，经长期垂直入渗使得

地下水位抬升，表明浅层土体的下边界具有可渗透性 

⑤浅层滑坡的产生可能与浅层土体（1~3m）内短期存在的不稳定

上层滞水相关，进而导致正孔隙水压力短时间提高，土体力学性质降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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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卫星技术的近海水质监测系统

【摘要】海洋资源过度污染、海水富营养化和生态变异等问题严重危害海洋生

态系统。就现有的技术而言：无论是部署各类静态的水质监测站还是水质监测

船进行人工监测都无法达到最理想的监测状态，即我们所需要的高自主性的动

态可视化的水质监测。基于北斗卫星技术的近海水质监测系统由自主导航监测

船和固定浮标监测站组成，固定浮标监测站主要由基于 Arduino 平台、北斗定

位模块、GSM 通信模块以及水质监测模块所构成。监测船电路使用 AtMega2560，

配备了一块北斗定位模块、GSM 通信模块，其中包含一个 SD 卡读卡器插槽，一

块太阳能电池板。系统采用模糊决策软件体系结构，确定污染的大致范围，自

主导航监测船将沿着目标路径进行监测从而确定较为准确的污染范围。该监测

系统结合了自主水面运载器移动性的优点和固定浮标的稳定性，使其可以在近

海进行较长时间的工作。系统具有执行长期任务的巨大自主权，能够提高监测

水质参数的自主性，极大的提升近海污染物的清理效率，并避免了大量与固定

海洋观测站（浮标）的部署相关的问题。 

【关键词】北斗导航 ;固定浮标监测站 ;自主监测船;模糊决策

【Abstract】Excessive pollution of Marine resources, eutrophication of sea water and 
ecological variation seriously harm the Marine ecosystem. As far as the existing 
technology is concerned, no matter the static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stations or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ships are deployed for manual monitoring, they cannot 
achieve the optimal monitoring state, that is, the highly autonomous and dynamic 
visualized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we need.The offshore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system based on beidou satellite technology is composed of an autonomous 
navigation monitoring ship and a fixed buoy monitoring station, which is mainly 
composed of Arduino platform, beidou positioning module, GSM communication 
module and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module.AtMega2560 is used in the circuit of 
the monitoring ship, which is equipped with a beidou positioning module and GSM 
communication module, including an SD card reader slot and a solar panel.The 
system adopts fuzzy decision software architecture to determine the general scope of 
pollution, and the autonomous navigation monitoring ship will monitor along the 
target path to determine the more accurate scope of pollution.The monitoring system 
combines the advantages of the mobility of the autonomous surface vehicle and the 
stability of the fixed buoy to enable it to work offshore for a long time.The system 
has a great deal of autonomy to perform long-term tasks. It can improve the 
autonomy of monitoring water quality parameters, great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offshore pollutant cleaning, and avoid a large number of problems related to the 

作    者：刘晓钦、欧家良、唐杰轩、林靖荣
指导教师：赖日文、邹腾跃
学    校：福建农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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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loyment of fixed ocean observation stations (buoys). 
【Key words】Beidou navigation; Monitoring stations of fixed buoy; 
Autonomous monitoring ship; Fuzzy decision 

一、项目背景 

海洋是地球宝贵的资源，也是其生态系统组成的关键因素。然而，随着全

球人口增加和对资源需求的增多，导致了部分海洋资源过度污染、海水富营养

化和生态变异等严重后果，海洋生态系统正承受着巨大压力。据估算，全球每

年因海洋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 130 亿美元。据国家海洋局《2017 年中

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的监测数据，2017 年，对 110 条入海河流实施了监测。

其中，在枯水期、丰水期和平水期多年连续监测的 55 条河流入海断面水质劣于

第Ⅴ类地表水水质标准的比例分别为 44%、42%和 36%。在监测的 371 个陆源入

海排污口中，工业排污口占 29%，市政排污口占 43%，排污河占 24%，其他类排

污口占 4%。全年入海排污口达标排放次数占监测总次数的 57%，比上年提高 2

个百分点。119 个入海排污口全年各次监测均达标，76 个入海排污口全年各次

监测均超标。 

现有的技术而言，无论是部署各类静态的水质监测站还是水质监测船进行

人工监测都无法达到最理想即我们所需要的高自主性的动态可视化的水质监

测。基于北斗卫星技术的近海水质监测系统能动态的监测水质，可极大的提升

近海污染物的清理效率。可以说是针对近海地区水质监测的一个里程碑式的突

破。 

二、项目立意 

我国拥有 1.8 万千米的海岸线和约 300 万平方千米的海洋国土面积。尽管

当前我国海洋生态环境状况基本稳定，但近岸海域仍存在水环境质量差的问题，

局部海域污染严重。 

海洋观测站虽然可以连续、有效地监测大片水域，并且通常基于静态浮标

或无线或有线水下传感器网络，但它们只能在固定点进行测量。当需要覆盖大

面积时，必须计划并执行特定的操作。就时间和金钱而言，这种行动的成本通

常很高，而且与监测区域成比例。同时，大量浮标的部署是不可行的。因为当

它们达到一定数量时会对环境产生一些影响且浮标容易受到破坏[1]。 

为了获得可信的读数并避免在将测量外推到其他领域时出现错误，使用适

当的目的构建的监测系统是至关重要的。自主式船舶如遥控运载器（ROV）、自

主水下运载器（AUV）或自主水面运载器（ASV），不受浮标固定地点限制，现

在可用于广泛的观测任务[2]。然而，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它们都具有有限

的自主权。此外，它们必须被运送到观察区，部署一段时间，并在任务结束时

被接走，所有这些都涉及额外的费用。就现有技术而言，尚未有人提出涉及自

主监测船的解决方案，以保证在勘探区域的长时间有效的工作。鉴于现有两种

方案（浮标和自主式船舶）的局限性，本文提出了一种监测近海水质的新方法。

该系统由自主导航监测船和固定浮标监测站组成，采用模糊决策软件体系结构
[3-4]，确定污染的大致范围，自主导航监测船将沿着目标路径进行监测从而确定

较为准确的污染范围。 

本文描述了自主导航监测船和固定浮标监测站的开发过程和功能测试，并

对自主导航监测船进行了理论上的分析并对试验过程中的不足进行了改进。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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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设计源于日益严重的近海水污染，并且希望通过技术改造解决近海水污

染问题。 

三、系统结构及项目设计 

3.1 系统组成 

本系统主要运用了北斗卫星导航技术、Arduino 平台的开发、数据库的构建

以及服务器的搭建。系统示意图如下图 1 所示。 

图 1 系统组成示意图 

3.2 系统结构及项目设计 

3.2.1 硬件系统 

3.2.1.1 静态浮标监测站的设计 

静态浮漂监测站的主控板被编

程为每 60秒通过 BDS 芯片获取并记

录一次水质检测信息，并被部署在

一个水中自由流动的拉格朗日漂流

器中。 

静态浮标监测站的设计基于

Arduino 平台、北斗定位模块、GSM

通信模块以及水质监测模块所构

成。完成的硬件平台如图 2。中央处

理器和北斗定位模块之间建立了串

行通信。温度探头使用 UART 通信，

而水质模块使用 I2C 通信，其地址

为 000。该程序包含使用 system 库

中的定时器功能，允许用户定制采

样间隔。中央处理器接收来自水质传感器的十六进制数据，将其转换为水质实

际数据。水质检测结果用逗号分隔，并将其记录到 SD 卡上，收集的数据然后从

SD 卡上通过 GSM 网络传送到服务器进行数据分析。此外，为了达到在海水中工

图 2 静态浮标监测站电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十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56



作的标准，使用奥斯邦 conformal coating 对电路进行三防处理，形成保护膜，

有效的隔离并保护电路免遭化学品、潮湿和其他污物的侵蚀，并保证其使用寿

命。 

静态浮漂监测站电路被部署在一个拉格朗日

漂浮器中，并达到了行业接受的 40：1 拖拉面积

比。拉格朗日漂浮器由 16mm 直径的碳纤维管和玻

璃纤维板平台组成，以部署漂浮探测器电路。该

拉格朗日包含六块漂浮面，每块板宽 10.9 厘米×

深 80.3 厘米， 呈星形排列。每个面板都覆盖着

高密轻薄 20D 尼龙织物。六个面板分别采用一根

支杆使上平面与下平面连接，其中，支杆采用 16mm

直径的碳纤维管。静态浮漂监测站如图 3 所示。 

3.2.1.2 自主导航监测船电路设计 

自主导航监测船电路使用AtMega2560以最大

化性能，最小化电量消耗，配备了一块北斗定位

模块、GSM 通信模块，其中包含一个 SD 卡读卡器

插槽，一块太阳能电池板。监测船电路主控板被

编程为上电后及与服务器通过 GMS 网络进行对接，每十秒读取一次服务器上的

数据，原有检测船控制电路被安装在检测船的船身内部。监测船如图 4 所示 

图 4 监测船结构 

3.2.2 软件系统 

3.2.2.1 自主导航监测船软件设计  

自主导航监测船的软件流程图如图 5 所示，首先初始化系统，包括读入系

统配置文件，完成定时器初始化，初始化全局参数，初始化各类传感器设备，

初始化任务和运行任务。其中，初始化定时器主要是配置定时器中断的时间，

还有每个任务周期时间；初始化系统配置文件主要从配置文件中读取姿态传感

器的一些校准数据；初始化各类传感器设备主要是使用open函数打开硬件设备，

完成对设备的配置，包括北斗模块、MPU9150 等设备。完成所需要的初始化后，

开始完成目标任务。 

图 3 固定监测站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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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自主导航监测船软件流程图 

通信任务流程如下图 6 所示，该任务负责自主导航监测船和服务器之间的

连接通信，根据不同的数据发送或接受相应数据，使用的通信协议为 MAVlink

协议。发送的数据包括了静态浮漂监测站的状态，位置数据和姿态数据，地面

站系统接收这些信息然后实时显示。接收的数据包括服务器发送的控制指令、

参数指令、任务指令。 

图 6 通信任务流程图 

姿态任务流程图如下图 7所示，该任务每 10ms 执行一次，调用的核心程序

是姿态解算算法。该任务负责采集 MPU9150 传感器输出的陀螺仪、加速度计、

磁力计数据，经过姿态解算算法解算出姿态后，给通信任务发送信号，由通信

任务发送姿态数据给服务器。 

图 7 姿态任务流程图 

控制任务流程如下图 8 所示，该任务通过改变 PWM 的占空比来控制舵机的

偏转方向和电机的转速，完成对自主监测船的方向控制和速度控制。该任务由

通信任务触发，当通信任务收到服务器的坐标指令后，解析出控制量，发送给

控制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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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控制任务流程 

3.2.2.2 静态浮标监测站软件设计 

静态浮标监测站程序的代码遵循图 9 所示的逻辑。流氓应用程序的采样间

隔设置为 60 秒，但可以将用户指定为 1毫秒的间隔。监测站接收 BDS 数据，提

取包含 NMEA 字段的数据，解析后保存到 microSD 卡，如经度，纬度，速度，锁

定的卫星数量，日期和时间。BDS 读数通过串行通道以 9600 波特传送，而水质

监测使用具有默认地址 000 的 I2C 通信协议。数据被保存为 microSD 卡上的 CSV

文件，并且当电源供电能力不足后，重新供电时新的数据被追加到现有的文件。

自主导航监测船的通信任务流程与静态浮标监测站相同。 

图 9 静态监测站程序的编程逻辑 

四、系统运行与测试 

4.1 软件测试 

服务器软件运行在 PC 上，如下图 10、图 11 所示，软件界面上能够显示静

态浮漂监测站以及自主监测船的状态信息，包括姿态、位置、速度以及水质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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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图 11 

我们通过模糊算法处理来自自主导航监测船以及静态浮标监测站内的传感

器、状态和环境的信息，以选择下一个勘探区域。为此，它具有整个勘探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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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新网格图，并记录每个框的状态，这取决于自上次勘探以来到期的时间以

及观察到的最新物理和化学参数水平或用其他方式记录。在其他参数中，模糊

系统考虑主导航监测船的功率状态以确定其是否具有足够的功率以到达下一个

探测箱以及何时到达，或者是否必须锚定以对电池再充电。如图 12 所示。 

图 12 

模糊算法其输入是每个中的温度，盐度，浊度，硝酸盐变量的平均存储值。

在此信息的基础上，使用模糊状态的特定颜色对框进行分类。为了进行模拟，

252 个盒子的环境，物理，化学和生物参数的值来自先前在一些代表性区域的手

动数据收集，并外推到其他盒子，因此，对于特定实验，地图上的每个框都被

着色，如图 12 所示：非常好（绿色），良好（浅绿色），正常（黄色），糟糕

（橙色）和非常糟糕（红色）。位于某沿海的图中可以看到处于非常糟糕状态

的关键区域，农业硝酸盐的径流到达海洋。还可以看到几个糟糕和普通区域，

而其余区域被归类为非常好。如图 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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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此时自主导航监测船在方框 94 中，收到来自固定浮标监测站（方框 9）的

警报，自主导航监测船将开往目标地点。其中在图 14 所示的模糊图输出中检测

到高硝酸盐读数。 

图 14 

4.2 整体功能测试  

2018 年 10 月 18 日至 2018 年 11 月 4 日将系统部署于某入海口,在为期 18

天的时间里，接收分析静态浮标监测站以及自主导航监测船回传到服务器中的

数据。一般来说，功能测试表明主机的性能足以满足预期的环境条件和所需的

准确度。静态浮标监测站的配置设计被发现是稳定和可靠的。北斗卫星导航数

据能够使自主导航监测船中始终通过 GMS 网络传输。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数据

显示，自主导航监测船如预期的那样沿着路径开往指定区域。 

在对方框 124 的 52％检查后，静态浮标监测站发现了来自方框 7 中的硝酸

盐警报。该船正在前往方框 7，因为决策算法选择了这个用于下一步的监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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驶 4 公里并消耗 4.7 千瓦时后，由于电池电量低于 20％，船舶停了下来。算法

确定最佳策略是切换到仅充电模式，并在方框 119 的 1.85 公里处过夜。如图 15

所示。 

静态浮标监测站的这种配置消耗的电流强度达到平均功耗 3mA 左右，持续

采样间隔为 60 秒。所使用的锂电池能够提供约 3000mAh，并且还配备了一个能

够提供 5V 和 500 mA / h 的太阳能电池板来进行续航。在使用无线链路 BDS-GPRS

支持的情况下，静态浮标监测站的总消耗将减少到 2mA（假设 GSM 模式下的数据

传输持续到全功率），自主性将提高 5 小时。 

自主导航监测船采用光伏系统产生能量和一组电池，用于系统的长期运行。

8个轻质柔性光伏板在ASV甲板上占地4000×1355毫米，总安装光伏功率为1040 

Wp。面板在船体上的位置对船舶的空气动力学和机动性几乎没有影响。

图 15 

五、应用与展望 

本文描述了新型近海水质监测系统，它专门设计用于通过结合自动驾驶船

只和静态监测浮标的主要优点来维持在近海的长久工作时间，以克服它们传统

系统中部署和管理方面的不足并减少其经济成本。因为它结合了自主水面运载

器移动性的优点和固定浮标的稳定性[5-6]。这种能力不仅使系统具有执行长期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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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巨大自主权，还提高了监测水质参数的自主性，并避免了大量与固定海洋

观测站（浮标）的部署相关的问题。这些特性可以为海上交通，环境，旅游等

方面提供更加优质的数据，促进科研和经济的发展。 

关于未来的工作，我们目前正计划： 

（1）执行更长的监测任务，以提高光伏系统的太阳能捕获效率，并提高电

池的容量； 

（2）在秋季和春季执行任务，在较不利的地区，日光时间较少，云层覆盖

较多； 

（3）通过新算法管理充电期，以较低的功率水平拓宽船舶的活动范围；

（4）引入可再生能源的新来源，例如风力涡轮机，来解决单一电源不稳定

性的问题； 

（5）使用大数据技术自动化后处理数据，避免因为数据传输过程产生的误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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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卫星技术的智能温室机器人系统 

【摘要】温室的生产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物的环境条件，如温度和湿度。监

测与调控可能需要大型传感器网络，而移动传感系统可能是更合适的解决方

案。本文描述了机器人团队在温室环境变量监测中的应用。多机器人系统旨在

提高效率、灵活性与容错性。多机器人感官系统测量地面的温湿度、光强和二

氧化碳浓度。通过外加额外的传感器即可得到其他所需变量。另外，本文解决

了多机器人感知系统的一些相关挑战，例如任务规划和任务分配，温室中机器

人的引导、导航和控制。这项工作具有较高的实用性。因此，该系统已经在模

拟和现场实验中进行了全面的测试。

【关键词】移动传感系统  机器人团队  环境变量检测  多机器人感知系统

【Abstract】The productivity of a greenhouse depends largely on the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of the crops, such as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Monitoring and regulation 
may require large sensor networks, and mobile sensor systems may be a more 
appropriate solution.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application of robot team in monitoring 
greenhouse environmental variables.Multi-robot systems are designed to improve 
efficiency, flexibility and fault tolerance.The multi-robot sensory system measures 
ground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light intensity and carbon dioxide 
concentration.Additional required variables can be obtained by adding additional 
sensors.In addition, this paper solves some related challenges of multi-robot 
perception system, such as task planning and task allocation, robot guidance, 
navigation and control in the greenhouse.This work has higher practicality.Therefore, 
the system has been fully tested in simulation and field experiments. 
【Key words】Mobile sensing system,robot team,environment variables 
detection, multi-robot perception system 
一、项目背景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急剧增加，但相应而来的是农业生态环境的不断

恶化，资源短缺矛盾日益突出。这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

枯竭，土地抛荒、基建征用、城市扩张使得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农业农药化肥不

合理使用造成土壤污染、农作物减产等。且目前大多数农业管理过程都仍需依靠

人工完成，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效率低下。但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和对健

康消费的日益重视,人们对农产品提出了更多需求及更高要求。 

解决上述矛盾的有效方法是生产智能温室。在农业生产领域, 2016 年中国

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在福建建立全球最大的植物工厂，不仅具有低耗能、高效能、

生态环保等特点;在功能上, 还可同时进行果菜、花卉和种苗的试验、展示与生

产, 实现精准远程控制、自动化育苗及智能果蔬栽培、立体栽培模式等的运用, 

其中控制的核心就是温室监控系统。 

基于上述背景，本项目团队设计了基于北斗卫星技术的智能温室机器人系统。

该智能机器人系统为温室作物生长环境变量（温度、湿度、太阳辐射、二氧化碳

浓度等）的实时精准监测与调控提供科学依据。并克服多机器人感知系统的相关

作    者：张琪、李媛媛、傅浣溪、李佳萱
指导教师：赖日文、邹腾跃
学    校：福建农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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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例如任务规划和任务分配及温室中机器人的引导、导航和控制，希望通过

提高智能机器人的效率进而降低温室成本，大面积推广智能温室种植，减弱资源

短缺与更高需求间的矛盾。 

二、项目立意 

科技进步带动农业的发展，农业发展产生的新需求推动科技进步，二者在

历史发展演变中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如今，机械化、工程化、智能化、自动化

等技术的应用正在改变和发展农业，使农业产品工厂化生产成为现实。一个是

精准农业，它监测作物的空间和时间变化，对作物采取更具针对性的措施，改

善其生长环境并提高作物产量和品质。另一个是温室农业，其通过控制环境以

提供具有最佳生长和成熟条件的作物[1-2]。 

本文的重点是温室种植。发展温室产业必须以科技创新为依托。因此，必

须切实解决温室产业中关键技术难题。温室的目标是控制作物生长环境，以增

加产量和提高质量。为此，在温室中应用了多种科学技术，例如气候控制（温

度和湿度传感器与加热和通风系统相结合），土壤准备（从简单添加沙子和粘

土到水栽法）和其他技术（浇水和养分供应、二氧化碳浓缩和蜜蜂授粉）。 

在温室种植中，建立自动化任务具有一定优势。首先，自动系统可以全天

候使用，这对于环境监测，气候控制和故障检测是必不可少的。此外，该系统

将减少人类操作员暴露在危险工作环境（高温，湿度大、太阳辐射强）下，同

时保证敏感任务的安全性（某些技术的作物应用）。该系统还能够提供高质量

产品及其有关信息，从而提供新的可能性。 

但是，上述自动化系统存在一些弊端亟待解决。其一是恶劣的工作环境对

机器人、传感器、计算机和执行器使用寿命的影响。其二是如何保障自动化系

统的持续运行。通过设计具有冗余组件的灵活系统，例如无线传感器网络

（WSN）和无人地面车辆（UGV），可以解决这一问题[3]。 

三、系统描述 

3.1 温室 

如今，全世界有超过 70 万公顷的温室，这个数字每年都在增长。温室养殖

的主要世界区域是中国和地中海盆地，而最大的温室聚集地超过 30,000 公顷，

在阿尔梅里亚（西班牙安达卢西亚）。 

当前，国外温室产业发展呈以下态势：温室建筑面积呈扩大化趋势，在农

业技术先进的国家，每栋温室的面积都在 0.5hm2 以上，便于进行立体栽培和机

械化作业；覆盖材料向多功能、系列化方向发展；温室环境控制和作物栽培管

理向智能化、网络化方向发展；节能技术成为研究的重点。 

而我国温室产业发展较落后，仍存在很多问题。大多数设施结构简单，栽

培管理以传统的经验为主，距离数量化和指标化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环

境调控技术与设备落后，缺乏与我国相适应的温室优化控制软件。而发展温室

产业必须以科技创新为依托。没有科技含量或科技含量低的温室产业，将无法

确保温室产业得到有效的发展[4]。 

由于温室是封闭的设施，能有效利用可用空间，占用率高。它们具有结构

化布局（即，它们由一系列作物线和走廊组成），但它们也具有不规则的元素

（例如，植物种植在规则的地方，但是不规则地生长）。因此在机器人的路径

规划、定位和路径跟踪的策略时，都应考虑这些不规则元素。 

3.2 农业机器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十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66



在大多数温室文献中，环境监测是应用无线传感器网络。在这些系统中，

具有温度，湿度和光度传感器的多组微尘部署在土壤、农作物和空气中。其目

的是测量环境因素并确定它们的空间和时间变化。 

无线传感器网络具有灵活性（它们不需要固定的架构）、模块化（它们可

以包含新设备）和容错性（它们在某些节点失效时仍能工作）并且低功耗（节

点通常具有睡眠模式）。因为节点是固定的，因而网络成本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覆盖区域。但如果传感器的价格很高，这种解决方案则可能会让人望而却步。 

尽管无线传感器网络已被广泛实施并具有很大优势，但近年来机器人在温

室种植中的应用也在增长。它们不仅可用于环境监测，还可用于其他任务，如

作物喷洒和水果收获。鉴于他们可以移动传感器并在温室的任何位置进行测

量，移动机器人的加入可能会提高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可靠度[5-6]。 

3.3 机器人团队 

我们设计、开发和测试了智能温室多机器人调控系统。使用机器人团队而

不是单个机器人的一些潜在优势如下： 

1 高效性：机器人团队具有更多的资源来执行相同的任务，并且可以通过机器

人的分配优化任务。例如，要求机器人在特定时间内覆盖某个区域，则多个机

器人可覆盖多个子区域，花费的时间更少。机器人团队显然比单个机器人更有

效。 

2 灵活性：机器人团队只需调整任务的分配即可适应不同的情况。因此机器人

团队比单个机器人更灵活， 

3 容错性：使用机器人团队可以减弱故障和突发事件所造成的影响： 如果其

中一个机器人发生故障，其余机器人可以接管其职。 

3.4 智能温室机器人 

用于地面传感器平台的智能温室机器人，是一种轮式机器人。它有两个带

电机的后轮和一个由舵机控制的前轮转向系统，因此可以旋转到位。由 arduino
主控板对其进行控制。该机器人可通过其车轮编码器、惯性测量单元（IMU）和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北斗卫星定位技术）在温室中进行导航。同时还可通过两

个红外模块检测并避开走廊中可能存在的障碍物（例如农业工具和植物分

支）。小车整体结构如图 1所示 

图 1小车整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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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传感器 

气候控制考虑到 4个受控变量（空气的温度和湿度，太阳辐射和 CO2 浓

度）和一系列干扰变量（例如，外部温度和湿度，风速和风向和土壤温度和湿

度）。在这项工作中，多机器人任务旨在测量温室中的温度，湿度，光度和二

氧化碳浓度。然而，通过添加足够的传感器可以获得其他变量，例如其他气体

的浓度。另外，可以通过使用两个机器人的相机来执行自主视觉检查。 

选择 SHT20 传感器同时测定空气温度和湿度，选择 TSL2561 传感器测量

光强，选择 CCS811 传感器测量 CO2 浓度。这些传感器的特征收集在表 1中。

表 1传感器特征 

传感器 SHT20 TSL2561 CCS811 
电源 3.3-6V 3.3-6V 3.3-6V
范围 温度：-40-80℃ 

湿度：0-100% 

0-4000lux 350-15000ppm

准备时间 0-2 秒 <1 秒 15-20 秒

响应时间 0-2 秒 <1 秒 15-20 秒

通信方式 单总线 I2C ADC 

图 2传感器 

四、算法

本章介绍了为控制和监控机器人团队而开发的算法。所有这些算法都在

ROS 框架下工作，该框架允许集成感知和导航算法以及地面机器人之间的协调

[7-8]。图 3所示的架构总结了机器人和传感器的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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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机器人和传感器的集成 

4.1 任务控制和监测 

机器人团队应完全和定期覆盖温室，以监测环境变量。为达到该标准，本

文的提议是执行基于模型的任务控制和监视，该模型可通过先前任务的经验获

得。获得它的过程在下面章节作描述。 

模拟器用于再现具有不同场景（即不同大小和布局的温室）和突发事件（例

如，机器人路径中存在障碍物）的多机器人任务。在模拟器中引入了一些机器人

的理论规范和实验测量。此外，该模拟器可生成任务的事件日志（其中包括事件，

日期和时间以及执行它们的代理）。表 2 显示了事件日志的一个片段。
表 2任务事件日志的片段 

事件 时间 任务 

M01 09：00：00 开始 

M02 09：00：02 转到节点 

M03 09：00：35 到达节点 

M04 09：00：37 测量温湿度 

M05 09：00：40 测量光强 

..... ..... ..... 

流程挖掘是一门新兴学科，旨在通过事件日志解决流程分析问题。包含通

过事件日志发现模型，再现模型以获取事件日志，以及随后的模型与事件日志
之间的一致性检查。发现算法,通过事件日志生成模型，例如 Petri 网。应该注

意的是，事件日志仅包含事件之间的优先关系，而模型能够管理它们之间的因
果关系或并行关系。在本文中，我们应用了 PROM 6.5.1 工具包中实现的

Inductive Miner 算法来获得图 4 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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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模型

该模型集成了机器人，环境和操作员的行动，允许管理涉及多个代理的复

杂任务。该模型用于控制机器人路径和有效载荷动作（例如，传感器测量），

并且可以根据需要调整其细节水平。最后，可在操作期间改进模型，只需将新

案例添加到事件日志中并再次应用发现算法。

4.2 指导，导航和控制

温室中机器人的路径规划与导航算法是对于这种机器人系统的挑战，如路

径规划、定位、路径跟踪等。 

首先，环境变量的映射需要覆盖温室。查文献可得多种覆盖路径规划策

略。其中来回运动和螺旋路径是未知旷野中的合适替代方案。鉴于温室是高度

结构化的设施，合适的覆盖方法必须考虑其分布。最佳路径应通过最大数量的

植物，且覆盖最小距离并花费最短时间。在这项工作中，考虑到环境监测的目

标和温室的布局，选择来回的策略。 

图 5 显示了温室中这种覆盖路径的一个例子。由图可知，路径穿过所有的

侧走廊并沿着所有的作物通道。起点和终点位于温室的两个角落，可以安装存

储和充电机器人所需的基础设施。此外，路线特征取决于温室的大小（走廊的

数量）和监测的分辨率（测量点）。 

图 5 覆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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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地面机器人

地面机器人的路径规划与导航算法基于传感器（MPU6050 惯性测量模块，

北斗卫星定位技术）和 ROS 导航堆栈。ROS 架构如图 6 所示，并在以下段落

中作描述。 

图 6 多机器人传感器系统的架构 

通过 MPU6050 惯性测量模块和北斗卫星定位技术获得机器人姿势的三次

测量（即位置和方向）。由于传感器固有的噪声和偏差，这些测量结果存在不

确定性。扩展卡尔曼滤波器（EKF）用于整合测量的姿势并估计全局姿势。该

滤波器使用运动模型将传感器的数据与机器人的位置和基于贝叶斯的融合技术

相关联，以在概率密度函数中组合测量。此外，激光扫描仪为机器人提供其周

围障碍物的信息。在温室中，该传感器能够检测走廊相关信息并确定机器人位

置，这对于补偿定位误差和执行安全导航非常有用。 

ROS 导航堆栈被配置为执行蒙特卡罗定位（AMCL）[9-10]。该算法通过使用

粒子滤波器来估计机器人的位置，同时考虑地图和传感器数据。它结合了一个

全局路径规划器，以找到当前位置和目标之间的最佳路径，以及一个局部规划

器，以生成考虑到机器人运动学和障碍物的短期轨迹。全球规划人员根据之前

获得的温室知识管理全球成本图，而当地规划人员则制定包括静态和动态障碍

的当地成本图。这些成本映射用于在路径规划时区分自由区域和占用区域。

ROS 导航堆栈为机器人控制器生成速度命令，机器人控制器管理电机的电压和

车轮的速度。 

路径规划节点生成来回覆盖温室的路径。在完成任务时，可以在满足某些
条件时修改此路径。例如，如果障碍物阻挡走廊或测量值超出普通值，UGV 必
须改变计划，无人机应参与任务。此外，路径跟随节点将目标逐个发送到导航

堆栈。此节点控制测量点的停止和启动。 

五、实验结果及讨论 
5.1 模拟 

单个机器人在访问某些测量点所花费的时间可以分为沿路径移动，转向和

测量的时间（等式（1））。第一个（等式（2））可以通过点数估算（np），

它们之间的距离（dp）和机器人平均速度（v）；而第二个（方程（3））可以

通过走廊的数量计算（nc），它们之间的距离（dc）和机器人平均速度（v）；

第三个（等式（4））则取决于不同传感器的响应时间（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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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3）

	 	 （4）

5.2 实验 

我们于 2018 年 10 月 25 日在某地的温室中进行实验，以验证智能温室机器

人系统的工作。如图 7。 

图 7 
首先，地面机器人沿着温室内的路径进行远程操作，以便使用 SLAM 算法

构建地图。该算法使用两个参考来获得机器人的位置：一个是 MPU6050 惯性

测量模块和北斗卫星定位技术的融合，另一个是红外模块的读数。通过这种方

式，算法能够在构建地图时确定机器人姿势。得到的地图如图 8 所示，其中亮

区是走廊，暗区是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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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实验中使用的温室图 

（浅灰色，自由空间; 黑色，障碍;  红色，机器人路径） 

此外，还测试了地面机器人在温室中的自主导航。为此，我们将机器人置

于不同的姿势，并发送不同的目标。图 9 显示了这些运动之一：机器人必须在

缩小的位置旋转，前进到目的地避开植物并再次旋转以达到所需的方向。使用

AMCL 算法使用先前获得的地图执行导航。

图 9 起点和目标位置之间自主运动的示例 

之后，地面机器人被用来覆盖温室并建立环境变量图。描绘了机器人在温

室中所采用的路径，其至少经过每个走廊一次。显示了涉及四个环境变量（温

度，湿度，光强和二氧化碳浓度）的四个图，由图 10 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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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温室环境变量的映射 

六、应用与展望

6.1 发展前景 

在中国，智能温室系统的生产模式并未普遍流行。但可以从特定客户群开始，

比如，给部分以“营养健康主义”、“绿色有机新鲜”等为特色的餐厅提供特制

的智能温室展览台，进行原料供应和商品展示。类似地，智能温室专业培肥育苗

的品质优于大地育苗，可以专门供给有需求的国际型大企业和机构或高端餐饮企

业等用以制作高品质菜肴。也可以应用于高附加值蔬菜和珍稀药材的种植，以实

现对环境要求较高，适应能力较有限的严苛生长条件。 

如此看来，健康无污染、高产量、高效能，有效的人工干预，理想的投入产出比

使运营智能温室系统在未来城市规模化、集成化建设中拥有广阔的前景。 

6.2 展望 

让“智能温室机器人系统”成为人们普遍认同的新型绿色健康的生产方式，

还需要付出很多努力。首先，建设温室产业科技创新体系，是重中之重。加大科

研开发力度，切实解决温室产业中关键技术难题，因地制宜地研制和开发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温室产业设备。其次，扩大运营规模和完善经营模式也是必经之路。

加强网络化、智能化管理运营，从而打造产业化、集约化的智能温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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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系统的防洪预警无人测量船 

【摘要】我国汛期洪水多发，生命财产损失巨大，而大型测量船受内陆河段地

形、水况等影响实用性受限甚至在浅水区域无法测量。为此我们设计了一种基

于北斗导航定位系统的防洪预警无人测量船。该船搭载数字测深仪，RTK 定位

模块、声学多普勒测流仪等设备，利用无人驾驶导航技术实现对内陆多水域的

水深、水速及水下地形测量，并结合波浪浮标、北斗信号反射测波形等方法通

过数据处理为国家洪水险情预防，常规水文信息测量提供必要技术支撑。

【关键词】无人船；北斗定位；RTK；水深测量； 

【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floods in China during the flood 
season and the huge loss, this paper designs a large-scale navigation ship based on the 
Beidou navigation and positioning system for the problem that the large-scale survey 
ship in the inland river section is limited in practicality due to terrain and water 
conditions, and the shallow water area cannot be measured. Unmanned measurement 
ship. The digital depth sounder, Beidou positioning module, RTK, acoustic Doppler 
flowmeter and other equipment use unmanned navigation technology to measure the 
water depth, water velocity and underwater topography of inland multiple waters, and 
through data processing. Provide necessary technical support for national flood risk 
prevention and conventional hydrological information measurement. 
【 Key Words 】 Unmanned ship; Beidou positioning; RTK; water depth 
measurement; 
一、研究背景 

1.1 我国洪水灾害的状况 

我国夏季盛行印度洋和太平洋气流，夏季多暴雨，长江沿岸地区平均每两年

发生一次较大洪水。近三十年以来我国年均洪涝灾害造成的损失巨大，约占同期

全国 GDP 的百分之一左右，另一方面，中小河流覆盖国土面积达 85%,多数河流

防洪能力薄弱，目前防洪标准在部分地区仍然偏低，且地质情况复杂，防洪工程

不可避免存在薄弱环节和质量问题。因而汛期防洪预警对我国内陆重点水域监测

工作尤为重要。以下附历往我国洪涝灾害数据：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受灾面

积

/h

7323 6042 12288 19208 7314 10932 8003 10463 6477 

成灾面

积/ 

h

4321 3614 7388 12289 3747 6047 4569 5105 3656 

成灾比

重/% 

59 59.81 60.12 63.98 51.23 55.31 57.09 48.88 56.45 

经济损

失 

/亿 

711 623 838 1300 713 773 609 1071 635 

死亡人

数 

1942 1605 1819 1551 1282 1247 1231 1203 1024 

作    者：李智、占林茂、许远深
指导教师：潘树国、高旺
学    校：东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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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我国洪涝灾害的特点 

据数据显示，我国华南、长江沿岸等地区洪水灾害造成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

亡，在我国各种自然灾害中位居首位。受热带季风气候以及南方多山地等地理条

件的影响，洪涝灾害在我国发生频繁，且突发性强，损失大。 

（一）水灾区域分异明显

我国水灾多发地区分布广泛，但总体而言集中于内陆河流及沿海地区，长

江、黄河、珠江中下游是我国洪水灾害最严重的地区。 

（二）水灾具有季节性和阶段性

我国许多地区的降水量和暴雨的长期变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即在一段时间

内降水量相对稳定，汛期降水甚至短时暴雨的分布规律相关，主要发生在夏季。 

（三）水灾发生突发性强

我国常常发生时间长、规模广的暴雨，台风引发的洪涝灾害危也很频繁。特

别是我国的大江大河的中下游往往又处于中国地势的第二、三阶梯上，行洪能力

较差。 

1.3 水利测量现状 

水利测量包括定位和测量工作，传统水下测量,一般来说是在船只上安装单

波束测深仪,配合卫星和采集、导航、后处理软件得到相应点的三维坐标。接收

机测得的坐标和和测深仪测得的水深以及断面线方向实时显示在可视界面，基于

大型船只的水下测量方式常常会遇到浅水区域或水域情况复杂的区域,同时这种

测量手段一般需要大量的人力，因此无法达到高频率的测量效果。本文所设想的

防洪预警无人船系统可以通过无人船、波浪浮标、北斗、岸基系统的配合在节省

人力的情况下完成此任务。  

二、总体方案 

本系统以防洪预警无人船（以 RTK 载波相位差分技术为原理支撑）为核心，

辅以北斗信号反射测量（通过 LHCP 与 RHCP 信号差别计算）和波浪浮标测量（各

式传感器），通过岸基控制系统进行总体调配，构建能够实时精准测量水域水文

信息的防洪预警无人船系统。。 

图 1 总体结构示意图 

三、基于北斗的防洪预警无人测量船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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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防洪预警无人测量船系统组成 

基于北斗的防洪预警无人测量船系统由无人测量船定点测深系统、水下地形

测量系统、无人测量船岸基控制系统、波浪浮标系统、基于北斗反射信号反推求

取水波波形系统五部分组成。防洪预警无人测量船系统以北斗导航定位系统提供

系统各个部分的实时工作位置信息，并以岸基控制系统为数据整合处理中心，将

其他四个系统测得数据进行分析与汇总，报告洪水易发地点和多暗礁等危险领域，

并为洪后救援行动绘制安全、合理的水上路线。 

3.2 测量船定点测深系统 

3.2.1 基于北斗的差分 BDS 定位原理 

原来的 BDS 绝对定位精度不能满足要求，影响其定位结果的误差源很多，例

如卫星误差、天线相位中心变化、接收机钟差及接收机综合误差等。其中卫星轨

道误差，电离层和对流层对定位精度的影响最大。 

以上误差中绝大部分具备较强的空间相关性，从而定位结果也有一定的空间

相关性。一般解决方法是采用基准站测定具有空间相关性的误差并对影响进行分

析，然后对流动站的观测值或定位结果进行修正。目前国内差分导航定位主要是

BDS 与 GPS 结合，实现对空间水平以及高程的精确定位。 

差分改正数的类型分为位置（坐标）改正数和距离改正数。（位置改正数：测

站坐标与观测坐标之差；距离改正数：计算距离减去观测距离）（见下图） 

图 2 位置差分与距离差分 

3.2.2 差分定位的发展——网络 RTK 

RTK 技术原理是实时处理测量站之间观测量的差分方法，然后将基准站接

收到的信号通过无线通信网络实时发送给用户接收机，将接收到的卫星信号和

收到基准站信号实时联合结算，并获得达到厘米级精度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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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RTK 原理 

3.2.3 测深仪工作原理 

回声测深仪的基本工作原理是通过换能器将电能转换为声波，声波沿水介质

传播，直到碰到目标后再被反射回来，反射回来的声波被接收换能器接收。假设

声波在水中以速度 C 传播至水底，然后反射会换能器，则 h=1/2Ct。

图 4 测深器工作原理 

水面深度 H=D+h（D 为测量船吃水深），换能器 A、B 间距为 S 

h=√  = 1/2 1/2 ， 

考虑声速传播速度与 S距离量级差异，换能器基线距离 S 视作 0，则有:

h= 1/2 ≈750t.

3.2.4 三维水深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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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水深测量 

如图所示，RTK 三维水底地形测量系统将 RTK 技术测得的精确坐标和测深仪

测得的水底深度相结合实现定位点测水深，从而为水下地形测量提供基础。 

由 3.2.3 已知换能器到水底的距离公式为：h= 1/2Ct，进而水面高度求出为：

H = h+h1
BDS-RTK 水深测量技术计算水底高程公式为： 

H = HGPS - h0 – H0, （HGPS为 BDS 相位中心高程）。

3.3 水下地形测量 

3.3.1 水下地形测量原理 

测量船沿水面方向前行，通过测深仪不断获得水底高度数据，换能器在生

产实践中，套管用于保护连接换能器的数据线，使换能器固定于船底，并且保

持合适的吃水深度，防止波浪过高时换能器露出水面而影响测量结果。  

通过 RTK 原理可测量到水面高程 h0，换能器至水面距离 h1,水底距离 h2。

则有水面标高为： 

H=h0-h1=h2. 

图 6 水下地形测量 

3.3.2 船舶测量姿态误差修正 

由于实际水况的不稳定性因素，测量船势必会发生左右摇摆和上下颠簸，

为消除此部分对水下地形测量造成的误差，建立数学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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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船体误差修正 

α：测量船的摇摆角度 

β：船只纵向倾角 

θ：换能器发射声波的半波束角 

L：测深仪的实测深度 

h1：换能器至水底的实际深度 

则实测深度与真实深度因传播姿态引起的误差值： 

横轴方向：Δh=OA2-OA=L-h1=L-Lcos(α-θ) 
纵轴方向：Δh=L-Lcos(β-θ) 

3.3.3 水深数据处理样例 

在进行水面测量时，由于水下情况复杂，且水体中可能会遇到水生植物、

鱼类等不可知影响，导致脉冲信号并未经海底反射，此外，还可能出现二次反

射情况，因此对此类异常数据必须进行必要筛选，通过综合改正处理得到最终

的数据。下表是某水域水深数据 

X/m 129.3 140.1 108.6 88.2 185.5 195.8 105.9 157.5 107.6 77.8 

Y/m 7.7 141.2 28 147.4 22.2 137.4 85.7 -6.3 -81.2 3.4 

Z/m -4.1 -8 -6.3 -8.4 -6.9 -8.2 -8.1 -9 -9.4 -8.3

X/m 81.2 162.4 162.3 117.5 129 140 103.5 88 195 105.5 

Y/m 56.3 -66.7 84.9 -38.2 7.5 141.5 23 147 137.5 85.5 

Z/m -8.1 -9.3 -4.5 -9.4 -4.2 -8.3 -6.6 -8.8 -8.3 -8.1

X/m 157.5 77 81 162 162 117.5 105.9 157.5 107.6 77.8 

Y/m -6.5 3 56.5 -66.5 84 -33.5 85.7 -6.3 -81.2 3.4 

Z/m -9.5 -8.7 -8.7 -9.3 -4.9 -9.1 -8.1 -9 -9.4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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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表绘制的水底三维地形图如图 8~9 所示 

图 8 水下地形模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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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危险水域模拟图 

3.4 波浪浮标设计 

波浪浮标是目前较为成熟和广泛使用的远洋监测手段，将之放至重要河流流

域，可以起到全天候实施定位、水文气候监测的作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具备精

确定位授时和短报文通信等功能，可以有效解决波浪浮标定位、授时和水文气候

监测数据传输等问题，通过北斗系统进行双向报文通信，可以实现岸基对波浪浮

标的传统信息采集和遥控功能。结合无人船可以令波浪浮标的安装转移更为方便

简单。 

3.4.1 波浪浮标结构及原理 

波浪浮标分为水上与水下两个部分，水上部分主要负责收集气象要素如温度、

风速、风向等；水下部分则负责收集各种水文要素，如水温，水流信息等。 

图 10 为波浪能波浪浮标简发电组件：套筒中设有两组发电结构组件，可以

通过叶片的转动将波浪能的重力势能转换为动能，通过发电机将波浪能转化为机

械能再转化为电能，经过电能处理电路最终储存在蓄电池中，再由蓄电池向浮标

上搭载的各类传感器提供电能。 

1、水上气象探测：①温度测量——铂电阻；②相对湿度测量——湿敏电阻；

③雨量测量——翻斗计数；④紫外线测量——滤光片+光敏电阻；⑤风速

测量——风杯式风俗传感器；⑥气压测量——硅电容压力传感器。

2、水下水文测量：①波浪测量——加速度传感器+积分计算；②海流测量—

—电磁海流计； 

80 100 120 140 160 180

-50

0

50

100

危险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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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3.4.2 波浪浮标的通讯 

    波浪浮标主要利用北斗系统的精确定位、精密授时和短文报通信功能。该通

信系统在控制模式下，用于传递浮标状态控制信息（包括查看电量、开关传感器

等）；在检测模式下，传递波浪浮标上的多种传感器收集水文监测数据，并对浮

标进行精确定位、时间校准。 

    波浪浮标上装配有北斗一体式用户接收机，用于接收来自北斗卫星的浮标控

制信号，并将该信号传递给浮标中的指令接收模块，指令接收模块根据指定的数

据通讯协议提取浮标控制指令实现对浮标的各种控制；状态报告模块则会将浮标

的实时信息（位置信息、传感器状态、蓄电量等）按照相关的数据通信协议进行

处理，并将处理后的数据通过用户机短报文通讯模块发送给北斗卫星。 

   岸基北斗用户终端将接收到的北斗卫星的信号数据信息发送至岸基控制中心

进行后续处理。 

    下图所示为波浪浮标与岸站部分双向通信结构示意图。 

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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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基于北斗反射信号反推求取水波波形 

    以往的北斗信号使用过程中，是将水面反射而来的多路径信号作为噪声通过

软件或者硬件进行消除的，但是如果将这些信号进行收集并加以计算，便可以无

接触的完成水波波形的监测。 

北斗定位基于天线所接收的微型信号，但是由于左旋天线与右旋天线之间距

离存在差异，卫星星历的时间函数存在误差，必须对此修正。具体修正方法是通

过重建轨道参数函数来转换时间与历时，并建立地心固定的坐标系，得到相对应

的卫星坐标，同时修正天线接收直接信号与反射信号时的时间偏差，进行 RTK 定

位，为之后的计算提供准确数据。 

图 12 卫星、反射点、ＲＨＣＰ与ＬＨＣＰ天线几何相对位置 

卫星所发射的信号经大气层到达地球后，直接信号与反射信号被地面用户

终端接收，获得修正后的右旋天线与左旋天线坐标以后，即可确定反射水面处

的平均水面高度。 

图中 R1＝R2，H1＝H2 ，右旋天线椭球高与左旋天线椭球高的一半即为平

均水面高度，进而求解出反射点中心具体位置。 

如图 13 所示，已知左旋和右旋天线的地理位置坐标与水面高度后，可将地

面的瞬时坐标（λ，H） 转换为笛卡尔坐标（Ｘg，Ｙg，Ｚg） ，而地心原

点坐标为（０，０，０）。它们之间的距离关系R  、D 与D 表示如下：

式中： ：地面瞬时坐标与地心的距离；

：右旋天线与卫星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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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旋天线与卫星的距离；

图 13 卫星、RHCP 与 LHCP 天线、反射点与地心的相关位置 

多角色反射点位于反射点投影在卫星与右旋天线连线之间的直线上，根据

式（9）、（11）、（12）可分别求得多角色反射点坐标，反射点中心和最终平均反

射水面的相对高度。 

式中：EL：卫星高度角； R ：地心与多角色反射点的距离 

：平均水面高；  ：反射点处大地起伏值。

    综合上面的公式推导及卫星数据，将其与定位数据相结合就可以得出待测地

点的水面波形数据从而完成监控。这种方式目前存在的问题有两点——其一是信

号的传输过程中容易受到干扰，导致初始数据偏差较大从而结果出现误差；其二

是如何准确的获得指定区域水面反射的多路径信号，当前方式获得均有误差，因

此这种方式具体使用仍需要在软硬件方面进行提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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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无人测量船岸基控制系统 

岸基系统是承接整个无人船系统所有信息的载体，将北斗测得的无人船位置

信息与测点水面波浪浮标信息、水流变化参数、水下地形图以及测点地区气象情

况实时融合在一起，经过合理的计算进而生成一个防洪引擎数据库。这样的好处

是把岸基作为数据处理计算中心和指挥中心，不用在波浪浮标和测量船里进行大

量的计算，以实现效率最大化。 

岸基控制系统由通讯单元和控制单元组成。此外，还可以在岸基作为一个RTK

基站。岸基控制系统主要包括主计算机，地面站控制软件，无线网桥发射端，测

量船遥控系统。 

3.6.1 地面站控制软件 

地面控制软件主要结构包括测量船采样路径设计、测量船控制方式选择、测

量船地点定位及波浪浮标控制。其中采样路径设计包括路径规划完成、清除 路

径、发送任务、开始定位等功能，并能实时传回由船周围摄像机的图像，方便操

作测量与采样。同时，船舱温度、船速、船电池状态均需要岸基显示模块进行实

时显示。 

3.6.2 无线网桥发射端 

岸基无线网桥与船端无线网桥组合进行双向信息通信，实现数据传输以及控

制信号发送与接收。为了应对部分河道区域运营商网络覆盖不到或者其他原因导

致测量船出现失控问题，可以在无线网桥信息交流单元做原路径返回设计处理。

具体实现方法是由岸基无线网桥实时发送某种信号，在测量船超过 5分钟接收不

到岸基无线网桥发射的这种信号时，测量船即判定为失控与岸基失联，则出发自

动返回系统。这种方法需要北斗导航定位系统辅助实现路线规划以及路径记录。 

3.6.3 测量船遥控系统 

测量船既可以通过岸基控制中心进行远程遥控控制，也可以通过无人船本身

携带的计算机与传感器进行自主行驶。岸基控制航行方式需通过遥控器通经无线

网桥系统遥控无人测量船。防洪预警测量船的自动控制则需要实现自动导航功能，

其中自动避障和自动驾驶是该智能测量船无人作业的关键技术。系统的自动导航

系统采用捷联式惯导/BDS 组合导航系统。 

四、创新点和应用前景 

4.1 创新点 

（1）以无人船为监测工具主体，相比传统大型船监测，在人力上得到大量的

简化。通过 RTK 载波相位差分技术来修正 BDS 定位误差，从而提高了北斗定位的

精度，使得监测数据更准确。 

（2）将无人船监测和波浪浮标监测、北斗信号反射监测相结合。综合无人船

高精度高效、波浪浮标全天时即时测量、北斗信号反射监测无接触无干扰三种监

测方式的优点，互相弥补从而得到更加准确客观的水文信息。 

（3）通过岸基控制中心汇总数据，将三种监测方式得到的水底地形、气象信

息、水面波形信息、水文信息等数据一体化与数字化。大量的数据收集与整合，

产生了大数据的条件、为河道防洪预警与防洪救灾提供可靠的参考。 

4.2 应用前景 

基于北斗的防洪预警无人船系统同时结合多种监测途径，使得本系统可

以实现全天候数据测量，局部精准测量与无干扰技术测量。相比传统监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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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节省人力的前提下提高了监测效果。在辅以相应的岸基控制系统后，对待测水

域都可以得到更具体的掌握，可以更好地提供防洪预警信息。基于北斗的防洪预

警无人船系统在提供更加全天候、精准、实时的水域信息的同时也节约了大量的

人力与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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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无人机与北斗系统的违章建筑智能巡查系统 

【摘要】面对违章搭盖产生的各种不良后果，如何防止违章搭盖建筑的重修重盖。让广大
市民不再遭受这些危险建筑的危害、减少国家和民生的损失、使得市容市貌恢复到原本的状
态中，是防灾减灾的“治本”工作。本文使用无人机动态航拍数据获取动态 DSM 数据，从而求
取高程变化在 2-8m 的图斑作为初筛目标。再叠加两期动态正射影像进行人机交互解译，快速
提取建筑扩展、新建及拆除三种类型的范围，并开发出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为基础的现场勘
查移动 GIS 软件。最后采用 WebGIS 对航拍影像、解译成果及地面调查信息进行集成发布，构
建能够实现精准管理同时又为违章搭盖形成有效震慑作用的监管平台。 

【关键词】违章建筑；建筑监察；北斗；WebGIS；无人机遥感 

【Abstract】 Faced with the various adverse consequences arising from the violation of the 
regulation, how to prevent the illegal construction of the building to rebuild and cover, Let the general 
public no longer suffer from the hazards of these dangerous buildings, reduce the loss of the state and 
people's livelihood, and restore the appearance of the city to its original state. It is the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of the "root cause" work. This paper use UAV dynamic aerial photography 
to obtain dynamic DSM data, and then obtain the elevation change of 2-8m as the initial sieve target. 
the two-stage dynamic orthophoto image is used to interpret the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and the 
building extension, Demolition of three types of scope, the develops the mobile GIS software for field 
survey based on 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the use of WebGIS on aerial photography,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sults and ground survey information integrated release, to achieve accurate 
management while the formation of an effective defensive cover against the effective deterrence of 
the regulatory platform. 

【Keywords】 illegal buildings; construction supervision; Beidou; WebGIS; UAV remote 
sensing 

1 引  言 

秦岭是我国南北方气候分界线和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有调节气候、保持水土、涵养水

源、维护生物多样性等诸多功能。然而近年来，秦岭北麓得违建别墅蔚然成风，并且屡禁不

止。违规征地、粗暴开发、肆意破坏、随意圈占林地等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十分严重。中央省

市三级针对这一现象打响了“秦岭保卫战”，数千套别墅被列为违规对象，但审查过程中出

现无人认领别墅的情况，为违章建筑的拆除和整治带来了非常大的不便。秦岭违建别墅问

题，不仅给生态环保带来阵痛，还将有一批领导干部因严重违反政治纪律、涉嫌贪腐受到党

纪国法惩处。“秦岭违建别墅”事件仅为地区个案，就已经暴露出了这么多的问题，展观全

国各地，对于违章建筑的监管情况更不容乐观。 

为此，积极构建开发新型智能监察技术与监管平台，真实掌握违章建筑的存量和常态化

监管，使违章建筑现象得以控制。本文以厦门思明区莲前街道为试点，采用多期无人机遥感

作    者：马泽龙、李权海
指导教师：彭倩、杜伟
学    校：厦门理工学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十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89



数据成果，开发通过无人机获取 DSM 数据自动识别建筑物高程变化的初筛工具，以人机交互

的方式对比两期正射影像提取新建、扩建及拆除建筑物的边界，采用倾斜摄影及 720°全景

航拍成果进行图斑验证及重点监管区域现状的三维展示，构建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为基础的

动态巡查 APP 及 WebGIS 监管平台，为违章建筑常态化监管实现了“地上管”、“天上

看”、“网上查”的整体解决方案。 

2 基于北斗系统的网格化管理移动端系统建设 

由于网格管理工作是一项日常进行，数量庞大，且分散不均的工作，所以引入以北斗卫星

导航系统作为定位、导航的移动终端作为日常作业的信息化支撑手段，为网格管理人员在现

场及时数据的采集和分析做准备。 

2.1 系统设计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有着精准性、效率高、双向短报文通信服务、不因气候环境及通视环境

而受到影响等特点，目前,北斗地基增强系统已完成基本系统研制建设,具备为用户提供广域

实时米级、分米级、厘米级和后处理毫米级定位精度的能力。并且北斗卫星搜索装置能够自动

进行观测，为掌握工程项目相关数据、完成大规模工程建筑动态变化监测规范化提供了必要

条件。 

Hybrid App 是指介于 web-app、native-app 这两者之间的 app，这是一种新型的开发模

式，具有跨平台、用户体验好、性能高、扩展性好、灵活性强、易维护、规范化、具有 Debug

环境、彻底解决跨域问题等特点。本文中采用了 HTML5+PhoneGap 框架实现 APP 用户侧开发，

同时通过 J2EE 提供后台逻辑运算服务，既提高了稳定性又兼顾了用户侧使用习惯和更新服务

等需求。 

2.2 系统功能 

（1）精确定位

网格员在移动设备上登陆各自账号后，可以通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进行定位，在地图上显

示设备的位置，包括经纬度、海拔、当前接受信号卫星个数，信号质量和定位误差等信息。应

用于作业当中的所有定位需求以及采集建筑的精确位置。 

（2）路径导航

网格员在前往巡查地点前，通过 APP 的北斗定位导航指定起点终点选择交通方式（驾车、

骑行和步行）后系统自动规划最佳行驶路线并导航。 

（3）轨迹记录

网格员在工作的过程中，系统将自动记录工作运动轨迹。事后网格员可通过登陆设备并指

定时间段，查询将在地图中展示出运动轨迹，运动距离，时间等信息。 

（4）天气查询

由于卫星定位以及网格管理工作均在室外，所以需要考虑到天气因素对工作的影响。系统

中的查询天气查询功能，可通过定位查询工作地点的天气情况，最大化避免因天气对工作造

成的影响。 

（5）巡查现场信息采集

网格巡查需采集建筑物的精确位置以及变化情况、住户的相关信息和其它备注，网格员通

过移动终端设备可以直接对巡查现场进行信息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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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数据上传

网格员需将采集的数据信息上传到监察管理终端后，系统移动端数据将与 Web 端数据同

步关联，方便了数据的保存和传输。 

2.3 系统实现 

2.3.1 违章建筑信息核查前期准备 
网格员在进行建筑信息采集之前，先对即将监管采集信息的建筑区域进行大致了解，熟悉

相关地形和路径，确定查询地点后，携带网格巡查 APP 的相关设备，通过 APP 的北斗路径导

航功能进行导航即可到达指定的工作地点；进入工作区域时应佩戴相关的工作证件，同时携

带有标注建筑变化图斑的正射影像图，以便有针对性的进行巡查工作。 

2.3.2 移动端 APP 现场信息采集 
由于网格巡查 APP 采集的信息包括住户的区域精确位置（具体到住户门牌号）、建筑变化

情况（拍照取证）等，会涉及到很多个人的敏感信息，关系到很多人的切身利益，所以系统要

求网格员需各自使用各自的账号密码进行登录才能开始建筑信息采集图，如图 1（a）所示。 

（a）网格员登陆和信息采集图

（b）网格员查询巡查记录

图 1 移动 APP 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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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网格员登录后，可以查询自己巡检过的记录，如图 1（b）所示。如此以核查自己巡

查过的地方和及时发现巡查遗漏的地方，这样就方便网格员对于自己负责区域的历史记录进

行精确掌握，对于监管区域的建筑变化情况有清晰的脉络，有效监控管辖区域的违章建筑，对

房屋加盖、危房拆除等情况及时处理，也使监管执法工作得以顺利的进行。 

网格员日常作业，就是只需到达所属网格现场，使用 APP 进行网格选择、时间选择、状态

选择，然后选择性录入辅助信息，通过拍照记录，亦可添加相应的备注，即可完成相应的网格

日常管理工作；系统的精确定位功能为网格员提供了变化建筑所在的地理位置；路径导航功

能使其能及时准确到达作业现场展开信息采集；这样通过“地上查”的方法，就大大提高了

网格员作业效率和数据管理可靠性、时效性。 

另外，系统的轨迹记录功能对网格员日常作业轨迹，进行了实时记录，网格员通过登陆账

号并指定时间，地图会展示该设备的运动轨迹。并通过 WEB 系统提供了网格运行历史轨迹查

询回访和巡检结果的查询分析功能，还原运动过程，可获得运动距离，时间等信息。为网格化

管理日常工作的管理水平提升，隐患分析跟踪、问题处理解决等工作提供信息化支撑手段。 

2.3.3 建筑监察 APP 与 Web 端数据同步关联 
监察管理终端可提供系统移动端数据接口，事件处理进展实况管理系统数据同步，为决

策者提供实时信息 Web 端平台，实现定期事件处理近况报表。在网格员现场信息采集以后，

数据通过关联，相关工作人员通过权限账号登陆，就能同步浏览到网格员采集的建筑信息，

包括事件名称、时间、具体门牌号，以及现场的拍照和事件备注，管理工作人员就能通过关

联的建筑信息，对相关建筑是否违章进行预判，并根据情况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如图 2

（a）所示。

（a）违建管理登陆界面和信息内容

（b）违建查询系统

图 2 违建的管理与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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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违章建筑物查询管理系统实现 
如图 2（b）所示，通过管理系统汇总了无人机获取的 DOM、DSM 以及 720°全景、倾斜摄

影、外业执法记录文本和照片数据，开发能够按照图斑以及门牌号等属性实时查阅执法历史

记录的网络办公平台，实现“地上管”、“天上看”、 “网上查”的整体解决方案。 

3 航拍影像获取和数据处理 

3.1 前期影像数据的获取 

以厦门市思明区莲前街道辖区为第一期影像航拍范围，时间为2017年2月19日至22日，

实际工作时间 3 天，影像空间分辨率优于 10cm。将获取的影像数据通过软件进行拼接融合处

理成一张正射影像图，总容量 32G；通过 Arcgis 软件对影像进行处理，在影像图上加载地名

和行政区界，然后根据辖区的街道和社区分布，以莲前街道为一级网格区块，把其划分为 81

个片区作为二级网格单元，并打印输出 A0 纸质地图 82 张（包括总图一张，各个区块出图比

例尺为 1:1000 左右），实现“天上管”。 

3.2 影像数据网络共享发布 

因为一个街道总数据量达到 30G 之多，对管理员而言，电脑性能和 GIS 软件界面的复杂

性会给应用带来瓶颈，所以采用通过网络 WEB 发布，使得管理者利用网页浏览器或者手机就

能流畅地查看航拍的大数据成果。WEB 平台主要提供了基础数据的录入、网格数据的管理、网

格员管理、网格员日常作业监督、网格内事件的统计分析和后台维护管理功能。基于高清航拍

影像 GIS 可视化集成环境开发，有效地提升了网格监测数据集成化管理能力，对违章建筑的

监管提供有效的技术手段，从而实现“网上找”。 

4 多期航拍影像数据处理 

在 2017 年 3 月 3 日进行第二期影像拍摄，对航拍影像进行软件后处理，得到 DOM、DSM 以

及三维影像等数据。建筑的加盖或拆除即意味着其高程的变化，基于这个原理，只要得到建筑

物的 DSM，并通过两期对比，提取出 DSM 的变化差值，就可对有变化的建筑通过计算机进行初

步筛选。在计算机初筛的基础上，再通过人工目视解译对其补充，三维影像和 720°全景进行

验证，即可得到违建图斑，并制作相应的专题图。 

4.1 基于 Model Builder 的建筑变化初筛 

Model Builder（模型构建器）是 ArcGIS 软件中的配套数据建模工具，利用 Model Builder

可以实现简单工作流集成化，可以创建模型并将其共享为工具来扩展 ArcGIS 软件中的固有功

能。一个设计合理、开发完善的模型可以极大地帮助我们简化空间数据处理中的手动操作步

骤，实现空间数据处理自动化、批量化，使前期数据处理工作的效率大大提高[1]。因此需要利

用 Model Builder 构建一个基于 DSM 模型的建筑物高度变化自动处理工具，来帮助我们实现

空间数据处理自动化，简化空间数据处理中的手动操作步骤，模型构建流程如图 1所示。 

首先，针对同一研究区域的多时相 DSM 模型数据进行预处理，包括数据探查、投影转换

等，保证处理后的所有时相数据拥有相同并且准确的坐标系，为后续空间分析奠定基础。使用

栅格计算工具对预处理后的前后时相数据进行相减运算[2]。当结果值为正时，表示该处高程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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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可能是由于新建、加盖建筑物造成；当结果值为负时，表示该处高程降低，有可能是拆除

建筑物造成。最后得到建筑物高度变化分布图。再将上述数据处理模型实体化，生成相应数据

处理工具[3,4]。该工具可以共享，可以进一步开发和完善，同时也具有良好的交互界面，便于

大数据的批量处理。 

图 3 建筑物高度变化自动提取流程图 

经过计算机的自动化处理，可得到一个新的 DSM 数据，即为两期影像高程差，为了应用方

便，可以通过其属性中的符号系统对数据进行分类，并设置相应的阈值和选取适当的颜色表

示范围区域。 

通过前期的处理，就可以看到很多提取的图斑，加上相应的影像底图，通过人眼识别，就

能看出有高程变化的房屋，通过 Arcgis 的识别功能任意查询建筑的变化高程大小，这对后续

的目视解译工作起到了向导作用；同时可对其初筛结果进行制作专题图（图 4）。 

（a）图斑高程查询 (b) 图斑高程制图

图 4 图斑高程查询及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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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人工目视解译 

建立数据库，新建相应的要素（如加盖、拆除等），在计算机违建图斑初筛

的基础上，在配合影像底图的基础上，对明显的加盖拆除建筑进行图斑提取，对

于一些正射影像图不易看出来的区块（如某些楼层加盖），且初筛图斑不明显的

建筑物，可以通过 Arcgis 识别功能查询 DSM 图斑高程，确认建筑变化情况。 

4.3 两种三维验证 

（1）三维影像验证

倾斜摄影所得到的航拍影像通过软件后处理进行加工，即可得到可视化的三

维影像图；通过三维影像模型的建立，就可以在影像上任意量测所需监测的建筑，

如每一栋建筑高度、面积等。再将倾斜摄影数据输出成 OSGB 格式三维数据，该

数据格式为开源格式，可支持多种三维软件的二次应用。将所输出的 OSGB 格式

数据发布至 Local space 在线地图浏览器（图 5）。采用在线发布的倾斜摄影数

据成果为公众直观查看和操作地表和房屋的三维分布真实状况，对违建行为起到

震慑，同时有利于对违建现象开展处理取证与典型性教育。 

图 5 于 Local space 在线浏览器中量测违章搭盖顶棚 

（2）720°全景验证

720°全景是指水平 360°和垂直 360°环视的效果，且其拍摄与制作速度都

很快，当天拍摄当天便可发布，通过网页发布，浏览网页即可清晰直观的浏览影

像数据成果，普通手机与电脑端皆可快速查看[5,6]。 

5 基于 WebGIS 的违章监察网络信息管理系统 

违章建筑物管理的主要方式是通过监管平台实现对违章建筑物进行目标影

像识别、实地验证、查处流程监控、问题历史追溯等一系列功能的动态监管。因

此所采用的数字化信息管理系统需要能实现对违章实体的精确定位和空间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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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而这些功能正是地理信息系统（GIS）的主要功能。相比传统 GIS 软件平

台，借助 WebGIS 搭建的系统平台可实现任意平台、任意地点的数据访问；可定

制出友好的用户交互界面，操作简单明了，直观形象；可有效的均衡海量空间数

据处理的高计算负载，最大限度发挥计算机资源的利用率；可利用空间数据库进

行数据管理而有效的提高效率和细致程度。则本节以 OpenGeo 套件为代表的

WebGIS 系统架构和相关开发技术，分析基于面向对象空间数据库 PostGIS 的设

计和集成过程，通过构建一个完整的原型系统，具体阐述如何将 WebGIS 技术用

于城市违章建筑物的数字化信息管理[7,8]。 

5.1 系统构架与开发技术 

目前 WebGIS 系统主要采用浏览器/服务器模式，即 Browse/Server（B/S）。

B/S 模式简化了客户端软件，而将系统的功能开发、维护和更新方法应用服务器

上，数据则放于服务器的数据库，从而形成一个由客户层、中间应用层和数据库

服务器组成的三层体系结构。相比 C/S 模式和传统的单机客户端模式，更易于管

理维护，对客户端要求最低，方便系统使用和推广。 

本文 WebGIS 的系统实现基于开源的 OpenGeo Suite 开发套件，OpenGeo 

Suite 提供了一套综合性的基于 Web 的制图和数据共享解决方案。主要包括

GeoServer、PostGIS、和 OpenLayers 等组件。此外，OpenGeo 还提供了一些如

GeoExplore、GeoWebCache 等其它组件。在使用 OpenGeo 的过程中都是通过控制

台 Dashboard 来进行登陆和编辑的。软件的体系架构如图 6所示。 

图 6 OpenGeo Suite 系列软件的层级关系 

5.2 空间数据库设计与集成 

在空间数据库的设计过程中，需要注意两个方面：首先，违章建筑物相关的

地理信息数据，如无人机航拍数据，初筛矢量数据以及相关的基础数据，如 POI

兴趣点，景观建筑数据需要借助空间数据库进行管理；同时，需要进行详尽的需

求分析，依据有关部门对于违章建筑物的标准化处理流程设计相关的概念模型，

从而实现对违章建筑物的动态监控。为实现以上目标，对于数据库的设计采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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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步骤： 

5.2.1 空间数据概念模型 
空间数据分类包括矢量和栅格，数据库的结构采用了三级数据模型的方式，

即概念模型、逻辑模型、物理模型。传统关系数据库无法直接用于管理空间数据，

必须对数据模型和方法进行扩展，概念模型扩展，逻辑模型扩展、物理模型扩展。

概念模型实际上是现实世界到机器世界的第一层的抽象。 

5.2.2 空间数据逻辑模型 
逻辑模型是将现实世界映射为计算机或数据库系统能够理解的模型。数据库

领域先后出现层次模型、网状模型、关系模型、对象-关系模型、面向对象模型

等逻辑模型。本文主要涉及对象-关系模型，对象-关系模型是关系数据库技术与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方法相结合的产物。对象-关系型数据库一般具有以下功能：

①扩展数据类型、②支持复杂对象、③支持继承概念、④提供通用的规则系统。

PostGIS 中有基于预定义数据类型和基于扩展几何类型，预定义的数据类型是利

用关系数据库中已有数据类型进行存储和管理，而基于拓展的数据类型是利用扩

展的几何数据类型进行存储和管理。

5.3 系统的开发与实现 

（1）服务端环境搭建

环境搭建主要包括 OpenGeo 套件、PostGIS 数据库以及 QGIS 安装三部分内

容。安装过程依据向导提示进行，不再详述，需要注意的是两个软件需要安装在

同一个目录下。在数据库创建完成之后，需要加载 PostGIS 提供的扩展模块功能，

主要是一系列基于 OpenGIS 标准的处理函数，实现方式是在连接数据库后打开控

制台 PgAdmin 软件菜单的 SQL 编辑框，执行下面 SQL 语句： 

（2）地图服务器构建

GeoServer 服务器的搭建主要是使用 OpenGeo 默认的 Jetty 应用服务器。由

于 GeoServer 基于 J2EE 构建，因此安装 OpenGeo 之前，需要安装并且配置 Java

环境，安装完成后需要启动 Geoserver 的相关服务。接下来则可通过浏览器直接

进入 OpenGeo 的控制台 Dashboard。可以在 OpenGeo 的安装目录下直接点击快捷

方式进入，也可以在浏览器中手动输入 http://xmgeo.com:8080： 

同时矢量数据的导入需通过 GeoServer 连接 PostGIS 数据库，选择 Import 

Data->PostGIS，输入正确的参数，包括数据库名称、端口号、用户、密码等。

导入完成后，可进一步利用 GeoExplorer 对图层的样式进行修改，包括颜色、符

号、透明度等，多个图层可进一步构建图层组，提高计算效率，如图 7 所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十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97



（a）矢量图层组 （b）标记图层

图 7 图层修改 

对于影像数据的导入，GeoSever 提供的扩展模型可直接导入分块的遥感图

像并完成自动镶嵌，因此对采集的无人机航拍数据，可直接通过 Import 

Data->Mosaic，选择相应的存放路径即可完成数据导入。导入完成后，使用

GeoWebCache 工具设定合适的参数，包括分级层数、图片格式等，进行图像金字

塔构建，完成后即可预览，如图 8所示。 

图 8 影像的网络发布 

（3）前端访问页面开发

前端页面采用 OL3 和 LeafLet 框架进行开发，以思明区莲前街道遥感数据演

示 案 例 进 行 介 绍 ， 页 面 效 果 如 下 ， 相 关 实 现 可 参 见 如 下 网 址

（http://xmgeo.com:8080/smmap4.html）。本案例中，地图显示的核心部件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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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 Map 元素，相关的初始化代码为： 

其中，L表示 LeafLet 框架，center 为地图居中的坐标位置，maxZoom 为最

大放大级别，zoom 为默认放大层数： 

随后，即可定义当前地图所需要加载的图层，具体代码如下所示： 

代码中，L.tileLayer.wms 表示加载的是一个 WMS 图层，第一个参数为 WMS

图层的访问 URL 地址，Layer 参数为图层在 GeoServer 服务器中的名称，名称由

工作区和图层名称两部分组成。 

依据上述方法，可依次添加所需要的兴趣点、道路等图层，不同图层的显示

可通过图层面板进行控制，最终效果如下图 9所示： 

图 9叠加矢量图层的地图发布 

var map = L.map('map', { 
center: [24.467, 118.131], 
maxZoom: 20, 
zoom:14 

}); 

var basemaps = { 
Landsat8: 

L.tileLayer.wms('http://xmgeo.com:8080/geoserver/ows?', {
layers: 'XML8:xml8,SMShp:siming', 
maxZoom: 15 
}),L.control.layers(basemaps, overlays).addTo(map);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十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99



6 结束语 

通过动态航拍影像的获取和处理、网络发布、网格化管理以及 APP 现场采集

关联建筑信息，实现了对城市违章建筑的有效监管。“地上 管，天上看，网上查”

的模式为城市建筑管理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目前国内对于城市网格化管理

拓展应用较为广泛并且都体现出了显著的管理效果，实现网格化管理对城市管理

的方方面面都有所裨益。基于无人机与北斗系统的违章建筑智能巡查系统结合了

遥感技术、北斗定位导航技术、GIS 以及移动端，对于城市建设的监管有着广阔

的前景[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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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火情鹰眼

空基红外多环境起火点探测系统

摘要：火灾是威胁生命安全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灾害之一，为了预警火灾的发

生，本文实现了一种以四旋翼无人机为平台，搭载中红外相机、可见光相机以及

烟雾探测模块的火灾报警系统。利用 GPS-北斗定位(GPS-BD)模块为无人机定位，

通过回传的数据可快速在上位机查看无人机所在卫星图位置及飞行轨迹；搭载于

无人机平台上的中红外相机及可见光相机实时俯瞰地面情况，利用无人机的高机

动性实现对防范区域的全覆盖。中红外相机对热累积区域及明火精准探测，同时

借助可见光相机捕获的图像进一步分析监控区域的情况。系统通过图像传输模块

实时回传中红外相机及可见光相机捕获的图像；同时，数据传输模块也能回传烟

雾探测模块所探测的空气质量参数，对明火产生的烟雾报警。

该系统中红外相机、可见光相机以及烟雾探测模块协同工作，从空中实时对

地面进行监控，其克服了传统防火方式的漏报率高，难度大，耗时长的缺点，在

森林，货矿场等多环境中，对火灾高效、精准、及时地预警。

关键词：GPS-北斗(GPS-BD)； 中红外成像； 无人机； 热累积探测； 火灾探测 

Abstract：The fire is one of the main disasters threatening life safet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avoid the fire, a fire alarm system that base on a four-rotor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platform and carrying a mid-infrared camera, a visible light 
camera and a smoke detector is fabricated in this paper. Localize the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by use of the GPS-BD localization module. Through the returning data, the 
location and flight path can be observed on the host computer. Using the excellent 
maneuverability of the UAV to achieve full coverage of the defensive area, the mid-
infrared camera and visible light camera can real time overlook ground. The mid-
infrared camera can accurate capture the heat accumulation area and the open fire. At 
the same time, we can further analyze the situation of the monitoring area which is 
captured by the visible light camera. The system can real time transmit the images that 
captured by the mid-infrared camera and visible light camera through the image 
transmission module, and the air quality parameters detected by the smoke detector is 
transmitted by the data transmission module simultaneously, if there is smoke from 
combustion in the air, the system will alarm. 

In this system, the mid-infrared camera, visible light camera and smoke detector 
module work together to monitor the detection area in real time in the air. It overcomes 
the shortcomings of traditional fire prevention methods, such as high rate of missing 
report, great difficulty and long time-consuming. The system can effectively, accurately 
and timely warn fire in forest, cargo mine fields and other environments. 

Keywords:  GPS-BD module; Mid-infrared camera image;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Thermal accumulation area detection; Fire detection 

作    者：敖子航
指导教师：张伦东
学    校：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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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用背景与意义 

1.1 火灾发生的举例及特点 

在各类灾害中，火灾[1, 2]是最为普遍地威胁公众安全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灾害

之一。于 2018 年发生的 11·8 美国加州山火，大火持续 18 天才得到有效控制，

蔓延 620 平方公里，最终造成了 86 人死亡，超过 1.8 万栋建筑物被毁，足以见

得森林火灾的破坏力之大。经过调查，火灾的直接原因是当地最大的电器能源公

司 PG&E 的一条输电线路发生断电，该火灾的卫星遥感图如下图 1(a)所示： 

图 1	火灾现场示意图。(a)	美国加州山火的卫星遥感图像; (b) 天津港爆炸事故

直接原因是化工品自燃	

2015 年，令全国震惊的 8·12 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造成包括消防与公安

人员在内的 165 人遇难，8 人失踪，798 人受伤住院治疗，304 幢建筑物、12428
辆商品汽车、7533 个集装箱受损，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 68.66 亿元。经过调

查，事件的直接原因是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运抵区南侧集装箱内的硝化棉由于湿

润剂散失出现局部干燥，在高温天气的作用下加速分解放热，积热自燃，引起其

他化学品发生爆炸。

森林[3, 4]、仓库以及货场等环境是火灾高发环境，其具有面积大，易发生热

积累，着火点隐蔽的特点；火灾发生时破坏性大，处置与控制难度高，救助困难，

尤其是在高温干燥的夏秋季节。并且，森林、仓库以及货场等环境的火灾的发生

主要是由于环境因素导致热累积[5]，进一步导致温度到达燃点，从而引发易燃物

的燃烧。由于这些环境中易燃物密度大，小范围的明火可迅速扩散成为猛烈的火

势。

1.2 主流防火措施 

为了避免火灾的发生，火灾的防范是十分必要的。火灾防范的方式有许多种
[6-8]。防火瞭望塔[6]、人工巡逻[7]以及视频监控系统[8]是目前火灾预防的主要方式。

瞭望是一种依靠瞭望员经验来观测的方法，如图 2(a)所示，其具有相当大的主观

性与经验性，准确率低，且瞭望台监测受到地形地势与天气的限制，覆盖面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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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检测死角和空白，如果是雾霾天气或者夜晚，则不能观测。人工巡逻需要巡

逻员不断巡视，且亦存在上述受到天气及环境的限制，且对于森林等大面积区域，

人工巡逻的方式并不适用。视频监控系统是传统城市监控方法的延伸，如图 2(b)
所示，其适用于仓库以及货场等环境，但对于森林环境而言，视频节点布置困难，

视频监控视场有限。并且上述三种火灾防范方式均不能迅速有效的发现热积累及

微弱明火。

图 2	主流防火方式示意图。 a 	 森林中的防火瞭望塔；(b) 火灾视频监控线路	

1.3 选题意义 

如前文所述，传统的防火方式不能快速有效的发现热积累，且监视区域有限，

无法适用于大面积的森林及货场。对于火灾的防范，快速发现热积累区域是十分

重要的。

众所周知，任何温度高于绝对零度的物体都能向外辐射热红外光[9-11]，物体

温度越高，向外界辐射红外光的能力越强。热累积区域及明火发生区域相对于其

他区域有着更高的温度，其向外界辐射红外光的能力亦越强，这是热累积区域及

明火发生区域区别于其他区域最主要的特征。

红外测辐射热计[12-14]是探测中红外光的主要探测器，早在 1901 年，Langley
就演示了使用铂条制作的测辐射热计对 400m 以外的奶牛进行探测的实验[12]，目

前，测辐射热计可达到 1024*768 像元规模[15]。测辐射热计吸收红外辐射后引起

滋生温度变化，其电阻将发生改变。测辐射热计可以是金属材料或半导体材料，

多晶硅[16]或二氧化钒[17]是最为常用的两种测辐射热计材料。测辐射热计焦平面

阵列温度灵敏度高(NETD<50mK)，能够远距离实时对森林、仓库以及货场等复

杂环境成像，从而精准的发现热累积区域及微弱明火，以实现对火灾的预防。并

且其可全天候工作，即白天黑夜均可成像，且不受雾霾、烟雾影响，能穿透雾霾、

烟雾发现目标，其具有可见光相机不能比拟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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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具有机动性高，成本低的优点，其广泛运用于地形测绘，战场检测等

领域。无人机可从空中俯瞰被检测区的广泛面积，且可进入人类不适宜前往的区

域。为了解决传统防火方式检测范围有限，对于大面积的森林及货场并不适用的

缺点，将传感器搭载在无人机上，对大面积森林、货场进行检测，其具有检测范

围大，效率高等优点。

本文借鉴多旋翼无人机技术，运用无人机搭载热红外相机、可见光相机及烟

雾探测器制作了空基多环境火灾预警系统。系统中的热红外相机、可见光相机实

时俯瞰被检测区域，烟雾报警器实时检测空气中的烟雾浓度，系统使用 GPS-北
斗双模定位系统实时对无人机的位置定位，以确定被检测区域。本文将该系统称

为火情探测北斗火情鹰眼，其能高效，精准地发现热累积区域与着火点，使人们

能及时将火灾扼杀于萌芽之中。

本系统的特点在于：

1、 无人机平台机动灵活，大幅提高火灾预防效率 
本系统的无人机平台重量仅为 2.16kg，依托地面遥控器和上位机监控端就能

对其进行掌控。不受交通路线限制，在续航满足情况下，可以全面覆盖防范区域。

2、探测视野全面，极大地降低火灾隐患的漏报率 
无人机搭载多种探测器传感器在高空对目标进行全局拍摄，同时通过无线数

据传输进行超视距控制与监视。可以在不同环境，不同角度，不同距离作业，精

准详细地传递热累积区域与着火点信息。实现精准发现，精准定位。

3、成本低廉，极大降低火灾预防的成本，节省资源 
无人机本身制造与使用成本和传统防火方式（上文中提到的防火瞭望塔，视

频监视系统）相比更为廉价。近期德国建设的 Fire-Watch System 森林火灾视频

自动预警系统每套仅仅安装就需 7.5 万欧元，更不用提长期的维护费用。 
4、操作简单，大幅降低了火灾预防的难度 
只需一到两人经过简单培训就能完成对该套系统无人机的操作，完成既定的

巡查防火任务。

本选题的创新点在于：

1、利用无人机为平台，从空中实时对地面监控，GPS-BD 模块获得无人机位

置、高度计飞行速度等信息，空基平台能充分发挥各种探测器的探测效用；

2、搭载中红外相机，该相机能探测可见光波段不易探测的热累积情况及微

弱明火；且其白天黑夜均可成像，能够穿透雾霾、烟雾成像；

3、中红外相机、可见光相机以及烟雾探测器等传感器协同工作，实现更加

精准的探测。

2 总体设计方案 

2.1 总体设计 

本文中所制作的北斗火情鹰眼由无人机及其搭载的中红外相机、可见光相机、

烟雾探测器以及 GPS-BD 模块所组成，系统整体框图如下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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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树莓派通过 USB 接口读取可见光相机所捕捉的可见光图像，通过 SIP
接口读取中红外相机所捕捉的图像。树莓派将可见光相机及中红外相机所捕捉的

图像通过 5.8GHz 无线图像发送模块发送，并由连接在计算机上的无线图传接受

模块所接收，并将图像信息送至计算机的上位机显示。

GPS-BD 定位模块与烟雾探测器由 STM32CBT6（下文中均简称 STM32）单

片机驱动，GPS-BD 模块通过天线从太空轨道上的北斗以及 GPS 星座通信获取

导航电文，并通过 USART3 串口将定位数据传输给 STM32 单片机。烟雾探测器

通过 IO 接口 A6 读入 STM32 单片机，并通过单片机内部的 ADC 模数转换将采

集到的烟雾浓度模拟信号量化为数字信号。烟雾探测数据与定位数据都通过安装

在串口 1 的数据传送模块的发送单元发送，并由连接在计算机上的数据传输模块

的接受单元接收并传送至计算机上位机端。

控制员操纵遥控以控制无人机飞行，GPS-BD 模块获取无人机的速度、位置、

姿态等信息，这些信息被传送至无人机地面站上位机并显示。

图 3 系统总体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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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总体流程 

本文中所述的北斗火情鹰眼工作具体流程如下图 4 所示： 

图 4 系统总体工作流程图 
无人机在遥控端的控制下起飞，首先上升到预定的工作高度，获得对地面俯

瞰的最大视野，在红外相机感应画面中一旦有高温区域发现，立即降低高度在该

区域上空悬停详细拍摄，在红外感应图像窗口中，程序利用动态机器视觉算法自

动对高温亮点区域进行显著地框选标明，如有探测到明火则烟雾探测器蜂鸣。同

时，监控端回传无人机坐标，消防人员依据该坐标立即赶赴现场进行处理。处理

完毕后，则继续按规划航线巡航。直到到达预定终点，着陆结束工作。（树莓派

视频实时显示程序源码，stm32 单片机 GPS-BD 模块与烟雾模块驱动源码在附件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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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模块介绍 

3.1 中红外相机与可见光相机模块 

目前主流的中红外相机主要是测辐射热计，其原理图如下 5 所示： 

图 5 测辐射热计工作原理图 

如图 5 所示，电阻在温度下发生改变可用电阻温度系数描述： 

a ≡
1

(1) 

其中 a 为电阻温度系数，dR 为电阻变化，dT 为温度变化。因此，测辐射热

计对热辐射的响应可反映为电阻的变化：

Δ ≡ Δ  (2) 
当图 5 所示的电路中的偏置电流为 ib 时，输出信号可用如下公式 3 表示： 

Δ  (3) 
因此，测辐射热计能将所接收的热量转换为电信号，从而实现对温度的探测。 
本文中的北斗火情鹰眼采用的红外相机是 FLIR 公司的 Lepton2.0 中红外机

芯，其分辨率为 80 60，如图 6 所示： 

图 6 Lepton2.0 80 60 中红外相机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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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要参数如表 1 所示： 

表 1	Lepton2.0中红外机芯主要参数	

有效帧频 8.6HZ 
输入时钟 25-MHz 标称电压，CMOS IO 电压等级

输出格式 可选择 14 位、8 位（自动增益控制（AGC））或 24 位

RGB(AGC 和着色处理)
像素尺寸 17µm
场景动态范围 0-120℃
波长范围 长波红外，8µm 至 14µm 
温度补偿 自动,输出图像不受热像仪温度影响。 
热灵敏度 ＜50 mK（0.050℃） 

Lepton2.0 机身不足人名币一角硬币大小，经济实惠。本文中采用 Lepton2.0
自制的红外相机被制作在转接控制电路上如下图 7(a)所示： 

图 7 转接控制电路实物图。(a) 转接控制电路顶层；(b) 转接控制电路底层 

如图 7 所示，转接控制电路集成了中红外相机，STM32 芯片，电流计。其

中，中红外相机设置于 PCB 板顶层，其 SPI 接口连接到如图 7(b)中所示的排母

上。STM32 单片机位于 PCB 板底层。如图 7(b)所示的排母能够与树莓派上的排

针连接，将红外相机与树莓派形成电器连接，如下图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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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转接控制电路与树莓派连接 

树莓派将图像通过设置在其上的 3.5mm 接口输出，通过同轴线将 AV 视频

信号输入到转接控制电路，并送至图像传输模块的发送单元。图像传输模块发送

单元与转接控制电路的连接如图 8 所示。转接控制电路上设置有接口，方便数传

模块、烟雾探测器模块及 GPS-BD 模块的接入，如图 8 所示。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转接控制电路上设置有两个电流计模块，如图 7及图 8

所示。电流计 1用于树莓派及 STM32单片机供电；由于图传模块发送单元功耗

较大，因此电流计 2专用于图传模块发送单元供电；	 	

	 	转接控制电路中红外相机电路原理图如下图 9所示：	

图 9 转接控制电路中红外相机电路原理图 

可见光相机直接通过 USB 口与树莓派连接，红外相机和可见光相机数据传

输的总体流程如图 10 所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十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09



图 10 中红外相机与可见光相机数据传输流程图 

树莓派分别通过 USB 接口与 SPI 接口与可见光相机和红外相机连接，树莓

派输出的 AV 视频信号通过图传模块的发送单元以无线方式发送至远处监控端，

图传模块的接收单元接收 AV 信号，并通过 AV 转 USB 模块将 AV 信号转换为

USB 信号传送至计算机。无线图像模块接收单元与 AV 转 USB 模块被集成到一

块电路板上，通过 USB 口与计算机连接。 

3.2 烟雾探测器模块 

烟雾传感器模块采用 TGS2600 型号的用于空气污染物监测的气体传感器。

具有低功耗，对空气污染具有高灵敏度，成本低，应用电路简单，体积小的特点。

气体敏感素子由集成的加热器以及在氧化铝基板上的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构

成。如果空气中存在对象监测气体，该气体的浓度越高传感器的电导率就会越高，

仅用简单的电路就能将电导率的变化转换成与该气体浓度对应的信号输出。

TGS6200[18]对极其微弱的空气污染气体具有很高的灵敏度。像树叶燃烧而形成的

氢气或者一氧化碳，此传感器可以检测到几个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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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烟雾探测器模块及 TGS2600。左：烟雾探测器模块；右：TGS2600 

TGS2600 工作原理图如图 12 所示： 

图 12 TGS2600 工作原理图 

其中Rs为气体浓度敏感电阻，RL为标准平衡电阻。此传感器工作时需要施加

两个电压，即加热器电压 和回路电压 。当内置的加热器被驱动电路施加电压

后，敏感素子被加热到检知主要对象气体所需的最佳动作温度。而回路电压是用

于测定与传感器串连在一起的负载电阻R两端电压 。 该传感器连接在 STM32
的 IO 口 A6 上，模块输出的模拟信号 Vout 通过 STM32 内部的 ADC 量化为数字

信号，设置阈值，当读入的 Vout 值大于该阈值时，单片机产生报警信号。利用

燃烧纸片对该模块进行测试，测试效果如下图 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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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烟雾探测器模块测试示意图 

3.3 GPS-BD 双模定位模块 

  本系统采用 ATK-S1216F8-BD GPS-BD 模块，该模块通过 STM32 单片机

的 USART3 交互，其定位数据通过连接在串口 1 的数传模块发送到计算机端。

该模块具有以下特点。

1、模块采用 S1216F8-BD 模组，体积小巧，性能优异。  
2、模块可通过串口进行各种参数设置，并可保存在内部 FLASH 寄存器，使

用方便。

3、模块自带 IPX 接口，可以连接各种有源天线（本系统使用 GPS/北斗双

模天线，定位效果更佳），适应能力强。

4、模块兼容 3.3V/5V 电平，方便连接各种单片机系统。  
模块自带可充电后备电池，可以掉电保持星历数据。

图 14 ATK-S1216F8-BD GPS-BD 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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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K-S1216F8-BD GPS-BD 模块非常小巧（25mm*27mm），模块通过 5 个
2.54mm 间距的排针与外部连接，模块外观如图 14，模块电路原理与各个引脚接

口如图 15 所示。 

图 15 ATK-S1216F8-BD GPS-BD 模块电路原理图 

如图 14 中所示，从右到左依次为模块引出的 PIN1-PIN5 引脚，各个引脚的

详细作用如下表所示

表 2 ATK-S1216F8-BD GPS-BD 模块接口定义 

序号 名称 说明

1 VCC 电源（3.3V-5.0V） 
2 GND 接地

3 TXD 模块串口发送脚（TTL 电平，不能直接接 RS232 电平）

可接单片机 RXD 
4 RXD 模块串口发送脚（TTL 电平，不能直接接 RS232 电平）

可接单片机 TXD 
5 PPS 时钟脉冲输出脚

ATK-S1216F8-BD GPS-BD 模块默认采用 NMEA-0183 协议输出 GPS-BD
定位数据，并可以通过 SkyTraq 协议对模块进行配置。在计算机上安装好串口驱

动后，采用该模块提供的上位机 GNSS_Viewer 对模块测试，测试结果如下图 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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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ATK-S1216F8-BD GPS-BD 模块测试时上位机 GNSS_Viewer 显示页面 

在 Message 栏中可以接收到采用 NMEA-0183 协议输出的导航电文。在

Information 栏中可以看到用户的坐标位置，速度，日期时间等时空信息。模块天

线搜索到的 GPS，BEIDOU，GLONASS 星座分布，在 Earth View 可以预览卫星

的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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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无人机平台组成 

4.1 无人机三视图与细节图 

图 17 无人机视图（a）正视图；（b）俯视图；（c）侧视图；（d）底视图 
本系统所采用的无人机，为机架水平，机身呈多层垂直结构设计。四个螺旋

桨处于水平面，为无人机在扰乱的气流提供稳定升力。最上层放置天线，接收器，

飞控模块，烟雾探测模块，中层留有电池仓，该电池仓可以通过调节机架螺丝进

行体积调节，以适应不同容量体积的电池。最下层下挂相机与图传工作载荷以俯

瞰地面。此设计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利用空间，减少机身重量，提升无人机的最大

载荷与机动性。

无人机的各部分负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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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飞控模块细节图 

图 19 遥控模块细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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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动力模块细节图 

图 21 相机工作模块细节图 

4.2 无人机性能与技术参数 

表 3 无人机性能参数表 
性能与技术指标 参数

整机重量 2.16kg 
最大载荷 1.4kg 
最高航速 60km/h 
工作时间 15min（2200mAh 电池）25min（4200mAh 电池） 
最大航程 2.5km（2200mAh 电池）4.8km（4200mAh 电池） 
遥控范围 2km（天地飞 7 通道遥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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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联调测试 

在森林，货场及矿场等环境中，堆积物密度大，区域广，易发生热累积现象，

且热累积区域不易被发现。为了验证本文所设计的北斗火情鹰眼系统对隐藏的热

累积区域的探测效果，以及自动标记热累积高温区域的功能，本文进行了一系列

模拟实测实验，实验场景如下图 22 与 23 所示，该实验模拟无人机在森林巡查的

工作环境。实验选择在日光充足的白天，将两瓶温度 90 左右的热水放置在高度

约为 60cm 的茂密灌木丛中，无人机飞行于空中，俯瞰该区域，以实验对热累积

区域的探测。（该实验在链接视频中展示）

图 22 白天实际测试热源隐蔽图 

图 23 白天隐蔽热源测试图 
如图 21 所示，装有热水的塑料瓶作为实际环境中的热累积区域，从灌木从

的外部，人眼不容易看到装有热水的塑料瓶。无人机在遥控控制下，经过该灌木

丛上空，其搭载的红外相机与可见光相机拍摄的视频在上位机监控端实时显示。 
红外相机及可见光相机捕捉的图像如图 24(a)及图 24(b)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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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红外相机及可见光相机捕捉的图像。(a) 红外相机捕捉的图像；(b)可
见光相机捕捉的图像

如图 24(a)所示，红外相机能清晰的捕捉到隐藏于灌木丛中的热源，并自动

标记出该热源。如图 24(b)所示，可见光相机清晰地拍摄了灌木丛地外部样貌，

但无法拍摄到隐藏在灌木丛中的装有热水的塑料瓶。这是由于装有热水的塑料瓶

所辐射的红外热辐射能够透过灌木枝叶的空隙，被红外相机探测到，其辐射的红

外热辐射比周围灌木草地等辐射的红外热辐射强很多，因此使得其与周围环境形

成强烈对比，因此在红外相机所捕捉的图像中，其呈现高亮状态；虽然塑料瓶反

射的可见光通过枝叶空隙也能被可见光相机所捕捉，但是其隐藏在灌木丛中，与

周围环境融合，无法形成清晰对比，因此在可见光相机所捕捉的图像中难以发现

装有热水的塑料瓶的存在。

如图 25 与图 26 所示，为无人机地面站上位机。该无人机地面站可显示无人

机所在的具体地理位置经纬度坐标、飞行姿态、飞行速度、飞行高度以及飞行轨

迹等。通过地面站上位机，可以实时监测无人机的位置信息，红外相机及可见光

相机捕捉到的图像，可以实时监测无人机所在区域的热累积情况及地面状态。

图 25 无人机地面站显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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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无人机地面站具体轨迹显示图 
本测试中，灌木丛作为较深的遮蔽物，对热源进行了充分覆盖。其不仅模拟

了森林的防火环境，实验说明在白天北斗火情鹰眼能够及时准备的捕捉到隐藏在

深处的热累积区域及微弱明火。类似的，其也可用于货场、矿场热累积区域及明

火检测。

为了继续验证本系统在黑夜环境下的工作能力以及对明火的探测能力，开展

另一实验，实验时间为 2019 年 1 月 6 号 21:00 左右，郑州市晚上 21:00 的天已经

完全黑了，如图 27(a)为在地面点燃明火；从图 27(b)中可以看到，燃烧时产生大

量烟雾。由于烟雾厚重，人眼基本无法睁开，且由于烟雾刺激性较大，无法靠近，

人眼已经无法分辨火灾的具体位置与具体轮廓。

图 27 夜间明火测试场景图。(a) 在地面点燃明火(b) 浓密的烟雾遮挡了对

火情的观察

无人机在遥控端控制下，飞行通过该明火上空。接近过程中烟雾探测器探测

到空气异常，蜂鸣发出警报。红外相机及可见光相机捕捉到的图像如图 28 所示。

从图 28(a)中可以看到，左侧窗口所示的红外相机捕捉的图像中，清晰呈现出地

面明火的轮廓，完全不受厚重烟雾的影响，右侧窗口可见光相机由于火光强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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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烟雾散射作用，显示为一团模糊的亮光，与人肉眼的观察效果无异。根本无法

看出明火燃烧的具体位置与具体形势。

图 28 夜间测试时红外相机及可见光相机捕捉到的图像。(a) 夜间测试时红

外相机捕捉到的图像；(b) 夜间测试时可见光相机捕捉到的图像 
该测试验证了本系统克服了人眼与普通视频监控在夜间不能观察的缺点，能

透过浓密的烟雾，黑暗的环境精准发现火灾，分析火情，定位火灾。同时也验证

了其烟雾探测报警能力，在夜间具有良好工作效果。且本文对于不同的飞行高度

均进行了测试，但国家规定无人机飞行高度不能超过 500m，实验表明，在各种

高度，系统均能对热累积区域及明火区域清晰探测。

6 结论与展望 

6.1 结论 

本文以四旋翼无人机为搭载平台，并搭载红外相机、可见光相机及烟雾探测

器制作了森林，矿场及货场火灾预警装置。无人机机动性能好，能够在空中俯瞰

监测区域，监测范围广。且无人机能够进入人类不宜进入的区域，例如密林深处

的上空、浓烟中、毒气中等环境中。红外相机能够探测到物体所辐射出的红外热

辐射，并对其成像，当物体温度高于环境温度时，其在红外相机所捕捉的图像中

呈现高亮状态，因此，红外相机能够捕捉到隐藏于深处的热累积区域或微弱明火。

并且由于红外相机探测的红外热辐射波长较长，因此红外热辐射能够轻松穿透雾

霾及浓烟，因此火灾发生时，浓烟不会对红外相机成像造成任何影响。可见光相

机所捕捉的图像可方便人们对图像的认知，人们能够结合红外相机所捕捉的图像

及可见光相机所捕捉的图像，实现对监测区域更好的探测。

为了验证该系统的可行性并测试其性能，本文中对系统进了许多实验，实验

时间分别选取白天和晚上进行。实验结果表明，系统能够清晰的发现隐藏在深处

的热累积区域，这是可见光相机所不能探测到的。即使在黑夜，红外相机依然能

够清晰的探测到着火区域，并且着火区域轮廓清晰，完全不受燃烧所产生的浓烟

影响，并且当空气中的烟雾浓度达到所设定的阈值时，烟雾探测器产生报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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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上位机上显示。可见光相机在夜晚时，对明火也可以捕捉到，但着火区域轮

廓不清晰，且图像易受到燃烧所产生的烟雾影响。

6.2 展望 

基于一系列测试结果与系统特性分析，在后续的研究中，本系统还存在以下

需改进提升之处：

无人机平台的续航能力待以加强

本系统的无人机平台在使用 4200mAh 的航模锂电池时，可以持续飞行 25 分

钟，巡查路程可以达到 4km，遥控范围半径可达 8km。但对于一些森林，矿场的

火灾几十平方公里的防范面积，本系统采用的无人机显得性能不足，当然即使如

此，无人机平台火灾预警装置的探测范围依然比传统预警方式的探测范围广。可

以适合位置修建无人机自主充电桩，充电完成后继续巡航，从而实现广阔范围的

火情巡查。

所采用的中红外相机与可见光分辨率还可以进一步提高

在目前的中红外相机技术达到 1024 768 像元的水平下，本系统采用的

80 60 分辨率的中红外相机虽然可以实现对热累积区域与起火点的精准发现，但

热成像效果显然不足，只要经费充足，可以换用分辨率、帧率更高的红外相机，

进一步提高对火情的探测效果。

无人机操纵的智能化自动化还可以进一步提高

本系统所使用的无人机需要人工操作完成飞行任务。在后续的研究中，可以

增加自动飞行路径规划，对某一监测区域进行巡航路线自动规划，自主充电，实

现起飞，巡航，报告火情，充电的完全自动化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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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经济的发展，电网的覆盖区域日益广泛，输电电线长期暴露在外，在

冬季寒冷的环境下，致使架空高压输电线缆覆冰或积冰，利用传统的除冰方法对

于高空作业具有很多困难。四轴飞行器作为低成本的实验平台，在各个领域都有

发挥作用的潜力。本文将介绍一种以机器视觉为主，操作手控制为辅的自动飞行

器，具备准确且智能的完成对高压电线巡检与在冰灾期间进行除冰的能力。利用

摄像头对覆冰路线进行监测，无人机将超声波除冰装置进行精准定位，然后超声

波装置与无人机悬停功能进行快速除冰，恢复电路使用，以此来避免人高空作业

而带来的安全隐患。 

关键词 

无人机 除冰 超声波 巡线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the coverage area ofthe power grid is becomi
ng more and more extensive, andthetransmission lines are exposed for a long time. In 
the coldenvironment in winter, the overhead high voltage transmissionlines are covere
d with ice or accumulated ice, so it is difficult to use the traditional de-icing method fo
r high-altitude operation. As a low-cost experimental platform, quadcopterhas potentia
l in various fields. This paper introduces an automatic aircraft with machine vision as t
he main part and operator control as the auxiliary part, which has the abilityto complet
e the high-voltage wire inspection and de-icing during the ice disaster accurately and i
ntelligently. The ultrasonic de-icing device is precisely positioned by the uav. Then th
e ultrasonic device and the hovering function of the uav are used for rapid de-icing,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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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the circuit is restored. In this way, the potential safety hazards caused by the operati
on at high altitude can be avoided. 

Key words 

UAV(unmanned aerial vehicle) deicing  ultrasonic  line patrol 

前言：社会背景 

“十二五”期间，我国电网建设经历了高速发展的阶段，规模已跃居世界首

位。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了六大跨省区的电网，分别是南方、西北、华东、华中、

华北和东北这六大电网，输电线路总长度超过了 115 万千米，500kV 及以上的输

电线路已成为各区电网输电主力。 

图 0-1  示为我国某条高压输电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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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2 1999~2016 年我国发电量变化情况 

根据我国的电力供应与需求以及用电预测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的电力事

业正蓬勃发展，供应与需求量逐年增长。然而电力事业的发展也伴随着电网

的故障与在冰雪天气除冰问题，这是不可忽视的。 

图 0-3 传统的电力工人检修 图 0-4 传统的除冰方式 

图 0-3 所示的工人定期检修是我国目前常见也是最传统的电力检修模式。这

种方式在我国二十世纪中后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传统的人工巡检方

法不仅工作量大而且条件艰苦，特别是对山区和跨越大江大河的输电线路的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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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所花时间长、人力成本高、困难大、风险高。 

图 0-4 为传统的电线除冰方式。我国北方的大多数地区，冬季持续时间长，

降雨雪量大，而所降雨雪一般会以浮雪、积雪和积冰三种不同方式留在路面上。

我国南方地区，严冬及初春季节，特别是云贵高原、湖南、湖北、四川以及陕西

等地区，常有雾凇与雨凇现象的发生，致使架空高压输电线缆覆冰或积冰，从而

引起电线舞动、闪络、烧伤，甚至使电线折断、电杆或电塔倒塌，这给电力系统

带来极大危害，使供电服务的质量受到严重影响。此外，在高寒地区的冬季，输

电线路由于受到冰雪危害的影响而产生的供电中断事故一般比较严重，时间周期

长、受停电影响面积广，它的修整与恢复难度较大。 

  图 0-5 电线覆冰导致短线倒塔 图 0-6 电线覆冰 

在电力行业中，输电线路因为低温雨雪等因素产生的结冰现象称为覆冰。是

一种比较常见的自然景象，但对于输电线路来说覆冰却是威胁，它不但会导致绝

缘子闪络、线路舞动、杆塔倾斜，随着覆冰量的增加极易产生断线倒塔等严重事

故，进而可能引发大面积停电直至电网崩溃，由此给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

极大的危害，经济损失也将是灾难性的。加拿大和美国等存在严重覆冰问题的国

家自 20 世纪中叶开始，相继对输电线路的覆冰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我国地

域广阔，气候多样，地形复杂，也是遭受覆冰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由于近年

来极端天气频发，覆冰致灾问题愈发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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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7 冰灾天气导致高压线塔倒塌 

上图为因冰灾天气导致高压线塔的倒塌，自开始出现有记录的输电线路冰灾

事故的 1954 年至 2012 年，中国湖南、湖北、贵州、江西、云南、四川、河南

及陕西等省都曾发生过十分严重的输电线路覆冰事故。覆冰事故严重威胁了中国

电力系统的安全运行， 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随着线路里程不断增加，人均运维长度逐年增加，现有巡检方式效率低。针

对现如今的检修技术和除冰技术落后状况，我国的电网电线检修技术和除冰技术

开始改革创新，无人机电力巡检和无人机超声波除冰将成无人机未来重点发展方

向。 

1.我们的创新方案

首先来展示一下我们的测试方案和技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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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测试场地图 

介绍一下测试场地的元素：纯色背景和黑线。在测试过程中，无人机将脱离

遥控器，自动跟随黑色线路飞行。达成这种室内测试任务需要在飞行器加装摄像

头，构成机器视觉模块，指导飞行器自动飞行。 

图 1-2 实际的飞行测试图片 

介绍一下无人机飞行连续图片的组成元素：图像显示界面（飞行器底部摄像

头的实时视频传输模块），地面测试模块（实时显示无人机飞行过程中的各项数

据），无人机本体（室外测试将加装北斗导航返航模块）。 

而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之上，我们以无人机来代替检修工人，以机载摄像头代

替人的肉眼。无人机会自动跟随高压线，发现并记录下覆冰情况，然后由无人机

搭载的超声波破冰装置通过机械效应，热效应，空化效应结合有效除冰。与以往

的机械，化学，物理破冰方式对比，超声波破冰有着绿色节能的显著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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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波除冰原理： 

超声波的机械振动对冰母体作高频振动的机械力，对冻结冰的力学性能产生

冲击和破坏作用，当达到冰所能承受的应力或者屈服强度时，冰就会受到破坏；

另一方面，超声波的高频机械振动在和冰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会由于摩擦而产生热

量，从而会使局部的冰因吸收热量而融化成水，从而除去部分冰。其次，由于有

了一定的液体水，而水在超声波的作用下容易发生空化作用，超声波的空化作用

会引起特殊的影响效果，它在瞬间能产生高温高压，这会大大增强超声波除冰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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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除冰效果。再次，由于超声波本是一种声波，而且是一种频率相对人耳能听

能的声波较高的特殊波，它在冰母体中的传播会对冰产生一定的作用。 

图 1-3 用声学系统进行超声波实验  图 1-4 不同与图 1-3 的声学系统实验 

图 1-5 经超声波处理过的冰块             

 从图 1-5 我们可以看出超声波在冰中的传播对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通过

超声波除冰试验，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冰的特性在超声波的机械效应和声波在其中

的传播共同影响下发生的变化。 

       如果工人不放心，希望对已除冰部分区域复查，也可以将无人机切换至人工

操作模式。下方我们将展示一张用自动无人机来代替遥控无人机或者电路工人检

查除冰情况的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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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机器视觉指导无人机对高压线路检查除冰的流程图 

而遥控无人机对于高压线路除冰的方法不适用于验收区域线路。人需要同无

人机同时移动，且遥控无人机无法准确跟随高压线路。 

图 1-7 对遥控无人机巡检高压线路的模型分析 

自动无人机对于自动跟随输电线路过程中的障碍物的处理流程，与地面人员

手持终端的通信和逻辑，以及安全措施。 

对于自动无人机来说，跟随输电线路有效破冰只是任务的要求，而能否准确

的返航，能否保证飞行器自身安全是评价自动无人机投产性能的最重要指标。经

过测试，我们决定使用北斗模块 Beitian,BN280 模块，通过 ublox 软件配置接收

北斗的卫星坐标实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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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功能概述

这款无人机可以有效检测覆冰电线并精准定位，由所搭载的超声波除冰装置

有效除冰。能以 0.5~1.5m/s 的速度飞行 10~15 分钟，也就是说一次性能检测

600~900m 长的电线。在遇到电线杆等障碍物时，无人机可以自动避开并绕过障

碍，如果环境复杂，无人机将紧急悬停空中等待地面人员遥控指令飞行。当电池

电量不足时，飞行器将自动执行返航降落或定点降落程序。无人机除冰时将图像

信息处理后发送给显示终端，终端自动保留当时覆冰状况，便于工程人员复查。 

功    能 内 容 

精准寻线 无人机在空中作业时自动沿电线工作 

超声波除冰 通过机械效应，热效应，空化效应结合对覆冰电线高效除冰 

飞  行  速  度 0.5~1.5m/s 

飞  行  时  间 10~15 分钟 

一次性检测线长 600~900m 

避 障 在遇到电线杆等障碍物时，无人机可以自动避开并绕过障碍 

低电量紧急降落 当机载电池电量不足时无人机能够保存足够的能量安全降落 

G  P  S 定 位 无人机的位置、航线以及故障的位置都可以通过北斗系统确定

或规划 

实 时 信 息 传

送 和 处 理 

机载摄像头可以将拍到的图像实时传送到电脑终端供检修人

员观察，检修人员随时收到除冰效果的信息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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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作品解析（技术参数）

3.1 作品视图及细节图 

图 3-1 原型机全视图 

 图 3-2  产品工作工作状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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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超声细节图 

图 3-4 除冰无人机电池细节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十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37



图 3-5  无人机除冰装置细节展示 

图 3-6.1 原型机左视图 图 3-6.2 原型机正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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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6.3 原型机底部视图               图 3-6.4 原型机俯视图 

图 3-6“四轴电工”原型机整体视图 

作品展示的四旋翼无人机，机架水平结构设计、中心控制板区域内凹、四角

螺旋桨处于同水平面，依据空气动力学理论，保证飞行器在飞行状态下扰乱的气

流提供稳定的升力。飞行器脚架弧形设计最大程度减震。 

同时，飞行器将负载超声波模块 1个，摄像头模块 2个，飞行主控制电路板

3个，线材若干。负载总重 950g，单个电机提供最大升力 700g ，四螺旋桨提供

的总升力为 2.8kg。负重后能提供的最大升力为 1.85kg。 

下方介绍飞行器的负载细节图，并附功能卡。 

 图 3-7.1 原型机上层控制器 

图 3-7.2 原型机双层三核控制器 

机器视觉主控制电路板 

主控芯片：TM4C123G 

数    量：2 

任    务：根据摄像头采集

信息，经图像处理运算，得

到输电线路位置信息 

核心控制电路的相对关系 

主控芯片：STM32F407 

数    量：1 

任    务：负责飞行器的稳

定飞行，同时处理各传感器

数据，与机器视觉模块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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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3 

图 3-7.4 

图 3-7.5 

飞行器下外设区

外设种类：摄像头、超声波

数        量：2 

功 能：

1.采集图像，用于图像处理。

2.探测对地高度，前置避障。

飞行动力细节

描述：飞行器共有 4 个螺旋桨及电

机，通过旋转为飞行器提供升力。

通过调整不同电机转速，改变飞行

器飞行姿态及移动。

机载北斗模块

种    类：BN280 

数    量：1 

功    能：北斗定位，时刻定位飞

行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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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6 

图 3-7 “四轴电工”原型机细节图及功能卡 

3.2 技术参数 

飞行器机身高度 250mm 

螺旋桨轴距 330mm 

2m 内飞行精度  ±5mm 

30m 内飞行精度  ±20mm 

电池容量 2200mAh 

北斗定位精度 ±0.5m 

3.3 机载北斗导航专题技术报告 

如前文中飞行器机臂具有一个北斗导航模块 BN280，经过测试，模块精度

1m~2m，可以满足为飞行器定位的要求。飞行器自动沿输电线路飞行，当飞行器

需要返航时，返航的原因可能由续航时间决定，也可以由地面测试人员决定。 

北斗导航模块指挥无人机运动的逻辑是：飞行器起飞时刻，无人机自动记录

起飞的经纬度坐标，飞行器返航时刻，根据当前经纬度坐标与飞行器起飞时刻的

经纬度坐标运算出返航的最短路径，飞行器将在比较高的空域安全飞行回落起飞

地点。 

数据传输模块

种    类：NRF20L01+PA+LNA 

数    量：1 

功    能：将飞行数据实时传输至

电脑端，通过开源上位机软件观

察飞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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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机载北斗模块实时卫星定位电脑端配置 

3.4 无人机控制及北斗定位地面控制终端 

无人机时刻的飞行位置将由数传单元配备天线，与地面终端和电脑端通信。

通信内容包括：无人机当前飞行状态，无人机当前飞行经纬度坐标，地面工作人

员的各项无人机控制指令，UTC 时间，系统运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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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不同位置的经纬度及 UTC 时间 

界面内容上方表格为经纬度坐标，及中央时区时间。下方键盘界面将通过数

传单元，与无人机通信，以及控制命令的传输。同时可以输入经纬度坐标，无人

机将自动飞至输入坐标悬停。 

4.应用前景

图 4-1 输电线路的问题及无人机除冰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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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技术报告：

5.1 稳定高度飞行 

5.1.1 硬件设计 

图 4-1 硬件设计概念图 

图 4-2 硬件原理图 

硬件连接图

数据流图

功能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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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硬件 PCB 图 

图 4-4 硬件控制电路板实物图 

图 4-5 硬件控制电路板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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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软件设计 

  姿态就是指飞行器的俯仰/横滚/航向情况。在咱们地球上，就是指飞行器在地

球坐标系中的俯仰/横滚/航向情况。飞行器需要实时知道当前自己的姿态，才能

够根据需要操控其接下来的动作，例如保持平稳和实现翻滚。地球坐标系又叫做

地理坐标系，是固定不变的。正北，正东，正向上构成了这个坐标系的 X，Y，Z

轴。 

图 4-6 地球坐标系 R(地理坐标系) 

图 4-7 姿态表示需要用到四元数和欧拉角 

为了描述飞行器的姿态，选择合适的坐标系是非常有必要的。通常，为了解

决飞行器的姿态问题，将会使用两个坐标系系统。一个是固定在地面的地理坐标

系，另一个是固定在飞行器上的机体坐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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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机体的姿态按一定的顺序用三个连续的旋转来表示，旋转角度即欧拉角。同

时按照下面的旋转顺序定义欧拉角： 

机体绕机身坐标系的 zb 轴旋转通过角度为偏航角(yaw)，ψ； 

机体绕机身坐标系的 yb 轴旋转通过角度为俯仰角(pitch)，θ； 

机体绕机身坐标系的 xb 轴旋转通过角度为横滚角(roll)，φ。 

根据机体坐标系 b映射到地面坐标系 e的方向余弦矩阵： 

cos cos sin sin cos cos sin cos sin cos sin sin
cos sin sin sin sin cos cos cos sin sin sin cos

sin sin cos cos cos
R

           
           

    

  
    
    

令 

xx xy xz

yx yy yz

zx zy zz

r r r
R r r r

r r r

 
   
  

由（2-1）阵第一行最后一列可得： 

arcsin( )
tan 2( , )

tan 2( , )

zx

zy zz

yx xx

r
a r r
a r r






  



 

y

ψ

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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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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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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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 

由于电机的不平衡，在人眼的观察下发现飞机向右侧翻，我们控制右侧电机

1电机 2提高转速增加升力，飞机归于平衡。由于 飞机是一个动态系统，在接

下来我们会一直重复：观察->大脑计算->控制->观察->大脑计算->控制。 

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无法长时间精确的同时控制四个电机。我们

需要一个自动反馈系统替代人操作来完成飞机的自稳定，我们人只需要控制飞机

的方向和高度就可以了。这个系统中反馈由姿态传感器替代眼睛，而大脑则由单

片机来替代。这时候该 PID 控制系统出场。 

PID 控制示意图如下： 

PID 控制数学表达式： 

代码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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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自动跟随飞行 

5.2.1 软件实现 

自动跟随技术的关键在于如何实时的，准确的判断飞行器与输电线路的相对

位置，在出现小幅度误差时就需要及时纠正。本作品采用独立摄像头模块负责对

输电线路的检测，以蓝天为背景，摄像头为识别主体，设计算法，在每一帧图像

中都剥离出摄像头的部分，应用最小二乘法和 3中经典滤波算法，运算得到电线

相对于飞行器拍摄画面的斜率和截距。在运算前，先贴出一张飞行器跟随输电线

路飞行时所拍摄的样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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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0 无人机拍摄样张 

首先采取软件二值化算法，将蓝天的背景和电线利用颜色的不同分离开，并

从中提取一条黑线： 

图 4-11 算法提取出的其中一条电线 

经过二值化算法后，在 CPU 中处理的图像数据是这样的： 

斜率 : -0.319755 

角度 : 161° 

而我们期望得到的飞行器与输电线路的视觉图片应该是这样的，我们就会使

用 PID 控制算法，纠正飞行器的飞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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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率 : -0.01872 

角度 : 179° 

这种结果表明飞行器与输电线路处在平行的位置。在图像处理的下方，给出

了利用最小二乘法，运算得到的黑线斜率和对应角度。然后将探测并计算得到的

斜率和截距的数据传送给负责飞行控制的主控制器。飞行器在得到和黑线的相对

角度，截距后立刻根据偏差对自身飞行方向做纠正。纠正的手段是使用截距 PID

控制器算法和角度 PID 控制器算法。 

PID 控制算法核心算法如下： 

利用我们预设的稳定跟随时截距应为 30，角度应为 180°/0°设为期望，当

前探测的数据作为当前的姿态，通过期望与实际的误差不断平衡自身的飞行方向

和角度，形成闭环控制系统。通过反馈，达到飞行器可以自动跟随输电线路飞行

的目标。 

5.2.2 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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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2 图 4-13 图 4-14 

无人机视觉控制电路 与摄像头连接线 飞行器跟踪摄像头 

5.3 紧急返航避障 

5.3.1 软件实现 

飞行器在复杂环境下（如森林，电线杆）跟随输电线路时，需要对飞行线路

上有无障碍物形成清晰的认识。一条输电线路的两端会架设有电线塔，那飞行器

如果一心只顾着跟踪输电线路，却撞上了电线塔可怎么办？对于这个问题，我们

设计了超声波模块去紧急避障，一旦超声波模块探测到在飞机的正前方出现障碍

物，将紧急反馈信息至主控制器，CPU 立刻停止飞行。在很多个电线塔之间，飞

行器不断的飞行，如果判断地面人员还需要继续跟随检查输电线路，则选择绕障，

如果不打算继续寻迹，则选择避障返航模式，根据机载北斗坐标实现返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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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5 无人机紧急返航避障流程图 

北斗航点，行距规划算法：（作用是通过北斗全球定位模块，确定飞行器自

身经纬度坐标，在起飞时记录下起飞的经纬坐标，如果发生失联情况，飞行器将

根据存储数据返航。）设计的算法将根据当前航点和起飞航点运算出两地相距弧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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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电线除冰装置 

5.4.1 软件实现 

利用了超声波除冰法，超声波的机械振动对冰母体作高频振动的机械力，对冻

结冰的力学性能产生冲击和破坏作用，当达到冰所能承受的应力或者屈服强度

时，冰就会受到破坏；另一方面，超声波的高频机械振动在和冰相互作用的过程

中会由于摩擦而产生热量，从而会使局部的冰因吸收热量而融化成水，从而除去

部分冰。其次，由于有了一定的液体水，而水在超声波的作用下容易发生空化作

用，超声波的空化作用会引起特殊的影响效果，它在瞬间能产生高温高压，这会

大大增强超声波除冰速度和除冰效果。再次，由于超声波本是一种声波，而且是

一种频率相对人耳能听能的声波较高的特殊波，它在冰母体中的传播会对冰产生

一定的作用。 

5.4.2 硬件实现 

 图 4-16 电线超声波除冰装置三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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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7 电线除冰装置结构简图

总结： 

高空除冰无人机。本作品突破了人控无人机的限制，转而向机器视觉指导

的自动飞行和超声波共振除冰技术寻求突破。在技术上，本项目依然取得多项开

创性成果，如自主稳定高度，2m 内高度控制精度缩小到±5mm，机器视觉指导飞

行，室外北斗自动飞行，手持测试终端开发，遥控与自主的算法 API 设计，涡轮

共振除雪技术。但本项目仍有技术领域有待解决，如室外 10m 以上±20mm 以内

精度飞行如何提高准确性，以及应对各种状况的除雪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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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系统的电缆故障快速检测方法 

【摘要】城市供电作为目前城市基础运行和人民生活的重要基础组成部分，而目

前城市中主要的供电方法和电力传输手段就是使用电缆供电，电缆线路在城市的

铺设方法一般是铺设在电缆沟内或埋于地下，但是在电力电缆的运行过程中，常

常会因为电缆线路腐蚀，绝缘老化，变质，过电压，过热，机械损伤等原因而造

成各种各样的电路事故，从而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及城市的经济带来巨大的损失。 

传统的电缆故障检测方法是使用预定位与二次定位相结合的方式对电缆故障位

置进行精确定位，预定位的方法有很多，这里使用行波测距的方式进行预定位，

二次定位一般是通过音频、电频等方式进行精确定位，但是音频，电磁同步的方

法受到外界噪声影响较大，并且精度越高抗噪声能力越高的仪器成本越高。针对

上述问题，本方法提出了一种通过采用预定位与北斗卫星地图相结合的方式，建

立电缆的空间模型，将实际位置的检测点与模型中的检测点进行等比例代换，最

终求得故障点与检测点的电气距离，并将故障点信息通过北斗卫星的短报文功能

发送至维修人员的使用终端中。因此本项目省去了传统方法中对故障点精确定位

的步骤，因此基本上不会受到外界噪声的影响，且大大节省了成本，是目前电缆

故障检测，成本较低且精度高、使用方便的一种检测方法。 

【关键词】电缆、故障检测、北斗系统、空间模型、短报文 

Real time monitoring system of cable fault 
based on Beidou 

【Abstract】At present, most of the laying of cable in cable trench or buried in the 
ground, and in the course of operation of power cables, often because of cable line 
corrosion, insulation aging, deterioration, overvoltage, overheating, mechanical 
damage caused by circuit accident of sorts, bring enormous loss of daily life and the 
city of people the economy. The traditional cable fault detection methods usually use 
the combination of pre positioning, audio and electromagnetic synchronization to 
achieve the precise positioning. However, the audio and electromagnetic 
synchronization method has great influence on the external noise, and the higher the 
accuracy is, the higher the cost of the instrument is.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this 
project uses the pre positioning and Beidou satellite map combination, the space 
model of the cable, the detection point and the model of proportional substitution, 
eventually obtain the electrical distance fault point and the detection point, and the 
fault information through the use of the Beidou satellite terminal short message 
function sent to the maintenance personnel in. This program eliminates the need for 
accurate positioning in the traditional method of fault step, so basically not affected 
by external noise, and saves the cost, is currently the cable fault detection, low cost 
and high precision, a convenient detection method. 
【Keywords】Cable、Fault detection、Beidou System、Space model、Short message 

作    者：黎雯瑞、阮楠千
指导教师：雷勇
学    校：四川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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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本方案旨在研究一种可以快速检测电缆故障点并进行实时通讯的基于北斗

系统的电缆故障检测方法。该方法基于 BDS 定位，GSM 通讯，GPRS 数据传输，预

定位数据处理装置等相关技术，通过在电缆某处发生故障时，可以达到精确定位

的目的，并将故障点的具体坐标，埋地深度等数据传输到维修人员所持终端上，

从而可以极大的加快电缆故障维修的效率。 

本文首先介绍了电缆故障实时检测方法的研究背景。随着我国城市化的进程

越来越快，城市内使用架空输电线不仅影响城市景观，而且存在很多安全隐患，

因此目前城市电缆多采用地下铺设的方式。而目前地下电缆故障导致的停电事故

和其他电力事故屡见不鲜，如果不能及时处理，则很有可能造成社会与企业各界

的重大损失。但是盲目大范围提前更换电力线缆的做法成本太过高昂，而且在更

换时也会造成电力供应的中断，因此很少有城市使用这种方法。因此当下最重要

的事情是能够在事故发生时尽快的找到故障点的具体位置，加快维修效率才是重

中之重。因此，研究适合电缆（特别是地下电缆）绝缘老化检测的方法是减少非

计划停电事故以及其他电力事故的有效且急需的手段。 

然后介绍了本系统的设计方案，分为硬件和软件两个部分。硬件系统由控制

核心模块、北斗导航系统模块、GPRS 数据传输模块、预定位模块等模块组成。

本系统以工控机为控制控制核心，实现对预定位装置的测量值（即故障点与检测

点的电气距离）进行处理，并将检测点的经纬度信息和预定位得到的电气距离带

入到建立好的电缆空间模型中（这里的空间模型是指已建立的一个城市电缆分布

数据库）。该数据库可以精确掌握电缆上具体位置所对于的经纬度信息和深度，

因此在预定位得到电气距离后，通过数据库的查询，在模型中求得故障点，然后

再通过北斗系统的短报文 

功能和 GPRS 数据传输功能将故障点的信息送出。同时北斗模块对测得坐标

进行定位，将定位位置发送给电缆维修人员。软件设计部分在 LNMP，Echart，

C#，WebStorm，PhpStorm，Android Studio，Matlab 等软件基础平台上完成，

用 C语言编写单片机的控制系统。 

最后展示了方法的测试数据及主要的参数，对系统未来的改进方向与发展前

景进行了展望和总结。 

2 研究背景 

电缆在生产和制造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很多质量缺陷，且在运输、敷设

时也会受到一些机械损伤，因此敷设在地下的电缆长期在交流正弦电压、冲击电

压、潮气及温度等多物理场协同影响下，电缆系统会逐步老化，最终引发电力事

故。据统计，地下电缆在运行 10 年左右其绝缘性能将会严重下降。 

根据国家电网公司的统计数据显示：服务运行年限超过 10 年的 XLPE 绝缘

电缆占总敷设电缆的比例接近达到 40%，而运行年限超过 20 年的电缆约占总长

度的 1.8%。现今我国铺设的地下绝缘电力电缆已经逐步进入电缆预期寿命的“中

年期”甚至是“老年期”。近年来国内外都发生过许多起大型的电缆故障造成的

停电事故，2010 年 12 月 10 日，一只 20 多厘米长的老鼠咬破一根 185 平方毫米

电缆，导致华能长春热电厂（长春热电四厂）2 号机组故障停机，长春市城区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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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万平方米供热面积受到影响。经过长时间撕咬，造成线路短路，导致该厂 2

号机组汽轮机发生故障。2006 年 7 月 1 日 21 时，河南省电网出现跳闸，电网波

动不仅影响郑州，洛阳、平顶山等省内城市，其他省辖市也受到影响，两小时后

才断电才基本恢复，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且居民断水 1个多小时，使人民的

生活受到了很大的影响。2017 年 8 月 15 日下午五点，台湾共计 17 县市的 668

万户居民在 8 月 15 日下午 5 点后遭遇停电。停电时长接近 5 小时，直至当晚 9

点 40 分，当地电力系统才恢复正常。公开资料显示，这是台湾 18 年来最严重的

停电事故。此次停电事件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台湾居民生活受到影响，经济损失尚

无法估量。据台湾本地媒体报道，仅高雄一市，经济损失就高达 4000 万新台币

（约合人民币 881 万元）。2010 年 4 月 26 日，哥伦比亚发生大规模停电事故，

停电影响人口数百万，西部、西本部、中部、南部等广大地区受到严重影响。停

电造成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工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和餐饮业等行业陷入

瘫痪达 3个多小时，不少政府部门的正常工作秩序被打乱。专家们估计直接损失

至少数亿美元。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在电缆发生事故时可以及时的找到电缆的

故障点无疑对电力事故维修有着重要的意义。 

目前埋地电缆故障检测方法主要为预定位加上二次定位的方式，其中预定位

主要有阻抗法或行波法，得到故障点到检测点的电气距离，以此得到故障点的大

致方位。阻抗法包括电桥法和分布参数计算高阻故障法，而行波法则包括驻波法、

低压脉冲反射法、高压脉冲电压法和二次脉冲法。二次定位主要采用声测法、声

磁同步法、音频感应法等方法，通过对地下电缆发送信号，再在地面上检测所需

信号的方式进行定位。但是在采用声测法、声磁同步法，音频感应等方法时容易

受到外界环境的干扰，尤其是在城市中，声音噪声与电磁噪声极大，因此很容易

对仪器的测量产生较大的扰动，造成定位误差，延缓维修进度，且一般精度越高

的仪器成本越高，不利于该种方法的推广和广泛使用。 

本项目组将 BDS 定位技术，GPRS 数据传输技术、电缆故障预定位技术等多

学科知识有机结合，配合网页、手机端的预报平台，就能够准确及时的在故障发

生时向相关部门回传故障点的位置信息，可以极大的提高后续对电缆故障点的修

率，避免电缆故障造成更打的的负面影响。 

3 硬件设计方案 

3.1 系统方案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十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59



图 1 最小系统方案图 

3.2 电容工控一体机 

WX-GKW-12工控机是由U客触控公司出品的工业生产线专用电容屏触摸一体

机，其核心为 INTEL CELERON J1900 2GHZ 四核，内置 32G 固态硬板与 2G DDR3

运行内存。工控机装配有多个串口，并且在高电压工作环境下有良好的工作状态。 

3.2.1 WX-GKW-12 工控机特性 

（1）处理器：INTEL CELERON J1900 2GHZ

（2）硬  盘：32G SSD 硬盘

（3）内  存：2G DRR3

（4）无线网：内置 WIFI 天线、支持无线 WIFI 连接

（5）尺  寸：12 寸，4:3（正屏），

（6）触摸屏：台湾荆轲原装触摸屏

（7）触摸力度：40g – 250g

（8）接口参数：USB2.0*4，串行接口 COM*2，拓展显示 VGS*1，高清接口

HDMI*1，网卡接口 RJ-45*1，电源接口 DC 电源*1，音频接口 AUDIO 输入输出。 

（9）最大功耗： 60W
（10）工作电流：5A

（11）工作温度：  60~10- ；存储温度：  60~20-

（12）工作湿度：工作：40%~65%，存储湿度：3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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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工控机实物图 

3.3 MC20-北斗+GPS 定位模块 

3.3.1 性能指标 

供电 VBAT 供电电压范围：3.3V~4.6V 

频段 四频：GSM850, EGSM900, DCS1800, PCS1900 

GSM 等级 Small MS 

发射功率 Class 4 (2W): GSM850 和 EGSM900 

Class 1（1W）:DCS1800 和 PCS1900 

物理特性 尺寸：(18.7±0.15) × (16±0.15) × (2.1±0.2)mm 
重量：1.3g 

天线接口 

特征阻抗 

50Ω 

温度范围 正常工作温度：-35°C ~ +75°C 
扩展温度范围：-40°C ~ +8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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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MC20 实际图 

3.3.2 北斗定位原理 

是根据高速运动的卫星瞬间位置作为已知的起算数据，采用空间距离后方交

会的方法，确定待测点的位置。如图所示，假设 t时刻在地面待测点上安置北斗

卫星定位系统接收机，可以测定北斗卫星定位系统信号到达接收机的时间△t，

再加上接收机所接收到的卫星星历等其它数据可以确定以下四个方程式： 

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图 4 北斗定位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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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北斗兼容性与互操作 

北斗系统具有许多其他导航系统所没有的创新功能，其中最常用的两个功能

就是北斗的短报文功能与北斗系统的兼容性。北斗导航中的兼容性，指的是单独

使用一个系统或者联合使用多种导航系统进行导航以及授时服务时，多种系统不

相互干扰各自的服务或信号，并且没有恶意形成导航冲突。从技术层面上来讲，

主要是在频段选择、信号调制方式以及信号功率设计等方面不会对其他系统产生

不可接受的干扰。由于北斗系统具有的兼容的特点，本项目使用北斗+GPS 双模

定位的方式对佩戴者进行定位。 

GPS/北斗双模卫星导航系统是目前最先进的卫星导航系统，它充分利用了单

北斗和单 GPS 两套卫星定位系统的长处和资源，使其精度和和可靠性更强。它

们共同集成在车载终端上，在相同场景下同时采集定位信息，该定位信息通过无

线通信模块传输采集到的定位信息到服务器端，通过适合 GPS/北斗双模卫星导

航系统的差分定位算法，有效地提高了整体的定位精度。根据终端经纬度和模拟

经纬度的差值我们可以计算出偏移量。偏移量是反应静态定位精度的关键参数。

地球上任意两点间距离：设第一点终端经纬度为(A ,A )，第二点模拟经纬度为

( , )，按照 0 度经线的基准，东经取经度的正值(Longitude)，西经取经度

负值，北纬取 90-纬度值，南纬取 90+纬度值，则经过上述处理过后的两点被计

为( ′ , ′ )和( ′  , ′ )。由公式：

可以得到待测点的位置坐标。（其中 R 和 D 单位是相同，半径 R=6370996.81 米, 

D 单位为米，h=h1-h2，h1 是终端高度，h2 是模拟终端高度，p为偏移量。） 

图 5 三种定位方式条件相同情况下的偏移量 

从上图可以看出看出在相同场景、相同条件下，GPS/北斗双模定位系统的定

位精度更高。 

在 2017 年，中美正式签署《北斗与 GPS 信号兼容与互操作联合声明》这一

文件，这代表着北斗和 GPS 信号不仅仅能够兼容而且能有互操作这种更高层级的

存在。而互操作从技术层面上来讲，其包括空间信号互操作、星座互操作以及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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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互操作（包括时间和空间参考系统的互操作）。所以互操作在兼容的基础上能

够实现多个系统之间信息和资源共享的目的。 

而且它更具有以下几个优点：①北斗和 GPS 结合，具有更多卫星，定位出的

位置可以相互印证，则精度和可靠性更强。② 北斗的时钟要优于 GPS 的时候，

接收机使用双系统并采用北斗时钟时，对于卫星导航系统的授时和定位来说更好。

③降低电离层误差对卫星定位的影响。

MC20 优点：

1.MC20 是一款集成了高性能 GNSS 引擎和四频段 GSM/GPRS 引擎的多功能

无线模块。它可以以 All-in-one 方案或 Stand-alone 方案工作，以满足客户的

不同应用需求。GNSS 接收机集成了BeiDou 和 GPS 系统，它支持包括GPS、BeiDou、

SBAS（包括 WAAS、EGNOS、MSAS 和 GAGAN）和 QZSS 等多个定位和导航系统。它

能够在最小功耗时实现工业级的接收灵度、高精确度以快速首次定位。 

2.北斗定位可以实现全天候工作。

3.北斗定位系统的定位精度在 2.0m CEP（SBAS 水平），与 GPS 定位精度水平

相当。  

4.北斗导航系统是在地球赤道平面上设置 2 颗地球同步卫星颗卫星的赤道

角距约 60°。GPS 是在 6个轨道平面上设置 24 颗卫星，轨道赤道倾角 55°，轨

道面赤道角距 60°。航卫星为准同步轨道，绕地球一周 11 小时 58 分。 

    5.“北斗一号”用户的定位申请要送回中心控制系统，中心控制系统解算出

用户的三维位置数据之后再发回用户，其间要经过地球静止卫星走一个来回，再

加上卫星转发，中心控制系统的处理，时间延迟就更长了，因此对于高速运动体，

就加大了定位的误差。此外，“北斗一号”卫星导航系统也有一些自身的特点，

其具备的短信通讯功能就是 GPS 所不具备的。 

图 6 MC20 功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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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引脚分布图 

3.4 MZH001 GPRS 模块 

    GPRS 即通用分组无线服务技术（General Packet Radio Service），是 GSM

移动电话用户可用的一种移动数据业务，GPRS 突破了 GSM 网只能提供电路交换

的思维方式，只通过增加相应的功能实体和对现有的基站系统进行部分改造来实

现分组交换，这种改造的投入相对来说并不大，但得到的用户数据速率却相当可

观。 

自从首次实现文本信息传输以来，无线数据应用已经历了飞跃式的增长，单

是看看欧美知名厂商大肆宣传通用分组无线业务(GPRS的劲头，似乎也能让人感

到下一代移动数据应用时代的行将来临。将在 99 年底或是 2000 年初开启的通用

分组无线业务 GPRS，作为迈向第三代个人多媒体业务的重要里程碑，将使移动

通信与数据网络合二为一，使 IP 业务得以引入广阔的移动市场。 

本项目中使用的 GPRS 无线传输模块是使用的 MZH001GPRS 模块，是上海移远

科技移远科技公司用于调试 MC20 无线传输模块而开发的套件。本模块以 STM32

单片机为核心，以 MC20 GPRS 模块为通讯渠道，并且引出了 STM32 单片机的大

部分 IO 口资源，因此可在此基础上根据自己的需求开发出完成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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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MZH001GPRS 模块系统框图 

图 9 MZH001GPRS 模块实物图 

GPRS 工作连接特性及数据特性： 

3.5 预定位模块 T-905A 

预定位模块的主要作用是将测量点与故障点的电气距离即两个点之间的联

系阻抗测量出来，并将测量出来的数据传到主控核心上。本系统使用的预定位仪

器是 T-905A。 

T-905A 是利用行波测距原理，融合最新的电力电缆故障测距和微电子技术

研制成功的新一代高智能化电力电缆故障测试仪器，主要用于测量电力电缆的开

路，低阻短路、高阻及闪络性等主绝缘故障的电气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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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T-905A 实物图 

图 11 T-905A 主要功能及参数 

T-905A 测量原理：

三级脉冲法采用蓄能燃弧技术，它将“有源的中央控制单元”串接在“直流

高压源”和“故障电缆”之间构成三级脉冲测试系统。脉冲发送的顺序及时刻，

均由中央控制单元自动控制完成，与操作人员无关。三级脉冲法接线如图 12 所

示。 

（1）第一级脉冲:高压击穿故障点后，电容器 C1 上所储能量 P1 施加至故障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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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级脉冲:中央控制单元的储能装置 C2 的能量 P2 也加至故障点。

（3）第三级脉冲:燃弧稳定后，控制系统发送测量脉冲采样。

图 12 三级脉冲法接线 

由此可知，三级脉冲法的燃弧能量 P是由高压脉冲电容 所储能量 和有源

蓄能装置 所储能量 共同提供，即P	= + ，且能量 的释放受控于控制系

统并以小电流、稳定燃弧形式进行。由于有了外界能量的补充，故障点处的弧短

路时间 从微秒级延长至毫秒级，达到了量级的变化，同时使得击穿燃弧并不消

耗第一级的脉冲能量，相反还有一定的补充作用，因此三级脉冲法的击穿电压设

定值 与最小击穿电压 ,min 相当，即 = ,min。通常， ,min 在三级脉冲测

试前是已知的，因此不需要调整击穿电压设定值 。三级脉冲法燃弧过程的 U-t

曲线图如图 13 所示。 

图 13 三级脉冲法燃弧过程的 U-t 曲线 

三级脉冲具有足够长的弧短路时间，并能在燃弧稳定期自动触发测量脉冲采

样，从而保证每次触发的测量脉冲都能采到弧短路波形。在蓄能燃弧的基础上，
三级脉冲法在燃弧稳定的整个时间段 内，采用了分时刻多次控制触发测量脉冲

技术，即将 分为 8 个时段后，分时段触发 8 次测量脉冲，从而保证了三级脉冲

采样不受故障点环境的影响，即使在极端环境下（故障点在水中）也能成功采集

波形。三级脉冲法的采样波形是在燃弧稳定期控制触发测量脉冲而获得的，所以

其波形与“低压脉冲短路波形”几乎一致，极易判读，大大提高了测试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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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电压稳压模块 

    LM2940CT-5.0 特性 

（1）输出电压 5V

（2）最小输入输出电压差小于 0.8V

（3）输出电流 1A

（4）最大输入电压 26V

（5）工作温度-40—+125C

（6）内含静态电流降低电路

（7）过流、过热保护

（8）电池反接，反插入保护

图 14 实验电路 

图 15 电路实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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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软件部分 

4.1 定位装置程序 

定位装置需要完成的功能是：接收北斗和 GPS 定位模块发出的定位数据，提

取自身的经纬度信息，储存在单片机（STM32F103）内；每当单片机向服务器传

输数据时，都会上传一次位置信息，作为自己的采样识别信息。 

    以上功能所涉及的主要软件功能有： 

1. 北斗+GPS 定位模块提取采样信息。

2. 北斗+GPS 定位模块向单片机传输位置信息。

3. 单片机通过 GPRS 数据传输模块向服务器发送信息。

4. 服务器端口处理位置信息。

图 16 示例数据图 

4.2 GPRS 通讯程序 

GPRS 通讯程序需要完成的功能主要是把测量的相关数据传递到网络终端服

务器上。数据传输的具体程序使用部分 MC20 的已有底层程序。 

在发送相关数据之前，需要对MC20进行初始化。同时可以通过程序检测MC20

的工作环境及工作状态。工作程序如下： 

printf（”AT+CPIN?\r\n”）; 

   delay_ms(500); 

   strx=stratr((const char*)Rxbuffer,(const char*)”+CPIN:READY”); 

   while(strx==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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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ear_Buffer(); 

printf(“AT+CPIN?\r\n”); 

delay_ms(500); 

strx=strstr((const char*)RxBuffer,(const char*)”+CPIN:READY”); 

} 

Clear_Buffer(); 

我们使用 MC20 芯片的底层函数进行传输数据。具体的程序如下所示 

void Send_Str(char*data) 

{ 

u8 i; 

u8 untildata=0xff; 

printf("AT+QISEND\r\n"); 

delay_ms(100); 

printf(data); 

delay_ms(100); 

USART_SendData(USART2, (u8) 0x1a);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C) == RESET) 

{ 

} 

delay_ms(100); 

strx=strstr((char*)RxBuffer,(char*)"SEND OK"); 

while(strx==NULL) 

{ 

strx=strstr((char*)RxBuffer,(char*)"SEND OK"); 

delay_ms(10); 

} 

delay_ms(100); 

Clear_Buffer(); 

printf("AT+QISACK\r\n"); 

strx=strstr((char*)RxBuffer,(char*)"+QISACK"); 

while(untildata) 

 { 

printf("AT+QISACK\r\n"); 

delay_ms(100); 

strx=strstr((char*)RxBuffer,(char*)"+QISACK"); 

if(strx) 

{ 

strx=strstr((char*)strx,(char*)","); 

strx=strstr((char*)(strx+1),(char*)","); 

untildata=*(strx+2)-0x30; 

} 

IWDG_F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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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lear_Buffer(); 

}   

4.3 串口通信程序 

    为方便开发人员调试程序以及现场安装人员调试程序，我们为单片机安装了

串口通信程序。串口通信程序的主要功能是使程序通过 MAX232 串口与相连的电

脑通信，传输相关数据。 

串口初始化的具体程序如下所示。 

void Init_Uart()//初始化串口,波特率 19200 

{ 

    TMOD=0x20; 

    TH1=TL1=256-(OSCF/12/32/BAUD); 

    TR1=1;     

ES=1; 

    EA=1; 

    PCON=0X80;//PCON=0,BAUD=9600;PCON=1,BAUD=19200;  

} 

串口通讯的具体程序如下所示。 

void SendByte(uchar dat) 

{ 

   ES=0;    

   SBUF=dat; //发送数据 

   while(!TI);//等待转换结束 

   TI=0; 

   ES=1;   

} 

4.4  服务器接受程序 

    程序主要通过引用<sys/types.h>, <sys/socket.h>, <sys/netinet.h>, 

<arpa/inet.h> 底层文件，实现服务器接受单片机通信数据的功能。 

请求行由请求方法字段、URL 字段和 HTTP 协议版本字段 3 个字段组成，它们用

空格分隔。请求头部由关键字/值对组成，每行一对，关键字和值用英文冒号“:” 

分隔。请求头部通知服务器有关于客户端请求的信息。 

具体程序如下所示。 

int sockfd;   

int len;   

struct sockaddr_in address;   

int 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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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 *strings="GET /svnup/rewrite.php HTTP/1.1/r/nHost: 

192.168.1.12/r/nConnection: Close/r/n/r/n";   

char ch;   

sockfd = socket(AF_INET, SOCK_STREAM, 0);   

address.sin_family = AF_INET;   

address.sin_addr.s_addr = inet_addr("192.168.1.12");   

address.sin_port = htons(80);   

len = sizeof(address);   

result = connect(sockfd,  (struct sockaddr *)&address, len);   

if(result == -1){   

    perror("oops: client1");   

    return 1;   

} 

4.5 MatLab 模板匹配程序 

计算机接收到单片机发送的北斗定位信息和预定位所得的电气距离后，使用

API 接口调用 Matlab 的程序将预定位的信息和检测点的经纬度代入模板，经过

处理计算得到我们最终需要的故障点所在的具体地理位置。并将这些信息反馈给

电力部门工作人员。 

模型的建立关键在于线路信息的存储，我们使用 MatLab 中的细胞数组，在这

种数组中可以存储不同类型的变量：字符串、整型等，甚至可以内嵌细胞数组，

利用细胞数组的便利性我们构建了电缆的模型。 

实际电缆模型如下图所示： 

ab 所在平面为地面 

AB 为电缆线在地下的排布，该电缆在地下会有起伏，所以电流模型就是能够

更好地将电气距离映射到地面上的具体地理位置，这样大大简化了传统的精

确定位。 

图 17 地下电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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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缆模型的软件实现： 

在我们的电缆模型中，精度为 15m，每 15m 的电气距离能够计算得到一个具

体地理位置。细胞数组如下 

GP{43,116}={'A',90,'N30° 38.050','E104° 04.891'}; 

细胞数组第一个元素为检测点，第二个元素为电气距离，第三个元素为模型

映射的纬度，第四个元素为模型映射的经度。 

检测点匹配函数 Check_point.m： 

function [Cname] = Check_point(ChLongitude,ChLatitude) 

%Check_point 检测点匹配程序 

%已有监测点 A、B、C、D 

ALo='N30° 38.017'; %检测点 A纬度 

ALa='E104° 04.875';%检测点 A经度 

BLo='N30° 37.918'; %检测点 B纬度 

BLa='E104° 05.160';%检测点 B纬度 

CLo='N30° 37.766'; %检测点 C纬度 

CLa='E104° 04.967';%检测点 C纬度 

DLo='N30° 37.638'; %检测点 D纬度 

DLa='E104° 04.929';%检测点 D纬度 

%%%%%%%%%%%%%%%%%%%%%%检测点匹配%%%%%%%%%%%%%%%%%%%%%%%%% 

if(strcmp(ChLongitude,ALo) && strcmp(ChLatitude,ALa))  

    Cname='A'; 

end 

if(strcmp(ChLongitude,BLo) && strcmp(ChLatitude,BLa)) 

    Cname='B'; 

end 

if(strcmp(ChLongitude,CLo) && strcmp(ChLatitude,CLa)) 

    Cname='C'; 

end 

if(strcmp(ChLongitude,DLo) && strcmp(ChLatitude,DLa)) 

    Cname='D'; 

end 

end 

故障点计算查询函数 ChePr.m： 

function [ ] = ChePr( ChLongitude,ChLatitude,EleDistance) 

%输入参数为北斗发送的检测点经纬度和预定位得到的电气距离 

I=imread('1.jpg');   %读取地图信息 

[m,n]=size(I); 

figure('name','电缆'),imshow(I);title('电缆');hold on 

%%%%%%%%%测试数据%%%%%%%%%%%%%%%%%%%%%%%%%%%%%%%%% 

% EleDistance=660; 

% ChLongitude='N30° 38.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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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Latitude='E104° 04.875'; 

Cname=Check_point(ChLongitude,ChLatitude); 

%%%%%%%%%%%%%%%%%%%%%%%%%%%%%%%%%%%%%%%%%%%%%%%%%% 

以下为电缆模型数据（测试所用） 

%%%%%%%%%%%%%%%%%%%%%%%%%%%%%%%%%%%%%%%%%%%%%%%%%% 

GP{43,156}={'A',15,'N30° 38.030','E104° 04.881'}; 

GP{43,148}={'A',30,'N30° 38.034','E104° 04.883'}; 

GP{43,140}={'A',45,'N30° 38.038','E104° 04.885'}; 

GP{43,132}={'A',60,'N30° 38.042','E104° 04.887'}; 

GP{43,124}={'A',75,'N30° 38.046','E104° 04.889'}; 

GP{43,116}={'A',90,'N30° 38.050','E104° 04.891'}; 

GP{43,108}={'A',105,'N30° 38.054','E104° 04.893'}; 

GP{43,100}={'A',120,'N30° 38.058','E104° 04.895'}; 

GP{43,92}={'A',135,'N30° 38.062','E104° 04.897'}; 

GP{43,84}={'A',150,'N30° 38.066','E104° 04.899'}; 

GP{43,76}={'A',165,'N30° 38.070','E104° 04.901'}; 

GP{43,68}={'A',180,'N30° 38.074','E104° 04.903'}; 

GP{43,60}={'A',195,'N30° 38.078','E104° 04.905'}; 

GP{43,52}={'A',210,'N30° 38.082','E104° 04.907'}; 

GP{43,44}={'A',225,'N30° 38.086','E104° 04.909'}; 

GP{43,36}={'A',240,'N30° 38.090','E104° 04.911'}; 

GP{43,28}={'A',255,'N30° 38.094','E104° 04.913'}; 

GP{43,20}={'A',270,'N30° 38.098','E104° 04.915'}; 

GP{43,12}={'A',285,'N30° 38.102','E104° 04.917'}; 

GP{43,4}={'A',300,'N30° 38.100','E104° 04.924'}; 

GP{51,4}={'A',315,'N30° 38.98','E104° 04.931'}; 

GP{59,4}={'A',330,'N30° 38.96','E104° 04.938'}; 

GP{67,4}={'A',345,'N30° 38.94','E104° 04.945'}; 

GP{75,4}={'A',360,'N30° 38.92','E104° 04.952'}; 

GP{83,4}={'A',375,'N30° 38.90','E104° 04.959'}; 

GP{91,4}={'A',390,'N30° 38.88','E104° 04.963'}; 

GP{99,4}={'A',405,'N30° 38.86','E104° 04.970'}; 

GP{107,4}={'A',420,'N30° 38.84','E104° 04.977'}; 

GP{115,4}={'A',435,'N30° 38.82','E104° 04.984'}; 

GP{123,4}={'A',450,'N30° 38.80','E104° 04.991'}; 

GP{131,4}={'A',465,'N30° 38.78','E104° 04.998'}; 

GP{139,4}={'A',480,'N30° 38.76','E104° 05.005'}; 

GP{147,4}={'A',495,'N30° 38.74','E104° 05.012'}; 

GP{155,4}={'A',510,'N30° 38.72','E104° 05.019'}; 

GP{163,4}={'A',525,'N30° 38.70','E104° 05.026'}; 

GP{171,4}={'A',540,'N30° 38.68','E104° 05.033'}; 

GP{179,4}={'A',555,'N30° 38.66','E104° 05.040'}; 

GP{187,4}={'A',570,'N30° 38.64','E104° 05.047'}; 

GP{195,4}={'A',585,'N30° 38.62','E104° 05.05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十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75



GP{203,4}={'A',600,'N30° 38.60','E104° 05.061'}; 

GP{211,4}={'A',615,'N30° 38.58','E104° 05.068'}; 

GP{219,4}={'A',630,'N30° 38.56','E104° 05.075'}; 

GP{227,4}={'A',645,'N30° 38.54','E104° 05.082'}; 

GP{235,4}={'A',660,'N30° 38.52','E104° 05.089'}; 

GP{243,4}={'A',675,'N30° 38.50','E104° 05.096'}; 

GP{251,4}={'A',690,'N30° 38.48','E104° 05.103'}; 

GP{259,4}={'A',705,'N30° 38.46','E104° 05.110'}; 

GP{267,4}={'A',720,'N30° 38.44','E104° 05.117'}; 

GP{275,4}={'A',735,'N30° 38.42','E104° 05.124'}; 

GP{283,4}={'A',750,'N30° 38.40','E104° 05.131'}; 

GP{367,165}={'B',0,'N30° 37.918','E104° 05.160'}; 

GP{368,175}={'B',15,'N30° 37.910','E104° 05.158'}; 

GP{369,185}={'B',30,'N30° 37.902','E104° 05.156'}; 

GP{370,195}={'B',45,'N30° 37.894','E104° 05.154'}; 

GP{371,205}={'B',60,'N30° 37.886','E104° 05.152'}; 

GP{372,215}={'B',75,'N30° 37.878','E104° 05.150'}; 

GP{373,225}={'B',90,'N30° 37.870','E104° 05.148'}; 

GP{374,235}={'B',105,'N30° 37.862','E104° 05.146'}; 

GP{375,245}={'B',120,'N30° 37.854','E104° 05.144'}; 

GP{376,255}={'B',135,'N30° 37.846','E104° 05.142'}; 

GP{255,409}={'C',0,'N30° 37.766','E104° 04.967'}; 

GP{254,400}={'C',15,'N30° 37.772','E104° 04.970'}; 

GP{253,391}={'C',30,'N30° 37.778','E104° 04.973'}; 

GP{252,382}={'C',45,'N30° 37.784','E104° 04.976'}; 

GP{251,373}={'C',60,'N30° 37.790','E104° 04.979'}; 

GP{250,364}={'C',75,'N30° 37.796','E104° 04.982'}; 

GP{249,355}={'C',90,'N30° 37.802','E104° 04.985'}; 

GP{248,346}={'C',105,'N30° 37.808','E104° 04.988'}; 

GP{247,337}={'C',120,'N30° 37.814','E104° 04.991'}; 

GP{246,328}={'C',135,'N30° 37.820','E104° 04.994'}; 

GP{269,582}={'D',0,'N30° 37.638','E104° 04.929'}; 

GP{260,582}={'D',15,'N30° 37.643','E104° 04.921'}; 

GP{251,583}={'D',30,'N30° 37.648','E104° 04.913'}; 

GP{242,583}={'D',45,'N30° 37.653','E104° 04.905'}; 

GP{233,584}={'D',60,'N30° 37.658','E104° 04.897'}; 

GP{224,584}={'D',75,'N30° 37.663','E104° 04.889'}; 

GP{215,585}={'D',90,'N30° 37.668','E104° 04.881'}; 

GP{206,585}={'D',105,'N30° 37.673','E104° 04.873'}; 

GP{197,586}={'D',120,'N30° 37.678','E104° 04.865'}; 

GP{188,586}={'D',135,'N30° 37.683','E104° 04.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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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603,1467}={}; 

%%%%%%%%%%%%%%%%%%%%%%%%%%%%%%%%%%%%%%%%%%%%%%%%%%%%%%%%%% 

模板匹配定位故障点 

%%%%%%%%%%%%%%%%%%%%%%%%%%%%%%%%%%%%%%%%%%%%%%%%%%%%%%%%%% 

for i=1:m 

    for j=1:n 

if isempty(GP{i,j})~=1 

k1=char(GP{i,j}(1));

if strcmp(k1,Cname) && GP{i,j}{2}==EleDistance 

dian_X=i; 

dian_Y=j; 

PrLongitude=GP{i,j}{3}; 

PrLatitude=GP{i,j}{4};

end 

end 

    end 

end 

plot(dian_X,dian_Y,'r*','LineWidth',5);legend('故障点') 

disp('纬度：'),disp(PrLongitude),disp('经度:'),disp(PrLatitude); 

end 

5 系统调试 

5.1 定位模块调试 

    试用 U-center 软件可以在上位机中看到使用北斗兼容 GPS 定位模块定位得

到的坐标。 

图 18 北斗定位窗口图及坐标 

将得到坐标输入到定位地图中得到定位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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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定位界面 

可以看出定位准确。 

5.2 工控机显示调试 

     使用工控机对行波测距的数据进行显示。 

图 20：工控机显示数据 

5.3 GSM 调试 

通过单片机控制发送短信，并编译短信内容，对固定手机号码进行发送，在

调试时控制发送的信息为故障点的经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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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故障信息截图 

    由上图知道发送成功 

5.4 寻找故障点位置调试 

    输入北斗发送的监测点纬度、经度和电气距离。 

    例：ChePr(’纬度’,’京都’，电气距离) 

    如下图所示：得到的结果为故障点的经纬度。 

图 22 示例截图 

如下图所示，绿色线路为我们建立电缆铺设模型，实际的电缆也与其类似。 

其中蓝色旗帜为检测点所在的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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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电缆模型例图 

如下图所示，收到上述数据，得到的故障点如下图标记。可以实时监测发生

故障的具体位置，方便电力部门工作人员及时处理电力故障。 

图 24 故障点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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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前景展望 

6.1 创新点 

6.1.1 实时性 

相比较传统的电缆故障检测，本系统可以在线的实时监测电缆运行状况与电

缆故障点的位置，并可以将电缆的情况发送到维修人员手持的终端上，以便让维

修人员及时的找到故障点并进行维修，减小损失。 

6.1.2 成本较低 

相比较传统的电缆故障检测中的预定位+精确定位的方法，本系统省去了精

确定位的步骤，创新性的使用空间模型与北斗系统的结合，将精确定位的步骤转

化为电脑的模型分析，省去了精确定位所需要的精确测量仪器，大大节约了经济

成本。 

6.1.3 智能性 

本系统的电缆故障检测方法相比较传统电缆故障检测方法来说更加智能，其

中的预定位与精确定位均不需要人去操纵，可以直接通过系统得到故障点的精确

位置，使得系统的操作更加人性化，且减少了定位操作的时间，提高了维修电缆

的效率。 

6.1.4 精确性 

传统方法中的精确定位仪器主要利用的便是声测与电磁测距，因为电缆铺设

很多都在城市中，因此仪器很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干扰，造成定位的不准确，同

时精度越高、抗干扰能力越强的仪器成本也越高。而本系统使用的是卫星定位与

空间模型结合的方式定位故障点，因此不会受到外界环境的干扰，测量数据较为

准确。 

6.2 发展前景 

数据库统计 将各地电缆故障的事故，事故原因，发生日期等信息进

行数据库联结储存，并对数据进行分析，得到电缆故障发生

的高峰期并对电缆可能存在的故障进行预测。提醒维修人员

提前检修。 

拓展到电网的

自然灾害检测 

拓展系统使用范围只电网的自然灾害检测，如森林火灾

等，并在检测后使用卫星进行定位，由于北斗特有的短报文

功能，可以在一些较为偏僻没有信号的地方传送数据，大大

增加的本系统的适应能力与适应范围。 

水管、油气管道

等共同检测 

通过同样的测量原理，测量水管、油气管道的故障点，

并将各方面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建立统一分析平台，将各种

故障检测进行统一调度 

6.3 改进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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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减小装置的功耗，使得定位装置可以在野外使用更长的时间，增强系统

的宇航能力。 

    2、可以使用太阳能电池供电，增强系统的环境适应性，使得系统可以用于

一些远离城市或偏远地区的电缆故障检测。 

    3、提高预定位的精度。预定位的精度直接关系到故障点位置测量的精度，

因此提高预定位的精度可以极大的减少人的工作量。 

7 总结 

相比较传统的电缆故障检测方法，本系统具有低成本、实时性、准确性的特

点，可以有效的减少电缆故障检测所需要花费的时间，且抗干扰性较强，精准度

较高。本系统有效的将北斗+GPS 定位功能、预定位模块、空间模型等信息有效

结合，通过预定位测得的电气距离，带入到空间模型中得到故障点的位置信息。 

由于本系统没有使用仪器进行精确定位，而是使用软件的方式进行故障点位

置分析，因此本系统基本不会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因此抗干扰能力较强，精准

度较高。北斗定位的加入，可以为维修人员提供故障点的精确定位及最直观的位

置信息，节省了维修人员寻找故障点的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 

在未来的电缆故障检测的发展中，准确性，快速性将成为检测的难点及重点，

在未来，本项目可以改变目前电缆故障检测成本高，刚干扰性差的现象，北斗系

统的引入必将为电缆故障检测方面做出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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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系统发送程序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m32f10x_flash.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wdg.h" 
#include "gs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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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 *strx=0,*Readystrx,*Errstrx ; //返回值指针判断 

extern char  RxBuffer[100],RxCounter; 
unsigned char LongLatistr[26]; 
struct  
{ 

char Latitude[10];//经度原数据 

char longitude[9];//纬度源数据 

char Latitudess[3];//整数部分 

char longitudess[2]; 

char Latitudedd[7];//小数点部分 

char longitudedd[7]; 

char TrueLatitude[10];//转换过数据 

char Truelongitude[9];//转换过数据  

}LongLatidata; 

void Uart1_SendStr(char*SendBuf)//串口 1 打印数据 

{ 
while(*SendBuf) 
{ 

while((USART1->SR&0X40)==0);//等待发送完成  

USART1->DR = (u8) *SendBuf;  
SendBuf++; 

} 
} 

void Clear_Buffer(void)//清空缓存 

{ 
 u8 i; 
// Uart1_SendStr(RxBuffer); 

for(i=0;i<100;i++) 

RxBuffer[i]=0;//缓存 

RxCounter=0; 

IWDG_Feed();//喂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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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d  GSM_Init(void) 
{ 

int i; 
printf("AT\r\n"); 
delay_ms(500); 

strx=strstr((const char*)RxBuffer,(const char*)"OK");//返回 OK 

while(strx==NULL) 
  { 

Clear_Buffer(); 
printf("AT\r\n"); 
delay_ms(500); 

strx=strstr((const char*)RxBuffer,(const char*)"OK");//返回 OK 

  } 

printf("AT+QGNSSC=1\r\n");//对 GPS 模块上电 

 delay_ms(500); 
Clear_Buffer();  

printf("AT+QGNSSC?\r\n");//检查上电情况 

 delay_ms(500); 
Clear_Buffer();  

 printf("ATE0\r\n"); //关闭回显 

delay_ms(500); 

strx=strstr((const char*)RxBuffer,(const char*)"OK");//返回 OK 

Clear_Buffer();  

printf("AT+CSQ\r\n"); //检查 CSQ，可以利用手机 APP 查看 CSQ 值 

delay_ms(500); 
///////////////////////////////// 

printf("AT+CPIN?\r\n");//检查 SIM 卡是否在位 

delay_ms(500); 

strx=strstr((const char*)RxBuffer,(const char*)"+CPIN: READY");//查看是

否返回 ready 

while(strx==NULL) 
  { 

Clear_Buffer(); 
printf("AT+CPIN?\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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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ay_ms(500); 
strx=strstr((const char*)RxBuffer,(const char*)"+CPIN: 

READY");//检查 SIM 卡是否在位，等待卡在位，如果卡识别不到，剩余的工作

就没法做了 

  } 
Clear_Buffer();  
/////////////////////////////////// 

printf(" AT+CREG?\r\n");//查看是否注册 GSM 网络 

delay_ms(500); 

strx=strstr((const char*)RxBuffer,(const char*)"+CREG: 0,1");//返回正常 

while(strx==NULL) 
  { 

Clear_Buffer(); 

printf(" AT+CREG?\r\n");//查看是否注册 GSM 网络 

delay_ms(500); 

strx=strstr((const char*)RxBuffer,(const char*)"+CREG: 0,1");//返

回正常 

  } 
Clear_Buffer(); 
///////////////////////////////////// 

printf(" AT+CGREG?\r\n");//查看是否注册 GPRS 网络 

delay_ms(500); 

strx=strstr((const char*)RxBuffer,(const char*)"+CGREG: 0,1");//，这里重要，

只有注册成功，才可以进行 GPRS 数据传输。 

while(strx==NULL) 
  { 

Clear_Buffer(); 

printf(" AT+CGREG?\r\n");//查看是否注册 GPRS 网络 

delay_ms(500); 

strx=strstr((const char*)RxBuffer,(const char*)"+CGREG: 0,1");//，

这里重要，只有注册成功，才可以进行 GPRS 数据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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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lear_Buffer(); 

} 

void Send_Str(char*data) 
{ 
u8 i; 

u8 untildata=0xff;//发送剩余字节数 

printf("AT+QISEND\r\n");//发送函数 

delay_ms(100); 
printf(data); 
delay_ms(100); 

USART_SendData(USART2, (u8) 0x1a);//发送完成函数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C) == RESET) 
{ 
} 
delay_ms(100); 

strx=strstr((char*)RxBuffer,(char*)"SEND OK");//是否正确发送 

while(strx==NULL) 
{ 

strx=strstr((char*)RxBuffer,(char*)"SEND OK");//是否正确发送 

delay_ms(10); 
} 
delay_ms(100); 
Clear_Buffer(); 
printf("AT+QISACK\r\n"); 

strx=strstr((char*)RxBuffer,(char*)"+QISACK");//发送剩余字节数据 

while(untildata) 
{ 

printf("AT+QISACK\r\n"); 
delay_ms(100); 

strx=strstr((char*)RxBuffer,(char*)"+QISACK");//发送剩余字节数据 

if(strx) 
  { 

strx=strstr((char*)strx,(char*)",");//获取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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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x=strstr((char*)(strx+1),(char*)",");//获取第二个, 

untildata=*(strx+2)-0x30; 
  } 

IWDG_Feed();//喂狗 

} 
Clear_Buffer(); 

}   

/*************解析出经纬度数据*******************/ 

 float tempdata[2]; 
void Getdata_Change(void) 
{ 

unsigned char i; 

strx=strstr((const char*)RxBuffer,(const char*)"A,");//返回 A，表明经纬度数据

被正确获取了 

if(strx) 
{ 

for(i=0;i<9;i++) 

LongLatidata.longitude[i]=strx[i+2];//纬度获取到 3151.0237 

} 

strx=strstr((const char*)RxBuffer,(const char*)"N,");//返回 N，读取纬度数

据 11702.5641 

if(strx) 
  { 

for(i=0;i<10;i++) 

LongLatidata.Latitude[i]=strx[i+2];//经度数据获取到  

for(i=0;i<3;i++) 
LongLatidata.Latitudess[i]=LongLatidata.Latitude[i]; 

for(i=3;i<10;i++) 
LongLatidata.Latitudedd[i-3]=LongLatidata.Latitud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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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mpdata[0]=(LongLatidata.Latitudess[0]-0x30)*100+(LongLatidata.Latitudess[1
]-0x30)*10+(LongLatidata.Latitudess[2]-0x30)\ 

+((LongLatidata.Latitudedd[0]-0x30)*10+(LongLatidata.Latitudedd[1]-0x30)+(float)
(LongLatidata.Latitudedd[3]-0x30)/10+\ 

(float)(LongLatidata.Latitudedd[4]-0x30)/100+(float)(LongLatidata.Latitudedd[5]-0x

30)/1000+(float)(LongLatidata.Latitudedd[6]-0x30)/10000)/60.0;//获取完整的数据 

// /////////////////////////////////////////// 
for(i=0;i<2;i++) 
LongLatidata.longitudess[i]=LongLatidata.longitude[i]; 
  for(i=2;i<9;i++) 

LongLatidata.longitudedd[i-2]=LongLatidata.longitude[i]; 

 tempdata[1]=(LongLatidata.longitudess[0]-0x30)*10+(LongLatidata.longitudess[
1]-0x30)\ 

+((LongLatidata.longitudedd[0]-0x30)*10+(LongLatidata.longitudedd[1]-0x30)+(floa
t)(LongLatidata.longitudedd[3]-0x30)/10+\ 

(float)(LongLatidata.longitudedd[4]-0x30)/100+(float)(LongLatidata.longitudedd[5]-

0x30)/1000+(float)(LongLatidata.longitudedd[6]-0x30)/10000)/60.0;//获取完整的数

据 b 

sprintf(LongLatidata.TrueLatitude, "%f", tempdata[0]); 
sprintf(LongLatidata.Truelongitude, "%f", tempdata[1]); 

for(i=0;i<10;i++) 
LongLatistr[i]=LongLatidata.TrueLatitude[i]; 

// LongLatistr[10]=','; 
for(i=0;i<9;i++) 
 LongLatistr[10+i]=LongLatidata.Truelongitude[i]; 

Clear_Buffer();  
Send_Text(4); 

  } 

} 
void OPEN_MC20(void) 
{ 

printf("AT\r\n"); 
delay_ms(300); 

strx=strstr((const char*)RxBuffer,(const char*)"OK");//返回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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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f("AT\r\n"); 
delay_ms(300); 

strx=strstr((const char*)RxBuffer,(const char*)"OK");//返回 OK 

IWDG_Feed();//喂狗 

if(strx==NULL) 
{ 

PWRKEY=1;//拉低 

delay_ms(300); 
delay_ms(300); 

PWRKEY=0;//拉高正常开机 

IWDG_Feed();//喂狗 

} 
printf("AT\r\n"); 

delay_ms(300); 

IWDG_Feed();//喂狗 

strx=strstr((const char*)RxBuffer,(const char*)"OK");//返回 OK 

while(strx==NULL) 
  { 

// Clear_Buffer(); 
printf("AT\r\n"); 

 delay_ms(300); 
LED=!LED; 

strx=strstr((const char*)RxBuffer,(const char*)"OK");//返回 OK 

  } 
LED=0; 

IWDG_Feed();//喂狗 

} 
int main(void) 
{  

 u16 i; 
u8 *p;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 NVIC 中断分组 2:2 位抢占优先级，2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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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优先级 

LED_Init();      //初始化与 LED 连接的硬件接口 

uart_init(115200);//串口 1 初始化，可连接 PC 进行打印模块返回数据 

 uart2_init(115200);//初始化和 GPRS 连接串口  

    OPEN_MC20();   

GSM_Init(); //GPRS 初始化 

// Send_Text(4); 
printf("AT+CMEE=2\r\n"); 
while(1) 

  { 
Clear_Buffer();  

printf("AT+QGNSSRD=\042NMEA/RMC\042\r\n"); 
delay_ms(500); 

strx=strstr((const char*)RxBuffer,(const char*)"OK");//返回 OK 

while(strx==NULL) 
  { 

//  Clear_Buffer();  
printf("AT+QGNSSRD=\042NMEA/RMC\042\r\n"); 

delay_ms(500); 

strx=strstr((const char*)RxBuffer,(const char*)"OK");//返回 OK 

  } 
Getdata_Change(); 

Clear_Buffer(); 
LED=!LED;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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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需求的提高，机器人技术得到快速而广泛

的发展，其应用已逐渐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农业仿生采摘机器人是机器人技

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分支，它是指依据仿生学原理，模仿生物结构、运动特性等设

计的性能优越的机电系统，因此具有爬坡、避障、越障等良好的环境适应性。分

析发现，由于制造工艺或控制系统设计不足等原因导致其运行过程中可能会出现

各种偏差，而北斗定位系统的实时位置及路径轨迹的生成能改进与修复偏差，进

一步地，具备路径规划、自主导航、远程监控等能力。此外，该机器人机械爪采

用睡莲仿生状设计，能避免在抓取脆性及柔软的果实时发生打滑现象，以及因受

力不均造成果实表面损伤等问题。该项研究设计对于解放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

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促进机器人智能化发展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北斗定位 路径规划 智能避障 仿生

引言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需求的提高，机器人技术得到迅速而广泛的

发展，其应用已逐渐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目前俞巧君[1]等将北斗与蓝牙技术

应用于物流系统，实现用户实时查询物流状态与位置信息；刘碧贞等[2]将北斗应

用在谷物收割机上，实现对收割机行走路线的测绘，数据的传输及调度等；郭琳

[3]则将北斗运用在山区的客运车辆监测上，实现对车辆的实时监测与控制，分析

发现，上述研究侧重点在于对工程机械的实时监测且都是在成熟的系统中运用，

对于复杂环境下系统的改进研发具有重要的作用。此外，制造工艺或控制系统设

计不足等原因导致其运行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各种偏差。基于此，本文设计了一款

基于北斗定位技术的六自由度仿生采摘机器人，该机器人依托各种传感器、控制

系统等，可在复杂的环境中实现自动控制运动与越障、避障等功能。同时，北斗

定位系统可以实现机器人的定位以及运行轨迹的生成。

二、系统结构设计

该机器人由机械结构部分、北斗定位系统和智能控制系统三部分构成。机械

结构包括六自由度机械手臂、仿生机械爪和双摇臂履带底盘，北斗定位系统主要

                          

基于北斗定位技术的六自由度仿生采摘机器人运动路径   
规划系统设计

作    者：曲皇屹、王琨
指导教师:栾亨宣、娄淑梅
学    校：山东科技大学（泰安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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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通信模块、北斗定位模块、单片机模块和 PC 机模块组成，智控系统主要包括

伺服电机驱动模块、双目摄像机、传感器控制模块、数据采集卡、运动控制卡、

锂电池供电箱和控制系统。

2.1 机械结构部分

仿生机械爪是采摘过程中最重要的部件，水果的抓取收获依靠其完成。基于

自然界睡莲开放和闭合现象，设计了一种如睡莲花瓣开放的机械爪，该机械爪可

以将果实包罗其中，避免传统手指式机械爪对球状果实表面受力不均造成的损

伤。

图 1 仿生机械爪结构图

履带式底盘采用了双摇臂设计，该设计可以使装置越过障碍物，亦可在楼梯

上行走自如。

2.2 北斗定位系统

该机器人中的北斗定位系统主要由通信模块、北斗定位模块、单片机模块和

PC 机模块组成，如图 2 所示。当机器人启动时，上位机即开始向定位模块下达

接收定位数据命令，北斗定位模块执行命令，开始接收来自北斗卫星的数据信号，

并过滤出$BDRMC 数据文件将其传送给单片机模块，由单片机模块通过程序分

离出经纬度、时间和海拔等信息，并通过 RS232 串口或 USB 总线传送给ＰＣ机

处理及存储。

通信模块是各电路互通的桥梁，本次通信模块主要包括无线射频电路、

RS232 串口电路、PL2303TA 及 FT245 电路。分别完成北斗接收模块与单片机的

通讯以及单片机与 PC 机间的通讯，无线射频模块内部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即频

率控制部分、频率发生部分及信号接发部分。PL2303TA 电路主要用于接收单片

机 UART1 口的数据，并以 USB 通信模式传给 PC 机；FT245 电路则主要将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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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并行数据以标准 USB 方式传给 PC 机。

图 2 机器人系统结构图

北斗定位模块由北斗有源天线、电源、北斗信号处理芯片等组成，采集北斗

定位信息，并输出建议使用的最小定位数据格式，即$BDRMC 格式数据[4]。为

了最大限度缓解延迟和提高定位精度，选用北京和芯星通公司生产的 UM220-3

北斗定位芯片，该芯片是 UM220 的第三代产品，具有高灵敏度、超低功耗、体

积小巧的特点，支持单系统独立定位和多系统联合定位，同时兼容 GPS 模块，

能够在较为恶劣的环境中正常运行。UM220-3 芯片引脚及由外围电路组成的接

收电路如图３所示。当启动电源后，红色电源灯常亮，一段时间后 LED 灯开始

闪烁，说明定位模块供电正常，且芯片已连上卫星，开始产生定位数据。芯片的

TXD1 和 RXD1 与无线通信模块相连，通过该模块实时与单片机相互通信，传输

定位数据及接受单片机指令。J4 是北斗模块的接收天线部分，在天线的连接电

路上设有电感，用于增强抗干扰能力，确保信号传输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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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通信模块结构图

图 4 北斗芯片电路连接图

2.3 视觉控制系统

机器人视觉控制系统以计算机为核心，处理双目摄像图的高清照片，利用图

像处理模块识别和定位目标果实，制定规划可移动载体的路径，并控制机械手臂

进行采摘作业。机器人视觉控制结构如图 5 和图 6 所示。

图 5 智能控制系统结构图 图 6 双目视觉识别图

当机器人在采摘时遇到障碍物时，由于障碍物信息是时刻变化的，需要把全

局轨迹规划和部分轨迹规划结合起来; 同时考虑随机出现的障碍物，根据红外传

感器检测运动前方的障碍物，运用路径规划算法，不断的通过红外传感器接收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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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前方其他的动态障碍物，同时结合前进速度判断有无碰撞的可能性，调用路径

规划算法再次对路径进行规划，自动的避开前方的障碍物。

图 7 目标果实空间坐标定位流程图

图 8 机器人视觉系统软件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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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过程

采摘机器人进行采摘作业时通过先识别成熟果实然后确定其三维位置，因此

果实成熟率的识别和定位极大程度地影响了采摘的成功率。采摘过程中，北斗定

位技术为其提供目标定位及路径导航，仿生机械爪采摘位置主要依靠目标果实的

三维位置确定。三维图像的视觉技术是采用两个摄像机从不同的角度去对目标果

实拍摄成像，然后根据图像采集卡将信息传送至计算机，由其根据两者的角度差

异实现目标果实的三维图像;根据形成的三维图像，机器人可知道目标果实的大

小、三维形状等，进而实施准确采摘。机器视觉系统主要包括计算机、光学镜头、

CCD 摄像机及数字图像处理模块等。工作时，系统由 CCD 摄像机将待测目标转

化为数字图像的电信号，然后传送给计算机；计算机机采用专用的图像处理软件，

根据色彩和颜色，采用 Blog 算法提取果实的特点，最后，根据设定的量化值和

其他条件进行准确判断。采摘机器人识别的核心技术包括北斗定位技术、果实的

识别与成熟度的判断和果实空间坐标的计算三个方面。

3.1 北斗定位过程及原理

首先读取北斗卫星数据，采用高斯投影将经纬度坐标转换到直角坐标系的坐

标[5]，然后将直角坐标系下的坐标转化为以移动机器人初始位置为原点的坐标系

下的坐标值，实现北斗定位数据与以构建的二维地图信息融合。所谓高斯投影正

算，就是已知椭球面上某点的经纬坐标 ),( LB ，求该点在高斯投影平面上的直角

坐标 ),( yx 。常用公式如下：

66424442222 cos)5861(
720
1cos)495(

24
1cos

2
1 BlttNtBltNtBlNtXx  

55222423322 cos)5814185(
120

1cos)1(
6
1cos BltttNBltNBlNy  

式中， X 为轴子午线上大地纬度等于 B 的某点至赤道的子午线弧长，

0LLl  ， 0L 为轴子午线经度， Bt tan ， Be 222 cos ， 2e 为椭球的第二偏心

率。 NX、 都是可以通过计算得到，其余参数可以查表得到。

通过地图构建制成的地图，同样以移动机器人坐标都是按照实际环境的长度

和宽度来表示的，但是在显示地图时，按照实际长度和显示长度比例为 1∶1000

来显示。假设初始点的经纬度坐标为 ),( LB ，然后将得到的 ),( yx 坐标转化到以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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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器人为原点的直角坐标系下的坐标，则在本地地图直角坐标系下为 )0,0( 。

目标点经纬度坐标为 ),( 11 LB ，根据坐标转换公式得到 ),( 11 yx 。由于都是先将经

纬度变换到高斯直角坐标系下，所以只要将初始点的横坐标和纵坐标跟目标点的

坐标值进行比较，就可以得到两点之间的坐标的数值变化，假设 axx 1 ，

byy 1 ，则目标点在本地直角坐标系下 ),( ba 。将 ),( ba 按照 1∶1000 的比例将

经纬度坐标关联到已经生成的二维地图中。然后根据导航策略，按照位置坐标来

控制移动机器人运动距离。

3.2 仿生采摘机器人自动避障技术过程及原理

图 9 自动避障及路径规划示意图

在图 9 所示的仿生采摘机器人避障控制系统图中，假设 sc 为传感器进行机

器人避障位置信息采集的时滞， ca 为控制器传输到执行器的时滞，测距信息的

采样周期为T ，仿生采摘机器人位姿发生变化时，执行器使用零阶保持器进行位

置保持和避障控制[6]，假设仿生采摘机器人在 t时刻的位置信息度 1)( MBE 为 N

个随机样本：

][][
][][

VBEVAE
MBEMAE

cba
a







其中， tx 为仿生采摘机器人在 t时刻的运动方位的估计值， tw 为相应机器人

的避障控制驱动权值向量， tddd ..., 10 为 0 到 t的时刻的测距误差。仿生采摘机器

人的实测的位置信息度采用离散化的形式表示，对于 kt ,...3,2,1,0 对应的测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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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k zzzZ ,..., 10 ，用 kx 表示仿生采摘机器人的位置即为： kkk yx ,, 。从而，仿

生采摘机器人的运动学模型描述为：

 111 ,,  kkkk xfx 

仿生采摘机器人的避障运动规划方程为:

 cossin mgYP
dt
dmV 

zxyxyxyxy
z

MJJJ
dt
dJ  )()( 22 

其中， 表示仿生采摘机器人质心与速度矢量V 倾角， zJ 表示仿生采摘机器

人绕体坐标系各轴的惯性力矩。

3.3 仿生采摘机器人智能避障控制算法

采用扩展 Kalman 滤波方法进行仿生采摘机器人的步态参量调节和参量融合

处理[7-8]，给出扩展 Kalman 滤波系统函数为：








)()()()(
)()()()()()1(

2

111

kFkDKxkCxkz
kFkKxBBkxAAkx

k

k




其中， nRk )( 表示的仿生采摘机器人姿态测量陀螺仪的协方差矩阵，即

),0()( 2  Lk ， 21,,,,, FFDCBA 表示惯性参量融合矩阵， 11, BA  为未知的机器

人行径位置偏移向量。当路径偏移满足形式：

1111 , GFBBGFAA 

其中， qlpllr RBRARG   11 ,, 为采摘机器人在行进的相邻两时采样刻角

度估计矩阵， llRF  为惯性姿态融合误差矩阵。惯性权重项 ),0()( 2  Lk ，满

足
22

)()( kkz  ，引入误差反馈调节，得到履带式行走机器人避障控制的

Lyapunov 函数为：







1

)()()()(
k

ki

TTT
k

k

iRKxKixkPxkxV


其中， RP、 为正定的实对称矩阵。对机器人的步态参量调节的控制修正项

描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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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VxkVxVk 

)()()())(()1()1( k
T

k
TTTT kRKxKkxkxRKKPkxkPxkx  

当 0)( k 时，将履带式行走机器人的避障控制的扰动项改写为矩阵形式

为：

eXY  

其中Y 为 1n 的观测向量， X 为 mn 的随机误差，结合姿态参量反馈跟踪

调节方法进行位姿参量的自适应修正，得到优化的控制律为：

),,...,()(),,...,(),,...,( )1()1()1()( tyybtdtyyftyyfy nnnn  

其中， mRy 为仿生采摘机器人避障控制系统辨识向量； mRf  为已知姿

态参数条件下的姿态参量反馈跟踪项。通过上述控制算法设计，实现机器人的自

动避障。

图 10 机器人整体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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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创新点

该机器人将北斗定位技术、机器视觉技术与智能化控制技术融合在一起，定

位精度高，路径规划效率较高，躲避障碍物能力强，摘过果实的成功率高，对果

实的保护性好。机器人视觉识别系统以计算机为核心，处理双目摄像图的高清照

片，利用图像处理模块识别和定位目标果实，制定规划可移动载体的路径，并控

制机械手臂进行采摘作业，实现了水果采摘过程的机械智能化、自动化，具有十

分宽广的应用前景。

五、市场应用前景

当前，我国正处于从机械化农业向“智慧农业”变革的关键时期。随着我国农

业领域加速转型升级，农业经营主体不断壮大，落实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加快农

业机器人发展获得了更好的环境。近年来，在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加快“智慧

农业”建设的影响下，我国不断提升农业科技研发投入，以农业机器人为代表的

农业机械迎来了快速成长。目前，不仅传统的农机企业加入了机器人大军，许多

科技企业与初创企业更是持续推动开发、测试进程。因此该作品具有良好的市场

应用价值及经济前景。

六、结论

针对制造工艺或控制系统设计不足等原因导致机器人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各

种偏差，采用北斗定位系统，通过实时位置及路径轨迹的生成改进与修复偏差，

进一步地，具备路径规划、自主导航、远程监控等能力。此外，该机器人机械爪

采用睡莲仿生状设计，能避免在抓取脆性及柔软的果实时发生打滑现象，以及因

受力不均造成果实表面损伤等问题。该项研究设计对于促进北斗系统在农业领域

的推广及应用，促进机器人智能化发展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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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高分影像地理空间情报信息的北斗导航应用创新方案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航平台在信息时代获取数据的渠道和手段大为

扩展，如何能在海量数据信息中获取能应用于导航平台的数据，为用户提供更为

智能的导航，提高导航效率和质量成为各个导航产品公司面临的一项重大问题。 

目前，各个国家的导航产品能为用户提供地点查询、路线规划、路况播报等

服务，我国的北斗导航系统更能为用户提供高质量的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这

些导航产品能满足人正常生活需求，在城市道路中的导航已经做得尽善尽美，但
是针对特殊类型的道路导航，例如：山地、丘陵、森林……目前市场上的主流导

航产品此功能仍有所缺陷，例如越野车在丘陵地野外机动，需要考虑的因素不是

市区内导航时需要考虑的道路堵塞程度，而是地面的坡度、地面的起伏度、植被

的株距等各种环境因素是否支持车辆安全通过，并选择一条通行成本最小的道路；

卡车在野外道路段行驶需要着重考虑道路的转弯半径，避免出现不能通行的情况。 

为此，本项目提出基于高分影像地理空间情报产品的北斗导航的设想，其主

要思想是依据数字摄影测量理论和地理空间信息分析处理方法利用高分影像对

路面的各种参数进行量算，再融合多源情报针对特殊道路类型的需要生成地理空

间情报产品，将各类信息依附在空间位置上，结合北斗导航机制为用户提供特种

导航。 

二、北斗卫星简介及定位导航原理 

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与传统 GPS 相比，在精度、信号强度以及信号兼容性

存在后发优势。首先北斗的定位精度优于 10 m，测速精度可控制在 0.2m/s 左

右，还拥有较高的授时精度，这相比于 GPS 民用 C/A 码有一定的提高。在覆盖

范围方面，北斗导航系统从中国境内到周边地区再到亚太地区，在 2018 年全球

组网完毕，现已完全覆盖全球。在抗干扰能力方面，北斗在我国境内信号强度更

高。在有源与无源结合体制方面，北斗将导航定位系统、授时系统以及短报文通

信系统，三大系统功能集于一体，在定位实现位置共享报告方面有利于监控指挥

技术发挥。北斗系统作为我国自主研发的系统在中国境内的安全稳定性与抗干扰

能力方面均表现出色，且性价比较高。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中国自主研发、独立运行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具有定

位定向、实时导航、精密测速、精确授时、位置报告和简短通信六大功能。北斗

卫星导航系统由空间端、地面端和用户端三部分组成。其中空间端包含由 5 颗

静止轨道卫星和 30 颗非静止轨道卫星所组成的卫星群，它们是系统定位的关键

基础;地面端则包含了中控站、监测站以及注入站，专门负责进行数据处理，为

用户生成并传递报文文件，是系统的核心中枢; 用户端则兼容北斗终端系统，专

门负责捕捉卫星信号，全面解算定位对象位置并获取动态信息。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促进卫星导航产业链形成，形成完善的国家卫星导航应用产业支撑、推广和保

障体系，推动卫星导航在国民经济社会各行业的广泛应用。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具有卫星无线电定位服务（RDSS）和无线电导航服务（RNSS）

两种工作模式，下面主要对北斗卫星的导航服务进行介绍。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RNSS 工作模式采用单向测距、三球交会原理实现导航定

位。地面运控系统负责系统时间同步、卫星轨道观测及导航信号检测，完成卫星

钟差、卫星轨道、电离层改正等导航参数及广域差分、完好性等广播信息的确定，

并上行注入给卫星。在地面运控系统的管理下，导航卫星连续发射导航信号，信

作  者：赵梓年、金宏
指导教师：纪松
学  校：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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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中包括载波、伪随机测距码、导航电文(包括卫星时间、卫星钟差、卫星轨道、

电离层改正及广域差分、完好性等信息)。 

用户机接收至少 4颗卫星导航信号，获得至少 4个伪距观测量和导航电文信

息，利用导航电文信息解算卫星位置；利用 4颗卫星位置、4个伪距观测量和导

航电文信息进行解算得出用户位置和时间，完成基本导航定位、授时等功能；还

可以通过多普勒测量，完成测速功能，北斗导航基本流程如图 2-1 所示。

图 2-1 导航基本流程 
三、地理空间情报研究、发展及其导航 

3.1 地理空间情报的定义 

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将地理空间情报定义为“影像与地理空间信息的

挖掘与分析，用来表述、评估和可视化描述地球上的物理特征和地理相关活动”。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它属于新兴科学范畴，是对世界的一种分析、综合和描

述。由于科学、技术和国家安全利益的日新月异，地理空间情报与地理空间可视

化、影像情报和精确定位相关的传统的不确定因素大为减少，与空间大数据挖掘、

多源情报融合、网络信息流聚合、云存储等新理论和技术相关的不确定因素大幅

增加，地理空间情报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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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地理空间情报研究与发展 

地理空间情报在历史上肩负了重要的使命和责任，主要表现在大地测量、摄

影测量、地图制图和利用影像分析收集地理空间情报等方面。但是，地理空间情

报的生成不仅需要上述领域的支撑，还需要将上述领域在更广的地理领域和更短

的时间间隔内，有效整合以构成持续性的情报数据任务分配、处理、发掘和发布。

此外，为了能提供及时、精确和相关的地理空间情报，地理空间情报正在进行着

“数据为驱动”向“数据与处理为驱动”模式的转化，将其它来源的情报与地理

空间情报进行整合变得越发关键。 

目前，随着现代化全球定位系统和地理信息系统的出现，最新的遥感平台、

制图与影像情报技术开始成为关注重点。现在的地理空间情报必须涉及到更多的

内容，在传统的地理空间信息和影像来源之外整合情报和信息的格式，必须从强

调数据和分析转向强调知识，从而促进了地理空间情报内涵的发展。

在新的内涵下，将动态的、复合的特征或活动进行整合（在这其中地点、活

动、事件、特征及人群也是关键要素），在传统地理空间信息和影像的支持下，

形成地理空间情报信息或知识，是地理空间情报阶段发展的需要，也是时代发展

赋予地理空间情报新的任务。

地理空间情报知识信息提取的数据源还包括有气候、环境、情报报告、海上

交通安全及其他形式的情报信息。这些信息资源被放置到地理空间上下文检索中，

需要转换成标准数据产品，同时还需要和影像、基础情报数据、数字化地形图、

特征信息和重力数据等进行融合，这就需要基本的时空参考框架作为数据集成的

基础，实现地理空间情报知识信息提取的一致性和综合性。 

3.3 地理空间情报与导航应用 

在导航应用中，随着信息获取手段的进步以及社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地形

和地物等要素不断发生变化，多源数据井喷式增长，大数据在承载大量信息的同

时也带来了构建多尺度地理框架中数据更新选择的问题，地理空间情报就是将

“大数据”问题转换为“大价值”问题。目前美国在地理空间情报研究领域处于

主导地位，随着大数据分析技术的发展，地理空间情报产品从传统的“时间”和

“空间”维转换到“关系”和“活动”的新维度，产生地理空间情报分析的新产

品——基于活动的情报分析 ABI（Activity Based Intelligence）。传统的地理

空间情报产品可以通过卫星影像的量测为用户提供导航中路面的基本信息，而基

于活动的地理空间情报分析可以融合多源情报为用户带来预测分析，可以提前一

天甚至是几天预测某一地区的道路拥堵状况，而不仅仅是简单的路况播报，例如

通过大数据分析得出在某一天某一区域的商铺开业状况，再通过连通性分析得出

路径可能的拥堵情况，为用户出行提供决策分析。 

四、面向导航的高分影像地理空间情报信息获取 

4.1 高分辨率遥感影像与北斗导航地理空间情报 

根据国家“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重大专项”的发展规划，我国在 2020 年

前后将拥有数十颗在轨运行的对地观测卫星，它们不仅能全天时、全天候地完成

全球覆盖，而且能对众多热点地区实施密集成像，每天获取数以 PB 计的各类“高

分空间数据”。然而，数据获取能力的发展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精确信息控制”

和“一致性空间理解”能力。如何高效地处理这些海量数据，准确地提取和表达

有用信息，及时、高效地生成地理空间情报是各级应用部门最关心的问题，同时

也是高分空间数据能否直接支持国民经济的关键。 

在北斗导航中，高分辨率遥感影像能够提高多类型地理空间信息产品及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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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进而实现北斗导航的地理空间情报整合。高分辨率遥感影像的地理空间情报

获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实现数字表面模型（DSM）、数字高程模型（DEM）、正射影

像（DOM）、真正射影像（TDOM）以及遥感地理影像等多种测绘产品的高效、智能

化生产。近些年来，虽然高分影像的测绘产品生产与制作能力已经有了大幅提升，

但是针对北斗导航需求，特别是特定目的条件下的北斗导航需求，测绘成品还远

远不足，需要做深层次加工分析，生成特定目的条件下的地理空间情报。 

为此，本项目主要论述如何从高分影像中提取地理空间信息及其情报，进而

以特殊类型道路的导航为例，服务于北斗导航应用。在实现特殊导航之前，首先

应完成利用高分影像获取地理空间情报的工作，本文主要考虑的导航需求因素是

地貌因素、环境因素（水系、植被、土质），如表 4-1 所示，将不同的影响因素

分成不同的分析层，对每个分析层采用特定的技术方法生成地理空间情报，再将

各层的情报融合得出最后的决策情报，最后将情报应用到导航软件决策中。本文

在情报获取阶段采用的具体方案是： 

步骤一：利用高分影像数据，生成地理空间信息产品（DSM/DEM/DOM/TDOM）。 

步骤二：利用高分影像生成的 DEM 数据，进行坡度和起伏度的分析。 

步骤三：依据数字摄影测量原理与遥感影像判读方法，利用高分影像对所导

航地区的环境因素（地貌、水系、植被）进行分析。 

步骤四：分析结果整合，得到车辆易通行区域或路段。 

表 4-1 影响因素表 

影响要素 分析因素

地貌 坡度、土质类型

水系 类型、宽度、深度等

植被 株距、胸径等

4.2 基于高分影像数据的地理空间情报信息获取 

4.2.1 高分影像融合处理与地理空间信息产品提取 

利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自动、高效提取地理空间信息产品，是地理空间情

报获取与应用的基础。本项目利用高分影像及其控制定位成果，基于并行计算环

境，快速形成数字表面模型、数字高程模型和等高线等地形数据产品。主要关键

步骤如下： 

（1）高分影像立体匹配

影像匹配是高分影像处理与地理空间信息获取的关键。项目建议采用多基线

立体匹配方法，进行高分影像立体匹配。与单立体影像匹配技术相比，多基线立

体匹配技术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利用多基线立体影像，覆盖信息盲区，进一步提

高影像匹配成功率，获取更为稠密的目标区三维地理信息。 

在高分影像匹配过程中，需要针对光学遥感影像的成像特点，构建灵活有效

的多基线立体匹配模型，研究开发高效、高精度、高可靠性的多基线立体匹配算

法及其方案，充分利用多重叠影像固有的几何约束条件、成像几何关系，采用多

类型影像匹配策略、匹配精度提升方法，自动、精确对目标区进行匹配分析，获

取目标区域 DSM。 

（2）DSM 点云数据的粗差探测与滤波

由于影像上局部区域纹理匮乏、重复纹理、遮挡等原因的影响，影像匹配难

以获取完全正确的结果。由于大面积水域、运动目标的存在，匹配获取的 DSM 中

不可避免地含有一些高程异值点，这严重影响了 DSM 的可靠性，也影响了后续地

理信息产品制作。因此，需要对 DSM 进行粗差探测与剔除，去除误匹配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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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 DSM 数据的可靠性和地形表达性能。此外，为了实现数字正射影像图的制作，

还需要对 DSM 数据进行滤波处理，生成高可靠的 DEM 数据。 

通过对文献资料分析，项目建议采用虚拟格网的数据组织方式，对离散 DSM

点云进行格网化内插，通过格网数据的自动分块处理和多阈值判断，实现 DSM 点

云数据的粗差探测。在此基础上，项目建议进一步采用数学形态学滤波方法，对

格网化的点云数据进行综合滤波，剔除点云数据中的建筑物和植被信息，获取目

标区真实可靠的 DEM 数据，为数字数字正射影像图的制作提供数据支持。 

（3）地形特征数据自动采集

通过对数字表面模型、数字高程模型数据的分析处理，自动提取山谷线、山

脊线、沟沿线、等高线等地形特征；依据影像的纹理特征，对地形特征数据进行

判别检查，提高地形特征数据的可靠性；通过叠加显示、立体显示等方式，对地

形特征数据进行半自动编辑，通过机器辅助下的人工编辑处理，获取描述性更高

的地形特征数据。 

4.2.2 高分影像集聚分析与地理空间信息挖掘 

利用高分卫星系统获取的海量高辨率遥感影像，对非结构化数据进行目标分

析，然后进行影像的三维重建获取目标的三维结构信息和地理信息，已成为一种

新兴的地理空间信息集聚分析方法。其中主要涉及的理论技术包括：大数据影像

的聚类理论和三维结构恢复理论。

4.2.2.1 高分大数据影像聚类分析 

（1）基于视觉词袋模型的影像全局描述

视觉词袋模型（Bag of words，BoW），源于文本分类技术。其核心思想在于，

将影像作为一种文档对象，将影像中包含的局部特征作为构成影像的词汇，从而

利用一系列特征集合描述整体影像。利用 BoW 生成全局影像描述符的通用过程

可描述如下：

步骤一：进行影像局部特征描述提取，得到局部特征集合M ；  

步骤二：对 n 张影像的特征集合  1 2, i nM M M M    进行 k-means 聚类，得

到 m 个聚类中心，将每个聚类中心看作一个视觉词汇，由此组成一个视觉词典

 1 2, i m       ; 

步骤三：将每张影像的特征集合M 中的每个特征都映射到视觉词典中的某

个词上，并进行次数累加，从而由M 和可生成一个 m 维的词频向量 u ，即为该

张影像的全局描述符。

研究表明随着视觉单词个数的增加，生成影像描述符的描述能力会变好，而

词汇树的目标之一就是增加视觉单词的个数。词汇树的基本思想是利用层次“K
均值”（k-means）算法生成较多的视觉词汇。层次 k-means 算法是将局部特征点

利用普通 k-means 算法得到 k 个聚类，然后再对每一类递归进行 k-means 聚类，

直到获得目标聚类中心个数。这种聚类方法相比普通 k-means 聚类可以得到更多

的聚类中心，同时由于生成了树结构，每张影像的局部特征映射会消耗更少的时

间。

（2）基于标识影像的聚类

为了避免传统影像聚类中两两匹配带来的硬件计算消耗与时间消耗，项目采

用基于标识影像进行影像聚类的方法。将每个聚类利用一张标识影像进行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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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影像只与标识影像进行匹配，然后划分到最佳匹配标识影像对应的聚类。其

步骤可概括如下：

步骤一：进行影像特征全局描述符的生成；

步骤二：将输入影像描述符与全部标识影像描述符分别进行匹配，得到最相

似标识影像；

步骤三：进行输入影像与最相似标识影像间局部特征点的详尽匹配与极线几

何约束；

步骤四：若得到匹配点对大于一定阈值则输入影像划为该聚类，否则作为标

识影像建立新的聚类。

以上方法能够较好的得到相似影像间的聚类结果，然而由于描述符并不适应

于影像间较大的视角变换，且每个聚类选取单一的标识影像并不能很好的表述整

体场景。因此，这一方法容易造成同一场景的割裂，对同一目标容易形成多个聚

类结果。

（3）流模式下的大数据影像聚类

在标识影像聚类方法中引入视觉词袋模型，从而使得聚类算法能够较为完整

的恢复整体场景。同时，为了提高聚类过程的鲁棒性，聚类过程中对标识影像进

行更新，且在每次影像聚类完成时，对标识影像的视觉单词进行扩展增强。在流

处理模式下，对影像进行批量输入与批量聚类，并不断进行聚类的合并与剔除以

增加整体过程的简洁性。经过以上的优化与改进，可实现低硬件消耗下的大数据

影像较为完整的聚类，得到较为充分的信息挖掘结果。

4.2.2.2 大数据影像集聚后的结构恢复 

在实际应用中，通过流模式下的大数据影像聚类，会得到较为丰富的影像聚

类结果，部分场景信息可能会包含海量的聚类影像。传统的增量式重建方法对于

初始影像对的选择较为严格，对于海量影像的重建更是如此。为了减少初始影像

对选择对后期重建精度的影响，提高整体流程的性能和稳定性，本文设计了一种

两层式的增量式“运动结构恢复”（Structure From Motion, SfM）重建流程。首先，

第一层重建为，利用场景聚类结果中的标识影像，进行整体场景的结构重建。然

后，第二层重建为，将剩余聚类内的影像逐步添加到结构重建结果中，丰富场景

三维结构的细节部分。

对于第一层重建中的标识影像，其在聚类结果中占极小部分，为场景中某一

视角下的稀疏表述，相互之间并不能提取较多的匹配特征点。因此，需添加额外

的连接影像，并细化标识影像连接关系，以增加重建结果的成功率和精度。在实

际操作中，可选择能够连接多张标识影像的影像作为额外添加的连接影像，从而

使得每张标识影像都尽可能多的连接到其它标识影像。通过邻接矩阵 M 表示影

像间的连接状况。矩阵 M 的每一项 ,i jm 表示影像 i 和 j 之间的连接情况，若为 1

则表示连接，若为 0 则表示不连接。则第一层重建时，影像间拓扑关系的确定流

程可概括如下：

首先，利用词汇树检索当前标识影像集内每张标识影像的前 q 张最邻近标识

影像；然后，基于检索结果，两两标识影像间的特征匹配与极线几何验证，若通

过验证则将 M 的对应项更新为 1。由于标识影像间独立性较强，进行完标识影

像间的拓扑关系确定后，M 仍较为稀疏。为了增加 M 的密集度，需添加额外的

连接影像。在之前的流模式聚类中能够匹配到两个或更多标识影像的影像都可能

是连接影像。因此，可以将部分这样的连接影像添加到当前的标识影像集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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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影像集有较为密集的拓扑关系。

在实际操作中，本文采用贪婪策略进行连接影像的添加。首先，通过词汇树

在标识影像集中检索出每张连接影像的前 p 张最邻近标识影像，并进行相关几何

验证。然后，根据能够添加的新连接数对连接影像进行排序，选取添加新连接数

最多的影像。不断进行以上步骤直到没有连接影像剩余，或者已没有连接影像能

够提供标识影像间的新连接。整体流程如图 4-1 所示。 

图 4-1 第一层重建影像间拓扑关系确定流程 

在进行完标识影像与添加的连接影像间拓扑关系的确定后，可进行场景第一

层重建处理。对于第二层重建，则利用后方交会与前方交会交替计算剩余的聚类

内影像位姿信息与三维点信息，从而完成总体重建。在整个处理流程中，为了提

高处理效率，可对多个场景进行并行重建。

4.2.2.3 大数据影像集聚后的地理空间信息挖掘 

在大数据影像集聚分析和运动结构恢复的基础上，本项目采用的面向大数据

影像的地理空间信息挖掘方法可概括如图 4-2 所示。 

图 4-2 面向大数据影像的地理空间信息挖掘方法 

为了充分发挥硬件性能，提高挖掘效率，需整体流程中基于流模式进行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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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存操作。由图 4-2 可见，整体地理空间信息挖掘过程被分成了七个模块同时

进行，分别是：影像读取；影像解压与重采样；特征提取；视觉单词生成；聚类

生成；结果保存；场景三维结构恢复。每个模块的输入与输出接口皆为特定内存

与硬盘区域。这种整体流模式处理能够充分发挥硬件性能，提高整体计算效率，

实现大数据影像下的高效地理空间信息挖掘。 

4.2.3 高分影像地理空间产品的特定北斗导航信息提取 

4.2.3.1 特定北斗导航中的地形影响分析及情报信息提取 

越野车在野外机动时，需要重点考虑的是坡度和起伏度，若不进行提前预判，

坡度和起伏度过大很可能给驾驶员带来人身安全问题。坡度和起伏度属于地貌因

素，地貌因素从数据结构上讲，属于面类数据，所以在选取分析所用数据类型时

选用栅格数据——DEM。 

（1）DEM 获取坡度数据

由于 DEM 是栅格数据，是以格网为基本的计算单元，所以计算坡度时实际上

计算的是中心像元到与其相邻的像元方向上的最大变化率。事实上，高程伴随着

中心像元与临近的 8 个像元之间的距离的变化而产生的最大变化率用来识别像

元坡度的大小。 

实际操作中将地表平面与待处理的像元周围一个3*3的像元领域的Z值进行

拟合。原理类似于图像处理中的卷积，用 3*3 像元在表面进行计算，计算所用像

元如图 4-3 所示。 

图 4-3 

中心像元与其3*3邻域内相邻的8个像元的距离和每个像元的高程值决定了

水平增量和垂直增量。假设这些相邻的像元用字母 a到 i进行确定，令 e表示当

前所计算坡度的像元，如图 4-3 所示。 

像元 e在 x方向上的变化率计算方法如下： 

/ [( 2 ) ( 2 )] / (8* _ )c f i a d gdz dx z z z z z z x cellsize       

像元 e在 y方向上的变化率计算方法如下：

/ [( 2 ) ( 2 )] / (8* _ )g h i a b cdz dy z z z z z z y cellsize     

坡度取决于表面从中心像元开始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的增量，基本算法如下： 

2 2( ( / ) ( / ) )radians ATAN dx dy dz dy   

deg 57.29578ress radians  （度） 

通过上述方法就可以得出所求像元的坡度，进而通过 3*3 像元与地表面的拟

合运算可以得出所导航地区的坡度。

（2）通行能力分析

由上述方法得到地面的坡度数据之后，根据越野车的特性，本文将所导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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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通行能力分为三个等级：易通行、不易通行、不能通行。为便于计算机识别，

将易通行赋值 1，不易通行赋值 0，不能通行赋值-1，如图 4-4。通过查阅资料发

现，坡度在 10°以下时，越野车的机动速度和机动方向不受影响；坡度在 10°-20°
之间，基本影响越野车的机动方向，但行驶时速度略受影响，耗费燃料增多；坡

度在 20°-30°时，越野车机动的灵活性和机动方向收到限制；30°以上的坡度通常

视为不可通行。道路通行能力和坡度范围的关系见表 4-2。 
表 4-2 道路通行能力和坡度范围关系表 

图 4-4 类别示意图 

（3）生成分析矩阵

根据栅格数据的行列生成每个网格单元的坡度，再根据表 4-2 进行通行能力

等级的划分，生成通行能力矩阵 [ ][ ]M m n ，如下式子表述： 

1 20

[ ][ ] 0 20 30  0 i m,0
1 30

slop

M i j slop j n
slop

 
      
 









其中：m、n 为栅格格网的行列数。 
4.2.3.2 特定北斗导航中的植被影响分析及情报信息提取 

越野车在野外机动时，大面积树丛是越野机动的主要障碍之一，同时植被的

株距、胸径、类型是影响机动的主要因素。在植被因素分析方面，将地表拟合成

平滑曲面，然后按照与 DEM 格网的同一尺寸对地面进行格网划分，并对每个单

元的通行能力进行分级，实现通行能力量化。

（1）高分影像自动识别植被

植被对越野机动的程度因类型而异，灌木丛和大面积的森林对越野机动造成

很大阻碍，本文采用基于最大似然算法的监督分类识别植被类型，同时利用遥感

影像自动判读方法，对植被的株距和胸径进行评估。最大似然法的自动识别步骤

为：

分级层次 易通行 困难通行 不能通行

坡度范围 无坡度 10°以下 10°~20° 20°~30° 3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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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一：构建训练样本

步骤二：根据训练样本，构造出各种类型的多维正态分布模型（实际上就是

各类型出现数据向量的概率）

步骤三：对未知类别的向量通过贝叶斯公式计算属于各个类别的概率大小

步骤四：比较各个概率，概率最大的就是数据向量的类别

通过上述方法可以得出植被的类型（灌木、林域），再结合影像比例尺对株

距和胸径进行评估。

（2）通行能力分析

由上述方法得到植被的类型、株距、胸径等信息后，同样将所导航地区的通

行能力分为三个等级：易通行、不易通行、不能通行。对于越野机动而言，灌木

丛对于车辆来讲属于不能通行地域，另外在大面积丛林中凡株距大于 4 米的林域，

且以厘米为单位的胸径值小于越野车以吨为单位计的重量值的
1
2
时,视为易通行

的林域；若株距在 2-4 米之间且胸径值为越野车自重的
1
2
到全重时,为通行困难,

因为越野车机动时,有可能撞倒个别影响车辆转弯的树木,减缓运动速度；如果株

距小于 2 米,或者株距虽在 2-4 米之间,但胸径大于越野车全重时,则为不能通行林

域。道路通行能力和植被因素的关系见表 4-3。 
表 4-3 道路通行能力和植被关系表 

（3）生成分析矩阵

根据所划分格网的行列对每个单元格进行植被类型、胸径、株距的估算，再

根据表 4-3 进行通行能力等级的划分，生成通行能力矩阵 [ ][ ]S m n ，如下式子表

述：

11 distance>4 & DBH< weight,type=Forest Domain
2

1[ ][ ] 0      2<distance<4  & weight DBH<weight , type=Forest Domain
2

1 distance<2  or  2<distance<4 & DBH>weight , type=Forest Domain  /  type=Bus

S i j  

 h

 0 m,0 n     i j










   

其中：m、n 为栅格格网的行列数。 
4.2.3.3 特定北斗导航中的水系影响分析及情报信息提取 

越野车在野外机动时，大面积水体是越野机动主要障碍之一，同时水系的类

型是影响机动的主要因素。在水系分析方面，采取与植被分析同样的办法进行水

系层格网划分并对通行能力的等级影响分级。

（1）高分影像自动识别水体

分级层次 易通行 不易通行 不能通行

植被类型 林域 林域 林域 灌木丛

条件

株距>4m 且

胸径(cm)<
1
2

车重(t) 

2m<株距<4m 且

1
2

车重 (t)< 胸径

(cm)<车重(t) 

株距<2m 或胸径

(cm)>车重(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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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水体的方法仍采用基于最大似然算法的监督分类来在地表中识别水体，

同时利用遥感影像自动判读的方法对水体类型进行区分。

（2）通行能力分析

由上述方法得到水系的类型之后，同样将所导航地区的通行能力分为三个等

级：易通行、不易通行、不能通行。实际的分析中，水体主要有江河、湖泊和沼

泽等类型。江河、湖泊对于越野车来讲是不能通行水体，同时对越野车而言，泥

深不超过 10cm 时为易通行地域；泥深为 10cm-30cm 时不易通行；泥深大于 30cm
为不能通行。道路通行能力和水系关系见表 4-4。 

表 4-4 道路通行能力和水系关系表 

（3）生成分析矩阵

根据所划分格网的行列对每个单元格进行水系类型的判断，再根据表 4-4 进

行通行能力等级的划分，生成通行能力矩阵 [ ][ ]N m n ，如下式子表述：

  
1 depth<10 , type=Swamp
0  10 depth<30 , type=Swamp  0 m,0 n 

1 depth>30 , type=Swamp / type=Lake / type=River
N i j i j


     


其中：m、n为栅格格网的行列数。 

4.3 特定北斗导航情报信息的多要素叠置分析 

叠置分析是一种常见的图层分析方法，将两个及以上地区的地理图层转化至

同一坐标系下，在合成的新的区域范围内进行属性分析。本文采用栅格数据叠加

分析的方式对区域内的道路通行情况进行分析，该方式的核心是空间逻辑运算，

具有实现简单、高效便捷等特点。本文将满足地貌、水系及植被三个要素分析都

是易通行的区域定义为易通行区域；均不满足的为不能通行区域；其定义为难通

行区域。

（1）易通行区域
     1R M S N  

（2）不能通行区域
     2R M S N  

（3）不易通行区域 3 1 2R R R R  

M:地貌要素， M ={道路，或坡度<10°、土质较硬的可通行区域}

S:水系要素， S ={避开湖泊、水库、水塘、河流等的区域}

N:植被要素， N ={无林地、灌丛、沼泽等障碍物区域}

R:待分析整块区域。 

由高分影像获取地理空间情报的过程如图 4-5。 

分级层次 易通行 不易通行 不能通行

水系类型 沼泽 沼泽 沼泽 湖泊 江河

泥深（cm） 10cm 以下 10cm-30cm 30cm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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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整体流程图

五、地理空间情报综合整编与北斗导航服务 

现代生活中用户所需要的不仅仅是路径导航，丰富的附加信息已经成为导航

信息服务不可缺少部分，位置及环境的动态变化使空间数据成为用户重要的信息

需求，而导航系统正是通过不断完善自身功能来满足不同用户对各类空间相关信

息的需求。野外导航所需的地理信息具体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种：空间几何信

息，包含地理信息拓扑关系、几何位置和几何形状等，是地图的基本信息数据；

基本信息，包含地貌要素、水系分布、株距等；增强信息，包含指向性地标等；

路线指引信息，提供点位之间的路线指示信息等。本文为用户提供的导航任务交

互模
型如图 5-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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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图 5-1 导航任务交互模型 

丰富的附加信息可以通过地理空间情报整编获得，地理空间情报整编是对地

理空间数据及分析结果进行整理和编制，形成标准地理空间情报产品的过程。在

本文中就是对所分析的地形数据、植被数据、水系数据进行有机融合，并进行分

析，整个过程就是本文第四部分的内容。然后将所分析内容结合用户进行导航时

的现实条件输入到系统中，进行野外辅助导航。

本文利用高分影像以及相关算法提取出了地理区域内的空间情报信息，利用

基于地理空间情报整编的认知模型将地理信息数据镶嵌到导航系统中，增强使用

者对地理环境的认知并辅助其采取决策。在活动过程中，每条路线根据实时变化

的环境进行附加信息检索以及环境要素权重的动态调整生成价值信息，由于环境

要素对用户的影响强度不断变化，因此这个过程中权重也会随着时间不断变化。

通过对价值信息的分析从而得出价值结论并将其输入决策系统，在决策系统中，

价值结论会根据趋避理论进行比较，通过比较会得出各路线的优先强度，当其中

某条路线的强度达到一定的阀值时，会驱动执行系统输出被选择路线。本文提供

的路线选择决策模型如图 5-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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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图 5-2  路线选择决策模型

六、结语

北斗卫星虽然已完成全球组网，并开始进行全球定位服务，但其推广度与使

用范围不够广泛，导致其与 GPS 系统的使用量仍存在一定差距，本文旨在推广

北斗导航服务，将其与高分卫星结合使用，尽最大可能发掘其功能与优势，通过

高分影像提取取地理空间情报，通过叠置分析得出坡度、植被、水系等地理要素

对野外行进的影响，再将得到的产品与北斗导航相结合，为车辆在未知地区针对

越野机动提供导航保障。

随着近些年越来越多的极限运动爱好者加入到越野跑等运动的队伍中，在对

未知、多变、不可预测背景的无限追求的过程中极限运动者的安全问题越来越受

到重视，如何为运动员们规划出安全而又能满足极限需求的路线是一个很大的问

题，本文利用影像与情报相结合技术为人们设计出满足需求的路线，同时还具有

更新周期快，成本低，数据准确，方便营救等独特优势。相信在未来北斗会渗透

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我们提供更加便捷，更加全面的服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十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15



基于射频能量收集和北斗定位求救系统的设计 

【摘要】本文是基于 RF 射频能量收集技术和北斗或者是 GPS 定位系统设计的一

种定位求救系统。现在的绝大多数的智能设备的供电大多采用电池供电或是电源

供电的方式。在日常生活中，无线移动发射与接收电磁波的设备数量越来越多，

那么将这些电磁波能量收集作为一种新的微能源，在 RF 无线传感器收集能量

后，会通过整流电路，倍压电路将收集能量转换为可利用的能源。采用该能源供

电可以解决无线传感器电源布线和电源使用时间受限的问题。本文将介绍RF 能

量收集传感器与北斗定位系统相结合的野外定位求救系统，将这两种传感器相结

合，目的在于解决在野外探险或者是士兵单兵作战时备用电源使用时间有限的问

题。在未来也可将北斗定位模块和 RF 能量收集装置安装在工程桥梁、隧道等地

点监测其变形情况。 

【关键字】天线阵列 整流电路 能量收集 北斗定位系统 RF 能量收集 

【Abstract】添加英文版的摘要 

1 研究背景及意义 

射频能量采集技术事实上已经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了，自从提出到现在的时间

也有几十年了。阻碍这个技术发展的主要因素是能量采集系统的自身功耗过

大，致使采集系统的采集端实际采集到的能量满足不了负载的能量需求，所以供

应端与需求端无法平衡。但是随着现在的半导体和集成电路制造的工艺技术的飞

速进步，电路和电子元件已经大幅度降低了自身功耗，所以此系统又具有了很大

的研究价值。近年来，随着无线通信技术和微电子技术的飞速发展，各种无线电

子产品都出现在人类生活中，给人类生活带来了很多便利。这些无线电子产品的

无线传输都是带信息和能量传输的，也就是说电磁波能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存在

越来越多。如何开发利用我们生活中自由存在的微弱电磁波能量，并将其转化为

电能提供给可穿戴的电子产品或自供电传感器使用。目前，一些自供电传感器成

为了热门的研究领域，从环境中获取可再生能量并转换为电能，供低功耗电子产

品持续稳定工作[1]。 

基于电磁波的射频能量采集系统对比光能、太阳能等许多自然能源的能量采

集系统有诸多优点。比如在高温、严寒、强电磁辐射等十分恶劣的环境下，更换

电池繁琐且具有安全隐患，但采集系统不会受天气条件和自然环境影响。电磁波

可以来自于手机信号、WIFI 信号、广播信号、电视信号、基站信号等多种能量来

源，而且广泛的应用于环境检测、医疗设备、物联网等诸多领域。射频能量采集

系统不但节能环保，而且可以与大量的新兴产业互相融合，由此可见，其将具备

广阔的市场应用前景。 

  并且近年来国家大力发展北斗卫星定位系统，特别是今年北斗三号全面组

网成功，将会实现从为亚太地区提供服务到为全球实现定位的巨大跨越。近几年

来，北斗卫星的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也越来越普遍，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此创

新应用方案就是瞄准于此，将北斗定位系统与 RF 能量收集装置结合起来，将此

应用于野外探险与单兵作战，相信在未来得到更加广泛的应用。 

2 研究现状及相关知识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BDS）是

中国自行研制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是继美国全球定位系统（GPS）、俄罗斯格

洛纳斯卫星导航系统（GLONASS）之后第三个成熟的卫星导航系统。北斗卫星导

作    者：王德鑫、杨迪、董国海、董妍妍
指导教师：徐涛
学    校：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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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系统（BDS）和美国 GPS、俄罗斯 GLONASS、欧盟 GALILEO，是联合国卫星导

航委员会已认定的供应商。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由空间段、地面段和用户段三部分组成，可在全球范围

内全天候、全天时为各类用户提供高精度、高可靠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并

具短报文通信能力，已经初步具备区域导航、定位和授时能力，定位精度 10

米，测速精度 0.2 米/秒，授时精度 10 纳秒。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由空间段、地面段和用户段三部分组成，空间段包括 5

颗静止轨道卫星和 30 颗非静止轨道卫星，地面段包括主控站、注入站和监测站

等若干个地面站，用户段包括北斗用户终端以及与其他卫星导航系统兼容的终

端。 

3 设计方案 

3,1 自供电无线传感器的架构 

基于 RF 能量收集的北斗定位系统由射频能量收集模块、能量管理模块以及

北斗定位模块三部分组成。射频能量收集模块主要捕获环境中的电磁波能量，

为北斗定位系统供电，而能量管理模块主要是负责能量管理，以及低功耗的工

作模式。 

图 1.1  基于 RF 能量收集的无线传感器系统结构图 

射频能量收集模块通过接受天线捕获环境中的特殊电磁波能量，然后经过

匹配网络、整流电路转换成直流能量储存和管理，进而将能量提供给北斗定位

模块实现定位求救服务。 

为了保证定位系统能够持续工作，射频能量收集装置应该需要较高的 RF-

DC 转换效率和稳定的输出电压，可以通过采用多频天线或者是采用常见的阵列

天线的方式来增加接收天线的增益，增加天线除了能够较好的提高 RF-DC 的能

量转换效率之外还能够增加北斗定位系统信号强度。为了使系统尽量能够增加

工作时长，尽量采用低功耗元件。射频能量收集模块是对微能量的捕获以及积

累，能量需要长时间的收集才能使北斗定位系统正常工作，定位系统的功耗越

低，那么系统的工作时间就会越长。 

在 20 世纪中期，微带天线的概念就被提出，它是在一块厚薄远小于波长的

介质基片的一面以金属辐射片、一面全部铺金属薄层作为接地板而成；辐射片

可以根据不同的要求设计成各种形状。微带天线具有质量轻、体积小和易于制

造等优点，现如今，它已经广泛应用于个人无线通信[30-34]中。微带天线图如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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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矩形微带天线结构 （b）侧视图 (c) 俯视图

在如今高速信息智能时代，WiFi 信号广泛分布，特别是商业圈、学校、写

字楼等处处存在。WiFi 作为当今使用最广泛的一种短距离无线通信技术，与蓝

牙、ZigBee 等无线网络均采用 IEEE802.1 标准。该通信频率段采用 2.4GHz 和

5GHz 两个频率段，其中 2.4GHz 频率段为全球上很多国家采用。为了获得更多

的射频能量，本文将设计制作一种针对 2.4GHz 信号的高增益的矩形微带天线。 

为了能够捕获更多的信号，可以增加接收天线增益的方式来提高能量收集

的效率，天线阵列将使用四组，天线单元，组成一个高增益的 2x2 微带天线阵

列，天线单元组合采用并联馈电的面阵形式。 

2.2 倍压整流电路： 

传统倍压整流电路 

传统的整流电路错误!未找到引用源。就是将交流电压转换为直流电压，倍

压整流电路就是利用二极管的特性和导引作用，将电压分别存储到各自的电容

上，然后按照极性相加的原理串联起来，输出高于输入的电压，如图 3.1 所示

为二倍压整流电路错误!未找到引用源。工作原理。 

首先交流电源 AC 输入为正半周期（上正下负）时，输入交流电源与电容

C1、二极管 D1 形成回路（顺时针回路），交流电源 AC 给电容 C1 充电，充电至

交流电压 AC 的峰值V ，此时二极管 D2 处于截止状态，C2 无法构成回路；当

输入电源 AC 为负半周期(上负下正)时，二极管 D1 处于截止状态，由于 C1 的极

性和电源极性方向一致，所以 C1 可以看作是电源的一部分，输入交流电源 AC

和电容 C1 构成总电源，和二极管 D2、电容 C2 构成回路（逆时针回路），给电

容 C2 充电，充电最终电压为电容 C1 和交流电压峰值之和，经过数个周期后，

电容 C2 的电压渐渐地升高为输入电压的二倍即2V ，这就是二倍整流电路原

理。 

图 3.1  二倍整流电路工作原理 

高频倍压整流电路 

在高频电路中传输线作为能量传输的载体，微带传输线的阻抗是和输入端的

幅值和频率大小有关，通常情况下，传输线在某一处的电压或是电流是由传输的

电压或电流是由该点的入射波和反射波叠加而成的。针对高频电路，微带天线输

出阻抗为 50 欧，为了使得传输效率达到最佳的效果，倍压整流电路的输入端口

AC

C1

C2D1

D2

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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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要添加阻抗匹配电路，然后再使用倍压整流电路。本文使用的倍压整流电路将采用

Greinacher 电路设计思路，使用两组极性相反的 Greinacher 电路组合而成，最

后输出四倍的电压。先设计好倍压整流电路，然让后使用阻抗匹配电路，将微带

天线阵列与倍压整流电路连接，使得能量传输效率达到最佳的效果。倍压整流电

路如图 3.2 所示，电路有两组 Greinacher 电路组合，上半部分由电容 C1、二极

管 D1、二极管 D2、电容 C3 组成一个 Greinacher 电路，此电路部分为正极性；

下半部分由电容 C2、二极管 D3、二极管 D4、电容 C4 组成一个 Greinacher 电路，

此部分电路为负极性，DC+与 DC-的电势差为四倍的输入电压。 

图 3.2  倍压整流电路 

2,3 整流二极管选型 

整流电路分单管整流、半波整流、全部整流以及本文用的倍压整流方式，这

些整流电路大多采用整流二极管整流，整流电路的整流效率的高低是整流电路很

关键的一个衡量标准，所以整流二极管的选择以及匹配情况起着很大的作用，同

样的结构电路，使用不同类型的二极管，整流效率也会有很大的区别。 

对于射频倍压整流电路而言，由于频率较高，周期变化快即电源正负变化较

快，所以整流二极管[32]必须要有较高的开关速度。此外，由于射频能量采集系统

所收集的都是能量比较微弱、功率比较低的射频信号，就要求所选择的二极管还

需要有较低的开启电压和正向导通压降。综上所述，倍压整流二极管必须具备三

个条件： 

(1)、具有高速的开关速度

(2)、具有低的开启电压

(3)、具有低的正向导通压降

3 阻抗匹配设计 

阻抗匹配是端阻抗匹配信号源所连接的传输线的输入或者输出端处于阻抗

匹配状态，即传输线的特性阻抗与信号源内阻或者负载阻抗的相位和大小都相等。

否则，为阻抗失配状态。设计阻抗匹配是为了让高频信号在传输过程中会有很少

的损耗或是无损耗，尽可能的让负载将能量全部吸收。 

传输线在输入端阻抗匹配时具有最大功率，而传输线在输出端阻抗匹配时只

有向终端传输的电流波与电压波，负载吸收所携带的全部能量，通常用电压反射

系数衡量阻抗匹配的程度。如果出现反射波，负载不能全部吸收传送到传输线终

端的功率，传输效率大大降低；如果提高传输效率，传输线的介质可能会被电流

和电压的波腹损坏；当传输线始端的输入阻抗随频率的变化输送多频信号时，就

Matching
Circuit

D1

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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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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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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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由于机线阻抗不匹配发生失真。因此在传输过程中会尽量避免出现阻抗失配的

现象。为了保证捕获的特殊信号在传输过程中损耗降低，需要在天线阵列和倍压

整流电路之间应设计一个完美的阻抗匹配电路，这样可以使得能量的传输效率有

很大的提高。 

4 射频能量收集模块实验与测试 

在室内环境中，射频能量收集模块输出电压大小与射频发射源之间的距

离，最左侧是天线阵列 2x2 的阵列，使用阻抗为 50 欧的射频线将倍压整流电路

连接，最右侧有一个二端口的电压输出端子。 

RF 能量收集模块实物图 

射频能量收集模块测试环境，在室内环境 WiFi 条件下，能量收集模块的天线阵

列距离 WiFi 发射源不同距离，天线阵列接收的功率会不一样。 

定位模块系统能量图 

无线传感器系统可以工作在以下四种工作模式： 

第一种最常规的方式，首先由倍压整流电路输出电压，临时存储在一级储能

池，手动连接方式将能量传递给升压模块，最后升压模块的输出电压直接供给无

倍压整流
电路 

一级储能 
直接连接 

升压模块 
手 动 或 者是 自动 连

二级储能 
电容或是超级电容供电 

北斗定位系统 

升 压 输 出 直

接 供 给 定 位

模块 

将电容或超级电容能量

供给定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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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传感器系统工作。 

第二种相比第一种，多了二级储能，升压模块输出的电压，先暂存在二级储

能器件中，然后再提供给无线传感器系统，这种方式可以为无线传感器系统提供

足够的能量。 

第三种相比第一种，将一级临时存储能量与升压模块连接采用自动连接的方

式，这种连接方式可能需要无线传感器系统根据实际环境 WiFi 的能量强度来提

供控制开启连接的的周期。 

相比第三种方式，多了二级储能方式，将升压输出的能量先保存到电容或是

超级电容中，然后将能量提供给无线传感器系统。 

第一种工作模式是做简单的工作过程，升压模块输出的电压直接提供给无线

传感器系统工作，但是在第一级储能和升压模块之间的连接需要手动的切换不利

于自动化工作模式。第二种工作模式，多加了二级储能，这样做可以为无线传感

器系统能够提供足够持续的能量，符合无线传感器系统中存在大量的传感器采集

系统，缺点和第一种一样不利于自动化工作模式；第三种工作模式，改变了第一

级储能和升压模块的连接方式，采用自动连接的方式，这个可能需要无线传感器

系统提供控制周期的时间，以达到持续自动化工作模式。第四种工作模式，采用

自动将一级储能连接升压模块、增加二级储能模式，从理论上来将，这种工作模

式是最理想的，既解决了自动化切换供能量过程，也解决了无线传感器系统的监

测传感器的数量问题。这种工作模式是最难实现的的，因为既要考虑无线传感器

系统的工作周期，也要考虑周围环境 WiFi 的强度，也就是说周围是否能够提供

足够的能量提供无线传感器系统持续稳定工作。 

5 微能量升压模块 

升压模块在无线传感器系统中是很关键的一个过程，传感器、低功耗控制芯

片、无线传输信息等电子元器件，这些工作过程除了需要足够的能量，还需要能

量源能够为这些元器件提供稳定的额定电压。升压模块在这里好比一个转换器，

假设转换没有损耗，能量源就好比水杯和水盆中的水，水盆就好比微能量存储。

虽然水盆中有很多的水，但是水盆中的水位依然很低，然而可以将水盆的水倒入

水杯中，此时水的体积依然一样，但水杯的水面会上升。升压模块在本文设计中

就起着转换的作用，将能量源的低电压升压到需要的的电压范围。 

本文所设计的北斗定位系统的供电来源是射频能量收集模块收集的能量，射

频能量收集模块收集的能量比较弱，所收集的能量的电压是比较小的，所以选择

升压芯片应具备尽量低的输入启动电压或者工作电压，这样才能满足射频能量收

集模块的要求。 

STM32F407 微处理器需要协调传感器采集数据、无线数据传输、能量存储控

制等操作，微处理器执行这些操作都是自动的，所以微处理器需要可执行的程序

运行。基于 RF 能量收集的无线传感器系统中，低功耗硬件系统是必不可少的，

各个硬件的运行还的需要微处理器中的程序来协调控制各个模块的运行。在本文

设计中程序设计也是起着重要的作用，程序设计的合理，各个硬件模块就可以稳

定持续的工作。微处理器 MSP430 单片机程序是可编程下载到芯片中，按照程序

设计方式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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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程序流程图

左侧为主程序运行流程图，右侧为中断服务函数流程图。主程序流程图开始，

初始化时钟、定时器、按键和开启中断，然后进入低功耗模式。微处理器进入低

功耗模式，处于最低的功耗状态，在这一段时间，射频能量收集模块收集能量。

能量收集模块获取到一定能量后，退出低功耗模式，开始北斗定位工作，发送定

位信息。 

在自然灾害多发地和道路、桥梁、隧道灯工程建设项目中，采用射频能量

采集技术可以减少现场环境实时监测的无线传感器设备的能源供应问题，不用

反复更换电池，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人力成本，真正实现了环保的无电池续航功

能。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进一步优化是系统更加的成熟与完善. 

6 性能分析 

该装置能够较好的收集环境中的射频能量，我们实验时所收集的是环境中

的由家庭中常见的无线路由器所发出的射频信号，并且能够较好的吸收环境中

的能量达到预计的实验效果。 

7 创新应用点 

本设计将北斗导航定位系统，RF 能量收集装置，能量收集及转换装置很好

的结合起来，具有环境友好型的特点，也是属于在新能源领域的一种创新，未来

在野外环境使用时可采用不同频段的 RF 能量收集装置实现对能量完美的收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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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到达定位求救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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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特殊的刑事执法形式，实质上是不使罪犯与社会隔离，

并利用社区资源教育改造罪犯的方法。通过对罪犯进行心理辅导等工作，督促

罪犯改正恶习，使其刑满释放后可以顺利回归正常社会生活。虽然我国社区矫

正的发展处于初步阶段，但政府对这种非监禁性刑罚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各地

司法机关在积极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各项基于社区矫正所进行的研究也应运而

生。由于犯罪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地理问题，所以将犯罪与地理分析相联系是犯

罪学和地理学的共轭课题，而社区矫正则可以通过这一领域的研究，将人员行

为轨迹与行为分析相联系。在如今社会中，娱乐场所中的非法活动从隐蔽、半

隐蔽向半公开、公开化发展，这些场所是各类治安隐患赖以滋长和生存之地。

犯罪地理研究可以解释这种敏感区域的成因以及敏感区域对矫正人员的影响，

使得对矫正人员进行犯罪趋势的分析成为可能，并保证了结果的科学性。

目前，国内司法社区矫正人员管理系统对监控对象行为轨迹的利用只停留

在位置实时监控和越界判断上，并未将矫正人员的行为轨迹与敏感区域的犯罪

地理研究相结合，对所记录的定位数据缺乏必要的分析与总结，忽视了城市中

的敏感区域对于社区矫正人员的不良影响以及矫正人员活动轨迹与其犯罪趋势

的相关性，对数据库中存储的海量监控对象轨迹信息缺乏必要的分析与处理，

对社区矫正监控对象没有统一的评判方法与一致的评价标准，对矫正效果的判

别不准确，对监控对象的跟踪监管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没有重点与非重点对

象的划分，缺乏自动化的监控管理。

针对此类问题，本团队开发了一个基于智能行为分析的社区人员监管系统，

通过对矫正人员的行为轨迹进行分析分析其活动轨迹与犯罪趋势的关系，为相关

部门提供矫正人员的状态以及危险行为预警，并提供智能化的社区管理方案。

本项目以实时更新的矫正人员行为轨迹的数据为基础，将犯罪地理学中的敏

感区域理论与人文地理学中的时空行为分析理论相结合，以南通市海门市作为实

验样区，采用与 GIS 相关的空间分析技术、空间统计技术，结合行为分析等技

术，对矫正人员的行为轨迹进行分析。系统结合北斗定位系统，对矫正人员进行

定位，提升监管的准确度并降低误报率；系统将通过分析累计算法，提取城市中

的敏感区域并进行敏感程度评分，通过计算矫正人员行为在敏感区域中出现的频

数，获得矫正人员的敏感评分，根据敏感评分的高低，做出相应的预警；系统还

通过个性化行为分析，对监管人员的住址、工作单位等日常生活的地点附近的敏

感区域选择性剔除或缩小计分范围，使敏感分数反映的评价效果更为客观。在实

际应用中，监管部门可以根据监管目的、犯罪类型等，自主调节敏感区域权重值，

针对不同监控目标设置不同的监控区域，使监管结果更加人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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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开发目的

社区矫正行为分析管理系统旨在利用当今的计算机及相关技术对社区的矫

正人员资料实现计算机化管理，有效提高矫正人员信息在审批、入矫、监管、教

育、考核、奖罚以及解矫等方面的办事效率与利用率，充分体现出信息利用的价

值。 

本项目旨在以矫正人员定位及实时轨迹信息为基础，结合GIS、犯罪地

理、犯罪分析、北斗定位等多门学科或技术，确定其重点活动范围，智能地分

析行为轨迹与矫正人员行为倾向的相关性规律，从而构建出预测监控对象的犯

罪趋势的分析模型（行为分析模型），并利用HTML网页技术、ArcGIS Server
服务、Java编程语言等，辅以监控设备设施设计并实现一种新型的个性化社区

矫正管理监控系统，帮助监控人员对受控对象进行个性化的管理教育；本项目

也会以社区矫正作为切入点，将个性化行为分析技术进一步展开为一个崭新的

研究方向，引起相关领域研究人员的注意。

3 开发流程

3.1 需求分析： 

经过本团队的调查，发现社会上的社区矫正系统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系统管理手段较为陈旧

2）缺乏智能管理手段

3）功能不够全面

4）对监控对象轨迹信息缺乏必要的分析与处理

对此我们团队独立开发了一款基于智能行为分析的司法社区矫正系统，以达

到减少人力物力消耗，提高监管效率和准确率，为相关部门提供智能化监管方案

的目的，填补社会上在这方面的空白。 

3.2 概要设计：

3.2.1 监控系统交互界面

监控系统的客户端是 B/S 架构的浏览器端。在浏览器中，本系统可以实现

社区矫正管理监控平台的数据展示与管理工作，如档案管理、异常报错、系统

配置、信息交互等。其功能分区主要有： 

1) 标题栏与快捷操作区

2) 主要功能菜单

3) 地图与地理对象区

4) 警告与信息通知窗口

3.2.2 行为分析管理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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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到计算模块得出的敏感评分（小时）/（日）后，系统可以将其显示于

操作界面上：“监控对象信息”与“行为分析窗口”。系统支持对敏感评分进行

智能分析，敏感评分达到一定阈值 N 后，由系统自动向矫正人员发送警告消

息，同时向监管者发出通知消息，由用户决定是否进行人工管理，从而实现个

性化的行为分析管理功能，从而更好的分析监控对象的行为趋势。系统采用了

专利《基于时间累积模型的人员状态信息检测方法》（201610802619.3），提高

了敏感评分的客观性。同时，使用者可根据所在地情况，自行添加敏感区域。 

图 1 监控区域信息 

图 2 敏感区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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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行为分析窗口 

图 4 监控对象信息 

3.2.3 区域封锁与警告模块

为了防止社区矫正人员的活动范围超过安全部门的指定社区矫正区域，系

统可以通过设定一定的封锁区域，并在矫正人员超出区域时对相关监控人员进

行警告。封锁区域可以进行自定义，监控人员可以通过管理系统的地图界面自

定义限制范围。在对象越界时，系统可以通过警告提示音、系统通知等方式通

知管理员，并在管理平台上显示矫正对象越界后的详细定位信息。同时，项目

组采用了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技术进行边界判断《一种降低司法矫正管理系统

越界误报率的方法》（201510226047.4），提升准确度并降低误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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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监控区域添加 

图 6 监控区信息列表 

3.2.4 系统功能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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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系统架构图 

3.2.5 详细设计

本系统主要以建立适合于不同矫正人员的个性化行为分析模型作为要点，

故首先应实现其基础：敏感评分的计算功能。（行为分析核心模型申请的国家发

明专利处于实质审查阶段） 

社区矫正人员敏感程度评分计算： 

（1）在预警犯罪事件的发生中，社区矫正人员轨迹点与既定敏感点之间的

距离 S 是主要的影响因素，因此计算敏感点与轨迹点的距离 S(Pn,Gm)：

S(Pn,Gm)=

式中，Gm（m=1，…M）为敏感点；Pn (n=1，…N）为轨迹点；x,y 分别

为点的横纵坐标值。 

（2）将每个轨迹点和所有敏感点进行计算，并根据（S(Pn ,Gm )-Sr）>0
进行区域落入检测，其中 Sr 为敏感点阀值，即敏感区域半径。

（3）记检测成功的点数为 Nm (Gm )，若 Nm (Gm ) Nmin ,则进入计

分系统，分别对每个敏感区域的轨迹点进行计分。式中，Nmin 为敏感区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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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少轨迹数。 

Nmin = ( 为计分最少停留时间，t 为相邻连续轨迹点的时间)

（4）对单个社会矫正人员进行单日的区域敏感程度评价：

SC=∑ (m=1,…M)

其中， 为每个敏感区域的计分级别， 为其他的影响参数。

（5）分别对每人进行以上流程，计算出分值 SC 与既定的 SCmax 进行比

较，记录。 

4 技术手段

本系统采用 Java 编程语言进行 Web 开发：网站系统采用了 Struct2 应用框

架，计算功能模块（定时）则使用了 Servlet 监听器进行初始化。

在网页架构上，项目以 HTML5 语言为基础，使用 ArcGIS JavaScript API
进行地理显示，并利用 JQuery 与 CSS3 实现动画及复杂计算效果，使用

Bootstrap 架构优化显示效果并实现响应式页面，使用 JSP 与 Ajax 与后台进行数

据沟通，提高系统的流畅程度，同时采用了合理的算法，提高了行为分析的精

确度。 

系统的地理处理与计算功能是使用 Java 语言自行设计并实现的，同时使用

自主设计的数据结构进行存储、计算与传输。 

4.1 系统总体架构 

系统主要由三部分组成：浏览器监控平台、移动监视定位终端、数据处理

服务中心。根据要求，监控人员需携带具有北斗定位功能的移动终端以监控其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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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系统架构图 

4.2 系统存储结构 

项目使用 MySQL 数据库进行数据存储，若将来项目规模扩大，引入

ArcGIS Server 等，则可以采用甲骨文或 SQL Server 数据库配合 ArcSDE 进行存

储以提升稳定性与效率。 

图 9 轨迹点数据存储结构 图 10 敏感评分数据存储结构

图 11 监控对象数据存储结构 图 12 监控封锁区域数据存储结构

图 13 敏感区域数据存储结构 图 14 用户数据表 

图 15 敏感区域评分数据存储结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十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32



9 

5 创新特色

1) 将矫正人员的行为轨迹与敏感区域的犯罪地理研究相结合，关注了矫正

人员活动轨迹与其犯罪趋势的相关性，包含对矫正人员行为趋势进行分

析的功能。

2) 系统的核心功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其中封锁区域监控采用项目组的专

利《一种降低司法矫正管理系统越界误报率的方法》（201510226047.4）
（已授权），行为分析模块采用了项目组的专利《基于时间累积模型的

人员状态信息检测方法》（201610802619.3）（实质审查阶段），并且该系

统已申请软件著作权《PBA System 司法社区矫正管理系统》。

3) 系统可根据监管部门需求，自主调节敏感区域权重值，设置不同的监管

区域，提高监管的准确率。

4) 系统通过个性化行为分析，考虑矫正人员的个性化差异，对监管人员日

常活动地点附近的敏感区域选择性剔除或缩小计分范围，使敏感分数反

映的评价效果更为客观，减少了资源的浪费。

5) 系统采用更为精确的算法，降低了监管人员出界的误报率。

6) 系统操作简单易懂，面向基层社区矫正管理人员。

7) 系统使用多种开源架构与功能模块，体量轻盈，功能较为完备。

8) 系统的开发与研究受到江苏省教育厅支持（江苏省大学生科研创新项

目）。

9) 系统具有真实的数据与实验样区，与对口单位进行合作。

6 功能介绍

6.1 信息功能 

1) 发送消息（可设置发送对象的设备号码，信息的类型以及信息文本的内

容）。

2) 历史信息（可基于设备序列，消息类型，消息文本中的关键字查询历史

消息）。

6.2 档案管理 

1) 矫正人员列表

通过矫正人员列表，查看矫正人员的具体信息，如姓名、设备代码、身

份证号、性别、年龄、服刑开始时间、服刑期限等信息。

2) 查询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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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需要查询的信息，在查询列表中输入字段进行查询。

3) 添加矫正人员

在添加矫正人员对话框中进行信息的输入，输入完成后将其添加进系

统数据库中。

6.3 行为分析 

1) 敏感分数统计

对话框显示行为分析的敏感计算分数，高于 100 分采用红色标识其较

高的危险性，在 50 至 100 分之间采用黄色标识其适中的危险性，在 0 至 50
分之间采用绿色标识其较低的危险性。 

2) 敏感区域添加

对敏感区域进行添加，点击绘制点，在地图上确定敏感区域的位置，输

入敏感区域的名称和类型进行添加。

3) 敏感区域删改

输入查询字段对敏感区域进行查询，对敏感区域进行删除或者修改。

6.4 区域监测 

1) 监控区域列表

结合北斗定位系统及基于智能分析的监控装置，可对矫正人员进行监测

是否越出或在敏感区域长时间停留，从而发出警告。在该列表中可添加、

删改监控区域，对检测区域进行修改。

2) 监控区域添加

在地图上绘制多边形，输入监控区域的名称，完成监控区域的添加。

3) 监控区域删改

通过区域删改功能，输入查询字段对监控区域进行查询，对检测区域进

行删除和修改。

6.5 系统设置 

1) 界面设置

用户可自行修改界面设置。

2) 密码修改

修改用户密码。

3) 用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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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当前用户情况，包括用户名、姓名、归属、类型、权限和状态，这

些信息存储在服务器的数据库中。

6.6 功能帮助 

1) 常见问题

用户发现问题可进行反馈。

2) 关于

查看关于系统的概况，可通过点击“与我联系”，发送邮件给作者。

7 典型界面

图 16 系统登陆界面 

图 17 操作系统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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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报警信息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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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代码举例 

//判断点与多边形的位置关系（多边形内 1 多边形边上 2 多边形外 0）
function raycasting(coordPnt, atAreaPoints) {

var count = 0;

var p1 = new Point();

var p2 = new Point();

for (var i = 0; i < atAreaPoints.length; i++) {

p1 = atAreaPoints[i];

if (i == atAreaPoints.length - 1) {

p2 = atAreaPoints[i];

} else {

p2 = atAreaPoints[i + 1];

  } 

if ((coordPnt.y >= p1.y && coordPnt.y <= p2.y) ||

(coordPnt.y >= p2.y && coordPnt.y <= p1.y)) {

var t = (coordPnt.y - p1.y) / (p2.y - p1.y);

var xt = p1.x + t * (p2.x - p1.x);

if (coordPnt.x == xt)

return 2;

if (coordPnt.x < xt)

++count;

  } 

 } 

if (count % 2) {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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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敏感分数累计 

public class DaySensitiveScoreCalc { 

private int areaEveRan = 100; 

private int minTimeLen = 20; 

private SimpleDateFormat dateFormat = new SimpleDateFormat("yyyy-MM-dd 

HH:mm:ss"); 

SqlHelperBean sqlHelper; 

public DaySensitiveScoreCalc() { 

  } 

public int calcPepScore(int pepID, String pDate) { 

  int Score = 0; 

List<SensitiveAreaPresentRecordModel> presentRecordList = new ArrayList(); 

SensitiveAreaPresentRecordModel tempRecord = null; 

  try { 

   this.sqlHelper = new SqlHelperBean(); 

   List<SensitiveAreaStructures> sensitiveAreaList = 

GetSensitiveAreaBean.getSenAreaList(); 

List<TrackPointStructures> PepDayTrack = 

this.sqlHelper.returnPepDayTrack(pepID, pDate); 

   assert sensitiveAreaList != null; 

Iterator var8 = sensitiveAreaList.iterator(); 

while(var8.hasNext()) { 

  SensitiveAreaStructures senArea = (SensitiveAreaStructures)var8.next(); 

int calcPntGra = senArea.getAreaTypeGra(); 

Iterator var11 = PepDayTrack.iterator(); 

  while(var11.hasN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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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kPointStructures Point = (TrackPointStructures)var11.next(); 

    double disTemp = 

MapDistanceMeasurementBean.getDistance(Point.getsCoordX(), Point.getsCoordY(), 

senArea.getaCoordX(), senArea.getaCoordY()); 

  if (disTemp <= (double)this.areaEveRan) { 

 if (tempRecord == null) { 

 tempRecord = new SensitiveAreaPresentRecordModel(); 

 tempRecord.calcPntGra = (double)calcPntGra; 

 tempRecord.startTime = 

this.dateFormat.parse(Point.getpTime()); 

    } 

  } else if (tempRecord != null) { 

 tempRecord.endTime = this.dateFormat.parse(Point.getpTime()); 

presentRecordList.add(JSON.parseObject(JSON.toJSONString(tempRecord), 

SensitiveAreaPresentRecordModel.class)); 

 tempRecord = null; 

  } 

  } 

  if (tempRecord != null) { 

  tempRecord = null; 

  } 

   } 

var8 = presentRecordList.iterator(); 

while(var8.hasNext()) { 

   SensitiveAreaPresentRecordModel presentRecord = 

(SensitiveAreaPresentRecordModel)var8.next(); 

if (presentRecord.CountTime() >= (long)this.minTimeLen) { 

   Score = (int)((double)Score + presentRecord.calcPntGra * 

(double)presentRecord.CountTime());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十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39



16 

   return Score; 

} catch (Exception var15) { 

var15.printStackTrace(); 

   return -1; 

  } 

  } 

public List<SensitiveScoreStructures> calcDayScore(String pDate) { 

this.sqlHelper = new SqlHelperBean(); 

  List<SensitiveScoreStructures> senScoreList = new ArrayList(); 

List<MonitoringObjectStructures> manaPepList = this.sqlHelper.readManaPep(); 

Iterator var4 = manaPepList.iterator(); 

while(var4.hasNext()) { 

   MonitoringObjectStructures manaPep = 

(MonitoringObjectStructures)var4.next(); 

int pepID = manaPep.getPepID(); 

SensitiveScoreStructures senScore = new SensitiveScoreStructures(); 

int Score = this.calcPepScore(pepID, pDate); 

senScore.setPepID(pepID); 

   senScore.setCalcScore(Score); 

senScore.setCalcTime(this.dateFormat.format(new Date())); 

   senScoreList.add(JSON.parseObject(JSON.toJSONString(senScore), 

SensitiveScoreStructures.class)); 

  } 

return senScoreList; 

  } 

public Boolean autoCalcDayScore() { 

this.sqlHelper = new SqlHelperBean(); 

String pDate = GetTimeBean.getStrTomorrowDate(); 

List senScoreList = this.calcDayScore(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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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y { 

   return this.sqlHelper.insertAutoCalcScore(senScoreList, pDate); 

} catch (Exception var4) { 

var4.printStackTrace(); 

   return false; 

  } 

  } 

} 

//月敏感分数累计 

public class MonthSensitiveScoreCalc { 

    private SimpleDateFormat dateFormat = new SimpleDateFormat("yyyy-MM-

dd HH:mm:ss"); 

 DaySensitiveScoreCalc calcHelper = new DaySensitiveScoreCalc(); 

    public MonthSensitiveScoreCalc() { 

    } 

    public Boolean autoCalcPepMothScore() { 

 int score = false; 

 List<List<SensitiveScoreStructures>> senMonthScoreList = new ArrayList(); 

   Calendar c = Calendar.getInstance(); 

   int totalDays = GetTimeBean.getMonthDays(c); 

 for(int i = 1; i <= totalDays; ++i) { 

 c.set(5, i); 

   Date date = c.getTime(); 

   String strDate = GetTimeBean.getAssignStrDate(date); 

   senMonthScoreList.add(this.calcHelper.calcDayScore(strDate)); 

   } 

 return tru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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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相关成果 

图 19 一种降低司法社区矫正管理系统越界误报率的方法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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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基于时间累积模型的人员状态信息检测方法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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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与 GIS 结合的农机深松监测与作业评估系统 

【摘要】 

团队在长期的设计、试验、改进的基础上利用北斗定位开发此农机深松监测

与作业评估系统（以下简称系统）。系统由测量模块、机械装置、上位机软件以

及手机 APP 组成。系统能够实时、精准、高效地获取包括耕作深度、地理位置、

作业面积在内的一系列农耕信息，通过计算重耕、漏耕面积及平均耕深等参数对

整个作业质量进行评估，并给出适当的补偿作业方式等相关建议。系统通过上位

机软件实现数据可视化，借助手机 APP 实时分析耕深走势，给农机工作者最佳的

农耕作业信息反馈，并给出适当的作业补偿方式等建议。 

测量模块以 STC15 单片机为核心，结合超声波传感器和北斗+GPS 双定位模

块，精准测量农机耕深和地理位置信息；机械装置是指将地轮、平板和双平行四

杆相结合的机构，既能规避声波在测量复杂地面时的误差，又可以减小地轮仿形

过程中受到的阻力；上位机软件嵌入 GIS 技术，绘制图像由点及面，利用色带直

观展示耕深信息。用户也可以在作业结束后手动操作生成三维图像进行观察。此

外，利用 GIS 可以计算作业面积，进而对耕作质量进行分析。 

【关键词】北斗定位  深松检测  作业评估  仿形机构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long-term design, test and improvement, the team used Beidou 
positioning to develop the subsoiling monitoring and operation evaluation system for 
agricultural machinery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system). The system consists of 
measurement module, mechanical device, upper computer software and mobile phone 
APP. The system can acquire a series of farming information including tillage depth, 
geographic location and working area in real time, accurately and efficiently. The whole 
operation quality can be evaluated by calculating parameters such as heavy tillage, lost 
tillage area and average tillage depth, and relevant suggestions such as appropriate 
compensation operation mode are given. The system realizes data visualization by 
upper computer software, real-time analysis of tillage depth trend by mobile phone APP, 
gives the best feedback of farming operation information to agricultural machinery 
workers, and gives some suggestions on appropriate compensation methods. 

The measurement module is based on STC15 single chip computer and combines 
the ultrasonic sensor and Beidou + GPS dual positioning module to accurately measure 
the farming depth and geographic position in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The 
mechanical device is a mechanism that combines the wheel, flat plate and double 
parallel four-bar, which can not only avoid the error of sound wave in measuring 
complex ground, but also reduce the resistance of the upper computer software 
embedded in G-wheel profile. IS technology, draws the image from the point to the 
surface, uses the ribbon to display the farming information intuitively. Users can also 
manually generate three-dimensional images for observation after the operation. In 
addition, the working area can be calculated by using GIS, and then the tillage quality 
can be analyzed. 

作    者：王文浩、陈旭辉、丁兰香、尹思泽
指导教师：王宇、于秋叶
学    校：东北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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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Beidou Positioning  Deep Loosening Detection  Job evaluation 

Copying mechanism 

1.研制背景及意义

1.1 研制背景 

农机深松整地是提高粮食基础生产能力的有效措施。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大

力推广机械深松整地”，中央财政将深松整地作业纳入新增农资综合补贴资金支

持范围。农业部发布了《全国农机深松整地作业实施规划(2016-2020 年)》，明确

了农机深松整地的技术路线、发展目标和实施进度，提出十三五期间全国每年深

松作业面积 1.5 亿亩以上。 

国家近几年投入大量的资金到深耕整地补贴中，但存在部分农民虚报或谎报

耕深从而获取补贴。针对这一问题，国内已有不少科研机构设计完成智能深松检

测设备，并在一定范围内投入使用。一些设备可以取耕深数据，但获取的数据与

真实值还是有些误差，而且对于面积的测量方式显得过于繁琐，虽然也有一些精

度高、设计精巧的测量模块，利用倾角传感器，辅以指定的计算公式便能精确获

取耕深信息，虽然精度比较高，但是机械结构过于复杂，应用性不强，寿命短，

并且上位机软件的功能单一化，不够直观。而且这些方式只有耕作的深度信息，

不能进行准确定位。 

图一：现有智能深松仪产品图 图二：深松传感器工作原理图 

1.2 项目意义 

①项目响应国家出台的深松补贴政策，将测控模块和北斗定位模块搭配使用，

实现对耕地深度的精准测量，对深松作业相关数据进行实时监测，从而确保深松

作业的精确性； 

②以北斗定位和 GIS 技术为基础，巧妙利用双平行四杆机构对边平行的特点

使之与地轮连接达到平稳的作用，并且利用地轮与超声波结合的测量手段，满足

政府对耕深作业质量精确评价的需要以及减小耕深测量误差；	 	
③上位机软件将数据绘制耕深信息图并且手机 APP 显示耕深走势图，以耕深

信息和耕深走势图为依据，通过计算有效耕地面积、耕地深度和作业效率等相关

参数对耕作作业进行评估，并给出适当的补偿作业方式等相关建议，从而有效提

高耕作作业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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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发方案

2.1 研发目标 

为打破当今市场缺乏高质量且经济实惠的耕深检测装备的现状，我们决定研

发一个农机深松监测与作业评估系统，该系统能够测量耕深、计算、数据传输、

数据分析、绘制图像等。该系统突破以往的硬性测量手段，并以独特的双平行四

杆结构规避了误差，并开发手机 app，将数据迁移至手机上，实现耕深数据实时

监测。 

2.2 研发流程初步设想 

起初，团队着手设计可供实验应用的耕深信息监测系统，主要是以 STC15 系

列单片机为核心的测量系统，应用超声波传感器、北斗+GPS 双定位模块、无线串

口等模块，辅以高度可调，带有刻度的标杆，进行初步的耕深数据监测实验，编

写简单的上位机软件，将测量点反映到地图中，以校验北斗+GPS 双定位模块的

测量精度。 

图三：初步实验装置图 

①选用超声波传感器实现耕深的测量，进行大量田间实验获得实验数据并作

初步分析，初步确定杂草及小石块不会对测量产生影响； 

②考虑到待耕地多为空旷的地界，缺少参照物，容易产生重耕、漏耕等耕地

不均问题，因此接入北斗+GPS 双定位模块导航，提高作业质量； 

③应用 GIS 技术编写上位机软件，从而实现数据的可视化处理；

④为实现测量模块与上位机间的信息交互，接入无线串口模块达到无线传输

的效果，稳定性较好； 

从初步试验的结果上看，系统在相对平整的地面上得到的测量数据较为准确，

而当地面走势复杂时误差较大，如图四所示黄色折线为实际地面高度，蓝色为超

声波传感器测量的高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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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实验数据对比 

2.3 材料选取与方案改进 

目前，团队着手设计可供实际应用的耕深信息监测系统，仍以 STC15 系列单

片机为核心，新增蓝牙模块，与手机 APP 实现数据交互。将机械装置替换为双平

行四杆与地轮相结合的机构。实现更精准的耕深数据监测，进一步优化上位机软

件，实现对农耕数据的高质量检测与评估。 

图五：耕深信息监测与评估系统改进方案 

①选用 HC-SR04 型超声波传感器具有价格低廉，精度高，抗逆性强等优势； 

②为了消除因地形的不确定带来的误差，引入双平行四杆与地轮相结合的机

构辅助测量模块的测量； 

③考虑到会有泥土附着在地轮上导致不可忽略的误差，我们选用聚四氟乙烯

制成的地轮，避免泥土附着； 

④为了确保数据安全和程序运行稳定，我们将地图数据按照工作需要分为源

数据、缓存数据和最终的可供用户调用并分析的数据； 

⑤改进原有的上位机系统，使其功能更加全面，使用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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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通过选用 40*40 铝型材，搭建更符合实际应用的实验装置；

⑦我们编写手机 APP,通过蓝牙模块把数据传输到手机 APP 上，并提供耕深

走势图。 

图六：新型试验装置模型 

2.3 可行性分析 

①团队对各模块分别测试，检测其精度和抗逆性。经多次实验考证，全部器

件可在≤40℃条件下正常工作，误差均在允许范围内； 

②上位机操作简单，界面鲜明，更利于用户观察和使用；

③无线串口传输数据稳定，不会发生数据丢失的现象；

④接收声波的平板随着双平行四杆的运动始终保持水平，声波测距无偏差。 

3.理论设计计算

3.1 实验中相关参数及计算 

系统的整个工作流程包括对数据的采集和分析，为确保采集数据的准确性以

及分析数据的有效性，在数据交互流程中提取出下列关键数据并利用算法进行处

理。 

①有关深松监测的参数及计算：

超声波传感器获取一次距离经历的时间（毫秒）：t
温度传感器获取的读数（摄氏度）：T
超声波在空气中的实际传播速度（米每秒）：v 331.5 0.607 ∗ T
声波测得的距离值（厘米）：c 5 ∗ v ∗ t

地理位置纬度值（度）：N
地理位置经度值（度）：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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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机械装置各部分尺寸如下图所示：

图七：耕深数据测量原理图 

1-犁具 2-声波发射器 3-机架顶端 4-平行杆机构 5-反射平板 6-地轮

犁具高度（厘米）：L
声波传感器安装高度（厘米）：h
机械装置底端固定高度（厘米）：b	 	r
计算得到耕作深度数值（厘米）：D L h c b r

③有关作业评估的参数及计算

图八：作业面积关系图 

理论作业面积（平方米）：

实际作业面积（平方米）：

有效作业面积（平方米）：

重耕作业面积（平方米）：

漏耕作业面积（平方米）：

作业总时间（秒）：

重耕率：

漏耕率：

作业效率（平方米/秒）：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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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耕影响权重：Qc ∈ 0,1 (据需要和作业实际情况设定) 

漏耕影响权重： 1
平均作业耕深值（厘米）：d 
预设耕深最小值当（厘米）：

预设耕深最大值当（厘米）：

耕深系数：k	   
当 d  时，k 0；

当 d  时，k 0.5； 

当  时，k 0.5 ∗ 0.5； 

当 时，k 1。

作业质量：Q 	 . ∗ ∗

.
∗ k  Q ∈ 0,1  

3.2 实验结果及分析 

图九：作业评估界面 

4.工作原理及性能分析

4.1 工作原理 

①机械装置上，将地轮的仿形功能与双平行四杆对边平行的特性结合，利用

与双平行四杆中竖直杆垂直的平板作为相对水平面，辅助超声波对距离的测量； 

②测量模块上，一方面将声波测距辅以机械结构提高测量精度，另一方面应

用北斗+GPS 双定位模块测量地理位置，取平均值以提高定位精度； 

③上位机软件上，应用 GIS 技术先绘制耕作点图，再根据犁具的幅宽和机车

的行驶方向绘制大致的矩形图，在拐弯处通过局部扇形进行圆滑处理，利用 GIS

可以计算每两个耕作点间的耕作面积，作业结束时通过算法处理可以计算总的面

积耕作面积，并且不会受面积重叠和间隙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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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上位机试验效果图 

④手机 APP 上，通过数据的刷新交替，绘制相连 31 个耕作点的柱状图，以

ID 为横坐标，耕作深度为纵坐标，从而描述耕作深度走势，经由蓝牙模块向单片

机发送指令，可以改变数据的显示形式，目前可用的显示形式包括耕深走势柱状

图和耕深信息直观图。 

图十一：手机 APP 效果图 

4.2 性能分析 

①机械装置的稳定性：单个双平行四杆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容易左右晃动导致

平板失衡，改进后的机构采用了双边双平行四杆机构，既解决了左右晃动的问题，

同时也使竖直方向的约束更加精准，但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安装的难度； 

②上位机运行流畅度：将上位机软件功能拆分，编写若干相互独立的应用软

件，分别负责农耕数据的实时显示和后期分析处理，提高系统利用率，从而极大

地提高软件运行流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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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创新点及其应用

5.1 创新点 

①应用北斗卫星定位模块，实现耕深的精确定位，将测量的耕地深度进行定

位对后期的数据分析，耕地深度检查都非常重要； 

②将地轮与双平行四杆机构结合，同时提高测量的精度和机构的稳定性；

③上位机软件不局限为单一的个体，而是将功能拆分成实时监测与后期分析，

分别编写程序，从而有效提高软件运行的流畅度，优化系统性能； 

④整个数据传输依托于无线串口及蓝牙模块，无需联网，将环境因素对系统

工作的影响降至最低； 

⑤将上位机软件的绘图功能与手机 APP 的图片处理功能有机结合，将图片转

化成二进制代码发送至手机并显示。 

5.2 应用 

①通过使用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可以将实时耕深精确定位，因此可以解决

大范围监测耕地深度困难的问题； 
②设备的机械结构巧妙利用地轮与超声波相结合，这种简易的机械结构可

被大量推广与应用； 
③该设备较好地解决了耕深测量误差大的问题，可进行远近程输送耕地深

度，地理位置信息，并自己编写的手机 APP 实现可视化、可操作，有助于农民

详细了解耕深系统的实时信息； 
④耕地深度达标关系到作物生长好坏，因此，国家大力扶植农田耕深，给

予大量补助，但是仍然有很多农民少耕，甚至不耕，就以上问题我们研制了一

种基于北斗与 GIS 结合的农机深松监测与作业评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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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系统的战地救援机器人研制报告 

1.设计目的与意义

1.1 设计目的

    目前，灾后复杂地形环境下实施幸存探测、伤员救助、危险勘测等工作

已成一大技术难题，在地震、海啸、矿难等条件下的救援效率相对较低，

往往造成人员投入量大，成本较高，效率低下，甚至还会导致救援人员的

次生伤亡。

    我们组成员主要针对震后复杂地形救援存在的现实问题，设计出了智

能仿生六足机器人，以有效提高灾害救援效率，使更多的幸存者能第一时

间得到救助。 

1.2 设计意义 

    采用人工救援依旧是目前主流的救援方式，但其也暴露出了许多不足以及

人工难以完成的任务，这正是机器人发挥其优越性的绝佳时机，在高科技不断

发展的今天，机器人已走进了各行各业，那么在我们的救援现场也不能少了我

们机器人的身影。

2.结构单元

2.1 行走单元 

    六足仿生救援机器人由十八块新的插拔式数字舵机协同实现行走功能，新
的插拔式数字舵机性能上远优于普通模拟舵机，扭力大、精度高、虚位小、零
死区，使得机器人动作更灵活有力。对这十八块舵机的转动加以控制与参数设
定，机器人便可完成我们预想的各种动作。

2.2 控制单元 

        控制单元由块 20 路 LS2 舵机控制板和 Arduin 控制板组成，LS2 舵机控制

板主要用于机器人行走动作设计与存储，Arduin 控制板主要用来实现机器人自

动化程序的存储运行，并且可实现二次开发，包括超声波避障，红外防跌落，

自动行走以及动作组的调用。

    用Arduino 控制舵机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通过Arduino 的普通数字传感

器接口产生占空比不同的方波，模拟产生PWM 信号进行舵机定位，第二种是直

接利用Arduino 自带的Servo 函数进行舵机的控制，这种控制方法的优点在于

程序编写，缺点是只能控制2 路舵机，因为Arduino 自带函数只能利用数字

9、10 接口。Arduino 的驱动能力有限，所以当需要控制1 个以上的舵机时需

要外

作   者：冯思楠、张峥嵘、李伟辉、裴丁旺
指导教师：王平禄、高维延
学   校：空军工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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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电源。 

图1.舵机原理图 

图2.舵机线路连接 

下面是我们编写的一个试验程序：让舵机转动到用户输入数字所对应的角

度数的位置，并将角度打印显示到屏幕上。 

#include <Servo.h> 

   Servo myservo;  // 定义舵机对象，最多八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十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54



   int pos = 0;    // 定义舵机转动位置 

 void setup() 

 { 

myservo.attach(9);  // 设置舵机控制针脚 

 } 

 void loop() 

 { 

// 0到180旋转舵机，每次延时15毫秒 

   for(pos = 0; pos < 180; pos += 1) 

 {   

 myservo.write(pos);   

 delay(15);  

  } 

// 180到0旋转舵机，每次延时15毫秒 

 for(pos = 180; pos>=1; pos-=1) 

 {  

 myservo.write(pos); 

 delay(15); 

  } 

 } 

2.3 二次开发单元 

基于六足机器人的高稳定性，可在机器人顶安装云盘，加上其他功能模

块，如机械臂，生命探测仪等，提高六足机器人的救援能力。 

3.功能介绍

3.1 超声波避障 

图 3. HC-SR04 超声波 

避障功能主要通过图 3 所示 HC-SR04 超声波传感器和一个 5v 舵机完成此功

能，六足机器人执行任务时探测前方物体距离，判断是否有障碍物，探测到障

碍物后通过舵机旋转检测左边和右边的路况，选择没有障碍物的方向继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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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实现躲避障碍物的功能。 

HC-SR04 超声波测距模块可提供 2cm-400cm 的非接触式距离感测功能，测

距精度可达高到 3mm. 模块包括超声波发射器、接收器与控制电路。 

3.2 红外防跌落 

图 4.红外传感器 

防跌落功能主要依靠图 4 的红外传感器进行实现，发射管发射一定频率的

红外线，红外线经过障碍物反射由接受管接收，在比较器电路处理下绿色指示

灯亮，输出低电平信号，电位器检测距离，有效距离范围 2～30cm，工作电压

为 3.3V-5V。 

本六足机器人通过给前后四只脚底安装传感器，感应脚底与地面距离，判

断是否接触到地面，如果红外传感器返回高电平，则表示脚没有悬空，程序执

行前进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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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轮式与爪式两种行进模式 

轮式行进采用直流碳刷，如图 5 所示的 25mm 直流碳刷电机，电机扭力大，

性能可靠，在 12V 电压的驱动下可以很好地带动机器人躯体的顺利行进，机体

配置 2 台电机，采用前驱的方式驱动车体行进，并利用舵机的变向来控制车体

的方向变化，从而在平坦的地形能以较快速度前行。 

图 5.轮式 25mm 直流碳刷电机 

爪式则为六足原本运动方式，运用生物学原理进行设计，能够在崎岖的地

形上稳定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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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远程控制手持终端 

远程的控制手持终端选择使用 PS2 无线手柄模块，将其串口与单片机上相应

的串口相连，通过程序上的初始化编译就可以实现手柄与单片机之间的无线通信，

进而通过无线通信来实现手柄对于单片机的远程遥控。其原理如下：手柄上有不

同的按键，每个按键被按下时会产生不同的键值，对其键值在程序上进行编译后，

使手柄上的无线发射模块发射与键值一一对应的数据。当接收端接收到数据时，

对数据进行判断，然后控制六足机器人的行进，变形或者轮式行走，再或者控制

图像模块执行视频传输、远程协同、图片采集任务等，从而实现远程控制功能。 

图 6.机器人动作控制手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十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58



3.5 生命探测 

在六足机器人上安装红外热释电传感器，通过传感器参数设置，从而能够

在一定范围内感应人员的身体热度，或者在二次开发中把生命探测仪安装到顶

部云台，从而达到精准探测生命迹象。 

3.6 远程显示终端（视频传输） 

如图 7 为远程显示终端流程图，远程显示终端使用可以实现 WIFI 连接功能

的移动电话或平板电脑等移动通信设备。当移动通信设备连接好无线路由器的

WIFI 时，软件平台会通过预先编译好的程序将无线路由器上连接的 USB 摄像头

视频传回移动通信设备，移动通信设备对其进行解码后，就能够获得来自于

USB 摄像头的图像，进而实现远程显示这个功能。 

图 7.远程显示终端 

3.7 北斗定位 

小组成员用 C++开发了一个 APP 程序，导入高德地图，在两台手机之间进

行绑定，在网络畅通且手机开启定位功能的情况下，两台手机之间能够相互获

取地理位置信息，从而达到定位的效果，我们将一台手机安装在六足机器人

上，另一台绑定手机置于指挥台，随时可以获取六足机器人的地理位置，在救

援时，也就能精准的获取伤员位置。 

视频流
视频图像采集模块 

WIFI 通道 

PC/手机上位机 

WIFI 模块/路由 

视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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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ZigBee 传感器组网 

Zigbee 是基于 IEEE802.15.4 标准的低功耗局域网协议，由于通讯协议的

限制，通讯距离较短，使得整个功能模块功耗较其他模块更低。Zigbee 传输数

据量小，距离近，但传输速度快，通信稳定，操作简单。属于开放式结构可与

其他模块连接使用。 

不同于传统的组网方式，去中心化自组网具有一点销毁，其余成员任然可

以组网工作的特点。在基于北斗系统的战地救援机器人中，我们加入了坦克机

器人与无人机机器人，在三者之间自组网，信息互通，实现战场多维立体信息

探测与交互，很好的达到了无人化智能模式。 

4.应用场景

1.地震

2.矿难

3.隧道坍塌

4.火灾现场

在这些场景下，由于自然环境过于恶劣，人的救援行动受到极大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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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救援人员自身的安全也很难得到保障，因此，在这些场景下采用六足机器

人进行救援，既能够最大的发挥救援作用，又能够通过远程遥控保障救援人员

的安全。 

5.未来展望

在地震、矿难等自然灾害中，很多情况下由于救援环境过于恶劣，极大限

制了救援行动的开展，从而导致救援行动收效甚微，在恶劣环境中，有时甚至

救援人员的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因此，如何克服恶劣环境进行救援和保障救援

人员安全一直是现代社会的热点问题，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开始尝试将机器

人用于灾难救援。六足机器人有着很好的稳定性，能够在复杂的地形上稳定的

运动，通过其本身带有的功能如视频传输、北斗定位、生命探测等功能，以及

二次开发后可携带的多种功能，能较好的在特殊环境下代替人员在灾难现场的

救援角色，起到更大的救援作用，并且通过远程遥控，使得救援人员能在安全

的区域控制机器人，从而有力的保障救援人员的安全。 

因此，六足救援机器人在未来的灾难救援中有着非常广阔的应用前景，如

果六足救援机器人避障、扫描、救援系统等一系列功能进行细化与开发，并将

其推广开来，那么我国的灾难救援行动效力将会产生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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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高精度位置服务的交互式智能交通信号装置 

【摘要】

纵观智能交通领域，大部分智能交通的研发集中于提高视频检测数据（过车

数量，车速，车牌信息）的精准度和智能调控，而忽视了驾驶员的体验和气候等

外界环境干扰。本作品以驾驶员的驾车体验为出发点，针对视频抓拍受环境因素

影响及由于交通灯智能调控时长不固定导致交通事故风险增大等弊端，构建基于

北斗高精度位置服务的交互式智能交通信号装置。 

基于 M8U 北斗模块利用载波相位差分求差方式精准定位，将精度提升至厘米

级。通过 AS69-T20 无线传输模块，将交通灯处接收到的原始观测数据发送给车

载终端，做到实时动态精准定位，同时实现车辆与信号灯之间的信息交互，

让智能交通灯根据车流量自动调控红绿灯时长。并将红绿灯信息汇总至车载系

统，以 STC15W4K56S4 单片机作为车载装置和智能交通灯的控制单元，结合从信

号灯与车载系统汇总的信息对数据分析处理，为驾驶员提供安全节能的过灯方

案。 
此外，本作品降低了由于红绿灯秒数不固定，驾驶员过红绿灯时情绪慌乱而

引发的闯红灯等违章行为及交通事故。有效避免了恶劣天气、前车阻挡等特殊情

况驾驶员看不到红绿灯秒数而带来的交通隐患。并且车载装置可记录车牌号及车

辆超速闯红灯情况，下一步我们将实现信息网络大数据平台传输，提高交通部门

监管力度和工作效率。 

【关键词】：北斗载波相位差分定位，AS69-T20 无线网络，信息交互，安全节能 

【Abstract】 
In the field of smart transportation, most smart traffic R&D focuses on 

improving the accuracy and intelligent regulation of video detection data(number of 
cars passed, speed, license plate information), ignoring the driver's experience and 
climate and other external environmental disturbances. Taking the driver's driving 
experience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is work builds an interactive intelligent traffic 
signal device based on the high-precision location service of Beidou, aiming at the 
disadvantages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the increased traffic accident risk due to 
the immobilization of intelligent control time of traffic lights. 
   Based on the M8U Beidou module, the carrier phase difference method is used to 

accurately locate the accuracy to the centimetre level. Through the AS69-T20 wireless 
transmission module, the original observation data received at the traffic lights is sent 
to the vehicle terminal to achieve real-time dynamic and accurate position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information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vehicle and the traffic light is 
realized, and the smart traffic light is automatically adjusted according to the traffic 
flow. The traffic light time. The traffic light information is summarized into the 
vehicle-mounted system. The STC15W4K56S4 microcontroller is used as the control 
unit of the vehicle-mounted device and the intelligent traffic light, and the data 
analysis is combined with the information collected from the signal light and the 
vehicle-mounted system to provide the driver with a safe and energy-efficient 
overlight scheme. 

In addition, this work reduces violations such as red lights and traffic accidents 

作    者：王天宇、赵子寅、刘家豪、徐凡

指导教师：刘立意
学    校：东北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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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sed by the uncertain number of traffic lights and the driver's emotional panic when 
passing the traffic lights. Effectively avoid the traffic hazards caused by bad weather, 
front car blocking and other special conditions. And the vehicle device can record the 
license plate number and the speeding red light of the vehicle. Next, we will realize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information network data platform and improve the 
supervision and efficiency of the Transportation Department. 
【Key words】 
BDS carrier phase differential positioning, AS69-T20 wireless network, 
information interaction, safety and energy saving 

1.背景与意义

随着机动车辆的迅速增加，城市交通问题日益严重，2000 年全国智能运输

系统协调指导小组办公室的正式成立标志着国内智能运输系统构建正式开始，随

着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的突飞猛进，智能交通和电子信

息以及传感器等技术的相互融合，拓宽了智能交通系统思想，得到广泛的研究尝

试乃至少数地区已经试用。 

纵观智能交通领域，大部分智能交通的研发集中于对提高视频检测数据（过

车数量，车速，车牌信息）的精准度和智能调控，而忽视了驾驶员的体验和气候

等外界环境干扰。本作品以驾驶员的驾车体验为出发点，针对视频监控会受到天

气等影响的不足，构建基于北斗高精度位置服务的交互式智能交通信号装置。通

过车载系统和智能交通灯的信息交互，将车排号等车辆自身属性及位置速度信息

利用 AS69-T20 无线串口模块传输给交通灯，提高了交通管理效率。考虑到智能

交通灯的车流量自动调控所产生的红灯绿灯秒数不固定和环境因素造成的司机

无法获悉红绿灯状态和秒数，车载装置将交通灯信息反映在车载装置上，并通过

分析交通灯传递给车载装置的位置及红绿灯状态信息科学计算提示司机能否通

过交通灯，需要加速或减速，减少了司机对能否通过红绿灯的误判，降低交通事

故发生率，提高行车效率。 

其中为精确获取交通灯与车辆位置信息及车速，本装置采用北斗载波相位差

分求差方式，在卫星间求一次差的基础上在接收机间再次求差，在车载装置上对

从两个串口同时接收到的数据利用 RTKLIB 解算软件进行差分解算，将精度提升

至厘米级。 

2．研发方案  

2.1 项目介绍 

本装置为一套在智能交通趋势这一大背景下，利用北斗载波相位差分技术，

通过 AS69-T20 无线模块搭建通信网络，以 STC15W4K56S4 单片机作为车载装置和

智能交通灯的控制单元，实现智能交通灯与车载装置信息交互的装置。 

通过信息交互，让智能交通灯根据车流量自动调控红绿灯时长，并将红绿灯

信息经计算汇总至车载装置，把能否通过红绿灯、多大速度最为合理以及红绿灯

秒数清晰反映给驾驶人员，减少了由于红绿灯秒数不固定，驾驶员过红绿灯时情

绪慌乱而引发的闯红灯等违章行为，降低了过灯时的交通事故的发生率。有效避

免恶劣天气、前车阻挡等特殊情况驾驶员看不到红绿灯秒数而带来的交通隐患。 

同时在前方红灯的情况下结合红灯剩余秒数与距离提示驾驶员减至多大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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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可以不用等待而可直接通过信号灯，减少了由于刹车而造成的能源浪费，符合

现在绿色交通理念。 

图 1：作品实物图 

2.2 设计方案  

图 2：作品设计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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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模块选取 

2.3.1 单片机的选择 

由于作品本身对精度要求高，且需要多方向传输，因此选择含两组超高速异

串行通信端口，含高精度 R/C 时钟的 STC15W4K56S4 单片机作为车载系统控制单

元。通过接收到的红绿灯信息及车辆位置信息等自身信息，准确计算出与红绿灯

距离，并结合不同路段最大限速和红绿灯剩余秒数，为司机计算出通过红绿灯的

最佳方案，辅助司机加速通过红绿灯或减速刹车。同时多个串口使单片机可以同

时处理交通灯接收到的数据，并为将来车载系统与网络大数据平台的连接做准

备。 

2.3.2 无线收发模块的选择 

无线传输模块选用基于 NRF24L01P 射频芯片的 AS69-T20 无线串口模块，与

AS15-USB-T2 转换板相配合。AS69-T20 无线串口模块工作频段为 2.4-2.525GHz，

一个作为无线发送端与基站定位模块及控制单元的串口输出连接，能够实现自动

中继、连续传输和透明广播，且不限制数据包长度的双向高速数传，实现有效的

全双工传输。另一个作为接收端与 AS15-USB-T2 转换板相连，插入车载装置串口。 

图 3：无线传输示意图 

2.3.3 模拟交通灯的选择 

智能交通灯由 Led 点阵展示出红绿灯变换。同时用嵌入其中的数码管反映出

红或绿灯的剩余秒数。 

2.3.4 北斗定位模块的选择 

定位部分选取 M8T 北斗定位模块，模块性能良好，支持多系统联合定位，同

时能够输出北斗原始观测数据。模块每秒输出的字符长度约为 1500 以内，每秒

传送约为 12000 个二进制位，经过试验得出波特率在 19200 bps 以上均可满足

数据传输需求。模块精度达到厘米级，符合所需定位要求，同时可用于授时，便

于未来精准的将车辆超速情况通过网络大数据平台发送给有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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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研究内容 

1.通过北斗载波相位差分技术，将测量误差缩小至10cm左右，极大提高测量

精度。 

2.使用车载系统中的M8T北斗定位模块通过分析经纬度变化趋势判断汽车行

走路线及方向，这样便于区分在十字路口处不同走向的车辆。车载装置将自身信

息传至所有信号灯，信号灯通过判断经纬度趋势，自动取舍车载信息。 

3.单片机控制单元结合汽车通过红绿灯时间及速度，经计算辅助驾驶员安全

节能通过红绿灯。 

4.研究汽车搭载设备与信号灯的无线信息通讯，降低了因前车阻挡或雾霾天

气的交通事故发生率。 

5.研究智能交通灯红绿灯时长与车速及车流量的关系，智能调控红绿灯秒

数。 

6.通过配置AS69-T20无线通讯模块的信道和地址搭建通信网络，实现智能交

通灯与车载设备的通讯，车载设备能接收交通灯状态并经运算为驾驶员提供安全

节能通过交通灯的方案，车载装置也能将车牌号及车速传给智能交通灯监控闯红

灯超速等违章现象并分析车流量，便于通过改变红绿灯时长达到智能调控交通的

目的。 

4.关键技术的实现

4.1无线模块组网的实现 

模块线空速和波特率自适应匹配，因此在各种波特率下都支持不限包长连续

的全双工传输。模块的每格信道间隔 10M,设计工作频率为 2.4GHz-2.525GHz。为

保证红绿灯与车载设备的组网唯一，使上位机配置红绿灯和车载设备的信道设为

10，所有车载通过特定信道可快速甄别网络且不被其他网络干扰。考虑到车速在

与红绿灯的直线距离，以及建筑物的阻挡,配置发射功率为 50mW，使模块节电又

兼备远距离传输的功能。红绿灯的 ID 号与车载设备的 ID 号为固定的十六位，每

个红绿灯的网络 ID 均保证相同，使车载设备经过红绿灯能快速识别红绿灯 ID

并匹配入网。 

图 4：交通灯所接受数据在上位机处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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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北斗载波相位差分定位的实现 

由于单点卫星定位过程受到卫星钟差等诸多因素影响，定位精度约 2.5 m-1

0 m，不满足智能交通所需定位精度，本作品采用载波相位差分求差的定位方式。

载波相位观测量的观测方程如下： 

  j
dui

j
dian

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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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jjj VVNCVCVzzyyxx )()()()()( 2
0

2
0

2
0  

式子：
j —接收机对第 j颗卫星的载波相位观测量

 —载波波长

jjj zyx ,, —第 j 颗卫星的三维坐标

000 ,, zyx —接收机的三维坐标

C—光速

RV —是接收机钟差

j
SV —是第 j 颗卫星的钟差

jN —第 j 颗卫星的整周模

j
dianV )( —第 j 颗卫星的电离层误差

j
duiV )( —第 j 颗卫星的对流层

 —噪声

    本作品使用载波相位差分求差方式中的双差解算模型，即对载波相位观测值

方程进行卫星间一次求差后，在其基础上再次对接收机间求差。 

首先求卫星间单差方程： 

利用一台接收机对两颗不同的卫星进行观测并对数据作差，以消除接收机引

起的钟差。根据载波相位观测量推出载波相位差分的单差观测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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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由上述单差方程得参考站单差方程。 

流动站的单差方程为： 

gj
f

gj
dui

gj
dian

gj
f

gj
Sf

g
f

g
f

g
f

j
f

j
f

jgj
f ff

VVNCVzzyyxxzzyyxx    )()()()()()()()( 222222

将参考站与流动站单差方程做差得双差观测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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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差使电离层和对流层对定位的影响基本消除。在不考虑

随机噪声的情况下简化得到如下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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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北斗载波相位差分定位实现过程 

5.性能分析与理论计算

5.1 性能对比与精度实验 

5.1.1 性能对比 

对位置差分、伪距差分、载波相位差分、广域差分四种定位方式进行性能对

比如下： 

表 1：北斗差分方式性能对比 

差分方式 定位精度（m） 作用范围(km) 技术难度 

位置差分 

一般伪距差分 

相对平滑伪距差分 

载波相位差分 

广域差分 

±10 

±5 

±1.5 

±0.05 

40 

40 

40 

10 

很容易 

容易 

一般 

很困难 

±1  1000 很困难 

5.1.2 精度实验 
表 2：北斗静态差分定位数据分析 

统计量 最大值（cm） 最小值（cm） 均值（cm） 方差 均方差 

数值 3.94 0 1.27 0.00223 0.04727 

表 3：北斗动态差分定位数据分析 

统计量 最大值（cm） 最小值（cm） 均值（cm） 方差 均方差 

数值 313 284 303 0.00412 0.0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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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理论计算 

5.2.1 北斗数据解析 

接收 NMEA-0183 协议采的 ASCII 码传递的帧，通过字符串起始位及总长度判

断接收数据是否有效，若有效则存入数组，并将数组中的经纬度，时间分别存储。

其中将所得 UTC 时间再加 8小时换算成北京时间。 

5.2.2 交通灯根据车流量智能调控 

（1）路段通行效率模型

在某一路段上行驶的任意车辆,短时间( t 表示)内,车辆 j 行驶的距离

为: 

dttvP
tt

t
j  



)(

当 t 足够小时,则全部车辆在 ),( ttt  时段内的速度变化波动非常小。

（2）交叉口通行效率模型

德国研究者 Wemer Brilon 认为:单一交通流的通行效率的表达式为: 

vQE 

（3）四相位交通通行效率

在四相位路口时,直行和左转的车辆分别单独放行,设 Q和 0v 的关系式

为: 

)(0 Qfv 

则通行效率 E表示为:

)(QfQE 

假设路口的交通信号灯的周期是T , 绿灯放行的时间是 g , 四相位路

口通行效率为: 





m

i
iiiim TQfQgE

1
4 )/)((

（4）二相位交通通行效率

两相位交叉口时,设本车道的车流是 a ,而冲突车道的车流是 b , 假设

有 m 个冲突的车道,则第 i个冲突车道的车流量与车速之间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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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iaiaia Qfv 

而延误时间为： 

),( ibiaiaia QQgd 

设各个冲突车道通行的时间为 ig , 整个的信号周期全部时长是 T , 而

时间可以测量, 因此将模型变形为: 

 








 

m

i
ibibibibiaiaiaia

i tQvttQvt
T
gE

1
0000002 //  

将整个路网分解为直行路段和路口路段, 其中路口分为 c 个四相位路

口和 d 个二相位路口, 因此, 整个路网的通行效率为：

24 dEcEPE m 

基于以上四中模型，再根据所得车流量的分析汇总，构建属于我们自

己的适用于不同运输系统的各种车流量与红绿灯时长的数学模型。

5.2.3 车载系统的计算 

通过北斗载波相位差分定位确定交通灯与车辆距离。如信号灯状态为红灯，

用现有距离除以红灯剩余秒数提示司机以多大速度可以刚好通过信号灯而不用

停车等待；如信号灯状态为绿灯，用所测距离除以绿灯时长得到正好可以通过信

号灯的最小速度 V，把 V与路段最大限速 Vm 比较，如 Vm< V,则必然过不去此灯，

车载系统提示驾驶员减速慢行，减少了抢红灯等违章行为，降低交通事故发生率。

如 Vm > V,则提示司机加速，为司机节省等红灯的时间，同时提高交通运输效率。 

    同时通过比较车辆时速 V1 与路段最大限速 Vm，如 V1>Vm,则车辆超速，另通

过红绿灯状态和通过北斗伪距差分技术测得的红绿灯距离判断车辆否有闯红灯。

将车牌号及车辆超速情况闯红灯与否发送至网络大数据平台提高交通部门的监

管力度和工作效率。 

5.3 可行性分析 

(1).利用北斗载波相位差分定位技术，在卫星间求一次差的基础上在接收机

间再次求差，在车载装置上对从两个串口同时接收到的数据利用 RTKLIB 解算软

件进行差分解算，将精度提升至厘米级。满足智能交通系统对于车辆位置信息的

需要。 

(2).利用 AS69-T20 无线传输模块的透明广播，凭借自动中继与双向高速数

传，实现车载系统与交通灯的数据实时匹配与更新。模块含 16 个信道，可配置 

65535 个地址，便于组网。传输距离可达 2100 米，满足智能交通预先处理分析

的需求。 

(3).使用含多串口的 STC15W4K56S4 单片机作为车载系统控制单元，实现车

载系统与交通灯同时收发数据。 

(4).无线传输模块选用基于 NRF24L01P 射频芯片的 AS69-T20 无线串口模

块，有较高的传输速度与稳定性，保证数据传输实时性，满足动态差分定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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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创新点及应用

1.AS69-T20 远程通讯网络构建，实现车载系统与智能交通灯的交互。与当

前摄像头监控车辆信息相比，更高精度的实现信息传递，同时排除了环境等特殊

因素的干扰，避免因前车阻挡或雾霾天气导致看不清交通灯状态而使交通事故发

生率增高。 

2.利用北斗载波相位差分定位技术，以交通灯为基站，测定具有空间相关性

的误差值，修正定位结果，大大提高定位精度。 

3.从驾驶员驾车体验出发，针对智能交通灯自动调控时长不固定这一情况，

利用 STC15W4K56S4 单片机将所得数据处理，经科学计算提示司机能否通过交通

灯，需要加速或减速，减少了司机对能否通过红绿灯的误判，降低交通事故发生

率，提高行车效率。 

4.在前方红灯的情况下结合红灯剩余秒速与距离提示驾驶员减至多大速度

可以不用等待而将直接通过信号灯，减少了由于刹车而造成的能源浪费，符合现

在绿色交通理念。 

图 6,7：作品功能展示图 

7.未来改进方向

1.制作手机 app，将车载系统功能植入手机 app 中。做到打开 app 即可获取

信号灯信息，通过内部计算为司机提供最节能安全通过信号灯的方案。 

2.搭建网络大数据平台，将车辆信息及超速与否等情况上传至平台界面，制

作车载黑匣子，提高交警部门工作效率与监管力度。 

3.优化无限传输网路，提高多个车载与红绿灯交互时的精确度。优化十字路

口处的信息交互处理。同时保障车辆在接近不同路段时交通灯都能迅速入网。 

4.进一步提高北斗载波相位差分定位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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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 BDS 的智慧港口自动运输系统 

【摘要】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是港口未来发展趋势，也是世界一流海洋港口的重要

标志。我国港口吞吐量巨大，2017年总计达 1264420万吨，市场广阔。对港口进

行自动化改造是实现港口升级的重要途径。本文提出了基于 BDS 的智慧港口自动

运输系统，该系统主要由无人运输车、数据传输、监控中心等三部分组成。无人

运输车利用北斗 RTK 技术接收高精度定位信息，通过数据解析模块对 BDS数据进

行解析，并将解析后的数据发送给路径追踪模块。然后再利用改进的纯追踪算法，

实现路径追踪。同时，航向控制模块依靠角度传感器实时采集前轮动向回馈给控

制器，进一步实现路径校正，保证车辆按照设定路线行驶。在实验中，基本实现

模型车的自动驾驶。此外，无人运输车在行驶过程中还能够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简

单避障。该系统还可通过监控中心实时监测车辆运行情况，如车辆位置、速度、

货物状态等。监控中心利用 4G 或北斗短报文等数据传输方式，发送控制指令给

车辆，处理意外情况。监控中心将每辆运输车连接在一起，形成自动运输网络，

实现了港口运输车的高效管理。该方案能够加快港口的提质增效升级，实现港口

的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 

【Abstract】 Automated container terminal is the future developmental trend in terms 
of port, and it is also the significant symbol of Word-class maritime port. The 
throughput of our port is huge, which had totally reached 126.442 million tons in 2017. 
There is a vast market. It is a feasible way to upgrade the existing wharf by automation. 
This paper proposed an intelligent port automatic transport system based on BDS, 
which is mainly composed of unmanned transport vehicles, data transmission and 
monitoring center. The unmanned transport vehicle uses Beidou RTK technology to 
receive high-precision positioning information, parses the BDS data through the data 
parsing module, and sends the parsed data to the path tracking module. Path tracking is 
then implemented using an improved pure tracking algorithm.  At the same time, the 
heading control module relies on the angle sensor to collect the front wheel dynamic 
feedback to the controller in real time, further realizes the path correction, and ensures 
that the vehicle travels according to the set route. In the experiment, the automatic 
driving of the model car was basically realized. In addition, the unmanned transport 
vehicle can also easily avoid obstacles according to actual conditions during driving. 
The system can also monitor vehicle operation in real time through the monitoring 
center, such as vehicle position, speed, cargo status, etc. The monitoring center uses the 
Beidou short message function to send control commands to the vehicle to handle 
unexpected situations. The monitoring center connects each transport vehicle together 
to form an automatic transportation network, which enables efficient management of 
the port transport vehicle. The program can speed up the upgrading and efficiency 
improvement of the port and realize the automation, informatization and intelligence of 
the port. 
【关键词】BDS 无人车 PID 短报文 纯追踪 路径追踪 航向控制 避障 监控

港口 短报文 

作    者：李勇、廖霞、刘嘉兴
指导教师：王立辉
学    校：东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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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背景和意义 

1.1. 研究背景 

截止到 2018 年 11月 19日，北斗三号工程第 18、19颗组网卫星被送入预定

轨道，这标志着北斗三号基本系统已建成。目前我国已自主研制出 28 纳米北斗

兼容芯片，总体性能达到甚至优于国际同类产品。随着产业上游基础支撑能力的

提升，未来产业上游产品不仅有望进一步放量降价，还有望加速推动北斗在应用

市场对国外导航系统的替代，产业发展有望持续向好。随着各级政府鼓励北斗卫

星应用产业发展政策的不断出台，给北斗卫星应用提供了产业化契机，我国北斗

应用产业正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在交通运输、数字城市、智能感知等新兴领域快

速发展。 

1.2. 意义 

1.2.1. 市场痛点 

目前我国港口大规模采用的是 AGV 无人车。AGV 无人车需要专门定制，而

且需要在地下铺设大量的磁钉，成本高昂，是自动驾驶车辆的三倍。而且 AGV
的弊端在于只能按照设定的路线行驶，灵活性差，无法开出港区。 

1.2.2. 北斗应用的意义 

从 GPS 卫星发射出的位置数据正被智能手机、汽车导航系统、以及导弹使

用，而所有这些卫星都正被美国空军控制。我国正将其与美国的竞争扩展到天空，

斥资至少 90 亿美元打造一套天文导航系统，并在两国关系日益紧张的情况下降

低对美国 GPS（全球定位系统）的依赖。卫星导航系统的作用如此巨大，美国的

GPS 定位系统发展的成熟度和应用的范围在全球位居前列。但是 GPS 卫星的控

制权掌握在美国手中，这会令使用 GPS 系统的其他国家处于被动地位，影响着

军事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作为中国军民科技融合、科技创新的重大成就，北斗

卫星导航系统是实施“中国制造 2025”强国战略计划的关键一环。北斗系统只

是中国旨在终结西方在航空航天领域独大地位的雄心勃勃行动的元素之一。 

1.2.3. 北斗应用于智慧港口自动运输的意义 

为贯彻落实《交通运输信息化“十三五”发展规划》，发挥信息化引领和支

撑作用，加快港口信息化、智能化进程，促进港口提质增效升级，交通运输部特

别规定：要推动北斗系统在港口生产和物流中的应用，创新港口物流运作模式。 

由此可见，推进建设基于 BDS 的智慧港口自动运输系统将带动我国港口信

息化、智能化水平的提升，服务于一带一路总战略，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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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北斗 RTK 技术 

2.1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介绍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BDS，以下简称北

斗系统）是中国着眼于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自主建设、独立运行的卫

星导航系统，是为全球用户提供全天候、全天时、高精度的定位、导航和授时服

务的国家重要空间基础设施。 

北斗系统具有许多优点：一是北斗系统空间段采用三种轨道卫星组成的混合

星座，相比于其他卫星导航系统，具有更多的高轨卫星，更强的抗遮挡能力，尤

其低纬度地区性能特点更为明显。二是北斗系统提供多个频点的导航信号，能够

通过多频信号组合使用等方式提高服务精度。三是北斗系统创新融合了导航与通

信能力，具有实时导航、快速定位、精确授时、位置报告和短报文通信服务五大

功能。 

2.2 RTK 载波差分技术 

2.2.1 RTK 技术介绍 

RTK（Real-time kinematic，实时动态）技术是目前应用最广的定位技术，又

叫做载波相位差分技术，一般应用在动态的需要高精度位置的领域。RTK 技术是

实时处理基准站和移动站两个测量站载波相位观测量的差分方法，将基准站采集

的载波相位发给用户移动站的接收机，进行求差再解算出位置坐标信息，定位精

度能够达到厘米级。 

数据端 控制端

监控中心

基准站 基准站

移动站移动站 移动站 移动站

北斗卫星

图 1 北斗 RTK定位系统基本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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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北斗 RTK 测量技术的功能特点

我国境内 BDS 信号覆盖率高，地面布站密集，能较快进行三频观测，可进

行测量成果混合解算，这给北斗 RTK 技术带来诸多优势。利用 RTK 测量技术可

以快速得到厘米级精度的待测点地固系坐标或者基线长度，不受范围限制，这是

很多基于传感器、声学、光学和频谱分析等的测量手段不能做到的。 

三、 智慧港口自动运输系统 

3.1. 总体设计 

整个系统共由三部分组成：无人运输系统，数据传输系统，监控中心。其中

监控中心包括数据端和控制端。系统整体架构如图 2。 

Internet
北斗导航卫星

基准站

无人运输车

接入服务器 数据服务器 应用服务器

监控客户端 大屏幕监控中心

数据端

控制端

基准站

4G基站

监控中心

图 2 系统整体架构图 

3.2. 无人运输车 

3.2.1. 概述 

由于以大型货车为研究平台存在研究成本较高、货车的运行与存放不便、没

有可以进行实验的港口等问题，本文在一个四轮电动模型车上，设计一个硬件模

拟平台，完全模拟无人运输货车的运行，来试验导航算法的精确度、所编程序的

可行性，为后续的算法和程序的改善，以及项目的进一步深入做好基础。 

为验证所设计的硬件系统的可行性以及采用的软件控制算法的稳定性，用四

轮电动车作为模型车，然后在模型车上进行改装，最后在校园内，进行现场多次

实验并统计、分析以及数据处理。 

M300C-U 作为 BDS 基准站，调制并发出无线电数据信号，安装在前后方位

的 Trimble 双天线 BDS 定位定向接收机能够接受 BDS 卫星数据信号，UDL300
电台解调无线电信号，车载控制器接收接收机的信号及电台接受的信号并发送转

向控制信号给转向执行机构，车载控制器的导航软件设置行走参数及行进路线，

左前轮轴上安装 RFC4800 系列角度控制器，实时采集前轮动向回馈给车载控制

器。移动站中 OEM 板卡采用 Trimble BD 982 板卡，进行快速的高动态 RTK 结

算，提供高精度定位和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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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线 解调

RTK  北斗基准站

解调 天线

RTK  北斗接收机

STM 32
上位机

超声波传感器
RS232转TTL信号

TTL转USB信号

驱动电路

电机

角度传感器

电台发射 电台接收

电源

图 3 硬件总体结构图 

3.2.2. 运动模型构建 

本系统中运输车为后轮驱动。在港口应用中，道路平坦。车辆行驶环境简单，

受到的干扰很少。为了建模方便，将其简化为简单二轴运动学模型，如图 5所示。

在本应用中，通过控制转向角 来控制运输车按照设定路线行驶。图中 为前轮

转向角，D 为运输车轴距，  为运输车航向角，R为 'O  到车轴的距离。不考虑

摩擦，由运动学分析得： 

( ) tan( ( ))t v t t
H


’（ ）=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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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tan( )H
R

 = （3-2） 

图 4 简化运输车运动学模型图 

实验中，采用图 5显示的车辆模型。左右两翼圆形物体是 BDS接收机。 

图 5 无人车模型 

3.2.3. BDS数据解析 

3.2.3.1 硬件设计 

数据解析电路采用的是异步串行通信的方式，利用单片机与 BDS接收机进行

数据通信并解析出所需的导航信息，最后将数据发送到控制器进行信息的进一步

处理。其中数据采集模块采用的是 PIC16F877A 单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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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接收机 数据采集模块
控制器

(STM32单片机)

BDS原始数据 解析后的数据

图 6 数据解析总体框图 

3.2.3.2 BDS数据解析格式 

无人运输车所需要的 BDS 数据有经纬度、速度、高度、时间、航向角。BDS

的用户终端数据格式遵循美国国家海洋电子协会（NEMA）制定的 NMEA-0183标

准协议。该协议主要有 6 种语句，分别以协议数据头信息$BDGGA、$BDGSA、

$BDGLL、$BDRMC、$BDVTG 开始。以$BDRMC 开头的语句是最简定位信息

语句，可以提供无人运输车所需要的全部信息，为主要获取语句，其语句格式及

内容数据的含义具体如下。 

$BDRMC 数据格式：

$BDRMC,<1>,<2>,<3>,<4>,<5>,<6>,<7>,<8>,<9>,<10>,<11>*hh<CR><LF>

表 1 $BDRMC数据格式具体含义表 

字段 1 字段 2 字段 3 字段 4 字段 5 

帧头 UTC时间 状态 纬度 北纬/南纬 

$BDRMC hhmmss.sss A/V ddmm.mmmm N/S 

字段 6 字段 7 字段 8 字段 9 字段 10 

经度 东经/西经 速度 方位角 UTC日期 

dddmm.mmmm E/W 节 度 ddmmyy 

字段 11 字段 12 字段 13 字段 14 字段 15 

磁偏角 磁偏角方向 模式 校验 回车换行 

000 - 180 E/W A/D/E/N *hh CR+LF 

从以$BDRMC 开头的语句中提取出所需要的数据后，通过 PIC 单片机输出

一种 BDS 数据帧结构，并命名为 R 数据帧。

R 数据格式：

R，<1>，<2>年<3>月<4>日，<5>时<6>分<7>秒，<8>度<9>分，<10>，<11>度

<12>分，<13>，<14>km/h，<15>度，<16>

表 2 R数据格式具体含义表 

字段 1 字段 2 字段 3 字段 4 字段 5 字段 6 

帧头 定位状态 日期 yy 日期 mm 日期 dd 时间 hh 

R A有效/V无效 年 月 日 时 

字段 7 字段 8 字段 9 字段 10 字段 11 字段 12 

时间 mm 时间 ss 纬度 dd 纬度 mm.mmm 北纬/南纬 经度 d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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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秒 度 分 N/S 度 

字段 13 字段 14 字段 15 字段 16 字段 17 

经度 mm.mmm 东经/西经 速度 航向角 回车换行 

分 E/W km/h 度 CR+LF 

3.2.3.3 数据解析程序设计 

本次设计的系统程序包括串口初始化程序、串口收发程序、数据处理程序。

串口初始化程序对 PIC16F877A 的串口通信相关寄存器进行设置。串口收发程序

以 9600bps 的波特率接收来自 BDS 接收机的数据并将经过数据处理程序处理的

数据以同样的波特率发送出去。数据处理程序指 PIC16F877A 把接收到的 BDS
据进行解析，获得相应的导航数据,并以新的格式封装起来。相应流程如图 8 所

示。 

图 7 数据解析程序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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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路径追踪模块 

图 8 控制示意图 

监测车辆位姿信息是实现系统的关键。本模块依赖纯追踪算法原理，实现路

径追踪。其目的就是计算出横向偏差和纵向偏差，为航向控制模块提供正确的决

策依据，进而控制运输车按照设定路线行驶。 

3.2.4.1. 导航参数 

导航参数用来表征运输车当前状态的物理参数，目的在于辅助运输车进行转

角决策。在本系统中，重要导航参数有横向位置误差和航向角误差。在车轮上安

装北斗芯片，获得实时坐标点，即可通过计算获得所有参数。以下讨论都基于WGS-

84 大地坐标系的高斯投影平面坐标。两个轮子坐标分别为： 前轮 ( , )Ft Ft FtP x y 和

后轮 ( , )Bt Bt BtP x y 。 

⚫ 设定路径 L：按照实际需求，设计路径。

 0 0 0 1 1 1 2 2 2 3 3 3( , ), ( , ), ( , ), ( , )?·· ( , )?··k k xL P x y P x y P x y P x y P x y= = = = = =
（3-3） 

坐标
( , )k k xP x y=

为车轮中心位置 

⚫ 车辆实时位置 ( )P t ：

( , ) ( , )( )
2

Ft Ft Bt Btx y x yP t +
= （3-4） 

⚫ 车辆实时航向角 t（） ：

两中点 t ( )FP t 、 t ( )BP t 连线，与 y 轴夹角就是航向角 t（）。规定 y 轴正

向为 0度，正方向为逆时针。航向角由 RFC4800 系列角度控制器测量获得。

⚫ 车辆实时速度 v(t)：车辆速度由主机计算获得。

1
v(t)=

t tOP OP

t
+ −

 （3-5） 

t 是两点测量时间差。 

⚫ 航向角偏差 terror（）：航向角偏差是当前实时航向角与期望航向角之间的偏

位置偏差 航向偏差 

调整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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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 

⚫ 横向位置误差 XTE ：横向位置偏差是当前实时位置与设定路线位置之间的偏

差。 

2 2( ) ( )t k t kXTE x x y y= − + −             （3-6） 

( , )k kx y 为 t时刻时，车辆的期望位置。 ( , )t tx y  为 t时刻，车辆实际位置。 

⚫ 前视距离（look-ahead distance） Lld  ：预测目标方向时，车辆纵向方向

上的预瞄距离。在图 4中，预瞄点就是点
'O  。 

0 v r fLld L K V K R= + +                   （3-7） 

0L
为基值， vK

为速度系数， rK
为前视偏差变化率系数， fR

为前视变化率。

fR
与设定路线有关。  

 

3.2.4.2. 追踪算法 

根据导航参数然后决策车辆转向角是最关键的步骤。本系统采用纯追踪算法

实现，依据车辆的目前位置判定行驶到目标位置所需行驶的圆弧，遵循最短路径

的原则。传统的纯追踪算法是根据航向角偏差，一步调整。我们将其分解为三步，

实质上是两步。其优点有追踪效果更好好，易于实现，原理简洁等。 

在导航参数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坐标系转化成以车体为中心的车体坐标系。

根据文献[7]得到纯追踪公式： 

第一步： 

2 2

1 2

2 [ 'cos( ') 'e sin( ')]arctan D P l P
l

 


− +
=

        （3-8） 

D 为车轴距离， 'P 为车体坐标系下的运输车位置， ' 为为车体当前航向角

和规划路径航向角之间的夹角，规定角度逆时针方向为正， l为运输车行驶的弧

的弦长。 

第二步： 

0
2 *

2
D d
vT dt


 = −

                       （3-9） 

v 是车辆速度，T 是控制周期，

d
dt


 是在第一步控制后的实时航向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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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 3 0 =

3.2.4.3. MATLAB仿真 

为了验证上述纯追踪算法可靠性，我们使用 MATLAB 编程并仿真，得到的结

果如图 9。由仿真结果可知，系统对于直线和一定曲率的曲线追踪效果十分好，

稳态误差为零。对于阶跃信号即实际中的直角转弯存在一定的稳态误差，其值约

为 15cm。仿真结果满足设计要求。实现代码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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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图 9  无测量误差下的运输车路径追踪 MATLAB仿真图 

3.2.5. 航向控制模块 

航向控制模块主要是跟踪运输车航向，计算航向偏差，控制方向盘转角。本

模块依赖 PID 控制原理，通过角度传感器测量获得方向盘转角和车轮转角，与期

望转角比较，获得航向误差。同时，利用控制器进行校正，保证车辆行驶在设定

路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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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航向控制算法流程图 

3.2.5.1. PID控制原理 

为实现航向控制，导航控制器是核心。本系统中，导航控制器采用比例-积

分-微分控制(PID)原理，精确追踪和校正航向。PID 控制鲁棒性好，算法简单有

效，广泛应用在各领域。其原理图如图 11所示。假定 PID 输入为 r(t),输出为 c(t)，
得到偏差信号 e(t)=r(t)-c(t)。得到 PID控制传递函数为：

( ) 1G s (1 )
( ) P d

i

U s K T s
E s T s

= + +（ ）= （3-10） 

式中 PK 为比例系数， iT 为积分时间常数， dT 为微分时间常数。经过计

算得到，PID 的控制率为：
t

0

1 ( )u(t) ( ( ) ( ) )p
i

de te t e t dt Td
T dt

+ +=k （3-11） 

式中 e(t)为偏差信号。

图 11 PID控制原理图 

PID 控制参数 PK 、 iT 和 dT 是决定运输车行驶稳定度、准确度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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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合适的 PID 参数整定至关重要。在本系统中，采用增量式调节和 MATLAB

仿真的方法实现 PID 整定。根据设计好路线后，计算三个参数，使得行驶效果达

到最佳。增量式计算公式： 

( ) ( ) ( 1)
( ) ( ) [ ( ) ( 1)]p i d

u k u k u k
K e k K e k K e k e k

 = − −
=  + +  − −

（3-12） 

式中 Δe(k)=e(k)-e(k-1)， e(k)为第 k 次采样时的设定值与实际值的差，e(k-1)为
上一次采样时的设定值与实际值的差值。 

3.2.5.2. 航向控制设计 

根据 PID 控制原理，我们设计出航向控制器，其原理图如图 13 所示。输入

信号为期望航向角 r(t)，与角度传感器测量得到的反馈量 c(t)比较，得到当前航向

角与期望航向角的偏差信号 e(t)。经过电磁比例换向阀，将偏差航向角转换成前

轮期望转向角。再与角度传感器测量得到的局部反馈量即实际前轮转向角比较，

得到目标转角。然后通过执行机构，也就是直流电动机控制方向盘转动目标转角，

最后控制运输车行驶在设定路线上。航向控制器算法流程图如图所示。 

图 12 航向控制器 PID 控制方法原理图 

3.2.5.3. MATLAB仿真 

根据式（3-13），使用 MATLAB对其仿真。检验航向控制器控制航向效果。 
t

0

1 ( )u ( ( ) ( ) )p
i

de te t e t dt Td
T dt

+ +（t）=k （3-13） 

在仿真实验中，对阶跃信号进行了仿真。实验结果可知，PID 控制可以很好

的跟随输入信号。仅仅在输入信号跳变的位置存在滞后现象，延迟时间小于0.2s,

可以满足港口运输车低速行驶状况。实现代码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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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航向控制器 MATLAB仿真图 

3.2.5.4. 实验测试结果 

为了实现路径追踪和航向控制器，我们利用模型车，做了自动驾驶检测实验。

其结果如图 15 所示。该坐标图显示车辆实时位置坐标。蓝线为人工设定路线，

也就是无人车将追踪的路线。绿色是车辆追踪路线，是根据车辆起点，将人工设

定路线平移。红色是自动驾驶路线。由实验结果可知，模型车追踪效果优良，位

置偏差在 10cm以下。 

图 14 无人运输车模型自动驾驶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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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避障控制模块 

避障是运输车重要功能之一。实际运用当中，经常出现运输车路线受阻的情

况。为了避免货物和车辆损失，本系统添加避障控制模块。在系统中，运输车利

用超声波测距，识别前方障碍物并且做出正确动作。模型超声波模块选型：HC-
SR04。

3.2.6.1. 超声波原理 

超声波测距模块是用来测量距离的一种产品，通过发送和就接收超声波，利

用时间差和声音传播速度，计算出模块到前方障碍物的距离。目前，超声波模块

测距可达到 10m,完全满足运输车应急要求。 

如图 16，超声波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为 340m/s，超声波开始发送到接收到

信号，计时器记录的时间 t。由此可以计算出运输车距障碍物的距离 s。 

超声波在 t时间内行驶的路程： 

d 340*t= （3-14） 

运输车与障碍物实际距离： 

*cos( )
2
ds = （3-15） 

实际测量中，角度 是小量，有 cos( )=1。式（3-15）近似等于： 

s=340*
t
2

（3-16） 

图 15 超声波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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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2. 避障流程 

图 16 避障流程图 

在实际运用当中，将超声波传感器固定在运输车车头，检测前进方向是否有

人员通过。如图 17 所示，运输车开始运输货物时，系统开启避障中断，向 STM32f7
主控芯片传达命令，初始化避障模块，配置 IO 口以及启动定时器 T 等。向 HC-
SR04 发送 trig 信号，紧接着超声波传感器开始扫描。一旦检测到前方有障碍物

时，立刻测出发送时间 t，计算出车与物体初始距离，然后主控芯片计算得出减

速的加速度 a，进而通过执行机构控制运输车减速。当前方没有障碍物时，避障

中断不被触发，运输车正常行驶。 

3.2.6.3. 避障模块实现 

采用 STM32f4 芯片，总共安装 8个 HC-SR04 超声波模块。实验结果和测试

结果如图 18与图 1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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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避障控制模块硬件连接图 

图 18 超声波测试结果 

3.3. 数据传输 

3.3.1. 基准站与移动站接收机之间 

在北斗 RTK定位技术中，基准站和移动站接收机之间需要数据传输链路，是

基准站可以实时发送数据给移动站接收机，进而完成差分解算。该系统主要通过

TCP/IP 协议以网线传输的方式进行数据传输，具有实时传输、即时监控、总体造

价较低、使用方便、抗干扰能力强等优点。 

 3.3.2. 监控中心与无人运输车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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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监控中心与无人运输车之间的距离相对较近时，主要采用 4G 方式进行高

速数据传输，通过 4G 进行数据传输具有高速度、高质量、高效率、低费用等优

点。当监控中心与无人运输车之间的距离较远时，利用北斗卫星定位系统独有的

短报文业务进行数据传输。考虑到时间延迟和成本，降低使用短报文频率。 

3.4. 监控中心 

监控中心系统是智慧港口自动运输系统的大脑。中心实时监测每辆运输车的

状况，包括运输车的行驶路线、实时位置、行驶速度、运载货物状态等。中心还

担任着指挥官的职务，处理意外情况。根据运输需求，通过北斗系统短报文功能，

向特定的运输车发送指令，控制其行驶路线。实现对运输车的远端控制。调控中

心将每辆运输车连接到一起，形成自动运输网络。 

3.4.1. 数据端 

在监控中心，需要实时监测整个智慧运输网络的健康状态。将 BDS 和 GIS
功能结合，利用 M600U 双天线定位定向 BDS 卫星接收机获取,采集智慧港口运

输网络信息。客户可通过调用查看某一辆车辆相关信息，如运输车的行驶路线、

实时位置、速度、运载货物状态等信息。还以查看日志，获得以往信息。 

图 19 数据端示意图 

3.4.2. 控制端 

监控中心除了可以监测系统外，还提供远端控制功能。利用 4G 或 BDS 短

报文等数据传输方式，人工输入命令来实现修改车辆行驶参数。如改变车辆行驶

路线、速度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十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92



图 20 控制端示意图 

命令格式： 

<0>, <1>，<2>年<3>月<4>日，<5>时<6>分<7>秒， <8> 

其中<0>：帧头；<1>：车辆编号；<2>年<3>月<4>日：日期；<5>时<6>分<7>

秒：时间； <8>：具体指令。 

表 3 <8>具体编码表 

具体 

指令 

<8> 

D7—D4 D3—D0 

紧急制动 0000 0000 

行 

驶 

路 

线 

路线 1 0000 0001 

路线 2 0000 0010 

路线 3 0000 0011 

路线 4 0000 0100 

··· ··· ··· 

四、 创新点分析 

通过软件设定路线并对其编码，然后利用短报文实时更改无人车行驶路线。

现用港口无人运输系统大都采用的是 AGV 技术，其改变或扩充路径较麻烦，导

引线铺设相对困难。我们的智慧港口自动运输系统优势明显。运输路线更改仅需

要通过编程的手段来实现，成本可控，方便灵活。在软件中设定行驶路线，对其

编码。即可通过烧录或者监控中心发送命令等方式实现无人车路线更改。 

系统采用 RTK 技术，提高坐标精度，可以使得实际产品精度达到 10cm。成

熟的 RTK 技术可以最大化的补偿 BDS 信号电离层的损失，使得获得无人车的精

度达到 cm 级。同时应用地点高大建筑物少，几乎不存在多路径效应。精度满足

需求。 

本系统采用改进的纯追踪算法，提高了追踪精度。传统的纯追综算法根据航

向角偏差，一步调整。我们将这个过程细化，分解成两步。两次调整转向角，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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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大小不同，逼近设定路线的效果更好。 

监控中心将数据汇集在一起，实现远程无线监控。将系统中每一辆车的信息

及时反馈至中心，包括位置、速度、货物状态等等。系统检测到异常数据，自动

报警，工作人员立即处理。另外，利用 4G 或者短报文功能实现实时远程控制，

指令格式与内容详见控制端。 

五、 结语 

基于 BDS 的智慧港口自动运输系统已经通过模型验证。在室外实现了按照

设定路线行驶，简单避障等功能。通过运用 RTK 技术，保证了车辆行驶精度。

同时，采用改进纯追踪算法，将以往一步校正细分为两步，优化了算法，追踪精

度更高。最终在实验中，测量获得车辆直线行驶精度达 10cm。智慧港口的目标是

一体化。在本方案中，已经通过 BDS、RTK 等一系列技术，实现了运输途中的

一体化。未来将致力于港口运输中上货和卸货环节的无人化，达到全程无人化自

动运输。在最大程度上，降低人力物力损耗。同时优化算法，使得无人车可以适

应更加复杂的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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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北斗导航定位系统的特种车辆运行智慧化交通灯控制系统 

【摘要】在国家大力推动运行智慧化的背景下，本文针对特种车辆的运行，

结合北斗导航定位技术，采用实验法、调查法和文献研究法，提出一种以交通灯

控制系统为基础的前馈控制措施。本系统通过北斗导航定位来确定特种车辆的运

动路径，从而对相应的交通灯进行控制，为特种车辆提前改变路口车流状况，以

达到让特种车辆安全快速的到达目的地的目标，实现运行智慧化。涉及到的设备
包括：北斗定位模块（ATGM336H‐5N 系列模块）、Zigbee 无线串口收发模块

（DL‐20）、微处理器 stm32 单片机、C51 单片机、智能小车、交通灯模块、继电

器模块、降压模块。 

【关键词】北斗导航定位；特种车辆；运行智慧化；前馈控制 

【Abstract】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untry vigorously promoting the 
intelligent opera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a feed-forward control measure based on the 
traffic light control system for the operation of special vehicles, combining the Beidou 
Navigation and Positioning Technology, using the experimental method, investigation 
method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This system ascertains the movement path of 
special vehicles via Beidou Navigation Positioning System, thus control the 
corresponding traffic lights and change the traffic condition in advance, finally 
achieve the goal of ensuring special vehicles reach the destination safely and quickly, 
and realize the intelligent operation. The equipment involved includes: Beidou 
Positioning Module (atgm336h-5n series module), Zigbee wireless serial port 
transceiver module (dl-20), microprocessor stm32 MCU, C51 singer chip computer, 
intelligent car, traffic light module, relay module, step-down module. 

【Key words】Beidou Navigation Positioning System; special vehicle; 
Intelligent operation; feed-forward control;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列举的 165 项重大工程中，明确了要构建车联网，

大力推动驾驶自动化、设施数字化和运行智慧化。当汽车在行进过程中的所有行

为都需要人为操控时，发生交通事故的风险是很大的。尤其对于执行任务的特种

车辆（本文中所有“特种车辆”均指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和工程救险车这四种

车辆）来说，尽管随着驾驶文明程度的不断提升，避让执行紧急任务特种车辆已

经蔚然成风，但因不避让或避让特种车辆不及时而造成生命财产损失悲剧的案例

也时有发生。特种车辆出交通事故的案例之所以屡屡上演，跟道路特别是十字路

口的交通情况难以预料和把控有很大关系。我国法律赋予特种车辆在执行紧急任

务时抢红灯的权利，但并没有采取合适的措施消除抢红灯带来的风险；而针对不

避让特种车辆的行为国家当前也是重在采取反馈控制也就是事后惩罚补救措施

来减少它的发生。综上所述，我们缺乏一种有效的前馈控制措施来为特种车辆保

驾护航。

1.2 研究意义 
特种车辆的交通事故归责一直是个很难处理的问题，加上总有一些素质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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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校：中国民航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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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司机不按规定避让特种车辆，很难通过立法执法来解决。而特种车辆出事故往

往影响的不止当时的车辆损失，延误的执行任务时间背后很可能是大灾难。针对

背景中分析的十字路口的交通情况难以预料和把控的现状，如果能采取前馈控制

措施也就是对交通灯进行控制来为特种车辆提前改变路口车流状况，为特种车辆

直接清出一条直行路来，那便可以很大程度上降低特种车辆出车祸的风险，上述

道德伦理方面的问题也通过这一技术手段迎刃而解了。本文设计的这个系统不仅

可以解决特种车辆的安全快速运行问题，也可以为国家实现运行智慧化这一重大

战略目标尽一份力。

1.3 北斗技术在交通灯控制系统中的应用 
本系统通过北斗导航定位模块获取交通灯位置信息并及时更新特种车辆位

置信息，通过串口发送给单片机依靠单片机完成对特种车辆位置信息的处理判断

出特种车辆运行的方向，从而能够确保只变换该方向处于规定范围内的十字路口

的交通灯来为特种车辆清路，达到让特种车辆安全快速的到达目的地的目标，同

时不会影响到其他路口和范围外的交通灯的正常工作。

1.4 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调查法对我国近年来特种车辆的一些事故情况进行收集分析整理

结果，用文献研究法了解了交通信号灯的控制方式以及前馈控制措施的相关内

容，在此基础上用实验法采用实物模型编程控制来模拟特种车辆在十字路口的运

行情况，希望能对实现特种车辆运行智慧化提供有意义的参考方案。

2  基于北斗导航定位系统的特种车辆运行智慧化交通灯控制系统设计方案 

2.1 理论现实方案设计和模型模拟转换 
本系统的目的是通过对交通灯进行控制来为特种车辆提前改变路口车流状

况，为特种车辆直接清出一条直行路来。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首先需要在交通灯

上加装北斗定位模块和串口收发模块以及 C51 单片机等硬件、在特种车辆上加装

北斗定位模块和串口收发模块以及 STM32 单片机等硬件且编程来获取和处理判

断交通灯和特种车辆的位置信息。获取对应信息后，由交通灯上的 C51 单片机判

断出特种车辆是否朝着交通灯移动且到达规定范围内，若是则控制交通灯做出相

应的变换来让路口两侧的车辆在特种车辆到达该路口时停下来，并在特种车辆通

过路口后恢复原状；若不是则保持原状。

因为各方面的限制关系没法用交通灯和特种车辆的实物来实现本文上述的

设计方案，所以本系统是根据现实情况制作出的对应的模型来模拟整个流程。

2.2 模型中的硬件使用情况 
本系统使用了北斗定位模块（ATGM336H‐5N 系列模块）、Zigbee 无线串口

收发模块（DL‐20）、STM32 单片机、C51 单片机、交通灯模块、继电器模块、

降压模块。

2.2.1 Zigbee 无线串口收发模块（DL‐20）的使用详情： 

DL‐20 无线串口模块可以满足 250 米以内的数据传输，DL‐20 模块可以设置

为点对点模式或广播模式。点对点模式下通讯数据丢失率为 0.00%，广播模式下

可以对多个进行传输，本系统用它来传输特种车辆对交通灯的位置信息。

模块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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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Zigbee 无线串口收发模块（DL-20） 

2.3 模型中的软件编程设计 
2.3.1 交通灯和智能小车的程序流程图 

图 2 程序流程图 

2.3.2 交通灯和智能小车的信息传递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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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信息传递流程图 

3  实物模拟与系统控制流程 

3.1 实物模型 
3.1.1 道路模型制作：

本系统选取校内空地采用黑色胶带粘贴出了模拟的两个连起来的十字路口。 

图 4 道路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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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交通灯模型制作：

该模型以木棍为支架，用两个能变换红、黄、绿三种颜色的交通灯模块制作

了控制十字路口车辆运行的交通灯框架；用两个能变换红、绿颜色的交通灯制作

了控制十字路口行人通过的交通灯框架。再在此框架基础上加上降压模块，继电

器模块，C51 单片机、Zigbee 无线串口收发模块（DL‐20）和北斗定位模块并编写

程序以实现对交通灯的控制。交通灯模型被放置在第一个十字路口处。

图 5 交通灯模型 
3.1.3 智能小车模型制作：

该模型选用了两个四轮小车框架，一个做智能循迹小车模拟特种车辆，加装

北斗定位模块（ATGM336H‐5N 系列模块）STM32 单片机和 Zigbee 无线串口收发

模块（DL‐20）并编写程序以实现对该小车的控制；另一个做 51 单片机控制的智

能红外遥控小车模拟普通车辆，通过编写程序和人为操控实现对该小车的控制。 

图 6 特种车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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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普通车辆模型 
3.2 实物流程模拟 
3.2.1 正常状况下的流程

（1）模拟十字路口车辆运行的交通灯按绿灯持续亮 25 秒（在绿灯亮的最后

5 秒内，黄灯持续亮 2 秒、黄灯闪烁 3 秒）、红灯持续亮 25 秒的周期循环变化；

模拟十字路口行人通过的交通灯按绿灯 20 秒、红灯 30 秒的周期循环变化。 

（2）模拟普通车辆的智能小车沿着模拟道路正常行驶，十字路口处红灯停

绿灯行。

图 8 正常状况下的情况 

3.2.2 特种车辆出现时的流程

（1）模拟特种车辆的智能小车沿着模拟道路运行，到达第一个路口时第二

个路口的交通灯不做出其他反应，依旧维持 3.2.1 中的正常状况下的流程控制路

口交通情况。

（2）模拟普通车辆的智能小车在与模拟特种车辆的智能小车运行方向相垂

直的模拟道路上行驶，十字路口处红灯停绿灯行。

（3）模拟特种车辆的智能小车继续沿着模拟道路向前行驶，模拟十字路口

车辆运行和十字路口行人通过的交通灯检测到模拟特种车辆的智能小车往该方

向行驶到规定范围（模拟道路上黑线标记处，距离第二个有交通灯的路口约 6 米

远）内时，若路口该方向本来就是绿灯，则两个方向的交通灯各自顺延 20 秒；

若不是绿灯，则模拟十字路口车辆运行的交通灯按红灯闪烁 3 秒、黄灯 3 秒、绿

灯 20 秒变换该方向的灯；按绿灯闪烁 3 秒、黄灯 3 秒、红灯 20 秒变换相垂直的

另一个方向上的灯。十字路口行人通过的交通灯顺延该方向的红灯 20 秒；按绿

灯闪烁 6 秒、红灯 20 秒变换另一个方向上的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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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特种车辆出现时的情况 
这样在模拟特种车辆的智能小车到达十字路口前交通灯就已经通过变换让

控制十字路口两侧的灯变为红灯使模拟普通车辆的智能小车停下来了，且模拟特

种车辆的智能小车所在方向的交通灯变为绿灯，它能在不闯红灯且无两侧车辆干

扰的情况下顺利通过这个十字路口。

（4）交通灯完成特殊情况的变换后，回归 3.2.1 中正常状况下的流程。

4  总结与未来展望 

4.1 作品创新点

4.1.1 采用了前馈控制的方式： 

前馈控制是相对于反馈控制而创设的一个概念，主要是指事先控制不利因素

输入系统，在系统输出结果受到影响之前纠正偏差的一种管理行为，可以克服反

馈控制因时滞带来的缺陷。在本文面对的特种车辆运行中的风险这一情况，若一

直延续当下的反馈控制措施，等事故发生了再去惩罚违规的未避让特种车辆的私

家车，那特种车辆出事故的风险也会一直保持原样存在，且事故的严重程度发生

时间无法预料。就像留了个未知的定时炸弹，等它什么时候炸了什么时候再解决

它。固然这也是种解决措施，但绝对不会有本文创新采取的前馈控制措施提前改

变十字路口交通状况直接降低事故风险的效果好。 

4.1.2 迎合了国家“十三五”计划中的发展战略： 

2017 年 8 月 25 日国家发改委在官网公布“2017 年下半年工作重点”,要求

全面推进“十三五”165 项重大工程项目。其中第五点五是全面推进“十三五”

165 项重大工程。本文迎合的是第 66 项智能交通的构建，即推进交通基础设施、

运输工具、运行信息等互联网化,加快构建车联网、船联网,完善故障预警、运行

维护和智能调度系统,推动驾驶自动化、设施数字化和运行智慧化。本系统将有

助于国家战略关于运行智慧化方面的实施。

4.2 作品未来展望

（1）本作品目前只实现了十字路口正常状况下一辆特种车辆运行过程中对

交通灯的控制，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复杂的情况，如同时出现多辆特种车辆或非

十字路口等情况。以后可以根据现实情况继续改进不断完善它的控制方式。

（2）本作品目前只考虑了为特种车辆改变交通灯的控制方式，未来可以发

展在所有车辆上加装北斗定位模块的装置，让交通灯根据车流密度来合理的选择

控制变换的时间。这样可以缓解日益严重的堵车问题，更加接近最终实现运行智

慧化的目标；并且还能减少汽车尾气排放量，对环境保护也有很多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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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总结

在其他人大都把注意力放在怎么用更高级更先进的技术去造出全自动化汽

车来实现驾驶自动化、设施数字化和运行智慧化的情况下，本文换了个方向思考

这个问题，尝试运用北斗导航技术通过控制交通灯这种更加现实的方式来实现特

种车辆运行智慧化。本作品采取前馈控制的措施为特种车辆提前清出道路规避事

故风险，避免了惩罚手段等的反馈控制措施中等特种车辆出交通事故后再想办法

挽救弥补损失的弊端。不过要想真正实现运行智慧化未来肯定还有很漫长的路要

走，我们这个系统的改进发展空间还是很大的，希望它也能为国家的重大战略目

标尽一份力。

参考文献 
[1] 阎耀军,薛岩松.风险社会中的管理时滞与前馈控制——试论基于前馈控制的公共危

机管理创新[J].天津大学学报,2009,11(4):329‐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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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一些特定环境下的三维空间采集建模困难的问题，本文提出一种利用北

斗卫星系统的定位功能，并结合嵌入式系统的测距功能，设计实现了一个能够实

时检测当前环境下的三维坐标的嵌入式系统。并能够利用无线传输技术，将数据

从下位机传输到上位机，并进行建模显示。本系统能够实现在黑夜或对人有伤害

的环境中进行自动的三维空间的采样和建模。其目的在于能够实现诸如消防救援

等特定环境下的三维空间建模。

关键词：北斗定位系统、嵌入式、三维空间建模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difficulties in 3d space acquisition modeling in some specific environments, this 
paper proposes an embedded system that can detect 3d coordinates in the current environment in 
real time by utilizing the positioning function of the BD satellite system and the ranging function of 
the embedded system. And can use the wireless transmission technology, the data from the lower 
computer to the upper computer, and modeling display. This system can realize automatic sampling 
and modeling in three - dimensional space in dark night or harmful environment. Its purpose is to 
be able to achieve such as fire rescue under specific circumstances of three-dimensional space 
modeling. 

Key words: BD positioning system; Embedded, 3D space 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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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课题背景及项目简介 

1.1研究背景及现状 

三维空间采样和建模有着广泛的应用，尤其诸如消防救援，山体空洞探测等

领域，都需要得到确切空间大小。空间的大小，不仅仅是测量其高度和宽度，而

且如何能够实现对其地理位置的确定以及整个空间的相对三维图的建立都具有

重要的研究价值。尤其是在狭小空间内的救援等作业，或者是在黑暗条件下的对

空间大小的探测。如何能够在使用计算机技术自动探测的同时检测到相对大小具

有很高的使用价值。

目前能够有效得到空洞体的三维图像的资料大多是采用人工测量，其耗时，

且受到人为因素比较大。在卫星定位系统能够进行坐标定位后，开始有了基于卫

星的定位的位置测量，但由于卫星定位的自身缺点，其大多数资料还是二维平面

显示，不能达到真正的实际三维测量与建模。

1.2项目简介 

基于以上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利用北斗卫星的定位功能，能够结合测距模

块，能够实现对三维空间的实时测量与建模。

本系统主要包括北斗卫星定位模块，载体平台控制模块，信息处理及无线传

输模块和上位机的三维建模模块。项目的方案为采用北斗卫星的定位功能，能够

对载有北斗卫星接收机的载体平台进行实时的检测其位置信息，与此同时，能够

利用超声波测距模块对其当前的高度信息进行检测。然后对三个数据进行可视化

处理，以达到三维图像的产生。

本项目分为上位机数据与三维建模部分和下位机的检测部分，下位机由包括

有主控芯片，载体平台，北斗定位模块和超声波测距模块。并且载体平台能够自

主的进行避障动作。

整个系统的功能示意图 1.1 所示，北斗卫星提供位置信息，载体平台测量当

前高度，并将处理后的数据发送至上位机进行三维的建模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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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项目研究内容及章节安排 

本项目是使用北斗卫星系统的定位功能作为基础，通过嵌入式系统的控制，

达到能够在黑暗环境下或者密闭空间内对三维控件的检测和建模，实现了对位置

信息及周围距离的检测，数据的无线传输以及控件的建模和显示。项目在实现功

能过程中通过认真分析并结合实际的模型。将进行以下工作。

第一章对项目背景以研究内容和意义做简要阐述，并就整个系统的模块做简

要说明，最后就项目的论文内容安排做了说明；

第二章对系统所采用的硬件做详细的内容说明和介绍，并说明本项目选用的

原因；

第三章对系统设计的开发环境做简要介绍，并就每个模块的原理进行详细的

说明；

第四章在实际环境中对系统进行调试并对其实时性与可靠性进行检测。并展

示项目的运行结果，实现以下功能：

1.能够有效接收到北斗卫星的位置信息，并将数据转换为有用的平面坐标； 

2.能够控制载体平台进行自主的运行并进行数据的采集；

3.能够将数据通过无线传输模块从下位机传输到上位机；

4.上位机能够接收到数据，并将数据进行处理，建立三维模型。

第五章对项目进行总结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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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系统硬件模块介绍 

本项目是要做一个能够在黑暗环境或密闭环境中自主行走并采集三维数据

的控制系统，因而在硬件模块搭建时，需要考虑到所需的各个模块及控制芯片的

选型问题。由于实时处理的复杂性、处理速度的要求以及系统的功耗、体积和成

本，使得必须选择合适的硬件模块，在完成课题要求的同时，尽可能少的减少资

源的冗余，精简系统的结构。因而在硬件模块搭建过程中，对于芯片和控制开发

板的选型就比较重要。整个系统可以分为上位机和下位机两部分，本章就两部分

在芯片选择上做详细的对比以及阐述其他模块的选择原因

2.1  主控芯片选型及介绍 

2.1.1 主控芯片选型 

控制芯片是整个系统设计的核心，其承担着整个系统的实时性任务处理，各

个功能模块的数据交换及处理，因而在选择系统芯片时，需要主要考虑以下几点

因素：

(1) 芯片的运算速度。处理速度是芯片选型的第一要素，它对于整个系统的

运行有着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实时性要求比较高的系统，处理速度就决定了

整个系统的可靠性以及应用性。

(2) 定点型和浮点型。定点性处理器或浮点型处理器是芯片的两种常见格式。

由于实时控制处理的数据需要采用大量的运算，根据数据计算格式和运算量，因

此本系统平台宜选择整点型芯片。

(3) 外设接口。一个系统肯定会有其他外设模块的配合工作，因而在选型处

理器时，还需要注意处理器对于外设接口的支持程度。综合以上考虑因素，本课

题最终选用以 ARM 公司的架构为基础的 STM32F407 芯片作为模型小车控制平

台的核心处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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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STM32F407 简介 

1、STM32F407 的基本描述 

STM32F407 具有接口扩展能力强、能效高、外设集成丰富等特征，主要有

如下几个主要特点: 

(1) STM32F407 的内核为 ARM4, 最高可以运行在 300MHz 的主频上，由

于该系列是定/浮点 DSP，所以浮点运算能力很强大，完成单精度的浮点乘法运

算只需要一个时钟周期，双精度的浮点乘法能在四个时钟周期内完成。在理论上，

最高核心频率下，运算能力可达 3648/2746 MIPS/MFLOPS。 

(2) STM32F407 提供高性能的同时保持了低功耗，内核电压低至 1.0-1.2V，

I/O 接口电压为 1.8 或 3.3V，其总功率不足 450mW。通过系统 PSC 控制，在休

眠时，系统功耗可以低至 10mW。 

(3) STM32F407 的外设接口包括串口、I2C、SPI、USB2.0、USB1.1、100M

网口等。其 EMIF 接口，除了扩展 Flash、SDRAM 外，还对 DDR2 和 mDDR 存

储器提供接口支持，DDR2/mDDR 的接口是专用的，可以与存储器芯片无缝连接。 

(4) STM32F407 拥有的独立的 64 个 DMA 通道数，并且提供对加强型直接

存储器访问控制器的支持，这为数据的高速传输提供条件。

(5) STM32F407 对 TI 最新的基于 ARM 的 KEILL 开发环境和 SYS/BIOS 提

供良好的支持。由于 STM32F407 的汇编指令没有新的特殊指令集，只是对

STM32F1 系列几种 ARM 内核指令集的简单继承，这也保证了代码的可移植性

和可维护性。因为芯片各管脚存在复用，图中各功能单元在不同的复用情况下不

同。

2.2 北斗定位模块 

UM220-III 是和芯星通针对车辆监控/导航、手持设备、电信/电力授时、气

球探空等应用推出的北斗/GPS 双系统模块。UM220-III 是 UM220 系列模块的第

三代产品，采用和芯星通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低功耗 GNSS SoC 芯片——

(Humbird)，是目前市场上尺寸最小的完全国产化的北斗/GPS 模块，集成度高、

功耗低，非常适合对尺寸、功耗要求高的北斗规模应用。UM220-III 模块采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十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09



GNSS 多系统融合及卡尔曼滤波等优化算法，在各种复杂环境下保持出色的捕获

跟踪能力和可靠的连续定位结果。其特点有：

（1）高灵敏度；

（2）精密授时；

（3）支持差分 GNSS，辅助定位功能；

（4）超低功耗，体积小巧；

（5）兼容 GPS 模块。

UM220-III 的芯片、接收板及天线如图 2.1 所示:

图 2.1 北斗接收模块实物图 

2.3 HC-05蓝牙模块 

HC-05 和 HC-06 的硬件相同，都采用英国剑桥的 CSR (Cambridge Silicon 

Radio) 公司的 BC417143 芯片，支持蓝牙 2.1+EDR 规范，只是芯片内部的韧体

不同。Hc-05 是一款主从一体可以设置的蓝牙芯片，具有传统蓝牙技术的功能，

模块的接口有串口、spi 接口、usb 接口。 

（1）可用于各种带蓝牙功能的电脑、蓝牙主机、手机、PDA、PSP 等智能

终端配对；

（2）宽波特率范围 4800~1382400，并且模块兼容 5V/3.3V 单片机系统；

（3）可以很容易的使用提供的蓝牙手机软件来控制小车，家电等。

2.4 US-100超声波测距模块 

US-100 超声波测距模块可实现  2cm~4.5m 的非接触测距功能，拥有 

2.4~5.5V 的宽电压输入范围，静态功耗低于 2mA，自带温度传感器对测距结果

进行校正，同时具有 GPIO，串口等多种通信方式，内带看门狗，工作稳定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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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外形图如下所示：

图 2.2 US-100 模块

2.5 本章小结 

由以上是整个系统的硬件部分的介绍。从主流的嵌入式芯片对比出发，探讨

了系统对芯片选型的要求，并根据课题要求，选择了合适的芯片及硬件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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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系统工作原理介绍 

3.1 系统整体工作原理  

本项目由上位机和下位机两部分组成，两者互相独立，又互相联系。载体平

台受到主控芯片的控制进行自主的运动，并且接收由‘BD’卫星系统传输过来

的位置信息。并将采集到的高度数据和位置信息数据通过无线传输模块从下位机

传输到上位机，并由上位机处理并进行三维的建模。 

系统整体控制实现图如下所示： 

主控ARM芯片

载体平台

北斗模块无线传输模块

无线传输模块 建模显示模块上位机系统
 

图 3.1 系统控制图 

3.2 下位机实现过程 

3.2.1 电动四驱车伺服端实现过程 

本课程的载体小车采用亚克力板制作，其强度大，质量轻，适合作为模型载

体平台。平台采用驱动马达带动小车的轮子前进，将四个马达分为左右两组，分

别控制，电动马达是利用 PWM 波来控制转速，因而需要从 STM32 芯片设置一

个定时器，并产生 4 路 PWM 波输出，设置 8 个控制端引脚来表示各个马达的工

作状态。 

平台的行走方向由主控芯片控制，其在平台前方及两侧各设置了一个 US-

100 超声波测距模块。当主控芯片检测到前方有障碍及侧方有障碍时，由主控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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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发出向左转的指令，引导平台进行左转动作。并且在转向和避开障碍后，能够

实现平台的自动回正功能。

平台的控制运作流程图如下所示：

开始

主控芯片自检

前进

检测到障碍？

转向避障

避障完成？ 回正

N

Y

N Y

图 3.2 载体平台控制流程 

3.2.2 US-100 超声波测距模块 

US-100 超声波测距模块具有两种工作模式，即串口触发和电平触发模式。

在本项目中，采用的为电平触发模式，即将主控芯片的一个引脚连接在模块的

Trig 端，另一个引脚连接在 Echo 端。当需要使模块工作时，由主控芯片先通过

Trig 引脚向模块发送一个不低于 10um 的高电平，触发模块，由模块自主发送连

续的脉冲进行测距，并将数据通过 Echo 端再传输向主控芯片。 

模块电平触发的时序图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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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超声波测距原理时序图 

由 Echo 端口传输到主控芯片的电平的时间长度，可以通过以下公式计算得

到高度信息：

距离 L = T ∗ 340/2 

3.2.3 UM220-III 北斗定位模块 

在 Unicore 协议中，输入和输出的语句被统称为消息，每条消息均为全 

ASCII 字符组成的字符串。 

消息的基本格式为：

$MSGNAME,data1,data2,data3,…[*CC]\r\n 

所有的消息都以'$'（ 0x24）开始，后面紧跟着的是消息名。之后跟有不定数

目的参数或数据。消息名与数据之间均以逗号（0x2C）进行分隔。最后一个参数

之后是可选的校验和，以'*'（0x2A）与前面的数据分割。最后，输入的消息可以

以'\r'（ 0x0D）或'\n'（0x0A）或两者的任意组合结束。输出的消息以"\r\n"结束。

每条消息的总长度不超过 256 个字节。消息名和参数、校验和中的字母均不区分

大小写。

BD 卫星系统可以在提供定位信息的同时，也可以提供精确的授时功能。本

项目采用信息匹配的方式，将接收到的信息通过分割信息，再将位置信息提取出

来。BD 卫星的地理位置，经度/维度的消息格式为： 

$BDRMC,123400.000,A,4002.217821,N,11618.105743,E,0.026,181.631,18041

1,,E,A*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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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各个数据的含义如下表所示：

表 3.1 卫星信号数据含义 

-- STR 定位系统标识

    BDRMC – 北斗系统单独定位 

time STR 

UTC 时间，格式为 hhmmss.sss 
hh - 小时 
mm - 分钟 
ss.sss - 秒 

status STR 
位置有效标识

V - 无效 
A - 有效 

Lat STR 
纬度，格式为 ddmm.mmmmmm 
dd - 度 
mm.mmmmmm - 分

N STR 
北纬或南纬指示

N - 北纬 
S - 南纬 

Lon STR 
经度，格式为 dddmm.mmmmmm 
ddd - 度 
mm.mmmmmm - 分

E STR 
东经或西经指示

E - 东经 
W - 西经 

spd DOUBLE 地面速率，单位为节

cog DOUBLE 地面航向，单位为度，从北向起顺时针计算

date STR 

UTC 日期，格式为 ddmmyy 
dd - 日 
mm - 月 
yy - 年 

mv DOUBLE 磁偏角，固定填空

mvE STR 磁偏角方向，固定填 E 

mode STR 
定位模式

N - 未定位 
A - 单点定位 

cs STR 校验和本条语句从'$'到'*'之间的所有字符进

行异或得到的 16 进制数 

由于本项目的着重点在于如何进行黑暗环境下三维空间的采样和建模，因而

需要将地理坐标转换为平面坐标，其中由地球的球面坐标转换为平面坐标的公式

如下所示：

X = 𝐷度 ∗ 111000 + 𝐷分 ∗ 1850 + 𝐷秒 ∗ 30.9 

Y = X ∗ cos(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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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数据进行处理运算后，需要将数据通过无线传输模块从下位机传输到上

位机。其流程如下所示：

开始

上电自检

接收卫星信号

接收完成？

数据分割

坐标变换

数据传输分割完成？

变换完成？

传输完成？

N

N

N

N

Y

Y
Y

Y

图 3.4 BD 卫星信号处理 

3.3 上位机实现过程 

本项目的上位机主要实现了数据的接收和数据的可视化显示。

本项目采用 MATLAB 开发环境作为上位机的开发程序，通过 MATLAB 平

台，建立了一个 GUI 界面，其开始界面如下所示： 

图 3.5 上位机开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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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下位机与上位机的数据连接是由串口进行的，因而需要在开始界面选择

串口的序号，对于串口的其他特性，在上位机内部已经定义，无需单独选择。在

点击打开串口后，上位机开始工作。

上位机的工作流程如下图所示：

开始

选择串口序号

接收数据

显示

结束

接收完成？
N

Y

图 3.6 上位机工作流程 

3.4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通过对上位机和下位机的详细工作过程介绍，对整个模拟系统进行

了原理性的说明及过程解释。也对系统实现的软件部分做了解释。实现了整个硬

件平台的搭建，并基于硬件平台，将各个功能模块及其作用做了说明，为后续的

整体调试实验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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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系统工作流程及结果 

4.1 系统工作流程 

在整个系统工作之前，首先要进行电压稳定，由于现有的芯片只能工作在

3.3-5v 之间，而两节串联起来的 18650 的电压会高达 8v，完全会烧毁芯片，因而

需要在系统开启之前，先进行稳压。遥控端和模型汽车控制端都要在电源接头之

前，经过一个稳压器，使进入芯片的电压能够稳定在 5V 工作电压。 

其次，是在电源打开后，要等待两个蓝牙模块之间的互联通信，因为蓝牙设

备并不是随开即用的设备，因而要等待其准备好。

在蓝牙设备互联完毕后，平台开始运动，其能够自主进行障碍检测，在遇到

障碍物后，会自动进行避障动作，并在避障完成后，进行回正操作。同时，BD 模

块接收定位信息，并将数据传输给主控芯片，主控芯片在经过数据的坐标变化后

将数据通过无线传输模块从下位机传输到上位机。上位机在接收到数据后，将数

据进行三维的散点图显示，并将整个三维建模结果显示到界面。

系统的工作流程如下所示：

开始

上电自检

芯片初始化

蓝牙连接

BD信号接收

前进动作

数据处理

数据传输三维显示

数据接收

接收完成？

传输完成？

遇到障碍物？

壁障完成？

壁障动作

回正

N

N

N

N

Y

Y

Y

Y

图 4.1 系统工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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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系统的调试运行中，可以清楚的看到各个模块之间的功能互相配合，系统能够

在自主避障的同时，能够实时的将数据通过无线传输模块传输到上位机，并且能够将得到

的坐标点和高度信息显示出来。

4.2 系统运行实际效果 

4.2.1 下位机实际运行效果 

如图 4.2 所示，在平台运行过程中，平台不断检测前方是否有障碍物，并且接收卫星

传输过来的数据，并将数据进行处理，然后通过无线传输模块将数据从下位机传输到上位

机。如果在前进过程中，遇到了障碍物，平台能够自主的进行避障动作，并且能够在避障

完成后，能够自主的进行回正。

图 4.2 实际运行图 

4.2.2 上位机实际效果 

如图 4.3 所示，下位机运行的同时，上位机接收到由卫星传输到的坐标信息和超声波

测距得到的高度信息，并且将所有的数据在三维坐标下进行描点。以达到对三维图的显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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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上位机实际效果图 

由于实验条件的限制，本实验的高度描点为随机生成的，但由效果图可以看到，整个实

验的结果已经达到项目预想的目标，能够对卫星定位信息进行采集，并将数据转换，且成功

传输到上位机，并且能够进行描点显示。

4.3  本章小结 

本章就系统的实际运行效果做了详细的说明，结果显示，本系统能够良好

的实现项目预设的效果，能够在黑暗环境下或狭小空间内对空间的三维扫描和

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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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总结与展望 

本项目从现有的实际问题出发，利用北斗卫星定位系统的特点，结合了相关

嵌入式的知识，通过模拟实验的方式，可以直观看到系统能够实现的预设功能。 

项目首先就各个硬件的选型和特点做了详细的说明，并就每个硬件的工作方

式及流程做了详细的说明，并完成了上位机部分的软件设计实现；最后在实际环

境下进行了整个系统的调试检测，实现了在黑暗环境下自主的进行三维建模。并

表明了整个系统的可应用性。

但受到时间和条件的限制，系统在硬件方面和软件方面都还存在可优化改善

的地方。本文的数据采集、算法都是在比较理想的状态下检测，都是以一个模型

为前提，而实际工作中由于其工作原理的本质不同，所要考虑的因素多变，如何

能够成为一款真正能够模拟显示真实情况的产品还有待更深入研究与完善。

系统在以下方面还可以进一步完善：

(1) 改进算法，提高系统稳定性；

(2) 改善人机交互功能；

(3) 实用性研究及应用范围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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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Bridge Monitoring Technology based on High 

Precision Beidou Navigation and Positioning system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infrastructure to guarantee the national economy, the safety of bridges 
is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so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monitor the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bridges. However, there are a large number of bridges to be inspected in our 
country. Manual sampling is the main method of detection, and the operation efficiency is low and 
the monitoring is not comprehensive. In this paper, the working principle of Beidou positioning 
system, the main design structure of the monitoring system, the design of the sensor system, the 
collection of monitoring data, the way of transmission, the design of the data processing system 
and the design of the early warning system are studied. The high precision Beidou positioning 
system is applied to bridge monitoring technology to improve the bridge. The accuracy and 
reliability of beam monitoring technology ensure the safety of bridges. 
keywords: Beidou navigation and positioning  sensor system   bridge monitoring   

early warning 

1. Background of the project

1.1 Research backgroun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as a hub of road 

transportation, bridge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and more and more 
numerous.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increased a large amount of manpower, material 
resources and financial resources in road construction and bridge construction, and 
accelerated the construction of infrastructure such as bridges. Various long-span 
bridges such as cable-stayed bridges and suspension bridges have emerged one after 
another, making China a bridge in the world. Great countries, by the end of 2015, 
there were 779,200 roads and bridges across the country. However,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service life and the interference of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the bridge will be 
exposed to different degrees of damage to create safety hazards, and bridge collapses 
and other accidents.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afe operation of the bridge,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deformation monitoring of the bridge to detect potential hidden dangers 
early and avoid unnecessary losses. 

1.2 Status at home and abroad 
At present, in the field of bridge monitoring in China, products involving satellite 

navigation application technology generally use GPS. However, the ownership, 
control, and operation rights of the GPS system belong to th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d there have been problems such as human interference. In addition, 
relying solely on the GPS system, the monitoring accuracy is difficult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It is necessary to compensate for this shortcoming by deploying a large 
number of base stations or effective differential algorithms. However, deploying a 
large number of base stations wastes financial and material resources, and differential 
calculations consume a lot of time, making it difficult to achieve real-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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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itoring. . Finally, China's bridge monitoring is mostly a single point monitoring, 
monitoring the deformation of a bridge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management of bridge 
assets. 

The domestic leading new multi-path suppression algorithm based on 
Beidou/GPS multi-mode multi-frequency displacement signal, high-precision single 
epoch real-time online monitoring technology and optimal differential correction 
message generation technology; domestic leading bridge real-time dynamic and 
high-precision static compatibility monitoring Supports both transient and creep 
modes. Based on the Beidou/GPS high-precision displacement monitoring and 
solving early warning system, the whole system can realize the real-time remote 
unattended real-time monitoring and early warning capability by implementing the 
above advanced technologies. 

In 1998, the British Bmnel University used a dual-frequency GPS receiver to 
perform dynamic and static load tests on the bridge at a sampling rate of 5 Hz. In this 
test, five trucks were used and several dynamic and static load tests were carried ou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hree-dimensional displacement results of GPS 
measurements are in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of the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the bridge. 

 

Figure 1 Humbert Bridge, UK 
 

The Akashi Kaikyo Bridge is currently the longest suspension bridge in the 
world with a total length of 3911 meters, a mid-span of 1991 meters, and two side 
spans of 960 meters, as shown in Figure 2. Since 1998, the bridge has been 
continuously measured for three-dimensional displacement using a GPS monitoring 
system. The bridge is equipped with three GPS receivers, which are located on the left 
abutment, the mid-span 1/2 and the left tower, as shown in Figure 3. Since 
temperature is the main factor in generating the vertical displacement of the bridge 
deck,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vertical displacement and 
temperature, cable temperature and air temperature measurements were also made. 
Th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vertical displacement and 
temperature is above 0.97,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placement and temperature 
is -6.4 cm/degree. The mid-span 1/2 displacement ranges from 0 to 168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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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Akashi Strait Bridge, Japan 
 

 

Fig. 3 location of GPS and temperature sensors for Mingshi Channel Bridge 
 

1.3 Beidou system works 
The 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deformation monitoring system mainly uses the 

differential relative positioning method to perform real-time position calculation,and 
determines whether the monitoring object generates displacement by analyzing the 
positioning information. Using the relative positioning between two or more stations, 
as shown in Figure 4, if both points A and B observe the same set of satellites (at least 
four) at the same time. And A is a known point. Through some data link, the original 
correction information is transmitted to point B, then the position of point B will be 
more accurate, static millimeter pre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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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relative positioning diagram 
 

The Beidou Bridge Deformation Monitoring System is mainly composed of 
Beidou Bridge Deformation Monitoring Station, Beidou Satellite Receiving 
Reference Station, communication network, data analysis and processing center, and 
remote monitoring platform. Divided into wired transmission mode and wireless 
transmission mode, as shown in Figure 5 and Figure 6. 

 

Figure 5 schematic diagram of wired transmission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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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schematic diagram of wireless transmission mode 

2. Beidou system positioning model

2.1 Harmonization of the space-time reference framework 
The space-time benchmarks used by different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s vary. 

When using different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s for combined positioning, the 
differences in space-time benchmarks need to be considered for uniformity. Therefore, 
when using Beidou/GPS for high-precision positioning, 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 and unification of the space-time reference between the Beidou and GPS 
systems. 

2.1.1 Spatial coordinate system 
Different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s also differ in the spatial coordinate 

reference frame. Among them, the 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uses the 2000 
China Earth Coordinate System (CGCS2000) in space, while the GPS uses the 
WGS-84 coordinate system. The definitions of the origin, scale orientation and 
directional evolution of the coordinate systems of the two coordinate systems are the 
same, and the reference ellipsoids used are also very similar. Specifically, the four 
ellipsoid parameters include the long semi-axis radius a and the flattening rate. 
Among the α, the gravitational constant GM and the angular velocity ω, only the 
flatness α has a slight difference,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coordinate value is obtained 
by the following formula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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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llipsoid,Δa and Δα are the difference values of the long semi-axis radius a and 
the flatness α between the two reference ellipsoids, respectively. 

It can be seen from (2.1) that the small difference in the flatness α has no effect 
on the longitude of the earth, but the influence on the latitude and the height of the 
earth is only related to the latitude of the point, and the points on the same latitude are 
affected. the sam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eodetic latitude B and the geodetic 
height H in the CGCS2000 and WGS-84 coordinate systems due to the difference in 
the reference ellipsoid flatness α is shown in Fig. 7. For users with an accuracy 
requirement of <5 cm, it can be considered that WGS-84 and CGCS2000 belong to 
one coordinate system and do not need to be transformed [20]. In high-precision 
position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needs to be considered. System 
conversion and other methods are used to unify the coordinate system of both GPS 
and Beidou. 

 

Figure 7 differences between CGCS2000 and WGS-84 coordinates 
 

2.1.2 Time base 
The time base used by the GPS system is GPST (GPS Time), while the time 

reference of the Beidou system is Beidou BDT (BeiDou Time). Both are atomic time 
systems, and the seconds are defined in the same way. There is no leap sec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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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 The starting epoch of GPST is 1980-01-06 T 00:00:00, and the starting 
epoch of BDT is 2006-01-01 T 00:00:00, except for the difference of 1356 weeks, the 
system seconds difference The calculation formula is: 

14.0BDTGPST ＋＝                     （2.2） 
In the integrated positioning of Beidou and GPS dual system, whether it is single 

point positioning using pseudorange observation or high precision positioning using 
phase observation, in order to ensure its feasibility and reliability, the synchronization 
of the time system can not be ignored. The method of unknown parameter solving or 
inter-satellite difference is introduced for processing. 

2.2 Mathematical model 
If the influence of small error terms such as observation noise and multipath 

effect is neglected, for the two systems of GPS and Beidou, the phase observation 
equations of satellite carrier n observed by station i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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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form: j
i is a carrier phase measurement; j

i is euclidean geometric distance 

from receiver i to satellite j;c is the speed of light; f is the carrier frequency; it is the 

receiver clock difference, jt is the satellite clock difference, j
Ioni, is the ionospheric 

delay correction value; j
Tropi, is the tropospheric delay correction value; j

iN is the 

ambiguity of the whole week, which is the unknown amount to be sought; systemt is 

the time synchronization difference between the Beidou and GPS systems. 
From the above carrier phase observation equation, it can be known that when 

positioning with non-difference carrier phase, the accuracy is affected by error factors 
such as satellite clock error, receiver clock error, and atmospheric delay. In order to 
reduce the influence of error factors and improve positioning accuracy, The carrier 
phase double difference observation equation is used for positioning solution. First, 
the reference satellites selected for each station are selected as inter-satellite 
differences. Considering the time synchronization difference between the Beidou and 
the GPS, and the satellite layout between the two systems is different, the two satellite 
systems are Select one appropriate reference star j, respectively. Thus, for satellite k, 
whether it belongs to GPS or Beidou, you can get a single difference eq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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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form: kj
i

, is the difference in carrier phase between station i and satellite j, k,

kj
i

, is the difference in geometric distance between station i and satellite j,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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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jt , is the relative clock difference of the satellite, kj
iN , is the difference in 

ambiguity over the entire week, kj
i

kj
Ioni

,
Trop,

,
,  、 is the relative delay of the ionosphere 

and troposphere. 

After the inter-satellite differential processing, the receiver clock difference it

and the time synchronization difference systemt between the Beidou and the GPS 

can be eliminated. 
k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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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j

Ion
kjkjk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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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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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form: kj ,
2,1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eometrical distance and the carrier 

phase between the stations 1 and 2 and the satellites j and k, respectively. kj ,
2,1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eometric distances between the stations 1 and 2 and the 
satellites j and k, respectively. 

kjN ,
2,1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tations 1, 2 and the j and k stars after the whole 

week, and then the difference is again. kjkj
Ion

,
Trop,2,1

,
,2,1  、 is that the 1 and 2 stations 

are again delayed after the delay between the ionosphere and the troposphere relative 

to j and k stars.Afte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tations, the satellite clock kjt , is 

further eliminated and the delays of the ionosphere and troposphere are further 
weakened. 

According to the satellites observed by the two stations, the satellites form a 
double-difference observation equation, and the least squares method is used to solve 
the equations. The positioning results can be obtained, and the reliability of the 
positioning can also be evaluated. 

3. System design

3.1 System composition
Beidou monitoring bridge system consists of:①data acquisition system,②data 

transmission system,③data processing system,④monitoring and early warning 
system,⑤integrated management system, etc.The integrated management system is 
the server software management center, and the data processing system is Beidou. The 
data interpretation center and the monitoring and early warning system are the 
monitoring data analysis centers and the core of the high-precision deformation 
monitoring and early warning system.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the whole system 
are shown in Figure 8: 

① Integrated Management System-can effectively user management, data
management, system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to ensure system; system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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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data security can be easily set parameters, state local/remote browsing, data from 
local/remote download, and data sharing. 

② data acquisition system-the key equipment of the acquisition system uses
high-precision Beidou receiver to ensure accurate data collection. The data acquisition 
system generally consists of a base station, a monitoring station, and a support support 
system including a field power supply and a lightning protection system. 

③ Data transmission system-Data transmission system can adopt RS232,
dedicated wired or wireless Modem, TCP/IP, UCP, GPRS wireless and CDMA 
wireless communication, UHF radio station,etc., and the transmission network is 
convenient and flexible. The system not only supports remote data downloading in the 
field, but also enables remote real-time data stream transmission and file package 
download. 

④ Data Processing System - Data processing system can perform long-term
continuous real-time data processing. The solution uses advanced Kalman filter to 
integrate single-element integer solution algorithm, which can easily achieve 
millimeter-level positioning accuracy, ensure system stability and reliable data. 

⑤ Monitoring, Analysis and Early Warning System—The monitoring, analysis
and early warning system has very powerful data analysis and processing capabilities. 
It has many analysis angles and rich means. It can calculate 3D displacement 
components and deformation rates, and automatically generate deformation duration 
curves, deformation distribution maps and multi-factor correlation graphs. 3D 
simulation map can be generated according to the terrain data of the field, and the 
contour map or gradient chromatogram of the deformation field and any profile of the 
deformation field can be generated; the other monitoring data can be combined for 
preliminary analysis and simple evaluation; the risk can be based on the preset alarm 
value. In the real-time, the multi-channel status information is published in the form 
of SMS, voice or screen display. Under abnormal conditions, the warning information 
can be broadcast in multiple channels and in multiple forms. (The release channel 
includes the information of the running technicians, unit leaders, and superior 
management departments. The center, etc., forms include SMS, voice call, alarm 
sound, large screen display, etc.). 

Figure 8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Beidou monitoring bridg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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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Measuring point arrangement and technical requirements 
3.2.1 Location of the simply supported beam bridge monitoring station and the 

base station 
Simply supported beam bridge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bridges. Its 

mechanical structure is relatively simple. In the process of laying control points, it is 
necessary to combine the geological topography and traffic conditions under the 
bridge. The monitoring points are arranged in bridges with relatively prominent safety 
hazards. The edge position that is not easily damaged is shown in Figure 9 below. 

 

Figure 9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monitoring point of the simple support bridge 
 

The base station must be built in a stable position, such as where the abutment is 
not easily disturbed or damaged. The exact location and conversion parameters must 
be provided to the base station. 

3.2.2 Location of the arch bridge monitoring station and the base station 
For a solid-type stone arch bridge with a small span, a monitoring point can be 

set only at the top of the arch when the basic condition is good. For fasting stone arch 
bridges and concrete double-curved arch bridges, monitoring points should be 
installed at the vaults and the corresponding positions of the two arches, as shown in 
Figure 10. 

 

Figure 10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monitoring point of the double-curved arch 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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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mid-support arch bridge with large span, according to the forc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rch bridge, to reflect the displacement and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ridge, the main monitoring points are located near the vault, the 
arch waist and the arch foot (the intersection of the bridge deck and the arch shaft) 
Two monitoring points are placed side by side, and there are 10 monitoring points in 
the whole bridge, as shown in Figure 11 below. 

 

Figure 1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monitoring point of the double-curved arch bridge 
 

Among them, the dome monitoring point is arranged at the apex of the two arch 
ribs respectively to set up a monitoring point. The arch waist monitoring point is 
arranged symmetrically with two monitoring points at 1/4 of the two arch ribs. Near 
the arches (the intersection of the bridge decks), monitoring points are set on both 
sides of the bridge deck. 

The base station must be built in a stable position, such as where the abutment is 
not easily disturbed or damaged. The exact location and conversion parameters must 
be provided to the base station. 

3.2.3 Cable-stayed bridge monitoring station and the location of the base station 
Cable-stayed bridges are generally composed of stay cables, towers and main 

beams, piers and bridges. Only one monitoring point can be set on the plate beam and 
each force part. At least 10 stations and 1 base station of the whole bridge are shown 
in the figure. 12 is shown. 

 

Figure 12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monitoring point of the cable-stayed 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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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Suspension bridge monitoring station and the location of the base station 
Suspension bridges are generally composed of main cables, slings, towers and 

beams. Only one monitoring point can be set on the plate beam and each 
force-bearing part. There are at least 10 stations and one reference station in the whole 
bridge, as shown in Figure 13. 

 

Figure 13 Schematic diagram of suspension bridge monitoring point layout 
 

3.3 Sensor system design 
The basic monitoring function of bridge structure safety monitoring is realized 

by the sensor subsystem. Reasonable arrangement of sensors is the prerequisite for 
ensuring the quality of structural safety monitoring. According to the structure and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ridge, the following seven aspects can be selected for 
monitoring, and corresponding sensors are arranged at key structural sections. 

3.3.1 Structural stress and strain monitoring 
Structural stress and strain monitoring is one of the basic contents of bridge 

safety monitoring. The principle of strain sensor arrangement is: for the bridge in 
service, it is better to choose the control section with large stress under the combined 
action of vehicle load and various environmental loads, which is generally arranged 
on the main beam; for the bridge under construction, the sensor can be built in the 
bridge construction process. Buried in, so it is advisable to choose the cross-sectional 
arrangement with large stress under the combined action of dead load, vehicle load 
and various environmental loads. 

3.3.2 Structural displacement monitoring 
Structural displacement monitoring is another basic content of bridge safety 

monitoring. The displacement sensor is generally arranged in a place where the 
structural displacement is large, such as a control beam such as a main beam span and 
a cantilever beam end. When using the Beidou Positioning System (BDS) to monitor 
the displacement of the main beam, GNSS observation points can be arranged on the 
top plate of the main beam, and the ground reference station measurement points can 
be set near the bridge. 

3.3.3 Structural vibration monitoring 
The structural dynamic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self-vibration frequ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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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bration mode, modal damping ratio, etc.) are important information reflecting the 
safety status of the bridge structure. Through structural vibration monitoring, it is 
possible to understand the changes in structural dynamic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and 
to grasp the safety status of the bridge structure. In the structural vibration monitoring, 
it is generally possible to arrange an acceleration sensor in the main beam section 
such as the mid-span of the main beam, the quarter point and the joint of the pier and 
the beam. 

3.3.4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Mainly monitor the ambient temperature, humidity, wind speed and wind 

direction at the bridge. Generally, the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sensors are arranged 
in the cross section of the bridge and the section near the fulcrum; the wind speed and 
direction indicator can be combined with the environment of the bridge and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the site conditions. 

3.3.5 Suspension tension monitoring 
For the lower-supported external tether arch bridge, the tie rod is connected to 

the rib of the arch rib, and the tension of the beam body is provided by the boom. 
Therefore, the monitoring system needs real-time monitoring of the anchor cable 
force. 

3.3.6 Tie rod tension monitoring 
For the lower-supported external tether arch bridge, the thrust of the arch is 

supported by the tie rods anchored on the pier at both ends, so the monitoring system 
needs real-time monitoring of the pulling force of the tie rod. 

3.3.7 Bridge tilt monitoring 
For the navigation bridge, considering the impact of the ship accidentally hitting 

the pier on the pier, the monitoring system needs to monitor the bridge pier of the 
main bridge in real time. 

3.4 Data processing system 
3.4.1 Data flow analysis 
a.Differential data sent by the base station to each monitoring station in real time. 

The base station is placed in the management center based on the received satellite 
signals. The calculated differential data is sent to each monitoring station in real time, 
and each monitoring station calculates its own coordinate data. The signal is output by 
RS232 interface, the baud rate is 19200 bit/s, and the data transmission interval is 1 
time/s. 

b.Measurement data sent back by each monitoring station. The monitoring 
stations are arranged on both sides of the bridge deck, and the coordinate data of each 
point is output by the RS232 interface, and the baud rate is 19200 bit/s. The amount of 
data is only about 60 bytes/site for coordinate data, and about 500 bytes/site for raw 
data. The data transmission interval is 1 to 5 times/s. 

c.The control signal sent by the monitoring center to each monitoring station. In 
order to set the state of the GPS receiver (such as changing the data transmission 
interval, etc.) and remote resetting each monitoring st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send a 
control signal to each monitoring station, the signal characteristic is: each time the 
data amount is small, the interval time is long, It is often several days or mo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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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Data acquisition and transmission scheme 
A.In order to realize the continuous and real-time automatic operation of the 

system 24h, the software of the data transmission part of the system is mainly 
composed of two parts: data acquisition and servo control. It is installed in the 
industrial computer of the bridgehead workstation, and the working process of the 
data acquisition part is shown in Fig. 14. Shown. 

 
Figure 14 data collection flow chart 

 

B.The system requires long-term continuous data collection, and each 
monitoring point is in the field. To ensure the reliability and anti-interference ability 
of data transmission, the data channel is established by using optical fiber. 

C.According to the data flow analysis, each data is transmitted in the following 
manner (as shown in Figure 15): 

 

Figure 15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data transmission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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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he differential data of the base station is transmitted to each monitoring 
station by broadcasting; 

b.Based on the distance of data transmissi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ptical fiber 
transmission and the real-time nature of data, the measurement data sent back by each 
monitoring station is transmitted to the buffer station in parallel, and then combined 
and transmitted to the monitoring center; 

c.Due to the small amount of control signal sent by the monitoring center to each 
monitoring station and the long interval, consider switching to differential data 
channel transmission. 

3.4.3 Data processing center 
The data processing center, that is, the solution center for satellite data collected 

in the field, is also the center for storing, analyzing, and displaying the deformation 
monitoring data. It is the terminal of bridge deformation monitoring. Through the 
purpose of finally realizing bridge deformation monitoring in the data center, it can 
warn the measuring points of deformation overrun.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ridge deformation monitoring system based on BDS/GPS and GIS, the data center 
structure is divided into Data processing layer, data storage layer, application support 
layer, data presentation layer. Its structure is shown in Figure 16. 

A. Data processing layer: The data processing layer realizes the solution and 
storage of satellite raw data. Using the solution software, the satellite raw data 
transmitted from the field is subjected to difference, filtering and coordinate 
conversion, and the geographic coordinates (X, Y, Z) are solved. 

B. Data storage layer: Using GIS to manage the powerful functions of spatial 
data, establish the GeoDataBase data model to manage th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attribute information and deformation monitoring information of the bridge, and 
access the data through the ArcSDE spatial data engine. 

C. Application support layer: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ridge 
structure, the C/S mode is used to develop the bridge deformation monitoring 
management system to realize its application function. 

D. Data presentation layer: The data presentation layer is based on the 
application support layer to realize the client display of the bridge deformation 
monitoring information, realize the display of the geospatial information through the 
form of electronic map; realize the bridge warning information through the early 
warning module; The three-dimensional information and related management 
information can also be displayed in the data presentation 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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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6 shows the structure of the data center 

 
3.5 Early warning process design 
The premise of the safe operation of the bridge is the early warning. The use of 

the deformation monitoring system to realize the automatic early warning is one of 
the research purposes of this paper. When a certain measuring point exceeds the 
allowable range in the X, Y and Z directions, the system automatically warns the early 
warning result. Remind the relevant personnel through the sound, SMS, and electronic 
map flashing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the bridge operation. 

According to the content of the beam bridge deformation monitoring, the design 
of the early warning process is carried out. The deformation amount of the measuring 
point in a certain direction is d, and the threshold value is D. Then, when d>D, the 
early warning, the early warning process is as shown in Fig. 17, and the early warning 
mode As shown in Figure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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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7 early warning flow chart 

Figure 18 early warning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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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onclus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working principle of Beidou positioning system and 
applies the high-precision Beidou positioning system to the bridge detection 
technology. At the same time, the main design and structure of the monitoring system 
are elaborated and analyzed, and the detection data is collected and transmitted. The 
design of the route, data processing system and early warning system was analyzed to 
realize the monitoring and early warning function of the bridge, which greatly 
reduced the cost of bridge monitoring, and also improved the accurac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bridge monitoring technology, further ensuring the bridge. safety.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the 
coverage and data accuracy continue to improve, the application of all walks of life 
will also be deeper, the futur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ll be more rapid, there will 
be more and more equipment integrated into In the real-time monitoring and early 
warning system, more practical functions will be added to the system to further 
improve the bridge monitor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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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导航的桥梁健康智能监测系统

[摘要] 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在桥梁建设领域取得了突飞猛进

的发展，但对于一座座拔地而起的跨径大、科技含量高、技术创新性强的现代桥

梁，传统的桥梁监测已不能满足其健康监测需求。因此，为适应桥梁建设发展需

求，解决传统桥梁监测中信息时效性差、监测作业危险性高、信息获取率低等问

题，本文提出了基于北斗导航系统和智能化传感器相结合的桥梁健康智能监测系

统。该系统创新性地引入了北斗导航技术，并将嵌入式系统构架模式、光纤通信

和卫星通信相结合，实现了对桥梁 24 小时全天候监测、桥梁监测数据实时采集

与存储、桥梁健康实时预警与评估、桥梁病害实时诊断与维护等功能，通过这些

功能能够完善桥梁健康监测体系，实时掌握桥梁服役期间的健康状况。 

[关键词]北斗导航系统；桥梁健康；智能监测；嵌入式； 

Bridge health intelligent monitoring system based on 

Beidou navigation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growth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our co
untry has made great strid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Bridges, but traditional 
bridge monitoring can not meet the health monitoring needs for the modern 
bridges which have large span, high technological content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bridge construction development and 
solve the problems of traditional bridge monitoring, such as poor timeliness of 
information, high risk of monitoring operations and low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rate, this paper proposes a bridge health intelligent monitoring system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and intelligent sensors. The system 
introduces Beidou navigation technology innovatively , and is also equipped with 
embedded system architecture mode, optical fiber communication and satellite 
communication, make 24-hour monitoring of bridges possible, besides it 
functions for collecting and storaging bridge monitoring data, warning bridge 
health, assessing safety and diagnosing the bridge’s diseases in real time. With 
these functions, the traditional bridge health monitoring system can be improved, 
and the health status of the bridge during service is grasped in real time. 

[key words] 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bridge health; intelligent monitoring; 

embe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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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桥梁健康监测是指通过对服役期间桥梁结构状态的监控与评估，为大桥在一

定交通、环境条件下或运营状况处于异常时发出预警信号，为后期桥梁管理维护

提供重要依据和指导。桥梁建成后，运营期间受气候、环境等因数的影响，将出

现结构材料腐蚀、冻融破坏、侵蚀性介质腐蚀等病害症状，以及在长期的静、动

力荷载作用下结构强度和刚度随着时间的增加而降低。这不仅会影响行车安全，

更会使桥梁的使用寿命严重下降。由此，为保证桥梁的安全运营，结合当下计算

机、无线电技术和空间技术，在建设桥梁的同时加快完善传统监测技术，发展桥

梁健康状况监测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安全性能进行评估的新技术势在必行。 

1.1 传统桥梁监测存在的不足 

传统的桥梁监测有湿度计测量、测距仪、经纬仪、水准仪、全站仪等常规测量方

法。这些测量方法能够适应不同的监测环境，达到一定的测量精度要求，得到桥

梁的整体变形状态，但是施测的现场工作量大，其测点的布设还受到桥梁所处地

形条件的限制，并且部分测量方法还只能得到局部及相对的变形信息。传统测量

中主要存在以下不足： 

（1）精度和简便性等方面存在不足。例如位移传感器测试法虽然测试精度

较高，但一般只能实现单向变形测量；加速度传感器测量法其本身测试误差大，

量程范围有限，如果长时间连续观测还容易出现零点漂移，并且长导线连接方式

还增加了测量噪声；激光干涉仪法，一般只能进行定期的检测，当结构物的摇晃

或震动较大时很难跟踪目标[1]。 

（2）缺乏传感器的优化布设方案。为获取桥梁的健康状况，香港青马大桥

曾永久性地安装了 800多个各类传感器，此外香港还在汲水门斜拉桥上安装了

270多个各类传感器和数据采集管理设备组成的监测系统来监测桥梁的运营情

况。由此可以看到在传统的桥梁监测中缺乏对有效传感器的合理布设，采集的原

始数据不能及时有效的利用[2]。 

（3）重硬件设施，轻健康分析系统。传统的桥梁监测普遍存在对监测硬件

设施重视程度大于结果分析的现象，这一点在一些大跨度桥梁监测中尤为明显，

尽管实现了大量数据的采集，但存在很大的盲目性，一部分硬件设施并未发挥其

作用，造成了资源浪费。我国 1999-2015的桥梁健康监测统计数据，如表 1所示。 
表 1 我国主要桥梁健康监测系统统计数据（1999-2015）

年份 已建成 具备人工检查功

能

具备损伤识别功

能

具备承载能力评估

功能

具备疲劳寿命评

估功能数量/座 数量/座 比例（%） 数量/座 比例（%） 数量/座 比例（%） 数量/

座

比例（%） 

1999-2005 21 4 19 16 76.2 5 23.8 8 38.1 
2006-2015 35 17 48.6 24 68.6 9 25.7 7 20 
合计 56 21 37.5 40 71.4 14 25 15 26.8 

1.2 基于北斗导航的桥梁监测优势分析 

北斗导航系统主要由空间星座、地面控制系统、用户终端设备三部分构成（如

图 1所示）[3]。它具有如下优势： 
（1）监测时间范围覆盖广。可以实现全天时、全天候进行监测，避免了人

工 24小时监测不易实现的尴尬境况，节省了人力、财力；

（2）监测空间范围覆盖全面。在高山地区的一些桥梁中，利用北斗导航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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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不受地形、环境等因素的影响的特性，对于一些难以通过人工监测的易损区域，

能够实现有效监测； 

（3）依靠北斗定位技术，精度高。利用差分定位观测技术，定位精度相对

于传统定位技术更加准确。利用卫星技术设置方格网，将点位的中误差作为精度

标准更加科学实用；[4] 

（4）信息获取高效。全天时时间覆盖、空间覆盖面全面，获取的信息高效，

桥梁健康监理部门能够实时掌握桥梁各个部分的健康状况，在获知预警信息时，

能快速对此信息做出决断，找到相关原因，及时做出桥梁健康维护措施，以保证

桥梁的安全性以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图 1 北斗导航系统组成图 

基于以上分析，为更为高效、精确地实现对桥梁变形的监测，本文提出了基

于北斗导航的桥梁变形智能监测系统。  

二、桥梁健康智能监测系统简介 

2.1 系统设计框架及其主要功能 

2.1.1 系统框架 

本系统耦合北斗导航技术和传统桥梁健康监测技术，可全天时、全天候的监

测桥梁结构整体行为和智能化评估结构状态等健康状况。 

桥梁结构经过长期使用或遭遇突发灾害之后，通过测定其关键性能指标，进

而能获取反映结构受力状态的信息，从而对其进行综合分析，得出损伤程度和安

全等级，针对相应的结果，制定处相应的维护保养对策。 

该系统主要功能设计实现框架，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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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桥梁健康检测系统设计框架

2.1.2 系统主要功能 

（1）桥梁易变形部件全天时、全天候监测

桥梁上安装有搭载了 UM220 北斗定位模块的传感器和北斗桥梁健康监测终

端，根据北斗卫星全天时、全天候导航定位的特点，能够对桥梁易变形部件进行

全天时侦测健康状况。 

（2）桥梁健康数据采集与存储

数据采集采用有线光纤通信和卫星通信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结合光纤自身

抗干扰性强、传输快、传输衰减极小的特点，能够使得传向控制中心的数据准确

性高、速度快，减少传输中途中继站的建立，节约成本；另一方面，结合卫星通

信的特点，进行数据的实时回传和原始数据更新，保证数据的现势性、一致性、

准确性和时间同步性。 

（3）桥梁预警与安全评估

控制中心通过筛选北斗系统及各类传感器获取的监测数据作为安全预警系

统的评价指标，用于构建安全预警系统和安全评估系统。预警系统的警报作用便

于及时采取灾害预防措施，把风险降到最低。再者以分析安全评估的结果基础，

得出安全等级，一方面可用于及时采取相应的维护对策，另一方面可为设计结构

安全系数的确定提供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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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桥梁病害维护

控制中心通过对传感器和北斗终端传输回来的监测数据分析，得出病害出现

的位置和病害出现的原因，然后“对症下药”制定相应的对策，，以最大程度得

以减轻各种病害对桥梁安全使用寿命和经济财产安全的影响。 

2.2 系统软硬件设计方案 

2.2.1 系统主要硬件设备 

本系统主要硬件有 UM220 北斗定位模块、LVDT 裂缝计、三相风向测速仪、

温湿度传感器、无线信号传输装置等（见表 2）。

表 2桥梁健康监测系统涉及到的主要硬件 

2.2.2 系统软件功能设计 

1北斗桥梁健康监测终端的功能 

（1）通过终端里面的北斗定位模块，实现桥梁部件变形监测数据实时上传，

再通过北斗卫星回传至控制中心。 

（2）由于要实现数据全天时实时回传，终端配有太阳能电池板，为断电等

特殊情况，进行紧急供电。 

2控制中心的功能 

（1）接受来自北斗卫星传输回来的桥梁部件变形监测数据信息，全天时实

编号 硬件名称 功能

1 UM220北斗定位模块 提供定位服务 

2 LVDT裂缝计 确定裂缝可能开裂的位置、方向和大小 

3 三相风向测速仪 测量风结构、平均风速和风向 

4 加速度传感器 测量不同位置处加速度的幅值及相位差 

5 应力应变传感器 测量应力、力矩等 

6 位移计 测定各测点的绝对位移量 

7 温湿度传感器 确定所测构件的温度、湿度与时间历程 

8 磁通量传感器 测量缆索和预应力筋的应力 

9 倾角仪 测量水平角度、相对角度和桥梁倾角 

10 交通量监测装置 确定车流量大小，进而判断桥梁上的应力 

11 
北斗桥梁健康监测

终端 

将数据传输到控制中心，对桥梁主干的变形进

行实时监测 

12 ARM922T 数据处理服务器 

13 光纤光栅传感器 
确定温度与应力的分布时间历程，应力和温度

的幅值 

14 太阳能电池板 主要为北斗桥梁健康监测终端夜间供电 

15 无线信号传输装置 数据传输与通信等 

16 计算机终端 数据存储、计算、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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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确定桥梁部件的状态。 

（2）接受来自传统传感器通过光纤等通信设施传输回来的监测数据，并对

这些回传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3）对回传到控制中心的实时监测数据建立数据管理信息系统，对这些数

据进行分类、分析、处理、存储以及数据综合分析评价，为后续的桥梁维护、桥

梁监测研究以及桥梁安全监测相关部门的决策制定提供数据支持。 

（4）通过对回传的实时监测数据分析处理，得出桥梁发生变形时，第一时

间进行桥梁预警并自动通过北斗短报文通信上报上级有关部门。 

（5）在桥梁发生预警警报时，通过北斗短报文通信技术将预警部位相关数

据发送至后备维护人员的接收终端，指引维护人员立即对预警情况做出问题解决

方案并将问题解决方案回传至控制中心。 

三、系统原理以及功能实现设计 

3.1 桥梁易变形部件全天时监测 

  3.1.1 全天时监测原理 

全天时监测，是一个以桥梁结构为平台，结合北斗导航系统全天时、全天候

的特点与人工定期检测的优势，应用现代传感技术、北斗特有的短报文通信技术

和网络技术，进而实现对桥梁在未来运营过程中健康状况的全天实时动态监测。 

3.1.2载有北斗定位模块的传感器运行框架 

载有北斗定位模块的传感器主要由弹性元件、电阻应变片、UM220 北斗定位

模块、信号传输电桥电路等硬件组成，如图 3所示。 

 

3.2 桥梁健康数据采集与存储 

实现桥梁监测的健康数据的采集与存储的关键就是要解决通信问题，我们通

过创建一个嵌入式系统来实现。[5] 

图 3 载有 UM220模块的传感器运行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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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嵌入式系统主要特点 

（1）现势性、实时性高，能够满足对于桥梁健康数据采集和处理的需要； 

（2）嵌入式系统如果逻辑结构正确，稳定性会更强，可保证数据的准确性； 

（3）系统简洁，体积小，节约空间成本，可以满足数据采集与处理的需求。 

3.2.2 基本原理 

桥梁上负责数据采集的器件主要由北斗定位终端、装有 UM220北斗定位模块

的传感器和普通传感器三部分组成。UM220北斗定位模块采集得到的数据通过通

用一部收发传输器（UART）将传输的资料进行并行数据信号转化成为串行数据信

号传入处理器（ARM922T）进行数据处理，例如：数据差错检测、数据纠正等，

处理的数据暂存于 CF 卡处，后续再通过控制中心的控制传输进入桥梁健康数据

库；普通传感器数据采集得到的数据通过光纤通信，借助外部设备，通过输入输

出接口（I/O）传输进入处理器（ARM922T）进行处理，北斗定位终端的一部分数

据通过数据采集单元收集传输进入处理器（ARM922T）进行处理，另外一部分直

接通过卫星通信传入控制中心的数据库。太阳能电池板主要是为系统进行供电，

采用太阳能供电也是为了节约成本，实现可持续发展。当突然停电时，CF 卡还

来不及对数据进行暂时的存储，这时候采用闪存（FLASH）对数据进行存储，便

面数据的丢失，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对于系统的其他未知的不足和缺陷，系统还

部署了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用于对于系统后续不足的改进和完善。数据采

集框架图如图 4，图 5所示。 

 
图 4 数据采集框架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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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数据采集框架图 2 

3.2.3 大跨度桥梁健康监测指标 

桥梁健康监测是通过先进的监测系统对桥梁的工作状态及整体行为进行实

时监测，并对桥梁结构安全健康状况进行安全评估，为桥梁安全健康与维护管理

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因此，为保障桥梁安全运营主要从环境类监测、形变类监

测、结构类监测三个方面实施实时监控（见图 6）。[6] 

（1）环境类监测：主要包括风荷载、交通状况、结构温度、大气温度与相

对湿度、腐蚀情况这几个方面的监测，及时了解并分析桥梁的工作环境，评价运

营安全状况。 

（2）形变类监测：主要对伸缩缝、支座位移、主架位移、桥墩（塔）倾斜

与沉降实施监测； 

（3）结构类监测：包括应变、裂缝、振动响应、地震及撞击监测。 

 

图 6桥梁健康监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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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传感器的布置 

桥梁种类比较多，并且结构类型复杂多样，从桥梁长度可以简单分为中型桥、

大型桥和特大型桥梁；从受力特点可分为刚构桥、斜拉桥、悬索桥、梁式桥和组

合体系桥。不同的桥梁规模和桥梁类型其监测需要采用不同的硬件平台，其控制

点位、监测指标也将有所差别，因此在确定桥梁安全的监测参数后，需要根据不

同类型桥型的特点选择合适的监测方法、传感器节点的布设方案和数量，在做到

“因桥制宜”的同时满足相关要求测试指标的无线网络数据采集。以悬吊式桥梁

的测点布设为例进行具体说明。 

1悬吊式桥梁特性分析 

悬吊式桥梁包括斜拉桥和悬索桥，其受力方式为缆索将桥面荷载传至索塔，

再由索塔传到基础，其显著优点是桥的跨越能力强，但其桥面的横桥向稳定性差。 

斜拉桥是用斜拉索将主梁多点吊起，并将主梁的恒载和车辆荷载传至塔柱，

再通过塔柱基础传至地基。在竖向载荷作用下，主梁受压、弯作用，索塔以受压

为主，而斜拉索承受拉力。 

 悬索桥可分为柔性悬索桥和刚性悬索桥，柔性悬索桥的桥面系一般不设置

加劲梁，因此刚度较小，在车辆荷载用下，桥面将随悬索形状的改变而产生相应

的变形；刚性悬索的桥面用加劲梁加强，其刚度较大，加劲梁能同桥梁整体结构

承受竖向荷载。 

2悬吊式桥梁监测指标及其位置 

悬吊式桥梁和梁式桥及拱式桥相比跨越能力大，但结构整体刚度较差，在建

立桥梁监测系统时所要考虑的监测内容复杂程度相对较高，监测项目的多样复杂

需要首先对结构整体和局部进行受力分析，然后再结合材料特性“因桥制宜”进

行传感系统布设。悬吊式桥梁健康监测指标和监测位置（见表 3），桥梁整体监

测系统布置（见图 7）。 

表 3悬吊式桥梁健康监测指标和位置 

监测项目 监测位置 
应力 主跨跨中、1/4和 3/4跨、边跨跨中、索塔 
索力 斜拉索或主缆，吊杆 

桥梁振动 主跨跨中、1/4和 3/4跨、边跨跨中、索塔 
空间变位 主跨跨中、索塔 
结构绕度 主跨跨中、1/4和 3/4跨、边跨跨中 
锚定压力 桥墩或锚定 
伸缩缝缝宽 伸缩缝 
风向风速 索塔顶部 
墩台沉降 桥墩、桥台 
腐蚀情况 拉索 桥墩、桥台 
桥面温度 桥面 
交通状况 进出桥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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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桥梁整体监测系统布置图     
 

3.3 桥梁预警与安全评估 

3.3.1 安全评估系统 

桥梁安全评估系统是建立在前期数据采集系统之上的。前期通过北斗定位系

统及各类传感器获取监测项目的各类数据参数，然后通过光纤和卫星系统传递数

据，构建数据库平台，为后期安全评估系统的构建以及预警系统的设计提供保障。 

与传统桥梁安全评估系统相比较，本系统的优点在于创新性地引入了北斗定

位系统，使得安全评估系统的可靠性明显高于传统的系统。将高精度的北斗系统

与监测传感器相结合，充分发挥了北斗系统的定位测量，实现了全天候 24 小时

全天时不间断监测，克服了传统安全评估系统中数据资源有限、依托有经验的工

程师以目测及利用可携带式检测仪器测量获得数据参数对结构安全性进行评估

的局限性，使得评估及预警的可靠性显著提高。 

基于计算机互联网技术和数学模型之上的安全评估系统，可利用的主要方法

有：主要的安全评估方法有常规综合评估法、模糊综合评估法、灰色关联度评估

法、基于神经网络和遗传算法的安全评估法以及修正模型评估法等[7]。其评估系

统的主要流程如图 8所示。 

 

图 8 评估系统主要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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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评估结果的严谨分析，结合相关资深专家的指导意见和实际工程经

验，制定出桥梁当前健康状态的安全等级，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养护维修决策，以

及为设计中结构安全等级系数的制定提供重要参考。 

 3.3.2 桥梁预警系统 

桥梁安全预警则建立在安全评估系统基础之上，通过对前期监测数据参数的

分析，基于安全评估等级，将预警指标实测值与设置的不同安全等级阈值进行对

比，通过对比分析，确定当前所处的预警状态，及时向桥梁管理、养护人员和研

究人员进行信息反馈，使得有关部门能够第一时间掌握桥面目前所处于的状况，

确认灾害发生的可能性，以便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灾害的发生，最大程度地减

轻灾害带来的损失[6]。 

对于不同的桥型以及桥梁所处地理位置的不同，其预警系统会存在微小的差

异，但都主要包含六个方面内容
[7]
： 

（1）结构几何形态参数评估；

（2）结构变形损伤识别；

（3）结构内力和应力损伤识别；

（4）结构振动特性参数损伤识别；

（5）桥梁结构工作状态评估；

（6）桥梁承载能力鉴定。

图 9桥梁安全预警工作图[6]

3.4 桥梁病害维护 

常见的桥梁病害主要有以下几种：钢筋锈蚀、冻融破坏、碱—集料反应、混

凝土碳化、侵蚀性介质腐蚀、伸缩缝病害以及桥面铺装病害[8]。随着桥梁服役时

间的推移，会出现耐久性能的降低，例如长期的运营过后可能出现陈旧老化、抗

疲劳性能下降、承载能力降低等现象。桥梁性能降低除了要考虑前期设计施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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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缺陷以外，还要考虑后期运营过程当中出现的各种病害。 

3.4.1 病害出现的原因分析 

(1)运营情况超出设计规划范围。在前期的设计中按照一定的规模设计了桥

梁的承载规模，但随着经济发展的加快，后期的运营中桥梁的正常使用范围已不

能满足交通运营要求，导致桥梁实际承受的荷载远大于预期的载荷值。这样,在

动荷载值增大，荷载频率陡的情况下，桥梁的一些主要承重构件就会在环荷载的

作用下因疲劳而破坏。 

(2)施工质量控制难题。由于建设任务及建设周期的要求，在建设进度加快

的同时可能出现施工没有严格按照相关技术工艺和质量的要求进行的情况，这也

是导致桥面铺装、伸缩缝、支座、锥坡方面的病害形成的重要原因。 

(3)养护监管体系不够完善。最常见的养护管理不到位的短板例如：桥台、

锥坡,墩的大块长草等没有及时清除，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土中微生物的作用下，

导致桥梁构件被腐蚀，造成开裂和失效；对于主要的承重构件没有做到及时排查

及时更换，对于带裂工作阶段主梁出现的纵、横向裂缝没有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进

行处理，使得病害加重，运营阶段挠度增大，承载力降低。 

3.4.2 维护措施 

桥梁病害维护系统工作流程图，如图 10所示。 

图 10 桥梁病害维护系统流程图 

对于出现的不同病害情况，采取“对症下药”，有效地进行修复，最大程度

的减小病害带来的影响，最大程度的提高桥梁的使用寿命。例如：对于钢筋锈蚀

病害，一种是通过物理方法防锈蚀：在钢筋表面涂环氧树脂涂层、运用电化学原

理阴极防护法；另一种则是通过清除锈蚀区域的混凝土，对钢筋采用喷砂法和超

高压水枪进行喷射除锈处理，根据锈蚀程度的大小，严重时可以根据验算结果在

病害部位增加钢筋数量, 以确保钢筋配筋率, 然后浇注高强混凝土。[9] 

四、总结与展望 

基于北斗导航的桥梁健康智能监测系统，是北斗导航技术与智能传感器相结

合的联合体。该系统结合了北斗导航系统和载有北斗定位模块的传感器，能够对

桥梁全天时全天候监测。该系统的主要优点如下： 

（1）实时获取的监测数据，对于有关部门进行决策制定等，提供了基础数

据作为支撑； 

（2）在数据收集子系统中，一方面采用了嵌入式系统构架，保证了采集数

据的准确性、稳定性，另一方面采用光纤通信和卫星通信相结合的方式，保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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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数据的精确性和实时性； 

（3）采用远程桥梁健康实时监测，避免了作业人员的实地进行勘察、数据

采集，提高了桥梁健康的监测实时性，同时保障了人员的人身安全，节约了监测

的实际成本； 

（4）能够利用数据库的历史数据，对桥梁未来的健康状况进行预测，为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保障。 

但是，由于部分监测环节需要一定量的人力的介入与控制，还未能形成一套

完整的智能化桥梁健康实时监测系统。因此，接下来还需进一步加大系统设计力

度，不断突破技术难点，更新基于北斗的桥梁健康监测系统软件，完善对监测结

构的智能化分析（例如结构的损伤识别），真正做到对服役期间桥梁的健康状况

实现全天候智能化实时监测，更加准确根据评估指标对数据分析，得出安全等级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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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导航的智能交通监测与疏导系统 

【摘要】

城市交通与人们的出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随着社会的发展，交通系统日

趋复杂，涌现出的问题也日益增多。如何缓解交通拥堵、提高出行效率、及时地

发布交通信息，成为城市交通系统的研究热点。良好的交通信息服务离不开高效

的信息采集与处理方法，这对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提出了高标准的要求。 

2018 年 12 月 27 日，北斗三号基本系统完成建设，开始提供全球服务。这

标志着北斗系统服务范围由区域扩展为全球，北斗系统正式迈入全球时代。随着

北斗导航事业的蓬勃发展，北斗技术将在我国智能交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因此，

基于北斗导航的智能交通系统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北斗导航系统还存在一些固有缺陷，目前在城市

交通领域的应用十分有限，相关技术仍然比较匮乏，如何通过有限的卫星定位精

度实现准确的车辆定位和地图匹配成为研究重点。为此，本文阐述了基于北斗导

航的智能交通监测与疏导系统，核心技术包括：车辆组合定位技术、地图匹配技

术、行程预算技术以及信息发布技术。该系统以定位、导航、行程规划为基本功

能，以为交通管理部门提供路况信息发布、处理接口，为用户提供车流量显示、

路况信息显示与反馈接口，并给出优化路线为特色功能。 

车辆定位方面，提出了基于卡尔曼滤波的北斗组合定位信息融合算法；地图

匹配方面，提出了基于模糊逻辑和信息反馈的地图匹配算法；行程预算方面，分

析并指出了针对北斗浮动车数据算法产生误差的原因，构建了误差修正算法；信

息发布方面，在北斗短报文双向通信技术的基础上，提出了北斗交通信息时空协

同发布策略。 

【关键词】北斗导航，车辆定位，地图匹配，行程预算，信息发布 

【Abstract】 
Urban traffic is closely related to people's travel.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he traffic system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complex, and the problems that emerge 
are also increasing. How to alleviate traffic congestion, improve travel efficiency and 
timely release traffic information has become a research hotspot of urban traffic 
system. Good traffic information service can not be separated from efficient 
information collection and processing methods, which put forward high standards for 
a country'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evel. 

On December 27, 2018, the basic system of Beidou No. 3 was completed and 
began to provide global services. This indicates that Beidou system service scope has 
expanded from regional to global, and Beidou system has officially entered the global 
era. With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Beidou navigation, Beidou technology will be 
widely used in the field of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in China. Therefore, the research 
of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 based on Beidou navig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At the same time, we must also realize that 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still has 

作    者：李晓阳
指导教师：宋华宁
学    校：中国民航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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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inherent defects. At present, the application of 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in the 
field of urban transportation is very limited, and related technologies are still 
relatively scarce. How to achieve accurate vehicle positioning and map matching 
through limited satellite positioning accuracy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research. 
Therefore,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intelligent traffic monitoring and dispersion system 
based on Beidou navigation. The core technologies include vehicle combination 
positioning technology, map matching technology, travel budget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technology. The basic functions of the system are 
positioning, navigation and travel planning. It provides traffic management 
departments with the interface of issuing and processing road condition information, 
and provides traffic flow display, road condition information display and feedback for 
users. It also provides the function of optimizing route. 

In the aspect of vehicle positioning, the information fusion algorithm of Beidou 
integrated positioning based on Kalman filter is proposed; in the aspect of map 
matching, the map matching algorithm based on fuzzy logic and information feedback 
is proposed; in the aspect of travel budget, the reasons for the errors of Beidou 
floating car data algorithm are analyzed and pointed out, and the error correction 
algorithm is constructed; in the aspect of information publishing, the Beidou short 
message is double. On the basis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space-time cooperative release strategy of Beidou traffic information. 

【Key words】Beidou navigation, Vehicle location, Map matching, Travel time 
estimation, Information delivery 

1.研究背景、意义

随着城市经济在国民经济总量中的分量逐年增加，城市日益成为国家经济增

长的推动力，而交通管理的滞后越来越成为制约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

的交通信息采集设施比较齐全，但是能够发布出来的信息却很有限，融合性不高，

对于驾驶员、行人来说，有效实用的交通信息需求得不到满足。在这个过程中，

用户不能给信息发布方提供实时的信息反馈，造成信息发布方无法及时改变发布

策略，修正所发布的信息内容。 

目前，我国常用的交通信息服务平台包括：基于移动端的交通信息服务、基

于卫星定位导航系统的交通信息服务和广播式交通信息服务。卫星定位导航系统

常用的是 GPS 或 GPS 与其他惯性导航系统的组合。而基于 GPS 的移动导航终端，

采用的是外国主导的卫星定位技术。截止到目前，相关国家从来没有承诺会提供

连续不间断的 GPS 服务。这不仅使民用设施领域陷入危机，还对国家安全领域

造成安全隐患。 

2000 年起，我国开始意识到独立卫星导航的重要性，“北斗一代”卫星开始

研发。计划到 2020 年底完成发射 35 颗北斗导航卫星，构成全球导航定位网络。

目前，北斗系统在智能交通领域的应用，还处于不断探索和完善阶段。近年来，

北斗卫星导航在 ITS 的应用研究，主要集中在：基于北斗卫星系统的车辆智能导

航、交通车辆的运营管理、道路交通监测等方面。 

由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还处于不断建设之中，其定位精度还需进一步提高，

而且当无法观测到足够的有效卫星时，某些信号就不能正常传输。同时，由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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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卫星导航系统均存在由于地形或建筑物遮挡等原因造成的“失联”现象，出现

无法进行定位的情况。基于以上原因，近年来利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与其它定位

系统进行组合定位导航成为研究的热点。伴随着中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的快速发展，北斗技术在智能交通领域将具有很大的科研发展空间。因此，开

展基于北斗导航的相关交通信息服务技术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2.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系统关键技术研究思路如下： 

2.1 车辆定位方面 

在车辆的导航定位问题上，GNSS（全球导航卫星系统）与 INS（惯性导航

系统）的组合可以提高导航精度，而单独使用任何一种都达不到这种效果。两者

的组合应用还可以提升运转性能，后者通过辅助接收机追踪信号，能够极大地提

高定位能力。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我国特有的卫星导航系统，因此，可以通过与 INS 组合

来提高定位精度，但这需要掌握足够的组合定位知识基础，常见的最优估计理论

可以提供有效的解决办法。数据计算方面还需满足一定的要求，选择 Kalman 滤
波算法可以满足上述条件。本文采用基于卡尔曼滤波的北斗-INS 组合定位信息

融合算法，使定位精度得到提高且使系统更加稳定。 

2.2 地图匹配方面 

对于动态交通信息的采集可以使用 FCD 数据，即浮动车数据。一种好的基

于大量低频数据的地图匹配方法能够获得优质的数据。这里需要考虑两个关键因

素：一是如何处理大量数据；二是如何处理较长的采样间隔。本文提出了基于模

糊逻辑和信息反馈的中心端大量低频数据地图匹配算法，其中包含的延时匹配模

块可以较好的弥补单点匹配模块的不足。当车辆根据模糊逻辑综合评判无法匹配

单点数据时，通过信息反馈依据后续定位点可以较好的完成之前待匹配点的准确

匹配，保证了采样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2.3 行程预算方面 

行程预算包括行程时间估计和该路段车流量预估。目前已有的 GPS 数据采

集频率一般都比较低，这给行程时间估计增加了难度，如何提高估计精度是一大

挑战。因此，需要研究一种有效的面向低频浮动车数据的路段行程时间估算方法，

以提高算法处理浮动车数据的能力和估算精度。本文首先提出了影响行程时间估

计的主要误差，从各自产生误差的角度对路径行程时间估计进行修正，进而得到

与真实交通环境更加匹配的估计结果，提高了路径行程时间估计准确度。 

2.4 交通信息发布方面 

目前交通信息的获取大多依靠交通检测器，其购买以及维护成本较高，因此，

获得准确交通信息的最好途径就是出行者实时上报。此外，短报文通信功能是我

国北斗导航系统的特色功能，可以向地面控制中心发送实时短报文信息。用户利

用北斗系统可以在普通终端之间甚至是向手机终端发送消息。由于交通信息发布

要求实时性高，点对点的通信不能保证预期的效率，由于存在先后接收信息的情

况，有些用户较晚才能接收到信息，无法保证实时地给用户提供最优的出行建议。

考虑到北斗卫星系统短报文的特色功能，以广播的方式传输信息是一个很好的解

决办法。同时，北斗卫星信号覆盖范围广，许多不需要此交通区域信息的交通参

与者也会收到北斗信息，因此产生了无效信息，造成一定干扰，这一问题可以通

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定点发布功能加以有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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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论文结构与研究思路 

3.北斗-INS 组合定位

3.1 卫星定位原理

    卫星至用户间的距离测量是基于卫星信号的发射时间与到达接收机的时间

之差，称为伪距。为了计算用户的三维位置和接收机时钟偏差，伪距测量要求至

少接收来自 4颗卫星的信号。 

35 颗卫星在离地面 2 万多千米的高空上，以固定的周期环绕地球运行，使

得在任意时刻，在地面上的任意一点都可以同时观测到 4颗以上的卫星。 

由于卫星的位置精确可知，在接收机对卫星的观测中，可以得到卫星到接收

机的距离，利用三维坐标中的距离公式，利用 3 颗卫星，就可以组成 3 个方程式，

解出观测点的位置（X,Y,Z）。考虑到卫星的时钟与接收机时钟之间的误差，实际

上有 4 个未知数，X、Y、Z 和钟差，因而需要引入第 4 颗卫星，形成 4 个方程

式进行求解，从而得到观测点的经纬度和高程。事实上，接收机往往可以锁住 4

颗以上的卫星，这时，接收机可按卫星的星座分布分成若干组，每组 4 颗，然后

通过算法挑选出误差最小的一组用作定位，从而提高精度。 

卫星在空中连续发送带有时间和位置信息的无线电信号，供接收机接收。由

于传输的距离因素，接收机接收到信号的时刻要比卫星发送信号的时刻延迟，通

常称之为时延，因此，也可以通过时延来确定距离。卫星和接收机同时产生同样

的伪随机码，一旦两个码实现时间同步，接收机便能测定时延；将时延乘上光速，

便能得到距离。 

3.2 惯性导航系统工作原理 

    惯性导航系统是一种不依赖于外部信息、也不向外部辐射能量的自主式导航

系统。其工作环境不仅包括空中、地面，还可以在水下。INS 的基本工作原理是

以牛顿力学定律为基础，通过测量载体在惯性参考系的加速度，将它对时间进行

积分，且把它变换到导航坐标系中，就能够得到在导航坐标系中的速度、偏航角

和位置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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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性导航系统属于推算导航方式，即从一已知点的位置根据连续测得的运动

体航向角和速度推算出其下一点的位置，因而可连续测出运动体的当前位置。惯

性导航系统中的陀螺仪用来形成一个导航坐标系，使加速度计的测量轴稳定在该

坐标系中，并给出航向和姿态角；加速度计用来测量运动体的加速度，经过对时

间的一次积分得到速度，速度再经过对时间的一次积分即可得到位移。 

3.3 北斗-INS 组合定位 

    卫星导航与惯性导航是当前两种最常用的导航技术，它们都有各自的优缺点。

卫星导航的缺点是在卫星信号被遮挡或干扰后不能正常工作。优点主要表现两方

面：一是当时间发生变化时，其运转过程中本身就存在的误差不会变化；二是在

对车辆进行定位时，可以准确地对其定位。INS 的缺点是，定位精度低，工作期

间如果无法对系统进行校准，误差将会逐渐累积；优点是自主性强，不受外界无

意或有意的影响。 

北斗-INS 两种技术组合在一起恰好能够取长补短，卫星定位抵抗外界干扰

的性能也能够在 INS 帮助的下得到提升。除此之外，接收机的跟踪水平也能够利

用 INS 系统来得以提高。因此，在车辆定位技术的应用过程中，不能仅仅使用北

斗定位导航。北斗与 INS 的组合导航系统使运转性能和精度都得到了提升。

北斗系统是我国独立自主研发的全球导航定位系统，北斗系统与 INS 的组合

应用可以很大程度地提高定位能力，发展前景广阔。北斗-INS 组合定位的设计

与实现需要深厚的专业基础，相关控制理论方面的基础知识可以作为补充，尤其

是控制学中的最优估计理论，其在数据处理方面的方法和技术正是组合系统所需

要的。Kalman 滤波算法也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途径。

3.4 北斗-INS 组合定位的卡尔曼滤波实现 

卡尔曼滤波是一种利用线性系统状态方程，通过系统输入输出观测数据，对

系统状态进行最优估计的算法。由于观测数据中包括系统中的噪声和干扰的影响，

所以最优估计也可看作是滤波过程。 

卡尔曼滤波算法已经是较为成熟的组合定位系统的信息融合算法，根据设计

目的的不同，可分为集中式与分布式两种。前者共用相同的滤波器来处理北斗系

统与惯性系统的信息，将北斗接收机的观测量直接作为其输入。其优点是可以充

分利用尽可能多的信息，但增加了方程的维数，使计算繁琐，降低了系统运行速

度，对计算机运算性能提出了更高要求。并且当其中某个滤波器故障时将会污染

其它子系统，使组合系统的稳定性和容错性大大下降。后者是先处理各自系统的

信息，完成局部最优估计，再将所有局部滤波值输入主融合器完成信息融合处理。

这种方式具有很强的容错性能，整体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都较前者更优，并且

降低了对计算机运算性能的要求。联邦滤波是非常有代表性又实用的分布式融合

算法，这样设计的目的是在不损失系统稳定性和可靠性的基础上，降低计算量、

提高系统的精度。因此，这里采用北斗-INS 组合定位系统联邦卡尔曼滤波器的

结构，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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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北斗-INS 组合定位卡尔曼滤波器结构图 

利用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对车辆进行单点定位时需要观测到四颗及以上的卫

星，通过测得至少四组伪距值解算出车辆的位置信息及接收机的钟差值，实现对

车辆的定位与测速。这里采用北斗系统卡尔曼滤波器设计结构，如图所示。 

图 2 北斗子滤波器结构图 

    INS 通过固连在车辆上的惯性测量单元，即陀螺仪和加速度计测量得到的角

速度和比力信息，进而计算得到三维方向上的加速度值，积分推算出车辆不同时

刻的位置与速度值。这里采用简单的 INS 卡尔曼滤波器设计结构，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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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INS 子系统滤波器结构图 

4.地图匹配技术

4.1 地图匹配原理

    地图匹配是一种通过车辆的定位数据准确地确定车辆在道路上行驶位置，并

在电子地图上显示出来的算法。为了给驾驶员提供可靠的位置信息或在规定的地

图上确切地标识出车辆的具体位置，应该提供当前车辆的具体位置坐标。如果只

利用定位传感器来确定最终的车辆详细位置不但存在一定的误差，而且在很多其

它外部环境的作用下，最后得到的位置一般和车辆的确切位置有一定的偏差。在

车辆导航定位系统的使用过程中，由于北斗卫星实时定位数据、电子地图的绘制

均有一定的误差，使得正在道路上行驶车辆的定位信息跟地图中的信息存在着不

同的情况。在一般情况下道路上的车辆的实际位置跟它在地图上所显示的位置存

在差距。 

利用地图匹配方法可以减小北斗定位系统得到的车辆位置与电子地图上显

示的车辆位置的误差，简而言之就是把定位获得的位置数据按照一定的原则和方

法强行与真实的道路进行匹配，这样就可以让车辆实时匹配在准确的道路上行驶。

随着技术的不断更新，地图匹配技术己经不仅仅局限于为车辆提供实时的位置信

息，它在交通状态判别、地图更新方面中都有着重要的应用。 

4.2 中心端大量低频北斗数据地图匹配算法 

    当前世界范围内，众多大城市开始了智慧城市的建设进程，其中很重要的环

节就是智慧交通的建设与发展。若要真正实现智慧交通，最基本的保障就是多源

多维交通数据的采集，城市浮动车数据正是其不可或缺的数据来源之一。面向中

心平台端的大量低频数据的地图匹配技术，则是大量 FCD 信息能否充分发挥其

作用的基础和关键，怎样解决 FCD 数据量大以及采样时间间隔长这两个核心问

题显得愈加重要。因此本节的出发点就是在上述条件下如何最大程度地保证地图

匹配的实时性、准确性和数据利用程度的充分性。这里提出基于改进模糊逻辑和

信息反馈的地图匹配算法，利用实际北斗卫星定位数据完成匹配验证，该算法在

采用模糊逻辑综合评判方法无法准确匹配单点数据时，基于信息反馈的地图匹配

能够利用后续获取的定位点完成对之前未准确匹配定位点的准确匹配，提高地图

匹配的准确性，减少误匹配情况的发生。 

本文提出的基于信息反馈的模糊逻辑延时地图匹配算法的基本思想是：当单

点匹配时候选路段的模糊综合评判结果不满足阈值要求，或不同候选路段之间的

区分度不高时，暂时保留该点为待匹配点，等到接收到后续的有效定位点时，将

后续定位点的模糊综合评判信息反馈给该定位点，由于后续定位点的模糊评判指

标中含有与前一待匹配路段的路段转移信息，因此可以充分反映待匹配路段之间

的连通性和拓扑性，可以有效提高地图匹配的准确性。该方法与匹配度反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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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算法基于模糊逻辑，反馈的信息为模糊综合评判值，并且反馈的信息中已

经包含了待匹配路段之间的距离关系，不需要再添加连通性等指标。 

5.行程预算

5.1 行程时间估计

    目前，常用的行程时间采集可分为静态和动态两种方法。静态采集方法利用

线圈检测器、视频检测器等。视频检测技术可以直接得到所需的路径行程时间信

息；线圈检测器需要采集流量和速度，通过这两个参数推导出行程时间。但是，

由于这些检测器需要固定在道路上的某个位置，而且受外界环境影响较大，容易

出现检测盲区。动态采集主要利用浮动车数据来估计行程时间，与上述的线圈和

视频等检测器比较而言，行程时间数据可以更加方便地获取。但是该方法也有一

定的弊端，通常来说样本之间的时间间隔较大，意味着频率很低，这对行程时间

估计准确度有很大影响。 

常用的卫星导航系统是 GPS，且已有研究均是基于 GPS 进行行程时间的估

计，但随着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蓬勃发展，北斗技术将在我国的

智能交通领域得到不断应用，因此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行程时间估计技术研究有

着很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卫星导航数据丢失、通信成本或大量数据存储等限制，

致使其数据采集频率不高，极大地增加了行程时间估计的误差与难度。基于低频

北斗浮动车数据的路径行程时间估计方法已经有人提出并得到很好的验证，这里

不再叙述。 

5.2 路线优化 

    本文提出的一个特色功能就是，当系统通过中心端大量数据推算得到某路段

即将发生交通拥堵或根据信息发布得知某路段发生交通事故导致暂时无法通行

时，能够合理分配车流，给出优化路线，使道路的利用率最大化，尽可能地减小

行程时间，提高出行效率。 

6.信息发布

6.1 北斗短报文

    我国自主研发建设的北斗卫星系统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其具有的短

报文通信是其它全球卫星系统都不具备的功能。它具有用户终端之间、用户终端

与北斗中心之间的双向通信功能，普通的北斗终端能够传输 60 个汉字/次。除此

之外，它还能够提供一对多的广播传输功能，极大的丰富了其适用领域。 

北斗短报文的应用范围包括：用户终端之间收发短报文、北斗终端与手机终端之

间发送消息、北斗终端紧急求救信息。 

6.2 交通信息发布技术 

北斗卫星独有的双向通信功能在城市交通信息发布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北

斗用户不仅可以作为城市交通信息的接收端，接收到信息发布中心发布的城市应

急交通信息，还可以作为采集端，采集实时的路况信息，并主动上传给后台的信

息处理服务器。然而，由于受到当前北斗终端的成本和普及率的限制，目前将北

斗终端用于普通日常的交通信息的采集与发布还并不现实，经济性不佳，但在重

大灾害或交通事件下的交通信息发布方面却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一般自然灾害、重大交通事故等交通事件都发生在某一具体区域，因此应急

交通信息是有区域针对性的。当某地发生重大交通事件时，交通指挥中心需要将

信息及时准确地发送给当地群众，同时避免不受此事件影响区域的群众收到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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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如果用户接收到的信息是它们并不需要的，则会扰乱车辆驾驶者正常行

驶，造成注意力分散，可能引起其它交通事故。同时多次出现信息发布范围不精

准会造成信息使用者对系统产生信任危机。因此，应急交通信息发布时，必须要

精准的发布给特定的区域，避免干扰其他群众正常的生活秩序。因此交通信息发

布系统需要具备特定区域信息精准发布和接收的能力。为了有效的解决区域交通

信息针对性的问题，保证区域交通信息精准发布和接收，发布的短报文交通信息

中需要包含特定区域的经纬度地理位置信息。 

7.结束语

    本文对交通信息服务关键技术作了较为简单的叙述，即基于北斗-INS 的车

辆组合定位、地图匹配、行程预算和基于北斗短报文的城市交通信息发布技术。

然而，交通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多重性质的复杂系统，有较强的不确定性。考虑目

前已做的研究情况，某些内容仍需更深入的研究。总之，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

交通服务系统会更人性化、安全化及智能化。尤其是近几年大数据和物联网技术

的出现，对有效交通信息的获取有着重大的推进。相信在不远的将来，随着科研

工作学者的不懈努力，我国智能交通信息系统会更加完善，道路交通状况会越来

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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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导航的智能灾后救援无人机系统设计 

【摘要】随着社会和科技的不断进步与发展，航空科技和信息技术也飞速发展，

基于无人机的系统已经逐渐成为现代科技发展的热点内容。本文针对不可控的自

然灾害，运用了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为核心，将红外生命探测系统、可视遥控系

统、无线电通讯系统和计算机技术集于一体的智能灾后救援无人机系统。该灾后

救援无人机可以在灾后快速深入救援人员难以到达的地域进行生命信号的探测

和北斗导航定位，把检测得到的地域信息和生命信息通过无线电通讯网络传输给

地面指挥中心，指挥中心根据无人机传送的信息进行调度安排，使工作人员实现

对遇险人员的准确而又快速的营救工作。随着当今无人机的不断发展与技术上的

不断创新，使无人机系统在进行灾后救援时具有很大的优势，可以广泛应用于救

援活动中，提高救援工作人员的搜救效率，必将在日后的灾后救援工作中发挥重

要作用。 

【关键词】北斗导航;无人机;救援;无线通讯；  
【Abstract】With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vi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re also 
developing rapidly. The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 based system has gradually 
become a hot topic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iming at 
the uncontrollable natural disasters, the intelligent post-disaster rescue UAV system 
based on 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which integrates infrared life detection 
system, visual remote control system, radio communication system and computer 
technology, is used in this paper. The UAV can detect the life signal and locate the 
Beidou navigation in the area which is difficult for rescuers to reach after the disaster, 
and can detect the specific information of the region and the life information through 
the wireless. The electric communication network transmits to the ground command 
center, the command center carries on the dispatch arrangement according to the 
information transmitted by the UAV, which enables the staff to realize the accurate 
and fast rescue work to the personnel in distres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UAV and 
the innovation of technology, the UAV system has great advantages in post-disaster 
rescue, and can be widely used in rescue activities to improve the rescue efficiency of 
rescue workers. It will certainl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ost-disaster relief work 
in the future. 
【Key words】Beidou Navigation;UAV ;Rescue ;Wireless Communication； 
1.背景及意义

地震、滑坡、泥石流、雪崩等自然灾害已经严重影响和制约了人类社会经济

的发展。20 世纪以来，全世界已有约 500 万人死于各种自然灾害，8 亿人生活

受到影响，人类每年创造的财富约有 10 % 被各种自然灾害吞噬。每次发生自然

灾害后及时对被困人员进行定位和救助是灾后的首要任务，迅速确定幸存者的位

置，才能够实施具体的救援工作[1]。但是一些自然灾害发生后造成地面建筑物的

破坏或环境的改变往往不利于搜救队伍救援工作的开展，在灾害发生后的生命救

作    者：钱安南、刘赏、唐嘉伟、吴庭伟
指导教师：王尔申
学    校：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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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黄金时间内更需要迅速确定遇难者的位置，因此，灾后救援的重要问题就是如

何快速且准确的定位幸存者的位置并反馈给救援人员。本文提出了基于北斗导航

的智能灾后救援无人机系统，能够在无人机的辅助下，可以在灾后迅速深入到救

援工作人员人无法深入的地方进行生命信号的探测，并对其进行北斗定位，将幸

存者位置信息通过无线网络反馈给救援人员，实施营救工作。随着科技的不断发

展，无人机作为一种新型的航空技术，体积较小，操作灵活性高，可以在恶劣的

环境下进行工作，无人机上可以装备各种传感器，实现相应领域的应用，根据不

同的灾后情况可以选用不同的摄像仪，满足特定的需求[3]。本系统以北斗导航为

核心，充分发挥了无人机在灾后救援中的良好优势，提高了救援效率，减少了人

民财产的损失。救援无人机的外形如图 1所示。 

图 1  无人机外形 

2.系统设计方案

    本文设计的是一个基于北斗导航的智能灾后救援无人机系统，以北斗导航为

核心，以小型四旋翼无人机作为救援无人机可以快速深入救援队伍暂时不能到达

的灾后环境中，无人机按照规定的巡航路线进行飞行，利用无人机装载的红外生

命探测仪进行生命探测，利用北斗导航定位模块对幸存者位置进行精准定位，通

过 WiFi 无线通信模块将北斗定位的幸存者的位置信息传输给地面指挥中心，除

此之外，无人机装载的高清数码相机能够拍摄灾后现场情况，并将图像通过 WiFi

无线传输模块传输给地面指挥中心，地面指挥中心根据传输回的信息和图像进行

调度安排，安排救援队伍实现快速而准确的救援工作。该无人机系统还配备有智

能充电模块，能够实时监测无人机电量，可进行智能自动充电，防止意外情况的

发生。当电量即将耗尽或者指挥中心发送返回命令时，无人机返航。 

系统最终实现的主要功能如下：    

（1）生命探测功能：通过红外生命探测仪对幸存者进行搜寻。

（2）幸存者位置定位功能：当红外生命探测仪监测到生命信息后，北斗导

航定位模块对幸存者位置进行精准定位。 

（3）无人机巡航功能：地面指挥后台给无人机设定飞行路线，无人机按照

设定的路线进行巡航，实现救援工作的稳步进行。 

（4）无线通信传输功能：采用了 WiFi 通信模块，将北斗定位模块所定位的

幸存者位置信息和无人机拍摄的高清图像传送给地面指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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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电量检测功能：电能计量模块对无人机的电量实时进行监测，防止巡

航过程中出现意外情况。 

3.工作原理及性能分析 

基于北斗导航的智能灾后救援无人机系统以 STC89C51 单片机控制核心、北

斗定位模块、可视遥控模块、WiFi 无线通信模块、红外生命探测模块、电能计

量模块组成。系统的硬件组成框图如图 2所示。 

 

图 2 系统硬件组成框图 

单片机控制模块 

STC89C51 单片机作为控制核心，根据接收到的来自各模块的数据和信息，

发送相应指令，对整个无人机系统进行控制。 

接收北斗定位的幸存者位置信息，驱动控制 WiFi 模块将数据传输给地面中

继端；控制 WiFi 模块对可视遥控模块的视频图像信息进行传送；接收地面指挥

中心对无人机飞行状态的指令，对无人机进行控制；检测电量信息，对无人机电

量进行智能充电。 

北斗定位模块 

北斗定位模块由 UM220-III 和 MAX3232 组成，用来定位幸存者的准确位置。

其中 UM220-III 是 BDS/GPS 双系统模块，它具有出色的导航、定位、授时功能，

主要完成导航定位信号的接收、定位数据的输出等功能。本项目中，UM220 通过

串口与处理模块进行通信，首先由天线接收的射频信号输入至 UM220 的射频输入

引脚，经处理后由 UM220 的串口将数据送至 MCU 控制核心做进一步处理。MAX3232

采用专有低压差发送器输出级，在最差工作条件下能够保证 120kbps 的数据速

率。通常情况下，能够工作于 235kbps 数据速率，发送器可并联驱动多个接收器

和鼠标。 

可视遥控模块 

该模块采用了高清数码相机对灾后现场进行视频和图像的拍摄，以供地面指

挥中心进行实际情况的了解和救援工作的调度安排。摄像机对灾后现场进行实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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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像，并把视频信号通过无线 WiFi 网络传输给地面中继端，地面指挥中心通过

WiFi 网络可接收到视频和图像信息，并对无人机进行相应的控制，以保证无人

机工作在最有效工作范围之内，保证救援工作的效率。 

WiFi 无线通信模块 

本系统采用的是大功率 WiFi 模块 SKW77，既可以接受来自地面指挥中心的

控制信号，也可以通过 WiFi 传输无人机拍摄的视频和图像到地面指挥端，并且

实现实时传输的功能。该 WiFi 模块兼容 802.11b/g/n 无线标准协议，模块接口

支持 USB、I2S、UART、SDIO、WAN、LAN、LED。外置设备支持 USB 从设备，如 U

盘、USB 摄像头等；支持 SD 存储卡；支持 I2S 设备；支持 1WAN 口和 2LAN 口。

无人机端 WiFi 模块 SKW77 与地面中继端 WiFi 模块 SKW77 建立 WiFi 连接，将无

人机通过高清数码相机拍摄到的视频和图像传送给地面中继端，同时也接受从地

面中继端传送的控制信号，传输给无人机的 MCU 控制单元以控制无人机的飞行状

态。WiFi 通信效果如图 3所示。 

 

        

 
图 3  WiFi 无线通信效果图 

WiFi 模块 SKW77 可以实现数据的双向传输，提高了信号传输的效率。WiFi 模块

系统框架图如图 4所示。 

  

图 4  WiFi 模块系统框架图 

红外生命探测模块 

红外生命探测仪探器探测的基本原理就是通过探测人体发出的热辐射，并将

探测到的热辐射信息以图像的形式显示在屏幕上，为工作者提供幸存者的信息

后台指挥中心 

地面中继端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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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红外生命探测器的主要特点是能够在黑暗的环境中对幸存者进行生命探测，

而且由于红外生命探测器探测生命采用的是红外成像的方式，能够将被困者的状

况进行清晰地显示，这对于生命救援工作具有重大的意义。此外，红外生命探测

仪探测生命信息的方式是非接触测量，探测范围最高可达几十米，满足无人机的

飞行高度，且价格较低，是一种较为理想的灾后救援设备。红外生命探测仪工作

原理框图如图 5所示。 

 

图 5  红外生命探测仪工作原理框图 

 

外界 GPS 模块 

外界 GPS 模块用于系统的四旋翼无人机的航迹追踪，本系统选用的是 SKM66

无人机 GPS 模块。这款模块通过内置天线接收信号，通过 NMEA 协议或串行接口

自定义协议可以完整的将位置、速度和时间信息等串行数据完整的记录。该 GPS

模块拥有-165 dBm 跟踪灵敏度，支持 GPS/GLONASS/BD/QZSS 多系统引擎，模块

内置 12 多频有源干扰消除器，还支持 GLONASS 卫星导航系统，精度较其他型号

的 GPS 模块高很多。通过 GPS 模块追踪无人机的飞行路径，便于地面指挥中心

实时监控无人机飞行状态，并对无人机发送相应的飞行控制指令。 

电能计量模块 

智能充电模块选用的是 CS5463 传感器，通过 SPI 通信协议直接输出无人机

的电压、电流、功率和温度的数字量信息，将电量信息传给单片机，单片机根据

信息判断是否充电，控制充电过程[8]。 

4.系统特色 

本系统是基于北斗导航的智能灾后无人机系统，以北斗导航系统为核心，采

用了当前较为先进的小型四旋翼无人机，这种无人机结构简单、机动性强、便于

维护，能够在空中悬停、垂直起飞和降落，可完成空中悬停监视侦查，更好的实

现灾后救援工作。北斗卫星导航系统（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BDS）是中国自行研制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由空间段、地面段和用户段三部分

组成，可在全球范围内全天候、全天时为各类用户提供高精度、高可靠定位、导

航、授时服务，并具短报文通信能力。就性能而言，北斗卫星系统目前在覆盖范

围、定位和授时精度等方面与美国的 GPS 还存在差距，但北斗卫星具有定位和通

信双重作用，其特有的短报文通信功能是 GPS 所不具备的。该系统以北斗卫星导

航系统为核心，利用无人机的优点，提高了灾后搜救工作的搜救效率和搜救准确

度，地面时会中心能够有效的调度分配救援力量，提高了救援质量，有利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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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救援，必将在日后的灾后救援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和

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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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智能应急救援道路导行系统 

  【摘要】项目针对目前道路拥挤导致应急救援车辆出行困难、救援不及时问题，

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研发应急救援车辆的导行疏散系统。通过北斗导航系统智能选

择出行路线，并实时侦测出行路段的情况，集合数据智能调整，做到应急救援车

辆出行时，道路尽可能的通畅；同时在应急救援车辆到达交通路口时，通过适时

调度红绿灯进而减少行驶路线上出现红灯的情况；同时对公交专用道等进行合理

适当地利用，充分发挥应急救援车辆的优先性，提高应急救援车辆救援效率，降

低出行难度，尽最大可能降低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 

创新点：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应用在了医疗等民生领域，通过在紧急情况下

迅速地进行车与车之间、车与指挥中心之间、车与病人之间的实时交流，并结合

应急车辆本身的优先通过性，从而为救护车开辟了一条通往病人所在地的最迅速

的绿色通道。 

【关键词】北斗导航系统 应急救援车辆 红绿灯 公交专用道 救援效率

  【Abstract】The project aimed at the current road congestion caused by the 
emergency rescue vehicles travel difficulties, rescue is not timely problems, based on 
the 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developed emergency rescue vehicles guided evacuation 
system. The 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is used to select the travel route intelligently, 
detect the situation of the travel section in real time, collect data for intelligent 
adjustment, and make the road as smooth as possible when emergency rescue vehicles 
travel. At the same time, when the emergency rescue vehicle arrives at the traffic 
intersection, the situation of red light on the driving route can be reduced by timely 
dispatching the traffic light. At the same time, the special bus lanes should be 
reasonably and appropriately utilized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priority of emergency 
rescue vehicles,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emergency rescue vehicles, reduce the 
difficulty of travel, and reduce property losses and casualties as much as possible.

【Key words】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emergency rescue vehicles  traffic 
light bus lane  rescue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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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摘要 

1.1 项目背景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全世界每年死于道路交通事故的人数达到 50 万左

右，交通事故紧急救援不力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居高不下和致死率高的一个主要

原因。我国每年死于交通事故的人员中，相当一部分是由于救援不及时和救援措

施不当造成的，据我国卫生部的资料表明，在1000例交通事故伤者中，只有14.3%

乘救护车到达医院。法国的实践表明，对于交通事故重伤者，在 30 分钟内获救，

其生存率为 80%，在 90 分钟内获救，其生存率仅为 10%以下，而我国交通事故死

亡者中大约 40％为当场死亡，60％死于送往医院途中或在医院中死亡. 

如图分别为近年来中外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对比； 

中国近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对比； 

图 1-1 近年来中外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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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中国近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对比  

 

 

图 1-3 中国近年因道路堵塞等原因造成的时间浪费所导致死亡人数 

 

 同时，警车出行被堵，消防车不能及时到达事故地点导致火灾严重致使人

员伤亡等问题也层出不穷，据公安部不完全统计，我国平均每年冬季发生火灾

7.6 万起，死亡 1046 人，受伤 883 人，直接财产损失 4.2 亿元，四项数字分别

占全年火灾总数的 32.2%、40.9%、25%和 26.9%。而这些有 50%以上可以由提高

通行效率，降低救援时间来减少至少 40%的损失 。 

如下图为急救不及时导致的伤亡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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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急救不及时导致的伤亡事故 

1.2 国内外同类课题研究水平概述 

1．美国智能化应急道路系统的发展现状 

 智能化应急道路系统的前身是智能交通系统，美国对智能交通系统的研究

最早时间可以追溯到 1950 年，而对其大规模的研究应用和开发是在近十年左右。 

2．中国智能化应急道路系统发展现状 

 我国是在 90 年代初开始关注智能交通系统的发展，并首先在城市道路交通

管理上开展了一系列科学研究和工程实践。 

经过十几年的市场培育以及技术研发，智能化应急道路系统中的车载导航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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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已逐步完善，有地图查询功能、路线规划功能、自动导航功能等，但是还没有

专门针对应急情况下的路线导航系统。 

1.3 项目简介 

项目针对目前道路拥挤导致应急救援车辆出行困难、救援不及时问题，基于

北斗导航系统研发应急救援车辆的导行疏散系统。通过北斗导航系统智能选择出

行路线，并实时侦测出行路段的情况，集合数据智能调整，做到应急救援车辆出

行时，道路尽可能的通畅；同时在应急救援车辆到达交通路口时，通过适时调度

红绿灯进而减少行驶路线上出现红灯的情况；同时对公交专用道等进行合理适当

地利用，充分发挥应急救援车辆的优先性，提高应急救援车辆救援效率，降低出

行难度，尽最大可能降低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 

基本方案如下： 

1.系统结合北斗导航系统，根据路线的长短，拥挤度情况，以及道路基本情

况(例如：有无交叉路口，交叉路口的数量，有无公交专用道，道路的宽窄，交

通等的完善，有无交警等）等多个方面选择出最优路线同时实时侦测出行路段的

情况，进行数据融合和数据智能调整，同时在车辆每次到达路口前都要重新计算

最优路线，并实时调整出行方案，做到应急救援车辆出行时，路上的车辆尽量少，

道路尽量通畅。 

2.急救车辆到达路口前，通过北斗定位系统提供车辆位置信息，在一系列算

法和数据比较后，调整红绿灯的控制时间，保证应急车辆到达路口前一定时间内

保持绿灯，通过后较短时间内改为红灯并维持一定时间，从而减少急救车辆前方

路口拥堵车辆，同时降低驶入救济车辆所处道路的车辆，降低车辆密度。 

3.应急车辆在出行期间，利用一定方式对所在路段车辆发出警示，并通知其

他车辆及时避让后方应急车辆，当拥挤程度较大时，将警告路上行车不要占用应

急道路和公交专用道。根据调查，发现有很大一部分驾驶员表示愿意为急救车辆

让路，这将在很大程度上保证急救车辆的出行。 

4.结合北斗系统及实际调查数据，利用一系列算法，从而最佳程度的减少急

救车辆出行救援时间，保证时间最少，效率最低，经济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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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项目创新点 

针对道路、交通问题的研究不胜枚举，为解决道路拥堵问题的研究也很多，

但是在北斗导航系统和新的信息技术条件下，针对应急救援车辆导行的研究还不

完善。 

项目的先进性和创新性体现在三处：一是项目针对主体为急救车辆，而服务

主体为社会群众，目的是减少急救车辆出行时间，保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二是

通过巧妙地调度红绿灯以及利用闲置的公交专用道，极大程度减少出行时间；三

是项目对最优路线的选择问题具有实时性，采用了简单算法多重循环的方式，每

次面临十字路口时都将选择一次路线，这将大大提高选择的正确性，从而减少时

间。 

本项目是基于北斗导航系统和新的信息技术条件，针对应急救援车辆的智能

导航系统的设计。利用现有的交通数据平台，例如高德，百度等，设计算法，在

采集到道路信息后，能够整合道路设施、运行和组织管理等要素，优化设计最佳

出行方案，对数据根据具体需求进行精细化分析及设计运用，具有一定科学性、

可行性。 

1.5 项目可行性分析 

随着我国北斗导航系统和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很多互联网技术公司都建

立了大数据和云计算平台，对于提供地图服务的公司，诸如百度地图，高德地图

等公司也拥有自己的大数据中心，这些数据中心包含了全国各个城市的道路交通

信息，而我们的最优路线选择算法也将基于这些数据，将我们的最优路线选择算

法嵌入这些平台，就可以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而且，目前提供这些服务的公司

都已经推出了自己的 API 接口，我们的算法也可以利用这些接口去实现。 

对于红绿灯的智能调节，虽然救援车辆具有交通行驶优先权，但是道路上同

行的车辆会对救援车辆产生很大的影响。目前，红绿灯的智能调节已经在一些城

市有了实验性的应用，虽然对红绿灯进行调节可能会影响一些人的出行效率，但

通过我们的调查发现，绝大多数人还是非常愿意将宝贵的时间留给救援车辆，所

以对红绿灯的智能调节将为救援车辆争取很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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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统概况 

2.1 系统组成 

系统由基本算法，数据分析系统，以及仿真模拟系统组成。 

1.基本算法可分为基础信息层、学习层、数据筛选层、决策层。 

基础信息层：该模块是系统第一层，也是获得原始数据层，主要是记录车速

并上传； 

学习层：这个模块将基础信息层提供的时间信息转换后，对数据的类型进行

转换和修正； 

数据筛选层：这个模块主要负责将学习层转换而来的数据进行筛选，剔出异

常的值； 

决策层：根据事故发生的地点和救援车辆的位置，确定最优路径。 

2.数据分析系统包括数据收集、建立数据体系和分类标签、构建数据逻辑和

关键性、具体数据分析和数据结果呈现。 

3.仿真模拟系统包括仿真软件效果图、仿真模拟视频。 

2.2 系统功能 

2.2.1 基本算法 

基本算法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对开始路线的选择和红绿灯路口的优化选

择，第二部分是对急救车辆即将驶入红绿灯路口时，对红绿灯闪烁情况的控制程

序，基本算法功能： 

1.系统将根据路线的长短，拥挤度情况，以及道路基本情况(例如：有无公

交专业道，道路的宽窄，交通等的完善，有无交警等）等多个方面选择出最优路

线同时实时侦测出行路段的情况，进行数据融合数据智能调整，同时在车辆每次

到达路口前都要重新计算最优路线，并实时调整出行方案，做到应急救援车辆出

行时，路上的车辆尽量少，道路尽量通畅。 

2.通过和相关交通部门合作配合，做到在应急救援车辆到达交通路口时，能

及时调度红绿灯的闪烁，使行驶路线基本不会出现红灯的情况，同时在应急救援

车辆通过路口后，红绿灯能在提前预估的时间下正确变为红灯，阻断后方来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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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出行路段车辆密度。 

3.对公交专道等进行临时利用，充分发挥应急救援车辆的优先性，提高应急

救援车辆救援效率，降低出行难度。 

4.通过北斗导航，GPS，手机 APP（高德等）将一系列信息衔接起来，路上

行驶车辆可以实时接收急救车辆的准确位置，确保能在最大程度上为后方急救车

辆让出道路，实现疏通拥堵道路供急救车行驶的目的。 

2.2.2 数据分析系统 

数据分析是通过对比不同路段的不同信息，根据一定的优先级，根据长期收

集的数据，对道路的基本信息分许出具体数据，并将数据传递给算法系统，用来

改变初始参数，从而选择出最适合当前情况的出行方案。数据来源方式为高德地

图、百度地图等大型导航 APP 平台，交通交管部门，以及团队成员的调研等。 

2.2.3 仿真模拟系统 

仿真模拟系统：通过仿真模拟软件 vissim，将抽象化的算法和文字，具体

化为图像，在半理想情况下，分成改善前和改善后两种类型，每种类型里所涉及

的车流量、车速 、道路宽度等基本参数相同，采用六组随机种子，分别测出急

救车改善前和改善后从起点到终点的平均行程时间。 

 
图 2-1 急救车仿真部分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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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最优路径选择系统 

2.3.1 算法设计概述 

出行最优路线概况： 

确定事故发生地 B地，首先确定从事故发生地 B到医院 A的路线（此处采用

逆推法），从 n 条路线中，选择一条作为基准路线 l，并在此基础上首先出行。

车辆在路上的行驶状况无非三种改变条件，直行 Z，左转 L，右转 R,则记路线 

l=n1Z+n2L+n3R，n 为状态数量。那么在直行路段，即状态 S=1 时，则不予处理

选择程序；如遇到交叉路口，则运行路径选择程序，分析下一路段可选择的路线，

这里有： 

状态 S={Z&L&R；Z&R；Z&L；R&L；Z；R；L;STOP} 

 当出现 S>=2 时，对下一步要走的路段进行选择，这里先假设 S=2，则下一

路段为 m，n 两段，则需要对比，道路宽度、公交专用道有无、行人多少、交叉

路口的数量以及完整程度等，对此设立变量表示 Xn，n=1,2,3.......并建立优

先级，以系数 Ki 表示，i=1,2,3,......(用算法处理，emmm）处理完后得到 M，

N;若 M>N，则选择 m 路线，反之则选择 n 路线，即可得出最优路径，按照此步骤

每次遇到选择时，循环一次程序，选择一次最佳子路径，直选择出最佳路径。即： 

最佳 l=max{L 路 i  ;   i=1，2，3........} 

在此过程中，按照从目的地到出发地的顺序，利用倒推法选取相应的最优路

线，并在行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微调。 

粒子群优化算法来实现时间最优路径的选择，公式如：f(n)=g(n)+h(n)。其

中f(n)是从初始点到目标点的估价函数，g(n)是在状态空间中从初始节点到 n 节

点的实际代价，h(n)是从 n到目标节点最佳路径的估计代价。我们面临的问题是

寻找一条救援车辆到事故发生地点的时间最优路径。 

应急救援最优路线的选择中，要考虑各路段和道路节点所消耗的时间，我们

称这些消耗为阻抗。城市交通情况纷繁复杂，每一条道路的交通状况不尽相同，

每条道路的不同时间段的交通状况也会有很大不同，雾霾天气或降雪天气会严重

减缓车辆的通行效率，此外公交专用道可以给救援车辆的顺利通过提供很大的帮

助，对于这些，我们统称为路段阻抗。节点阻抗主要是交叉路口红绿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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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救援力量具有交通行使的优先权，但是其它车辆的数量和行驶方向也会影响

该路段和节点的通行效率，我们把交通信号对最佳救援路径的影响归人节点的阻

抗中，此外节点处行人密度也归入节点阻抗。 

设α、β分别代表路段阻抗、道路节点阻抗。则公式可为：h(n)=(α

+β)l,α≥0，β≥0，于是问题就变成了如何确定α、β的值。α、β权重的

确定是根据当时的道路运行情况确定，路段上阻抗决定因素有拥挤程度和道路路

况。拥挤程度的计算依据是依据式：[T(k)-T0]/T0，其中T(k)表示路段 K 的行程

时间，T0表示车辆以自由行驶车速通过路段 k 所需的时间，值越小拥挤度越小。 

传统方法计算该值是通过实测和预测获得的，而我们采用统计结合机器学习

的方法来获得该值。具体方法是：利用车载导航系统获得每天不同时间段每辆车

通过该路段所消耗的时间，也就是T(k)，获得T(k)数据并不能以平均值代表该

路段的通行效率，因为提供数据的可能是轿车，也可能是卡车，必须对原始的数

据进行分类筛选。通过对获得的数据进行有效的训练和筛选，就可以对城市交通

当中的每一条道路 k 建立一个阻抗表，表中记录着每天不同时间段该段路的阻抗

大小。节点阻抗的确定跟路段阻抗的确定类似，不再复述。 

如下图所示，对于城市交通线路我们建立一个对应关系（p,s)，其中p代

表位置，由经纬度确定，s 代表速度，由车辆的测得的实时速度确定。当 B 点发

生事故时，B 点报警后，A 点接到报警电话，此时由系统规划出一条最优路径并

告知 A 点的救援车辆使得救援车辆能尽快到达 B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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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事故地点及路线模拟 

2.3.2 系统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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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系统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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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出行路线选择方案说明 

假设：急救中心甲地到事故发生地点乙地有三条线：A/B/C，如图： 

当急救中心例如医院接到救援信号并决定派出救护车时，将面临路径选择问

题，系统将初步根据路线的长短，拥挤度情况，以及道路基本情况(例如：有无

公交专业道，道路的宽窄，交通等的完善，有无交警等）等多个方面选择出最优

路线。再经过综合多个条件后，根据每个条件优先级不同，选择出最佳的出行路

径，假设选择了出 c 路径出行，那么交通部门将会接收到急救中心选择出行 C

路径的信息，并实时侦测急救车辆的位置。 

图 2-4 路线模拟图 

当急救车辆到达第一个十字路口时，如图： 

在到达十字路口前，车辆有三个选择，直行、右转和左转，在将要到达路口

前，程序将再次运行，根据此时的路况，选择出将要行驶的方向，并将信息传递

给交通管理部门，并给交通管理部门一个红绿灯的调度方案，协助交通管理部门

将红绿灯的闪烁调节为最佳方式，便于急救车辆顺利通过十字路口，需要说明的

是，自急救车辆出发后，初试路线选择完成之后，车辆每次到达十字路口，都将

再次运行一次算法，重新计算最优路线，并实时调整出行方案，减少路上堵塞时

间。 

甲

乙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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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路口模拟图 

2.4 红绿灯智能调节系统概况 

目前，在智能红绿灯系统中，最常使用的是 PCL 算法，它也是应用十分广泛

的算法之一，而我们的控制思路在优化交通信号灯的配时工作时，重点考虑了对

紧急情况，也就是应急车辆到达交叉路口时红绿灯的控制算法。基本思路如下。 

急救车辆到达路口前，交通灯系统将会感知到车辆的位置，在一系列算法和

数据比较后，将会调整红绿灯的控制时间，达到在车辆到达路口前一定时间内保

持绿灯，通过后较短时间内改为红灯并维持一定时间，从而减少急救车辆前方路

口拥堵车辆，同时降低驶入救济车辆所处道路的车辆，降低车辆密度。 

2.5 紧急信息通知系统 

2.5.1 急救信息传递概述 

当急救车辆出行时，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实时的通知处在路上的车辆，随

着技术进一步升级，且项目逐步导航类 APP 公司合作，急救车辆将具备较为完整

的整个系统，装置具备北斗定位、信号发送、信息反馈、与交警实时通信等功能，

导航 APP（高德等）可以实时共享急救车辆位置，当处于急救车辆出行路线上的

私家车接收到信号后，便可以得知急救车辆的位置，并且 APP 可直接给出优化避

让路线，车主可根据自身情况决定如何避让（根据调查显示，如果在得知后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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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车辆的情况下，道路条件允许的前提下，选择为急救车辆让路的车主接近

90%），也可以根据系统提供的避让方案灵活的、更加迅速的实现为急救车辆避让。 

同时此时信息也可以传递到交警，交警的信号接收装置收到急救车信号获得距

离、路线、紧急程度等问题，从而得到交警协助，交警将对事故道路进行适当的

疏通，以保证急救车辆在路上畅行无阻。 

2.5.2 急救信息传递效果展示图 

图 2-6 效果演示图 

急

救

信

息

传

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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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急救车模型仿真结果 

以长安大学渭水校区到长安医院为例，分别取 30（30~35）km/h、40（40~45）

km/h、50（48~58）km/h、60（58~68）km/h、70（68~78）km/h、80（75~110）

km/h 六组车速 ，采用六组随机种子，分别测出急救车改善前和改善后从长安大

学渭水校区到长安医院的平均行程时间。 

借助高德地图显示，长安大学渭水校区到长安医院现用时最短的路线是机场

专用高速辅路-朱宏路-凤城二路，共 9.8km，路经 10 个红绿灯，用 vissim 仿真

软件最大可能地还原路况，得出仿真结果为： 

表 2-1 现状和改进方案效果对比 

行程速度

/(km/h) 

行程时间/min 平均排队长度/m 

现状 优化 变化率/% 现状 优化 变化率/% 

30（30~35） 34.60 23.61 -31.8 10.22 6.88 -32.7

40（40~45） 29.70 19.46 -34.5 24.30 13.56 -44.2

50（48~58） 26.76 15.78 -41.1 73.61 48.76 -33.8

60（58~68） 23.80 14.36 -39.7 68.90 56.37 -18.2

70（68~78） 22.40 10.60 -52.7 103.84 78.90 -24.0

80（75~110） 21.35 9.35 -56.2 130.20 81.22 -37.6

表现为图像为： 

图 2-7 现状和改进后的急救车行程时间对比 

单位：min 

k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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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现状和改进后的道路排队长度对比 

根据图表可知，改善后的急救车沿线交通状况有了显著改善，排队长度以及

行程时间与现状相比有了显著的下降，表明上文所提出的优化方案能有效改善急

救车出行的交通运行状况。 

三、项目前景分析 

公安部相关数据显示，去年全国平均每天发生交通事故 1690 起，死亡 257

人，受伤 1147 人，直接经济损失 731 多万元，由此可以看出车祸所带来的损失

是巨大的。据统计，急救车总是会出现延迟现象的最主要原因是交通状况，因此

改善我国交通状况急不可待。 

如今，北斗应用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卫星导航产业链，是国家信息产业的重

要组成部分，并已成为交通、电力、通信、金融等国民经济命脉行业的基础设施。

北斗导航在交通运输、智能交通道路管理将会越来越深入，为本项目提供了基础。 

目前，不仅是北斗系统，智能城市、智能交通在我国也在迅速发展。随着国

家经济的的不断发展，未来城市将承载越来越多的人口，部分地区“城市病”问

题日益严峻，为解决城市发展难题，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建设智慧城市已成为

当今世界城市发展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项目起始于社会，是“智慧交通+”，同时也是“北斗导航+”，基于北斗系统

的强大功能，应用北斗导航、定位、引导，融合智能交通、车联网，与我国智慧

单位：m 

Km/h 

城市的发展紧密联系。同时随着北斗技术的不断成熟，项目前景也会更加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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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北斗、路径规划、目标数据化、概略路程用时

【Abstract】Nowadays, people's life rhythm is speeding up day by day, and busy work fills 
many people's day. In order to make their work and life more orderly, many people try to use 
various methods to plan their limited time. The most commonly used one is the memo which can 
be easily used by mobile phone. But in fact, the memo used by people nowadays can not help users 
very well. Because of the lack of a reasonable reminder mechanism, although the current memo has 
been advanced. The reminder mechanism, however, can not specifically identify the amount of 
advance time required by users. Therefore, premature or late reminders often occur, which lead to 
the decrease of the practicability and user experience of the memo. In order to change this situation, 
this work aims to read the memo according to the memo information written by users in advance, 
and according to the positioning function of 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function of intelligent memorandum manager, we use path planning algorithm and road 
information to calculate the outline travel time and give voice reminders to users at the appropriate 
time.    

【Key words】Beidou, Path Planning, Target Data and Route Time. 

背景及意义

现实社会压力越来越大，人们一天到晚都被各种各样的事物牵着鼻子走，有很多人都倾

向于使用备忘录记录需要做的事情，但事实上，这样的备忘录在很大情况下并没有很好的帮

助到用户，一方面，由于忙碌人们会忘记翻看备忘录或是忽视提醒消息；另一方面，对于较

远的位置没法提早做出真正可靠的预报提醒。 

本作品旨在根据用户提前写下的备忘录信息，进行读取，根据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定位

功能将目标数据化，利用路径规划算法结合路况信息计算概略路程用时，并在合适的时间对

用户进行语音提醒，从而实现智能备忘录管家的功能。 

发展现状

整体而言，目前的位置服务已经相当纯熟，各项服务也是应用广泛，例如高德地图的 

amap开发，就可以实现大量的功能。而显然的，各种手机内的地图 app 也可以让用户主动地

极快的获得位置服务信息。目前华为手机也给出了，智能备忘录提醒功能，但目前还仅限于

两种手段：一是定时的提醒，就如同闹钟一样。二是 “踩雷式”提醒，当用户与目标间距小

于一个阈值的时候将会触发提醒。 

基于北斗的“智能管家”备忘录

作    者：王臻、陈雷、石文丰
指导教师：张伦东
学    校: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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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华为手机的位置提醒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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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app 智能备忘录的界面 

系统设计
本系统主要以安卓开发平台进行开发，主要分成几大模块，一是对用户的备忘录信息进

行读取分析使之成为能够进行定位的时间地点等要素信息，以便作为计算的参数和依据；二
是根据现下的位置以及目标位置，再加上路况信息的影响，在数字地图上进行路径规划计算，
得到概略用时；三是设置界面以及功能，主要是在已经得到概略用时的前提下，给出 5 至 10
分钟的时间作为缓冲，根据最后期限来进行提醒。 

图 4 智能备忘录管家的工作流程 

1、读取部分 
读取部分关键问题在于，主题是备忘录形式，首先应当满足便利简洁原则，用户在写备

忘录的时候，是不可能写的非常详细的，因此智能的读取识别功能将会至关重要，也是下面
几步工作实现的基础。 

要素至少包括三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我们需要知道时间，即为预定到达目标地点的
时间，也是作为一个阈值。第二方面，则是目标位置的信息，这就需要对用户的历史行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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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析，搜索关键字以及用户日常驻留点来得到最为匹配的信息。最后，是事项的描述，也
是上面两个方面的详细描述，换句话说就是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到底要做什么事项。相对
而言，前两个方面是这一备忘录的基本属性，最后一个方面是其外部描述，也是用户用于识
别辨认事项的最关键要素。 

对用户行为的意图分析是用户轨迹分析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目的在于从用户的历史行
为轨迹中挖掘与解释用户的日常行为规律。充分利用空间信息辅助对结果的解读：首先把聚
类获得的用户日常驻留点与其周边的兴趣点（如公园、学校、银行、酒店等）相关联。进而
根据用户的出行轨迹把这些驻留点“串联”起来，实现对用户语句的解读，从而获取到其中相
关性最大的点作为目标。 

文字识别读取部分程序参考附录 1。 

2、定位部分 
前一步已经对目标位置进行定位了，这之后需要的是用户的实时位置，利用北斗模块进

行定位得到，从而作为计算的另一条件。 
这里需要考虑一个关键问题：现代人一天 80%的时间都在室内，而室内没有办法利用北

斗卫星进行精确定位。这里有以下几种方案： 
1、 利用蓝牙，WiFi 等室内定位方式来改善室内定位精度。 
2、 采用室内外一体化导航新技术。 
3、 将用户轨迹停留点作为用户在室内的定位结果。 

这里我们经过考虑采用了第 3 种方案，因为这样的条件下，室内定位精度对整体结果影
响不大，尤其对于间隔距离较远的目标点而言。由于通常低层建筑进出容易，高层建筑则有
电梯辅助，一般从室内当前位置到一个有效的北斗定位位置所需时间也最多在 10 分钟以内。
而对于一些特殊情况，诸如电梯拥堵必须走楼梯，去地下车库开车绕路等等，没有什么办法
进行预测计算，所以将这些不可控因素集中起来作为一个误差项，初步给定 10 分钟的概略值
来作为一个计算项。 

3、路径规划部分 

已经得到了目标位置以及当前位置，接下来就需要进行路径规划了，得到最优路径乃是
得到概略用时的最关键步骤。 

3.1 离散域范围内的最短路径规划问题 

属于离散域范围内最短路径规划的问题有：基于道路网的路径规划问题、电子地图 CPS
导航路径搜索规划问题、路由问题等。 

（1）基于道路网和基于电子地图 GPS 导航的路径规划都可视作基于 GIS (Geo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的路径规划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是从复杂的数据信息中提取出所需道
路信息，以路口为节点，道路信息为路径信息，构造出复杂的路径信息拓扑网络，将起始点
和目标点定位为这个拓扑网络上两个节点，而后运用路径搜索算法进行最短路径寻优规划。 

（2）路由问题属于通信技术领域研究的重点。路由问题的主要功能是使数据信息顺利地
从源节点传送到目标节点。根据 Qos 的设计需求，可在路径上设置不同的权重，定义路径参
数。在网络拓扑结构中稳定高效地搜寻最优路径，快速聚合。实时地进行网络拥堵控制，根
据具体情况进行动态路由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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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最短路径规划的角度看，这一类问题的特点大同小异，都是在己知路径信息(节
点数，路径参数信息，拓扑结构等)情况下，从己知起始节点到目标节点的最优路径路径规划
问题，路径信息多为静态信息，即使有信息变动，智能算法也有足够的能力进行及时的应变
规划。常用的算法有：Dijkstra 算法、A*搜索算法、模拟退火算法、蚁群算法、遗传算法、
粒子群算法、Floyd 算法、Fallback 算法等。 

3.2 离散域范围内的遍历式最优路径问题 

属于离散域范围内遍历式最优路径的问题有：虚拟装配路径规划、旅行商问题(TSP)以及
其衍生的各种车辆问题(VRP)和物流问题等。由于虚拟装配路径规划的核心是装配序列规划问
题，而序列规划问题属于典型的 TSP 问题。 

这类问题的一般特点是:己知路径信息为静态信息，对于单车辆问题，起始点唯一，最终
目标节点为起始点，中间有多个子目标节点。要求车辆以最短的路径从起始点出发，遍历所
有子目标节点后，回到起始点。当然，有的问题是以最短时间或最少费用等为规划目标，这
样的路径规划问题可把相应路径信息调整为路径时间信息或路径费用信息，对应节点不变。
此外，也有多车辆、多起点、考虑载重等因素的整体调控问题，此类问题是基于单车辆路径
规划问题的延展应用。 

解决此类路径问题的常用智能算法有：蚁群算法、禁忌搜索算法、模拟退火算法、神经
网络算法、遗传算法、粒子群算法等。 

3.3 连续域范围内的全局路径规划问题 

属于连续域范围内全局路径规划图的问题有:机器人机械臂自主移动路径规划、无人机飞
行器航迹规划、巡航导弹航迹规划等。从路径规划角度来看，这类问题都是己知环境信息，
且环境信息为静态信息的情况下，如何在安全范围内避开障碍物找到到达目的地的最短路径
问题。 

解决此类问题通常依靠智能算法与环境建模结合使用。直接应用于此类问题的路径规划
算法有：可视图法、自由空间法、Voronoi 图法、栅格法、惩罚函数法、模拟退火算法等。间
接应用的智能算法有：A*搜索算法、蚁群算法、遗传算法、粒子群算法、人工势场法等。 

3.4 连续域范围内的局部路径规划问题 

连续域范围内的局部路径规划和全局路径规划应用领域基本相同，它们在其应用领域内
而对的环境不同，解决的问题也不同。局部规划而对的是动态的实时的环境信息，属于在线
规划，对算法要求实时性好、高效、稳定，是目前研究的热点。 

应用于此类问题的路径规划算法有：蚁群算法、遗传算法、粒子群算法、A*搜索算法、
人工势场法、量子粒子群算法、神经网络算法等。 

3.5 连续域范围内的遍历式路径规划问题 

连续域范围内的遍历式路径规划主要应用于：清洁机器人、草坪修剪机、扫雷机器人、
搜救机器人、矿藏探测器等。其特点是：机器人需用最短的路径去覆盖所工作区域的每个角
落，要求最大的覆盖率和最小的重复率。解决此类问题需先进行环境建模，最常用的方法是
栅格法，后来 Neumann de Carvalho R 等人发明了模板模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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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此类问题的常用算法有:神经网络算法、A*算法、遗传算法、粒子群算法、蚁群算法
等。但这个时间将会随着用户位置的改变进行变化，比如：当用户向着目标地点移动时，用
户与目标间距将会减少，这就要求系统实时定位并在较短的周期内进行解算，并实时得到结
果，更新预定时间，并在对应的时间提醒。而相反的，当用户向着反方向移动时，用户与目
标间距将会越来越大，这也要求实时解算，然后将原先的预定时间前提。举例：我原先的目
标是正南方向 5 公里的一所医院，设置上我将要在 12 点之前抵达，初步计算得到的时间是我
将需要在 11 点出发，但由于某种原因在这一天早上 10 点 30 我将向北方移动 5 公里，而显然
的若是真的移动了 5 公里我将一定没法在 12 点抵达医院，所以，在实时解算功能的工作下，
我将会在移动 1 公里过后就收到提醒。 

路径规划部分程序参考附录 2。 

4、用户界面部分 
上述步骤完结之后，主要的计算以及算法都结束了，最后是用户的交互功能，我们认为，

备忘录的功能应当具备提醒功能，就好像闹钟一样，在一个预定的时间，手机会发出铃声提
醒，告诉用户有事项的预定时间将要到来了，用户听到提醒音之后打开手机就会得到内容推
送，将用户的备忘录内容推送出来，从而完成智能提醒的功能。 

到此基于北斗的智能备忘录功能实现完毕。用户可视情况对备忘录进行处理。 

该部分因无北斗地图暂时以高德地图 API 代实验，其部分源代码及实现方法参考附录 3. 

总结与展望

有了这一智能备忘录，再也不用担心没法估算好路上所用时间而迟到早退了，一些忙碌

的人员也能够及时的获得提醒，防止误事。也可以更具用户的个人习惯来进行设置，若是用

户本身较为拖拉，则机动时间增加，若是用户向来雷厉风行，则机动时间将会减少，针对用

户进行个性化定制。 

小型化、智能化是这个时代的大势所趋，越来越多的移动端产品开发使用，也有越来越

多的功能被开发，这一备忘录的实现也是将现有的一些技术进行结合改良，使其具备良好的

交互性和适用性，将位置服务融入到用户的生活方方面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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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对应位上的值存放的是每个字符在对应位数上是否存在敏感词， 

privateshort[]fastPositionCheck=newshort[char.MaxValue+1]; 

//存放所有关键词 

privateHashSet<string>[]words=newHashSet<string>[char.MaxValue+1]; 

//对应位上的值存放的是每个字符在对应位数上是否存在敏感词， 

privateshort[]fastPositionCheck=newshort[char.MaxValue+1]; 

//存放以某个字符为第一位的关键词的长度 

privateshort[]fastLengthCheck=newshort[char.MaxValue+1]; 

///<summary> 

///向字典中添加关键词 

///</summary> 

///<paramname="word"></param> 

///<returns></returns> 

publicboolAddWord(stringwo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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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lresult=false; 

try 

{ 

maxStoreWordLength=Math.Max(maxStoreWordLength,word.Length); 

minStoreWordLength=Math.Min(minStoreWordLength,word.Length); 

for(inti=0;i<word.Length;i++) 

{ 

fastPositionCheck[word[i]]|=(short)(1<<i); 

} 

//记录以某个字开头的关键字的长度信息，左移位数长度为该字符串长度减一 

fastLengthCheck[word[0]]|=(short)(1<<(word.Length-1)); 

if(words[word[0]]==null) 

{ 

words[word[0]]=newHashSet<string>(); 

} 

if(!words[word[0]].Contains(word)) 

{ 

words[word[0]].Add(word); 

} 

result=true; 

} 

catch(Exceptione) 

{ 

Console.WriteLine(e.Message); 

} 

return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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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ublicvoidCheckNormalWord(stringtext) 

{ 

intindex=0; 

while(index<text.Length) 

{ 

//首先判断当前字符是否是某关键字的第一个字符，不是时就继续向下遍历 

if((keywordDict.FastCheck[text[index]]&1)==0) 

{ 

do 

{ 

index++; 

} 

while((index<text.Length)&&((keywordDict.FastCheck[text[index]]&1)==0)); 

if(index>=text.Length) 

{ 

break; 

} 

} 

//此时已经判定，当前的这个字符会出现在关键词的第一位上 

//再判断 

charbegin=text[index]; 

intjump=1; 

for(intj=0;j<=Math.Min(keywordDict.MaxWordLength,text.Length-index-1);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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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rcurrent=text[index+j]; 

//判断当前字符是否会出现在关键字的对应位上，实现快速判断 

if((keywordDict.FastCheck[current]&(1<<Math.Min(j,keywordDict.MaxWordLength)))==0) 

{ 

break; 

} 

//当判决的长度大于关键字的最小长度时，当前的截取字符串有可能会是关键字，要做详

细判定 

if(j+1>=keywordDict.MinWordLength) 

{ 

if((keywordDict.FastLength[begin]&(1<<Math.Min(j,keywordDict.MaxWordLength)))>0) 

{ 

stringsub=text.Substring(index,j+1); 

//在字典中搜索判断，得出结论。同时给出跳转位数，供下一次跳转用 

if(keywordDict.Words[begin]!=null&&keywordDict.Words[begin].ContainsKey(sub)) 

{ 

jump=sub.Length; 

Console.WriteLine(sub); 

} 

} 

} 

} 

index+=jum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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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2 

%%第一步：变量初始化 

n=size(C,1);%n 表示问题的规模（地点个数） 

D=zeros(n,n);%D 表示完全图的赋权邻接矩阵 

fori=1:n 

forj=1:n 

ifi~=j 

D(i,j)=((C(i,1)-C(j,1))^2+(C(i,2)-C(j,2))^2)^0.5; 

else 

D(i,j)=eps;%i=j 时不计算，应该为 0，但后面的启发因子要取倒数，用 eps（浮点相对精

度）表示 

end 

D(j,i)=D(i,j);%对称矩阵 

end 

end 

Eta=1./D;%Eta 为启发因子，这里设为距离的倒数 

Tau=ones(n,n);%Tau 为信息素矩阵 

Tabu=zeros(m,n);%存储并记录路径的生成 

NC=1;%迭代计数器，记录迭代次数 

R_best=zeros(NC_max,n);%各代最佳路线 

L_best=inf.*ones(NC_max,1);%各代最佳路线的长度 

L_ave=zeros(NC_max,1);%各代路线的平均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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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NC<=NC_max%停止条件之一：达到最大迭代次数，停止 

%%第二步：初始出发地点 

Randpos=[];%随即存取 

fori=1:(ceil(m/n)) 

Randpos=[Randpos,randperm(n)]; 

end 

Tabu(:,1)=(Randpos(1,1:m))';  

%%第三步：从出发地按概率随机行进至目的地 

forj=2:n%所在地点不计算 

fori=1:m 

visited=Tabu(i,1:(j-1));%记录已访问的地点，避免重复访问 

J=zeros(1,(n-j+1));%待访问的地点 

P=J;%待访问地点的选择概率分布 

Jc=1; 

fork=1:n 

iflength(find(visited==k))==0%开始时置 0 

J(Jc)=k; 

Jc=Jc+1;%访问的地点个数自加 1 

end 

end 

%下面计算待选地点的概率分布 

fork=1:length(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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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Tau(visited(end),J(k))^Alpha)*(Eta(visited(end),J(k))^Beta); 

end 

P=P/(sum(P)); 

%按概率原则选取下一个地点 

Pcum=cumsum(P);%cumsum，元素累加即求和 

Select=find(Pcum>=rand);%若计算的概率大于原来的就选择这条路线 

to_visit=J(Select(1)); 

Tabu(i,j)=to_visit; 

end 

end 

ifNC>=2 

Tabu(1,:)=R_best(NC-1,:); 

end 

%%第四步：记录本次迭代最佳路线 

L=zeros(m,1);%开始距离为 0，m*1 的列向量 

fori=1:m 

R=Tabu(i,:); 

forj=1:(n-1) 

L(i)=L(i)+D(R(j),R(j+1));%原距离加上第 j 个地点到第 j+1 个地点的距离 

end 

L(i)=L(i)+D(R(1),R(n));%一轮下来后走过的距离 

end 

L_best(NC)=min(L);%最佳距离取最小 

pos=find(L==L_best(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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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_best(NC,:)=Tabu(pos(1),:);%此轮迭代后的最佳路线 

L_ave(NC)=mean(L);%此轮迭代后的平均距离 

NC=NC+1%迭代继续 

%%第五步：更新信息素 

Delta_Tau=zeros(n,n);%开始时信息素为 n*n 的 0 矩阵 

fori=1:m 

forj=1:(n-1) 

Delta_Tau(Tabu(i,j),Tabu(i,j+1))=Delta_Tau(Tabu(i,j),Tabu(i,j+1))+Q/L(i); 

%此次循环在路径（i，j）上的信息素增量 

end 

Delta_Tau(Tabu(i,n),Tabu(i,1))=Delta_Tau(Tabu(i,n),Tabu(i,1))+Q/L(i); 

%此次循环在整个路径上的信息素增量 

end 

Tau=(1-Rho).*Tau+Delta_Tau;%考虑信息素挥发，更新后的信息素 

%%第六步：禁忌表清零 

Tabu=zeros(m,n);%%直到最大迭代次数 

end 

%%第七步：输出结果 

Pos=find(L_best==min(L_best));%找到最佳路径（非 0 为真） 

Shortest_Route=R_best(Pos(1),:)%最大迭代次数后最佳路径 

Shortest_Length=L_best(Pos(1))%最大迭代次数后最短距离 

subplot(1,2,1)%绘制第一个子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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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wRoute(C,Shortest_Route)%画路线图的子函数 

subplot(1,2,2)%绘制第二个子图形 

plot(L_best) 

holdon%保持图形 

plot(L_ave,'r') 

title('平均距离和最短距离')%标题 

functionDrawRoute(C,R) 

%%================================================================

========= 

%%DrawRoute.m 

%%画路线图的子函数 

%%------------------------------------------------------------------------- 

%%CCoordinate 节点坐标，由一个 N×2 的矩阵存储 

%%RRoute 路线 

%%================================================================

========= 

N=length(R); 

scatter(C(:,1),C(:,2)); 

holdon 

plot([C(R(1),1),C(R(N),1)],[C(R(1),2),C(R(N),2)],'g') 

holdon 

forii=2:N 

plot([C(R(ii-1),1),C(R(ii),1)],[C(R(ii-1),2),C(R(ii),2)],'g') 

hol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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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附录 3 

<html style="width:100%; height: 100%;">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路径规划</title> 

 </head> 

 <body style="width:100%; height: 100%;margin:0;"> 

  <div id="map" style="width:100%;height: 100%;"></div>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https://webapi.amap.com/maps?v=1.4.12&key=7e468c384b9c36ce7c5780cef4637724"></scri

pt>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function(){ 

     

   var map =new AMap.Map('map'); 

   map.plugin(['AMap.RangingTool','AMap.MapType'],function(){ 

 

    var type = new AMap.MapType(); 

    map.addControl(type); 

    var tool = new AMap.RangingTool(map); 

    tool.turn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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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plugin(["AMap.OverView"],function(){  //在地图中添加鹰眼插件   

  //加载鹰眼   

overView = new AMap.OverView({   

visible:true //初始化显示鹰眼   

});   

map.addControl(overView);  

overView.open(); //展开鹰眼 

});  

map.plugin(["AMap.Scale"],function(){ //加载比例尺插件       

scale = new AMap.Scale();   

map.addControl(scale);   

scale.show(); 

});  

map.plugin(["AMap.MouseTool"],function(){ //加载比例尺插件       

var tool = new AMap.MouseTool(map); 

tool.measureArea(); 

  }); 

map.plugin('AMap.Autocomplete', function(){ 

   // 实例化 Autocomplete 

var autoOptions = { 

//city 限定城市，默认全国 

city: '全国' 

   } 

var autoComplete= new AMap.Autocomplete(auto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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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Complete.search(keyword, function(status, result) { 

    // 搜索成功时，result 即是对应的匹配数据 

   }) 

}); 

map.plugin(["AMap.Driving"],function(){ 

var driving = new AMap.Driving(); 

driving.search(new AMap.(地名输入),new AMap.(地名输入)) 

AMap.event.addListener(driving,'complete',function(e){ 

console.log(e); 

var steps =e.routes[0].steps; 

for(var i=0;i<steps.length;i++){ 

console.log(steps[i].instruction); 

} 

}) 

}); 

})(); 

 </script>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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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的机场场面微型自主驱鸟机器人

作    者：高子健、童良乐、李雪霏、郑俊
指导教师：贾桂敏、张世海
学    校：中国民航大学

【摘要】鸟撞一直是威胁世界航空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而鸟类对传统的声效、

视觉等驱鸟方式具有适应性，传统驱鸟方式持续性不强，长时间使用效果不佳。

针对现状，本课题提出一种机场场面微型自主驱鸟机器人，设计可行的硬软件方

案。本系统将北斗卫星定位系统、机器视觉、卷积神经网络相结合，包括数据采
集模块、卫星定位模块、智能车模块、机械臂驱鸟模块；通过 GNSS 实现机器人

位置的精确定位，从数据采集模块获取图像信息，利用卷积神经网络识别鸟禽，

再运用智能车的运动和机械臂来回摆动实现鸟禽的驱离。

【关键词】机场场面驱鸟；北斗定位；鸟禽检测；机器视觉；卷积神经网络
【 abstract 】 Bird strike has always been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threatening 
the aviation safety of the world. However, birds are adaptable to the traditional way of 
driving birds, such as sound effect and vision. The traditional way of driving birds is 
not sustainable and the effect is not good after long use. In view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a kind of airport scene micro autonomous driving robot, and designs 
a feasible hardware and software program. The system combines beidou satellite 
positioning system, machine vision and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including data 
acquisition module, satellite positioning module, intelligent vehicle module and 
mechanical arm driving bird module. GNSS is used to accurately locate the position of 
the robot, obtain image information from the data acquisition module, use the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to identify birds, and then use the motion of the intelligent 
car and the swing of the mechanical arm to realize the expulsion of birds. 
【 key words 】 airport scene drive birds;  BDS;  Birds testing ；Machine 
vision；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一、 课题背景

1.1 课题研究的目的、意义 
1.1.1 鸟撞现状分析 

鸟撞（Birdstrike）是指飞机起飞、飞行或降落过程中被鸟类撞击而发生的飞

行安全事故或事故征候,是威胁飞机飞行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根据国际航空协

会统计，1950 年以来记载的严重鸟撞事故超过 353 起，至少 63 架民用航空器失

事。2007-2016 年，我国民航的鸟击数量在逐年增加，事故征候数量也在逐年增

加，鸟击事故征候占事故征候总数的百分也常年保持在 40-60%左右。 
表 1 2007-2016 年中国民航鸟击信息统计 

年

份

数量（单位：起） 万架次率
事故征

候占鸟

击总数

的百分

比

境内鸟

击事故

征候占

事故征

候总数

百分比

全部
机场责任

区
全部 机场责任区

鸟击
事故

征候

鸟

击

事故

征候
鸟击

事故

征候
鸟击

事故

征候

2007 326 50 9 5 0.827 0.127 0.023 0.013 15.34% 46.02% 
2008 432 46 15 2 1.022 0.109 0.035 0.005 10.65% 39.30% 
2009 733 72 70 5 1.514 0.149 0.145 0.010 9.82% 4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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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971 109 101 6 1.756 0.197 0.183 0.011 11.23% 45.90% 
2011 1538 127 159 6 2.572 0.212 0.266 0.010 8.26% 58.50% 
2012 2603 144 443 13 3.942 0..218 0.670 0.020 5.53% 50.70% 
2013 3124 160 469 14 4.270 0.219 0.640 0.019 5.12% 57.97% 
2014 3375 187 471 18 4.254 0.236 0.590 0.023 5.54% 59.74% 
2015 3816 185 508 11 4.455 0.216 0.590 0.013 4.85% 49.47% 
2016 4681 202 479 15 5.067 0.219 0.520 0.016 4.32% 40.32% 

飞机在高速运动下，鸟类根本来不及躲避，大约 90%的鸟撞都发生在起飞、

初始爬升、进近和着陆这 4 个阶段，且喷气式飞机进气口的强大气流容易将鸟类

吸入其中，发动机和机翼/旋翼往往是鸟撞的重灾区，再者是雷达罩、机尾、风挡

等[2]。 

    
图 1 鸟撞事故 

可见防止鸟撞是世界各国保障航空安全的非常重要的一环，故研究驱鸟设备，

提出行之有效的驱鸟办法意义重大。 

1.1.2 机场驱鸟设备现状分析 

我国是世界上鸟类数量和种类最多的国家之一，我国鸟类的活动广，遍布全

国，与各地机场区域高度重合，目前采用的驱鸟设备分为声效类、视觉类、味觉

类，粘捕类。 
各类驱鸟设备具有不同特点，在不同距离对驱鸟设备进行测试，效果如表 2 

表 2 各类驱鸟设备效果对比 

类

别 驱鸟原理 驱鸟装置 
驱鸟效果 

50
米 

90
米 

140
米 

180
米 

220
米 

260
米 

300
米 

声

效

类 

模仿鸟类天敌

的声音或使用

刺激性的声音

驱离鸟类 

爆竹弹发射器、

驱鸟车、电子爆

音声波、超声波

语音 

86
% 

81
% 71% 63% 41% 21% 6% 

视

觉

类 

利用激光刺激

鸟类眼睛、使

用让鸟类害怕

的图案驱离鸟

类 

大型激光器、小

型激光枪、恐怖

眼、防鸟风车、充

气人。 

86
% 

77
% 64% 54% 47% 22% 11% 

味

觉

使用刺激性化

学药物驱离鸟

化学驱鸟剂、氨

水、农药 
综合测试驱鸟效果为第一周驱鸟 83%，第二

周 91%，第三周 96,5%，驱鸟效果好，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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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类 于鸟类适应性比较强，持续效果不明显，并

容易造成化学药品残留污染环境 
粘

捕

类 

人为的设置障

碍粘捕鸟类 
粘鸟网、防鸟电

篱笆 
驱鸟效果在 90%以上，但设备烦琐，大面积

覆盖时成本高，灵活性较差。 

声效类与视觉类驱鸟设备在一定距离内驱鸟效果明显，受空间距离限制，尽

管有驱鸟车，但驱鸟车耗费人力物力，味觉类与粘捕类驱鸟设备容易破坏坏境、

伤害甚至杀死鸟类，设备烦琐，不易移动。可见现今使用的驱鸟设备存在驱鸟效

果持续性差，驱鸟成本高，灵活性差等难题，耗费人力物力，效益不高。 
1.2 本课题研究内容及相关技术 

本课题所要解决的问题是针对现有驱鸟设备驱鸟过程中存在的不足，提供自

主高效、智能、安全、精准、可靠、持续性强的驱鸟设备和驱鸟方案。 
机场场面草地是飞机起飞、初始爬升、进近和着陆这 4 个飞行阶段的必经之

地，驱离机场场面草地区域的鸟类，对降低鸟撞事故的发生尤为重要，本系统主

要针对机场场面草场区域，利用无人车搭载北斗定位系统，通过收集大量鸟类图

像构成数据集，使用卷积神经网络进行机器学习，构建模型，使用 360 度一轴转

台搭载的摄像头采取图像信息并将其与所建模型行比较，精确识别鸟类，并根据

立体视觉原理确定鸟禽绝对位置；结合无人车技术，驱动机器人向鸟禽移动，同

时系统具有可旋转、上升、托举、摆动、抓取等多种功能的机械臂，可控制机械

臂通过摆动进行驱鸟，保持区域内驱鸟效果在 90%以上，持续性强，成本低。 
1.3 应用推广前景和预期的社会效益 

本系统具有自主高效、安全可靠、驱鸟持续性强的特点。本系统可针对驱鸟

现状，改善驱鸟设备受空间距离限制的不足，提高驱鸟的持续性和可靠性，节省

大量人力物力，为飞行安全提供有力保障。其性能指标主要有以下几点： 
  在机场场面草地区域驱鸟的效果在 90%以上 
 　 对鸟类识别的正确率在 95%以上 
 　 可实现一人控制多台设备、区域，及时完成驱鸟作业 
 　 可实现持续性驱鸟 

二、 系统简介 
2.1 系统总体结构 
本系统所述的微型自主驱鸟机器人包括转台与图像数据采集模块实现鸟类

识别与随动信号的给定，ARM 处理控制模块作为控制系统，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与图像数据采集模块联合实现系统定位及路径控制策略，无人车模块实现机场场

面区域内自由运动，机械臂用于将鸟类驱赶。供电模块为整体机器人供电。本系

统总体结构图如图 2 所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十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09



5 

卫星天线 GNSS
图像数据
采集模块

A RM 模块 供电
模块

驱动电路1

无人车 转台 机械臂

驱动电路2 驱动电路3

图 2 系统总体结构框图 
2.2 系统关键技术 
1）基于深度学习的鸟禽目标检测识别技术

利用卷积神经网络（CNN）算法，通过输入大量的鸟类图片，图片类型包括

鸟的种类，不同的老幼状态，不同的姿态，对鸟类图片建立模型。使用摄像头采

集机场场面图像数据，将该数据与模型进行比较，精准的识别机场场面草地是否

存在鸟类，并反馈给机器人，后续的驱鸟随动。

2）北斗与视觉联合路径规划技术

利用 GNSS 多频多模定位，该卫星导航系统支持北斗、GPS、GLONASS、
Galileo 等四大卫星导航系统星座及信号体制，其具有高精度、连续性、可靠性、

可用性、完好性的特点，用于驱鸟机器人在机场场面的定位，安全可靠。在识别

到鸟禽之后，利用相机先后旋转两个角度拍摄鸟禽，再根据立体视觉定位原理，

可以得到小车观测到鸟禽时的朝向与小车原始前向位置的相对运动方向，同时还

可以反推出鸟禽的绝对位置坐标，处理器即可根据内置地图控制小车向鸟禽移动，

完成驱鸟。

3）智能控制技术（路径规划、机械臂控制、运动边界控制）

本系统的算法具有对驱鸟设备的路径规划程序、对机械臂自主驱鸟的控制程

序、对驱鸟设备的运动边界控制程序，实现智能控制。

三、 硬件设计方案

本系统驱鸟机器人由 ARM 处理器、北斗模块、高清摄像头、机械臂、智能

车、供电电池组组成，其概念图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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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系统驱鸟机器人概念图 

3.1 处理器模块 
主控芯片：ARM Cortex-A8 处理器 
本系统选用 ARM Cortex-A8 处理器。ARM Cortex™-A8 处理器基于 ARMv7 体
系结构，能够将速度从 600MHz 提高到 1GHz 以上。能够快速的启动与响应，

减小终端等待时间。可以同时做导航姿态解算和控制。该处理器硬件特性如表 3 
表 3  ARM Cortex-A8 硬件特性 

参数 
内核 ARM Cortex-A8 
主频 1GHz 
内存 512MB DDR2 
Flash 256MB SLC NAND FLASH 
外设与通信

接口 
支持 1 路 RS232 串口接口（调试串口） 

支持用户扩展接口 （2 路 SPI 接口， 2 路 IIC 接口 ， 
3 路 PWM ，4 路 UART，6 路 ADC，1 路 SDIO 接口 

和其它用户扩展 IO ） 
电源供电 +5V /2A 
调试接口 20-pin，2.54mm 标准 JTAG 接口 

 

 

图 4  ARM Cortex-A8 
ARM cortex-a8 内部存储模块包括：内存、SROM/NAND/ONENAND 和

MicroSD 卡，如图 5 所示。主要用来存储机场草坪的地图数据、图像采集模块数

据、北斗模块所采集到的数据，以及 ARM 处理器的处理数据的算法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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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ARM Cortex-A8 存储模块 

ARM Cortex-A8 处理器主要处理本系统所需要的各类算法：鸟禽目标探测

（使用图像数据），鸟禽目标定位（联合北斗及视觉数据），驱鸟机器人路径行走

（联合北斗及视觉数据），机械臂控制及驱鸟机器人运动边界控制。均在第四章

软件设计中详细介绍。 
3.2 GNSS 模块 
本系统选用美国 Trimble 公司最新研制的 Trimble® Zephyr™ 2 型天线对各

类卫星进行跟踪，接收 GNSS 信号。Trimble® Zephyr™ 2 型天线具有高效的低角

度卫星跟踪功能，全面支持 GNSS 信号（包括 GPS、GLONASS、Galileo、北斗），

并且可以最大限度地减轻多路径效应，相位中心精度达到亚毫米级。 

 
图 6  Trimble® Zephyr™ 2 型天线 

通过 OEM628 双频接收机读取原始的 GNSS 观测值数据。包括载波相位

观测值、码伪距观测值、星历、测站信息等。NovAtel 公司生产的 OEM628 板
卡支持目前和未来的所有 GNSS 系统如图 7 所示，该接收机可接收包括 GPS、
GLONASS、Galileo、北斗等卫星数据。可靠性高，接口丰富，支持 100Hz 的
原始数据和定位数据输出。                                                 

 
图 7   OEM628 接收机 

 
3.3 图像数据采集模块 
   3.3.1 摄像机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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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系统选用华睿大华 5000 系的 130 万 GigE 面阵工业相机，采用型号为

A5131CG75 如图 8 所示。 

 
图 8 华睿大华 GigE 面阵工业相机 A5131CG75 

    该相机具有 1280*1024 的分辨率高，获取的图像为彩色，重量轻，功耗

小，工作温度跨度大，且可在机场场面草地长期稳定运行。处理器 ARM8 通过

以太网接口 GigE 与相机相连，直接读取相机采集到的图像数据进行分析处

理，发出相关指令。表 4 为该相机硬件特性。 
表 4 华睿大华 GigE 面阵工业相机 A5131CG75 硬件特性 

参数 
分辨率 1280*1024 
颜色 彩色 
接口 GigE,POE 

图像输出格式 Mono8，BayerRG8/10/10p, BayerGB8/10/10p,RGB8P,YUV422P 
尺寸 29mm*29mm*42mm（不含镜头座和后壳接口） 
供电 POE 供电/通过 hirose 接口供电，电压范围 6-24V 
功耗 3.1-3.7w 

工作温度 -30°C~+80°C 

      3.3.2 转台 

转台采用磁编码超大扭矩合金舵机控制转台转动，该舵机具有反应灵敏，行

程大，零盲区的特点，其硬件特性见表 5。转台上搭载华睿大华 A5131CG75 相

机，驱鸟机器人在机场场面草地运动过程中，舵机带动相机运动，反复巡检，确

保既定区域内无鸟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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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磁编码超大扭矩合金舵机 

 
表 5 磁编码超大扭矩合金舵机硬件特性 

参数 
工作电压 12V-24V 
最大扭矩 180kg.cm(24V)；90kg.cm(12V) 
角速度 0.5s/60°(24V)；1.0s/60°(12V) 

转动角度 360°MAX 
输入模式 脉冲信号 

电压信号输入范围 0V 至+5V 
外形尺寸 95.5mm X 60.5mm X 102.6mm 

 
3.4 机械臂模块 
  3.4.1 机械臂 
本系统采用的机械臂是在结合实际功能要求并参考典型机械臂结构的基础

上自主设计，其结构在 sioldworks 上的 3 维立体图如图 10，选用 FDM 高分子材

料用 3D 打印机完成机械臂的加工制造。机械臂共由三个舵机控制其运动，置于

底盘上的舵机控制机械臂的旋转运动，位于两侧的舵机控制机械臂的伸展与弯曲，

在接近鸟类时作出来回摆动动作驱离鸟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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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机械臂结构 

在测试过程中，利用控制板操作机械臂完成伸展、弯曲、旋转等动作，测试

数据如表 6，测试结果表明机械臂可满足来回摆动驱鸟的功能。 
表 6 机械臂测试数据 

测试项目 规定值 测试值 
驱动模块工作电压（V）： 7.5±0.02 7.51 

机器臂控制板工作电压（v） 7.6±0.03 7.59 
机器臂旋转角度（°）： 175±2 173.5 
机器臂俯仰角度（°）： 87±3 80 

机器臂最大伸出距离（cm）： 30±2 31.2 
电池续航能力（h）： 3±0.2 2.9 

 
3.4.2 驱动舵机 

机械臂驱动舵机选用 20kg LD-27MG 单轴数字舵机，该舵机为 PWM 脉宽型

调节角度，周期为 20ms，占空比 0.5ms~2.5ms 的脉宽电平对应舵机 0~270°角度

范围，且成线性关系。 

 
图 11  LD-27MG 单轴数字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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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LD-27MG 单轴数字舵机的 PWM 脉宽调节 

该舵机虚位小，精度高，采用金属外壳，散热能力强，且能满足 270°的大

角度转动，其硬件特性如表 7 
表 7 LD-27MG 单轴数字舵机硬件特性 

参数 
产品重量 65g 

尺寸 40*20*40.5mm 
速度 0.16sec/60° 

最大扭矩 20kg.cm 
工作电压 6-7.4V 

 
3.5 智能车模块 
本系统采用大脚轮越野负载底盘作为智能车平台。大脚轮越野车模的车轮

大且轮胎对路面的摩擦力大，越野能力突出，运行的时候比较稳定，对各种路

面要求比较低，确保能在机场草坪路面稳定行驶。本车模采用 AB 相霍尔编码

器电机，能为小车行驶提供很大动力。车模如图 12, 表 8 为车模的相关参数。 

 
图 13 越野大脚轮负载车模 

 
表 8 越野大脚轮车模参数 

参数 

电机固定支架 37mm 电机支架*4 

编码器电机 AB 相霍尔编码器电机，12V 107RPM 990 线*4 

轮胎 80mm 大摩擦力减震越野轮胎*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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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轴器 直径 6mm 联轴器*4 

铝合金底板 3mm 氧化喷砂，150mm（长）*83mm(宽)*3 

螺母螺丝 1 个 

PH2.0 单头线 4 个 

 
3.6 供电模块 
本系统选用12V6A 7000mhA的大容量锂电池，持续可靠的为各个模块供电。 

表 9 各硬件模块供电信息 
各部分硬件 供电电压 

ARM Cortex-A8 处理器 +5v 
Trimble® Zephyr™ 2 型天线 +5V 

OEM628 接收机 +3.3~+5V 
华睿大华工业相机 A5131CG75 +6~+24V 

磁编码超大扭矩合金舵机 +12V 
LD-27MG 单轴数字舵机 +6~+7.4v 

编码器电机 动力供电 12V，编码器供电 3.3V 
 
四、 软件设计方案 

本系统驱鸟机器人在 ARM 控制下驱动智能车、转台、相机、GNSS 模块

在既定区域内自动巡检判断是否有鸟禽，如果发现鸟禽，融合 GNSS 与图像

数据，驱动机器人到达预定位置，并驱动机械臂做出相应动作，驱离鸟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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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系统软件流程图 

4.1 鸟禽目标监测 

要实现对工作区域范围内鸟禽的实时监测。主要涉及基于图像的鸟禽目标检

测识别技术。目标检测与识别一直是模式识别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其核心关键

问题在于如何实现对目标特征的鲁棒提取。近年来，基于深度学习的图像分析方

法逐渐代替了人工设计特征，在计算机视觉的各种应用中都取得了很好的结果。

本课题设计了基于卷积神经网络(CNN)的鸟禽目标检测识别模型。 

4.1.1 鸟禽检测模型训练数据来源 

ImageNet 是目前世界上图像识别最大的数据库，含有 14,197,122 图片，21841
图片索引集，其中包含 73 个鸟类索引集，各种鸟类照片共 13458 张，可满足本

系统机器学习的数据集构建。由于本课题主要针对机场场面草坪区域鸟禽的驱赶，

因此从 ImageNet 鸟类索引集中挑选背景为有草地的图片构成模型训练数据集，

训练鸟禽检测 CNN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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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ImageNet 网站索引图 

 
图 16  ImageNet 鸟类索引图 

4.1.2 CNN 模型相关简介 

2006 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 Hinton 和他的学生 Salakhutdinov 在著名科

学刊物《科学》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正式开启了深度学习的浪潮。卷积神经网络

是一种多层神经网络，擅长处理图像特别是大图像的相关机器学习问题。卷积网

络通过一系列方法，成功将数据量庞大的图像识别问题不断降维，最终使其能够

被训练。CNN 最早由 Yann LeCun 提出并应用在手写字体识别上（MINST）。LeCun
提出的网络称为 LeNet，其网络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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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卷积神经网络示意图 

这是一个最典型的卷积网络，由卷积层、池化层、全连接层组成。 
输入层：卷积网络的输入层可以直接输入原始数据，若输入是图像，那么，

输入的原始数据就是该图像的像素值。 
卷积层：该层也可以叫做特征层，其作用主要是对输入的数据提取输入数据

特征，不同的卷积核提取的数据特征是不同的，如果说卷积核的数量多，那么提

取的特征也就会越多。 
池化层：池化层也可以叫做下采样层，主要的作用是保留上个卷积层的有用

信息，排除无关信息的干扰，减少数据的计算量，对提高网络的训练速度有很大

的帮助。 
全连接层：卷积神经网络中可以有一个也可以有多个全连接层，可以理解为

多层感知器的隐含层部分。在一般情况下，相邻两层的神经元节点之间是连接的，

而同一层的神经元节点与神经元节点没有连接。通过连线上的权值，每一层的神

经元节点进行前向传播，并通过加权组合成为下一层神经元的节点的输入。 
输出层:输出层神经节点的个数可以根据具体应用任务来设定。若是一个进

行图片分类的任务，那么在卷积神经网络的输出位置就是一个分类器，而我们一

般采用 Softmax 分类器。 
其中卷积层与池化层配合，组成多个卷积组，逐层提取特征，最终通过若干

个全连接层完成分类。卷积层完成的操作，可以认为是受局部感受野概念的启发，

而池化层，主要是为了降低数据维度。综合起来说，CNN 通过卷积来模拟特征

区分，并且通过卷积的权值共享及池化，来降低网络参数的数量级，最后通过传

统神经网络完成分类等任务。 

4.1.3 基于 Faster R-CNN 的鸟禽检测模型构建步骤 

目前，Faster R-CNN 是应用最广泛、目标检测效果最好的模型之一，其是对

基于 CNN 图像分类模型的扩展。Faster R-CNN 的模型原理示意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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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Faster R-CNN 的模型原理示意图 

根据 Faster R-CNN 模型的工作原理，本课题构建鸟禽检测模型步骤如下： 

步骤 1 ：下载分类模型 AlexNet，并对模型进行微调，将分类数目从 1000 降

至 20 ，去掉最后一个全连接层，如图 18 所示 

图 19  模型 AlexNet 示意图 

步骤 2：特征提取，提取出图像中所有的候选方框，对每一个区域：调整区

域的大小，使其与 CNN 的输入一致，做一次向前运算，并保存池化层的输出。 

步骤 3： 训练一个二分类支持向量机（SVM）分类器，用以判断这个候选

框里物体的类别，如果是鸟禽，就是 1（positive），如果不是鸟禽，就是 0（negative）。 

步骤 4：使用回归器对候选方框的位置进行仔细校正。对于每一个分类，都

需要训练一个线性回归模型，用以判断这个方框是否足够匹配。 
 

4.1.4 鸟禽检测模型训练 

一般地，卷积神经网络的训练过程如下： 

    ①确定训练集的样本（M个样本）。 

    ②初始化网络的各个权值 ijV 、 jkW 和阈值 k 、 j ，并设置网络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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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将样本 X 输入到网络中，并指定它的目标输出向量 D 。 

    ④得到样本 X 的实际输出向量Y 。 

    ⑤计算输出向量中的元素 ky 与理想情况下目标向量中的元素 kd 的误差 k 。 

               ( ) (1 )k k k k kd y y y                           (4-1) 

⑥求误差 k 对网络中参数的导数，并用反向传播的算法调整权值和阈值。 

⑦计算所有训练集样本的误差和 E 。 







1

0

2)(
2
1 M

k
kk ydE                          (4-2)  

⑧对训练集样本重复k次学习之后，判断误差函数值 E 是否收敛。若不收

敛，就返回步骤③，继续进行迭代计算；若收敛，则进行下一步。 

⑨学习结束后，训练得到的权值和阈值将会保存在网络中。 

本课题训练鸟禽检测模型中，将构建的鸟禽数据库中的图像按照 4：1 的比

例组成训练集 TrainB 和测试集 TestB。神经网络中经常使用的激活函数包括

Sigmoid 函数、Tanh 函数、ReLu 函数等。Sigmoid 函数和 Tanh 函数在传统的 BP

神经网络使用的较多，本课题选用 ReLu ( rectified finear unit)函数作为激活函数。

假设一个神经单元的激活函数为 )(ih ，其中 i表示隐含层单元的个数， )( iw 表示隐

含单元的权值，那么 ReLu 函数的表达式为公式 4-3。其函数图像如图 19 所示。

  

       
else

xwxw
xwh

TiTi
Tii 0)(

0
)(

)0,)max((
)()(

)()( 







             （4-

3）

 

 

图20  ReLu函数图像 

由于 ReLu 函数具有线性的、非饱和的形式，单侧抑制，相对宽阔的兴奋边

界，稀疏激活性，所以在卷积神经网络中的使用效果好于 sigmoid 和 tanh 函数。 

为了防止模型出现过拟合，训练中采用 Dropout 策略，如图 20 所示。Dropout

可以通过一定的权重平均来自不同模型的估计或预测，也可以看做是模型组合，

通常包括组合估计和组合预测。它的“不同模型”体现在我们可以随机选择忽略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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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节点，这样就可以使每个批次的训练中，网络都不是一样的，因为每次会随机

选择的忽略的隐层节点不一样，所以可以看做是每次训练都是单做的一个“新”的

模型；还有一点就是隐含节点的出现是有一定概率的，所以不能确保每 2 个隐含

节点每次都同时出现，这就造成了权值的更新不会依赖于拥有固定关系的隐含节

点的共同作用，有效的防止了有些特征只有在其他特征出现的情况下才会有效果

的情况。 

       
（a）无 Dropout 的神经网络结构           （b）有 Dropout 的神经网络结构 

图 21  Dropout 示意图 
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 dropout，它是一种多模式效果平均的方式。为了减少

的错误率，提高准确率，我们将多个不同神经网络的预测结果取平均。由于

dropout 具有随机性，每次 dropout 之后，与上次相比，这个网络模型可以看做一

个不同结构的神经网络，而训练参数的数目不改变，相当于训练了多个独立的不

同的神经网络，大大缩短了训练的时间。在测试输出时，将输出权重除以二，达

到类似平均的效果。 

4.2 鸟禽目标定位（联合北斗及视觉数据） 

4.2.1 基于 GNSS 模块的小车位置解算 

GNSS 模块由于获取小车当前位置，模块收到的位置信息为字符串，例如收

到图 的位置信息 

 
图 22 北斗数据信息 

可利用 ARM 处理器进行换算得到经纬度信息： 
纬度=2318.13307/100=23°；2318.13307%100=18′；0.13307*60=7.984″ 
经度=11319.72036/100=113°；11319.72036%100=19′；0.72036*60=43.2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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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鸟禽目标立体视觉定位 

图像检测模块可以给出鸟的图像位置，根据立体视觉测量原理，根据相机转

台旋转前后获取的两张鸟禽图像就可以计算鸟距离小车的位置，然后根据相机转

台电机旋转过的角度，可以得到小车观测到鸟禽时的朝向与小车原始前向位置的

相对运动方向，同时还可以反推出鸟禽的绝对位置坐标。 

 
图 23 立体视觉定位原理图 

 
其中，C1、Cr分别为转台前后转动的两个光学位置中心（透镜中心），C1

与 Cr之间的水平距离为 f。鸟禽处于 P 的位置上，P 与 C1、Cr连线间距离为

d，过 C1、Cr分别向图像面做垂线，垂足分别为 A1、Ar，过 P 向图像做垂线，

垂足为 B，令|A1P1|=Ia，令|ArPr|=Ib，令|PrB|=a。由三角相似可得 

  d f                        （4-4） 

参数 b 与 f 已确定，仅需对获取的立体图像对求取对应的像素视差即可获

得景物的深度信息，再根据鸟禽的姿态特征利用 CNN 确定鸟禽的朝向。 
4.3 驱鸟机器人路径行走（联合北斗及视觉数据） 

根据鸟禽目标定位模块给出的飞鸟绝对位置坐标，结合小车位置坐标以及内

置地图，可以解算出运动路径。如果运动过程中，鸟禽目标移除监测范围，重新

启动相机电机，通过转台带动相机转动搜索监测鸟禽目标。然后再按照 4.2.2 步

骤重新定位，再执行本节的路径行走算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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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电路

采集电路

是否在检测范围？

重启相机电机 移动小车

鸟禽目标定位模块

鸟禽绝对位置坐标小车位置坐标

相机转动

搜索到目标

北斗定位信息

运动行径

开始

N

确定出

Y

结合

 
图 24  驱鸟机器人路径行走算法流程图 

4.4 机械臂控制及驱鸟机器人运动边界控制 

1.机械臂控制： 
当机器人距离鸟禽 30cm 左右时，处理器控制机械臂向前伸出，同时水平向两个

方向个 30°晃动，对鸟禽进行驱赶，同时根据图像鸟禽检测反馈的结果决定继

续驱赶或者转入鸟禽实时监测状态。处理器在此过程中控制小车的编码器驱动电

机、转台舵机与机械臂舵机做出相应的机械臂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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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发送控制指令
与P W M 信号

小车编码器驱动电机

转台大扭矩舵机

LD -
27M G 单轴数字舵机

图 25  ARM Cortex-A8 处理器控制各个电机 
2.驱鸟机器人运动边界控制

通过 GNSS 定位实现将运动范围在机器人内置的地图里面进行标记，通过不断

获取位置信息不断与内置地图框定的区域进行比较来判断机器人是否在所规定

的运动范围内运动，示意图如图 25 

图 26 运动边界控制示意图 

五、 总结

本系统的创新点在于：

 利用北斗定位系统与视觉联合路径规划技术，使用高精度的北斗卫星定位，

确定机器人的地理坐标，利用立体视觉定位技术确定鸟禽的绝对位置。

 利用北斗定位系统的高精度实现机器人运动区域的规定

 使用卷积神经网络（CNN）建立鸟类图像特征的模型用于精准识别鸟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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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工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基于深度学习的鸟禽目标检测识别技术：需要根据机场鸟类的种类，不断更

新图像数据集，自动更新数据来持续性保障驱鸟机器人驱鸟的高效准确 
   供电技术：可将电池更换为可自充电的太阳能电池或在草地区域内设置自动

充电站，持续保障系统工作。 
总之，本文所述的机场场面微型自主驱鸟机器人，区别于传统的驱鸟设备具

有高效性、智能性、安全性、便捷性以及低廉性，能够减少人力物力，且提高驱

鸟的效果和持续时长，对机场驱鸟，避免鸟撞具有很大帮助。同时将北斗卫星导

航技术与驱鸟设备、机器学习算法结合起来，有效扩宽了北斗的应用领域，提高

了能源的利用效率，具有巨大的经济效益，将为推动北斗的产业化进程和机场驱

鸟领域的技术革新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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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的区域划分系统 

【摘要】在现阶段，北斗系统的应用极其广泛，基于北斗系统的精确定位技术，

结合两点确立一条直线，实现区域分配，区域规划，解决由区域分配带来的一切

问题。尤其体现在农村的土地纠纷，在现阶段，农村的土地纠纷问题时有发生，

由土地纠纷带来的问题严重影响着农村居民的正常生活，解决土地纠纷问题已经

迫不及待，而如果利用新技术，在这方面实现虚拟划线，虚拟规划的话，就能解

决一系列的问题，再根据相关部门的工作，建立土地或林权的电子数据，就能解

决中国上千年的土地纠纷问题。并推广应用，能解决普遍的城市或农村的一切有

关土地面积的纠纷规划或规划问题。 

【关键词】北斗系统 区域分配 电子数据 

【Abstract】At the present stage, 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is widely used. 
Based on the precision positioning technology of 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and the theorem that two points establish a straight line to, achieve regional 
distribution and regional planning. And to solve all the problems brought about by 
regional distribution. At the present stage, the rural land disputes are still very serious, 
and the problems caused by the land disputes seriously affect the normal life of rural 
residents. We can't wait to resolve land disputes, and if we use new technologies to 
create virtual lines, virtual planning in this area, we can solve a series of problems, 
and then, based on the work of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we can establish electronic 
data on land or forest rights. It can solve the land disputes for thousands of years in 
China, and popularize the application, which can solve all the disputes about land area 
planning or planning in urban or rural areas. 
【Key words】Beidou system  Regional distribution  Electronic data 

一：建立基于北斗精确定位技术的区域分配系统的背景 

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01]是中国自行研制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是继美国全

球定位系统（GPS）、俄罗斯格洛纳斯卫星导航系统（GLONASS）之后第三个成熟

的卫星导航系统。北斗卫星导航系统（BDS）和美国 GPS、俄罗斯 GLONASS、欧盟

GALILEO，是联合国卫星导航委员会已认定的供应商。 

北斗导航系统在当今发展状况下，随着北斗卫星组网组建完成，北斗系统已

经能实现毫米级精度的定位技术[02],而利用北斗系统实现国防、军事[3]、农业[4]、

建筑[5]、水利水电[6]等方面的发展已经迫不可待。 

在我国现阶段，农业的地位依旧不可撼动，而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土地的合理

分配，只有农民土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才能激发农民的工作热情，提高种植效

率，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可自从农业发展开始，土地纠纷问题就随之而来，土

地的分配粗略地采用人为丈量，土地分配完成以后采用一般标记，例如坎、崖、

岩、坡、河、树、沟等。但是这些标记在长时间的自然环境下，例如山洪、地震、

风蚀、右岸冲击等，会受到破坏，甚至存在人为故意破坏，原有的土地分配标记

不再存在，土地纠纷由此产生。而由此带来的后果也是极其严重的。在现阶段我

国的土地或者林权的分配还是处于物理标记,地理天然标志标记的状态,如果能

作    者：晏成龙、李畅、朱斌
指导教师：闻新
学    校：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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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些标记全变成电子数据标记,将会极大改变现状,为此进行一次依托北斗科

技的土地普查,将原有的土地分界线电子数据化,是有必要的. 

在其它邻域，也存在很多的区域规划问题，例如修路建房，造桥开山，土地

开发，公园建造等等。这一系列方面的涉及地域分配、标记的问题都可以利用此

北斗精确定位技术[7]得到解决。 

二:区域分配系统的功能和原理、组成和结构及其应用 

建立基于北斗精确定位技术的区域分配系统，依赖于未来全球覆盖的北斗精

确定位技术，结合简单的两点确定一条直线的简单数学知识就可以完成。在北斗

系统所能覆盖的区域里，如果需要精确划分一定的面积，利用北斗定位取点，然

后由三次样条进行曲线拟合，形成光滑的边界线，然后对光滑的边界线进行数字

转化，保存在云端，并且对云端数据进行加密处理[8],当发生区域纠纷的时候，

按照北斗系统重新取点和云端数据对照，就能做出精确的判断。 

下面介绍基于北斗系统实现踩点功能。基于北斗系统的位置服务功能，和高

德地图的很多地图相关的功能 SDK，我们利用 Android 平台实现上述功能。首先

集成高德 SDK，高德开放平台目前开放了 Android 地图 SDK 以及 Android 地图 

SDK 专业版两套地图 SDK 工具。 

高德地图 Android SDK 是一套地图开发调用接口，开发者可以轻松地在自

己的 Android 应用中加入地图相关的功能，包括：地图显示（含室内、室外地图）、

与地图交互、在地图上绘制、兴趣点搜索、地理编码、离线地图等功能。

高德地图 Android SDK 专业版是在 Android SDK 已有服务的基础上，新增

支持了自定义地图在线加载、自定义地图元素纹理等功能，便于开发者完成基于

自身场景的更深层、更个性化地图的开发需求。 

注册成为高德开发者需要分三步： 

第一步，注册高德开发者； 

第二步，去控制台创建应用； 

第三步，获取 Key。 

具体步骤可参看下图 

集成高德 SDK，完成最简单的地图显示。集成好后，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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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跑步路线的展示，我们需要获得当前定位的经纬度信息。高德 SDK 提

供了一个监听接口 AMap.OnMyLocationChangeListener，实现这个接口我们就可

以获得定位的经纬度信息，我们让承载地图的 Activity 实现这个接口，重写其 

onMyLocationChange(Location location) 方法，方法中的参数 location 便是

我们当前位置的信息。 

拿到位置的信息之后，进行路线的绘制，因为这个位置信息是固定时间间隔

获取（差不多每两秒获取一次），绘制的思路是，拿到当前位置的经纬度和前一

次定位的经纬度，将这两个经纬度点连起来，就是我们的运动路径，每两秒画一

段路径，连起来就是我们移动的路线。高德地图提供了在地图上绘制线的方法。 

只要传入两个点经纬度的信息，就可以在这两个点之间画一条线。这样，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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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就实现了路线绘制的功能。  

只要传入标记点的经纬度信息，调用此方法便可以将标记点绘制在地图上，

而点的位置坐标由北斗导航系统提供。 

详细的过程如下： 

绘制点标记： 

地图 SDK 提供的点标记功能包含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点（俗称 Marker）、

另一部分是浮于点上方的信息窗体（俗称 InfoWindow）。同时，SDK 对 Marker 和 

InfoWindow 封装了大量的触发事件，例如点击事件、长按事件、拖拽事件。 

绘制默认 Marker： 

 
以上代码绘制的 Marker 效果如下图： 

 
 

绘制自定义 Marker： 

可根据实际的业务需求，在地图指定的位置上添加自定义的 Marker。

MarkerOptions 是设置 Marker 参数变量的类，自定义 Marker 时会经常用到。 

下面以自定义 Marker 图标为例进行代码说明： 

 

 

 

绘制线： 

地图上绘制的线是由 Polyline 类定义实现的，线由一组经纬度（LatLng

对象）点连接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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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一条线：与点标记一样，Polyline 的属性操作集中在 PolylineOptions 

类中，添加一条线的示例如下： 

 

上面的代码定义该折线的颜色为黑色，宽度为 10 像素，效果如下图： 

 
绘制线的常用方法如下： 

 

 

绘制面： 

地图上的面分为圆形和多边形两种。 

绘制圆：圆形由 Circle 类定义实现，构造一个圆形需要确定它的圆心和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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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具体的示例代码如下： 

 

上面的代码定义该圆形的填充灰色，边线颜色为灰色，宽度 15 像素，效果

如下图： 

 

 

绘制多边形： 

多边形是由 Polygon 类定义的一组在地图上的封闭线段组成的图形，它由

一组 LatLng 点按照传入顺序连接而成的封闭图形。与绘制线类似，面的属性操

作集中在 PolygonOptions 中。 

绘制椭圆 

下面的代码展示了添加一个椭圆形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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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长方形 

以下是生成长方形四个顶点坐标列表的方法，可以简便的生成出长方形的四

个顶点： 

以下代码用于绘制一个长方形： 

绘制不规则多边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十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34



8 

以 5 边形为例： 

效果如下图： 

补充：高德地图绘制移动轨迹 
1 新建轨迹对象 mPolylineOptions = new PolylineOptions();2 
加一个多段线对象（Polyline）对象在地图上。 
amp.addPolyline(mPolylineOptions); 
3 设置轨迹属性 
mPolylineOptions.add(oldData, newData).geodesic(true)// 设置
线段是否为大地曲线，默认 false，不画大地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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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color(Color.GREEN);amp.addPolyline(mPolylineOptions);oldData = 

newData; 

 

基于北斗精确定位技术的区域分配系统由三种划线模式构成，第一种是双靶

选，第二种是单靶选点[9]，第三种是卫星云图划线。其中的定位靶由北斗定位系

统所支持制造。 

下面分别介绍三种模式： 

双靶选点模式适用于长直线的选定，在一段区域中，如果界线的选定用长直

线就能完成，那么选用此方法可以大量节约人力和财力。具体操作如下，如下图

所示：A 到 B 之间如果需要划线，由于 A 到 B 之间是直线，那么利用北斗定位

系 

 

 

统所支持，制造成的北斗定位靶分别放置在 A、B 两点，利用北斗的精确定位技

术获取 A、B 两点的位置，那么利用计算机将 A、B 两点相连接，就可以解决两

点间的划线问题，这样的划线相对于第二种划线技术，也就是单靶选点模式划线

技术更节约存储空间。 

第二种划线模式是单靶选点模式划线技术，是由于第一种划线模式无法取代

的划线技术。这种模式主要运用曲线的电子划线。划线具体操作如下图所示：如

果 A、B、C 三点间需要划线，进行区域规划划分，由于 A、B、C 三点间不能用

直线连接，只能用曲线连接，利用微积分的原理[10]，在图中选中 A 点作为起始点，

利用单靶定位，单靶定位模式选用的定位靶的定位模式不同于双靶选点定位靶的

定位模式，单靶定位选用的定位靶能以 50H 的频率进行选点定位。在工作过程

中，单靶定位选用的定位靶将由人带着由 A 经 B 到 C 运动，在运动过程中，定

位靶将以每秒 50 次的速度定位，并将位置信息保存，再经过电子计算机将点进

行三次样条拟合，将得到分区曲线，最后将电子数据储存在云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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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划线模式是卫星云图划线，相比较于前面的双靶选点划线模式和单靶

选点划线模式，卫星云图划线模式没有那么精确，可以运用在大区域不精确的划

线分析。如图所示，下图是青海湖的一个区域，如果要简单确定这部分区域的边 

界线，进行区域划分，通过北斗卫星拍摄云图，再进行简单划线，就能达目的，

如上图中的红线框选区域。 

双靶选点划线模式和单靶选点划线模式用于精确划界，卫星云图划线用于简

单粗糙划线。双靶选点划线模式的操作简单，占用的存储空间小，但是只能用于

直线的划定和发生纠纷问题后的重新选取定位点。单靶选点划线模式操作相对也

比较简单，但是过程繁长，需要大量的时间，需要的存储空间也大，但是能获得

比较完美的曲线线条，操作也因人比较灵活。卫星云图划线虽然不是很精确，但

是也能满足很多的区域划分需求。 

三：总结 

利用北斗定位系统，可以解决现实中的一系列问题，在北斗定位系统的支持

下，利用此系统可以实现区域规划分配，并且实现电子数据的转化。此系统的最

大创新点，在于由北斗系统划出的线是一条虚拟的电子数据线，数据保存在相关

部门，系统外部的人、自然灾害等就无法毁坏，只有土地界限合法变更的时候，

经过相关部门批准，系统的修改窗口才能开启，相关责任人才可以对数据进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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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修改完毕后修改窗口立刻关闭，防止不法份子非法修改数据。这条线在需要

验证或者发生纠纷的时候，可以由双靶选点模式中运用的定位靶重新选取定位

点，并和之前保存的数据进行对比，就能判别之前的界线位置，得出需要的结论

并进行处理。 

更重要的是，可以采用此系统进行土地普查，使所有的地区的土地电子数据

化[11]，在发生纠纷的时候，选点验证，或者划线验证，就能化解纠纷，为社会的

安定带来贡献，永久避免土地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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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定位的一种防老人摔倒检测系统

作    者：王鹏飞、李佳阳、汪思彤
指导教师：闻新、胡立夫
学    校：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摘要】老年人自我照顾能力较弱、对风险识别能力差、反应相对迟
钝，容易发生摔伤、车祸等意外伤害。相关数据显示跌倒致死超过所
有老年人意外伤害死亡总人数 60%，对老年人的健康安全状况进形动
态监管的必要性不言而喻。我们设计的老人防摔倒检测系统采用以 
Arduino 单片机作为核心微处理器，加之以 BD/GPS 双模定位、无线
通信、跌倒检测等模块来实现老人实时定位、无线传送数据及跌倒检
测等功能。在国内，由于客观条件制约，智能监测的研究尚处于起步
阶段，与国外同行相比存在着较大差距，其发展空间和市场潜力都是
巨大的，因此对于老人防摔倒检测系统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
义。 
【关键词】 Arduino单片机 BD/GPS双模定位 智能监测服装 
1应用背景 
老人摔倒了，助人为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面对老人摔到无人扶
的道德窘境,有人会感到气愤,而一旦身临其境,却难免会选择不扶。但
是由于出现了一些扶老人被敲诈的事件后，每个人扶之前都会出现顾
虑，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公民的良心是整个社会的良知,面对社会道德
良知的沦丧,扶不扶摔倒的老人,怎能不让人纠结。毋庸置疑,“彭宇
案”之后,扶摔倒的老人已经成了社会难题。尽管公众疾呼、舆论关
注,却难以改变道德与法律冲突的窘境。为了适应当前中国老龄化的趋
势，实现对于老人的安全管理，研究设计一套可以实时监测老人状态
服装就显得势在必行了。 
2 系统的设计 
本设计由供电电路、控制电路、测量电路、通信电路等组成。供电电
路选用外部直流 5V 供电，控制芯片选用 Arduino 单片机，定位模块
选用ATGM332-5N-3X 模块。 
本发明设计的老人防摔倒检测服将多种传感器、导线织物、柔性电路
板和柔性定位器有机地整合到服装中。该智能监测服装系统利用专用
的声音传感器，经过信号调理电路处理传送给 Arduino 单片机，单片
机在程序的控制下，实现对信号调理电路处理后的传感器信号进行实
时采集、处理和无线传送，PC 对下位机传送来的数据进行存储和简单
分析。一旦发现用户跌倒，及时将采集的用户地理位置与时间数据发
送给远端监护人员，提示老人摔倒，并警示监护人员及时处理。 
1 硬件电路设计：老人防摔倒检测服系统按各个模块所要实现的功能
不同，将其分为：电源模块、跌倒检测模块、温度检测模块、GPS 实
时定位模块和无线通信模块。 
2 软件程序设计：由于老人防摔倒检测服系统无线传输的数据量大，
为确保在无线传输过程中，智能监测服装和上位机之间传输数据的可
靠性，需要制定相应的通信协议。本系统采用 GSM 网络传输数据帧结
构由帧头、用户地址编码、用户跌倒标识、时间、经度、纬度、CRC 
校验部分、帧尾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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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老人防摔倒检测服的原理示意图 

2.1 主控核心 ARDUINO UNO 单片机 

Arduino Uno 开发板——以 ATmega328 MCU 控制器为基础——具备 14 路数

字输入/输出引脚(其中 6 路可用于 PWM 输出)、6 路模拟输入、一个 16MHz 陶瓷

谐振器、一个 USB 接口、一个电源插座、一个 ICSP 接头和一个复位按钮。它采

用 Atmega16U2 芯片进行 USB 到串行数据的转换。Uno PCB 的最大长度和宽度分

别为 2.7 和 2.1 英寸，USB 连接器和电源插座超出了以前的尺寸。4个螺丝孔让

电路板能够附着在表面或外壳上。请注意，数字引脚 7 和 8 之间的距离是 160

密耳（0.16"），不是其他引脚间距（100 密耳）的偶数倍。它包含了组成微控

制 器 的 所 有 结 构 ， 同 时 ， 只 需 要 一 条 USB 数 据 线 连 接 至 电 脑 。

图 2 Arduino UNO R3 板载资源布局 

规格参数： 

工作电压：5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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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电压：接上 USB 时无须外部供电或外部 7V~12V 输入 

微处理器:  ATmega328P 

时钟频率：16MHz 

14 路数字 IO 出口，最大电流为 40mA，实验时不要超过该电流 

6 路模拟输入 A0 到 A5: 10 位的分辨率，默认输入信号为 0到 5V 

AREF: 模拟输入信号的参考电压 

Flash 内存：32KB（ATmega328P 中有 0.5KB 用于引导程序） 

LED：用于测试的 LED 保留接口（13 引脚），输出为高时点亮 

图 3 arduino uno 的电路原理图 

2.2ATGM332D—5N 北斗+GPS 定位模块 

ATGM332D—5N系列模块的12X16尺寸的高性能BDS/GNSS全星座定位导航模

块系列的总称。该系列模块产品都是基于中科微第四代低功耗 GNSS SOC 单芯片

——AT6558,支持多种卫星导航系统，包括中国的 BDS（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美国的 GPS,俄罗斯的 GLONASS,欧美的 GALILEO,日本的 QZSS 以及卫星增强系统

SBAS（WAAS，EGNOS，GAGAN,MSAS）.AT6558 时一款真正意义的六合一多模卫星

导航模块，包含 32 个跟踪通道，可以同时接受六个卫星导航系统的 GNSS 信号，

并且实现联合定位、导航与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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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ATGM332D—5N 北斗+GPS 定位模块连接 arduino 单片机 

本模块具有高灵敏度、低功耗、低成本等优势,实用于车载导航、手持定位、

可穿戴设备，可以直接替换 U-blox NEO 系列模块。 

ATGM332D—5N 系列模块全部支持辅助 GNSS （AGNSS）功能。AGNSS 可以为

接收机提供定位必需的辅助信息，比如电文，粗略位置和时间。无论是在 强信

号还是弱信号环境，这些信息可以显著的缩短首次定位时间。同时模块配备

Flash，可以通过在线升级功能，更新定位功能与算法。这种配置功能，可以让

客户自助配置定位更新率，获得适用的低功耗；可以让客户及时更新全球多模

定位的最新优化进展;可以让客户增加新的控制功能，如定位记录，规则的地理

围栏，自定义的输出格式。 

图 5 pin 引脚排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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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ATGM332D—5N 功能框图 

图 7 无源天线应用电路图 

2.3 电源模块 

电源采用电池供电，4 节标准电池经过稳压模块转为 5V 为单片机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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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电源模块及显示电压 

2.4 温度模块 

DHT11 数字温湿度传感器是一款含有已校准数字信号输出的温湿度复合传

感器，它应用专用的数字模块采集技术和温湿度传感技术，确保产品具有极高

的可靠性和卓越的长期稳定性。 

电压： 3.3~5.5V DC  

输 出： 单总线数字信号  

测量范围： 湿度 20-90%RH， 温度 0~50℃  

测量精度： 湿度+-5%RH， 温度+-2℃  

分 辨 率： 湿度 1%RH， 温度 1℃  

长期稳定性： <±1%RH/年

图 9 温度传感器模块 

2.5 声控报警灯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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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自制的声控报警灯当老人跌倒发出求救信号，这个灯就会闪烁。当老

人摔倒旁边行人较少时，老人跌倒不易被发现。老人本身体质不好，不能自己

长时间呼救，这个模块可以很好的帮助老人呼救。 

图 10 声控报警模块报警前 

2.6 声控报警蜂鸣器模块 

利用声音模块和蜂鸣器模块自制的蜂鸣器报警系统，当老人需要求助时蜂

鸣器会发出特定频率的报警声，帮助老人及时获救。 

图 11 声控报警蜂鸣器模块 

3 软件系统 

3.1 定位装置 

定位装置：接收北斗和 GPS 定位模块发出的定位数据，储存在单片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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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时获取单边机中存储的的纬度信息。每当单片机向服务器传输数据时，都会

上传一次位置信息，作为自己的采样识别信息。 

3.2 北斗定位程序 

获取 GPS 数据程序 

void gpsRead() { 

while (GpsSerial.available()) 

 { 

gpsRxBuffer[ii++] = GpsSerial.read(); 

if (ii == gpsRxBufferLength)clrGpsRxBuffer(); 

 } 

char* GPS_BufferHead; 

char* GPS_BufferTail; 

if ((GPS_BufferHead = strstr(gpsRxBuffer, "$GPRMC,")) != NULL || 

(GPS_BufferHead = strstr(gpsRxBuffer, "$GNRMC,")) != NULL ) 

 { 

clrGpsRxBuffer(); 

 } 

void clrGpsRxBuffer(void) 

{ 

memset(gpsRxBuffer, 0, gpsRxBufferLength); //清空 

ii = 0; 

} 

输出解析后的数据程序 

void printGpsBuffer() 

{ 

if (Save_Data.isParseData) 

 { 

Save_Data.isParseData = false; 

DebugSerial.print("Save_Data.UTCTime = "); 

DebugSerial.println(Save_Data.UTCTime); 

if(Save_Data.isUsefull) 

{ 

Save_Data.isUsefull = false; 

DebugSerial.print("Save_Data.latitude = "); 

DebugSerial.println(Save_Data.lat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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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ugSerial.print("Save_Data.N_S = "); 

DebugSerial.println(Save_Data.N_S); 

DebugSerial.print("Save_Data.longitude = "); 

DebugSerial.println(Save_Data.longitude); 

DebugSerial.print("Save_Data.E_W = "); 

DebugSerial.println(Save_Data.E_W); 

} 

else 

{ 

DebugSerial.println("GPS DATA is not usefull!"); 

} 

 } 

} 

3.3 温度传感器模块程序 

void start_test()  

{  

  digitalWrite(DHpin,LOW);   

  delay(30);    

  digitalWrite(DHpin,HIGH);  

  delayMicroseconds(40);  ；  

pinMode(DHpin,INPUT);  

while(digitalRead(DHpin) == HIGH);  

delayMicroseconds(80);   

if(digitalRead(DHpin) == LOW);  

delayMicroseconds(80);    

for(int i=0;i<4;i++)   

dat[i] = read_data();  

pinMode(DHpin,OUTPUT); 

digitalWrite(DHpin,HIGH); 开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pinMode(DHpin,OUTPUT);  

}  

void loop()  

{  

   start_test();  

   Serial.print("Current humdity = ");  

   Serial.print(dat[0], DEC);  

   Serial.print('.');  

   Serial.print("Current temperature = ");  

   Serial.print(dat[2], D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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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ial.print('.');  

   delay(700);  

} 

3.4 声控报警灯模块 

void setup() { 

 pinMode(ledPin, OUTPUT);     

 pinMode(sensorpin, INPUT);  

  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 {    

  if(digitalRead(sensorpin)==HIGH) 

     digitalWrite(ledPin,HIGH); 

     delay(5000); 

     digitalWrite(ledPin,LOW); 

  }    

 delay(10); 

} 

3.5 声控报警蜂鸣器模块 

void setup() { 

 pinMode(ledPin, OUTPUT);  

 pinMode(sensorpin, INPUT);  

 pinMode(buzzer,OUTPUT); 

  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 {    

  unsigned char i,j; 

  if(digitalRead(sensorpin)==HIGH)    

 {  

    for(i=0;i<100;i++) 

    {  

digitalWrite(buzzer,HIGH); 

delay(2);//延时 2ms  

digitalWrite(buzzer,LOW); 

delay(2);//延时 2ms  

    }  

  }  

     delay(2000); 

} 

以上模块只给出部分代码，具体程序详见源代码 

5 系统测试 

5.1 定位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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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北斗定位数据分析 

示例数据如下： 

4155.3205,N,12323.8771,E 

N  4155.3205  纬度 

E  12323.8771 经度 

纬度=4155.3205/100=41° 

     4155.3205%100=55′ 

     0.3205*60=19.23″ 

经度=12323.8771/100=123° 

     12323.8771%100=23′ 

0.8771*60=52.626″ 

5.2 温度测试 

图 13 温度测试数据 

测试的湿度为 69%，温度为 26.0C。室内有暖气这个数据很好的符合实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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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声控报警灯模块 

 当触发报警灯模块时，自制的报警灯会迅速的闪烁。 

图 14 声控报警灯闪烁 

6 应用前景 

“彭宇案”之后,扶摔倒的老人已经成了社会难题。尽管公众疾呼、舆论关

注,却难以改变道德与法律冲突的窘境。为了适应当前中国老龄化的趋势，实现

对于老人的安全管理，研究设计的一套可以实时监测老人状态系统就至关重要。 

7 结语 

当人们穿上监测服后，老人防摔倒检测服的跌倒检测模块便实时对用户的

运动状态进行检测，并定时采集用户的位置坐标与时间信息，并实时将监测到

的信息传递至上位机，单片机在程序的控制下，实现对信号调理电路处理后的

传感器信号进行实时采集、处理和无线传送。 

北斗定位系统的加入，使得老人不会因无人及时发现救助而身亡。其亲人

可以随时通过装置发来的信号找到老人的位置。因此，本装置最大的特色就是

北斗定位与报警传感器温度传感器等有机结合，不只是用于定位，还可以通过

老人所处位置的环境，实时分析老人的状况。 

北斗定位技术的引入必将为老人跌倒及时救助作出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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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频率优选是制约短波通信设备性能的关键问题之一，针对常规短波自

适应电台存在的预置频率质量不高、数量有限等问题，本文设计了一种基于北

斗模块的自优化短波电台，通过在短波电台中嵌入北斗模块，为短波频率基础

数据库提供地理位置、时间等与通信质量密切相关的数据，利用数据库历史数

据预测、重构短波通信可用频率，进而实现短波电台通信频率的自我生成、自

我更新和自我优化。自优化短波电台的关键在于实现频率的自优化，频率自优

化技术即通过为每个信道，建立带有地理位置、通信距离、通信时间和信道参

数的短波频率基础数据库，本质上就是通过不断收集整理短波通信位置、时间

与质量的关系，从而归纳总结电离层对短波通信影响的规律。在达成通信协议

的条件下，通信双方根据设定条件进行选频，可在短波频率基础数据库所记录

的历史数据推荐选择最优工作频率，进而自动构成通信链路。基于北斗模块的

短波通信频率自优化技术能够为短波电台频率优选方法的综合运用提供一定的

技术支撑。

【关键词】北斗；频率自优化；短波电台；数据管理

【Abstract】Frequency optimization is one of the key problems that restrict the performance of 
HF communication equipment. Aiming at the problems of low quality and limited number of 
preset frequencies existing in conventional HF adaptive radio, this paper designs a 
self-optimizing HF radio based on Beidou module. By embedding Beidou module in HF radio, it 
can provide data related to communication quality such as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time for HF 
frequency basic database. And it can utilize the prediction of the historical data of the database to 
reconstruct the available frequency of HF communication, thereby realizing the self-generation, 
self-renewal and self-optimization of HF radio communication frequency. The key of 
self-optimizing HF radio is to realize the self-optimizing of frequency. The frequency 
self-optimizing technology means establishing a basic database of HF frequency with 
geographical location, communication distance, communication time and channel parameters for 
every channel, which is essentially through collected and sort 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tion, time and quality of HF communication continuously, and then summarizes the law of 
the influence of ionosphere on HF communication. Under the condition of reaching the 
communication agreement, both sides of the communication can select the optimal frequency 
according to the set conditions. They are recommended to choose the optimal frequency recorded 
in the historical data of the HF frequency basic database, and then the communication link can be 
formed automatically. The frequency self-optimization technology of HF communication based 
on Beidou module can provide certain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of 
frequency optimization method of HF radio. 
【Key words】Beidou; frequency self-optimization; shortwave radio; data 
management 

基于北斗模块的自优化短波电台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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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研究背景及需求分析 

在卫星通信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下，短波通信因其利用电离层天然中继的特

点，仍然作为重要的远程通信手段之一，军事领域的应用尤为突出。2017 年以

来，罗克韦尔•柯林斯公司（Rockwell Collins）根据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

（AFRL/RI）授权的合同，成功进行了多次 8000 多公里距离的下一代宽带高频

通信系统（WBHF）的高频通信能力试验，在持续多日的演示过程中，该高频

通信系统快速可靠地传输了大小不等的数据文件，展示了在没有卫星通信的环

境下远程通信保障能力。罗柯公司高频通信系统运用了先进的短波高速数据传

输技术及短波频率优选技术，系统具备根据外界环境变化进行自动频率预测、

选择的能力。工作在 1.5MHz 至 87.5MHz 频率范围的具备自动预测、选择工作

频率功能的无线电设备，依然在欧美等国对我国的禁运商品设备名单中。由此

可见，频率优选是制约短波通信设备性能的关键问题之一。

目前，自适应短波电台只能够在有限的频点实现通信频率的选择，预置频

率是否准确，将决定最终的通信效果。因此，需要研制具有频率自优化功能的

短波通信设备，进而实现短波工作频率的自我生成、自我更新和自我优化。自

优化技术即通过为每个信道，建立带有地理位置、通信距离、通信时间和信道

参数的短波频率基础数据库，本质上就是通过不断收集整理短波通信位置、时

间与质量的关系，从而归纳总结电离层对短波通信影响的规律。因此在短波电

台中使用自优化技术必须考虑通信对象所在位置与短波通信质量的关系。为此

需在现有电台的基础上增加地理位置参数，使得电台能够根据通信双方所在位

置、时间和呼叫的对象优化选择通信频率。只有在自动选频过程中考虑到通信

双方地理位置的影响，才能真正实现短波通信的优化选频。

2 短波电台选频体制分析 

目前的短波电台频率优选技术，按实现原理划分，主要分为频率预测和频

率探测两种方式。频率探测根据探测技术与通信设备的结合程度，可分为探测

与通信相分离、探测与通信相结合两种应用方式。

2.1 通信与探测分离体制 

探测与通信分离的信道估值选频技术一般应用于独立的探测系统，独立的

探测系统能够在整个短波频段范围内实现对频率的快速扫描探测，从特定的通

信模型出发，实时地处理到达接收端的不同频率的信号。在接收端的一组规定

的信道上测量各种参量，如接收信号的能量、信噪比、误码率、多径延时、多

普勒频移、衰落特征、基带频谱和失真系数等，通过实时数据处理，对参量进

行统计分析，确定在这一组信道上传输某种通信业务可能达到的通信质量指标，

选择通信使用的频段和频率。该技术能够实时地根据探测电离层传输条件和用

户本地噪声干扰，系统全面掌握短波频段的频率资源动态，较快地实现短波频

率的优选，克服了基于统计学原理固定配置频率的不足。独立探测技术大多适

用于固定的专用选频系统，无法普遍应用于机动通信中，需要配备实时的频率

分发系统才能保证通信时的最佳频率与探测频率保持一致。

2.2 通信与探测结合体制 

鉴于探测与通信相分离的信道估值选频技术存在的天线体制不统一、探测

与通信存在空域距离等问题，人们提出将探测与通信相结合，在通信系统中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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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应用基于探测的实时信道估值技术，有利于推广应用于机动通信，利用

通信间隙对短波信道进行探测、评估。这种探测与通信的结合本质上属于

频率自适应的一种，具备在有限信道的实时信道估计功能，能对短波信道

进行初步的探测，即链路质量分析（LQA），能够自动链路建立（ALE）。
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频率分发过程造成的时延问题，保证频率优选的实时

性。然而这种选频方法精度较低，且存在一定的盲目性，探测只在有限的

待选频率点进行，待选频率质量较差时容易陷入无法选取优质频率的死循

环。

自优化短波电台属于探测与通信相结合的技术体制，区别于现行频率

自适应技术的关键在于：电台本身可通过建立综合考虑地理位置、时间等

关键因素的短波频率基础数据库，积累各区域的通信频率数据，运用先进

算法对基于地理位置信息的频率数据进行处理、优化，最终为短波电台通

信优选工作频率，使得自优化电台实现无须人工约定频率，即可进行呼叫

建链；具有历史经验功能，可以进行快速建链。

3 自优化短波电台的总体设计 

自优化短波电台的关键在于实现频率的自优化，频率自优化是指在达

成通信协议的条件下，通信双方根据设定条件进行选频，可在短波频率基

础数据库所记录的历史数据推荐选择最优工作频率，进而自动构成通信链

路。基于短波通信机理，需要为每一个历史通信频率增加通信双方识别码

和地点、时间等关键标识信息，运用频率数据库的自动记录、处理和更新

的能力，实现通信系统根据被叫台识别码和开始时间等条件自动调用可用

频率的功能，进而弥补目前自适应选频技术应用过程中预置频率无法更新

的不足。在底层频率数据不足区域，运用频率重构技术为短波电台提供备

用频率。

3.1 基于北斗模块的自优化短波电台组成 

结合现有的通信设备，基于北斗模块的短波电台组成框图如图 1 所示。

相比较常规短波电台，自优化短波电台在设备组成上增加了北斗模块、短

波频率基础数据库、数据处理软件模块等部分。

1、北斗模块 
北斗模块主要功能是提供通信电台的地理位置和时间信息，位置和时

间信息是保证短波频率基础数据库获取完整数据要素的关键，自优化电台

可充分利用北斗模块定位、授时和短报文功能，为短波自优化选频、日夜

频自动切换提供关键的地理信息和时间等数据支撑。

2、短波频率基础数据库 
短波频率基础数据库用来存储和管理短波通信频率所对应的时间、位

置和信道质量信息。时间和位置信息的重要性体现在电离层统计特性的规

律变化。电离层特性决定了传输信号产生衰减和畸变的程度。电离层的长

时统计特性除随日夜变化外，还随季节、太阳黑子周期、地理位置发生变

化。因此，在一个太阳黑子周期内，同一个季节和位置，每天的同一时刻

的通信信道质量情况可能相似。这样，建立的带有时间、位置信息的链路

质量历史数据就十分有意义。自优化短波电台可为每一个通信频率增加通

信双方识别码、时间和位置等标识信息，从而建立一个带有位置、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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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台标识和信道参数等信息的链路质量数据库。

图 1  自优化短波电台主要模块组成框图 
3、短波长期频率预测模块 
由于短波通信主要依赖电离层的反射，而电离层的变化又受多种因素的影

响，所以，软件部分设计“短波长期频率预测”模块为通信系统自动线路建立提

供频率备用数据资源。频率预测软件是根据通信系统提供的台站通信时间、双

方所处的地理位置（经纬度）、太阳黑子数等参数预测基本最高可用频率、最高

工作频率和最佳可用频率，即得到一个可通频段范围。本模块要完成的主要工

作是依据频率预测软件预测的可通频段挑选编辑探测频率组。

4、短波数据重构模块 
基于短波频率基础数据库的基础数据，依据短波通信频率在空间位置上相

关性，利用空间重构算法，重构出通信双方未知地理区域的通信频率点，对基

础数据库的数据进行有效扩充，进而为自优化电台选频提供重要的备用手段之

一。

5、自动线路建立模块 
自动线路建立是实现短波通信自优化的重要步骤。自动线路建立功能主要

由短波通信选频控制器完成，自动线路建立链路控制层是由控制器实现，系统

软件调用控制器中的遥控电台和自动线路建立两种功能来完成用户指定的通信

业务。

6、数据传输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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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波通信选频控制器实现数据传输物理层的功能，系统软件要通过调

用其中的数据传输模块来实现“数据传输”模块链路层及以上层的功能。 

3.2 自优化短波电台频率优化流程 

参考第三代自适应通信流程，频率自优化的基本流程如图 2 所示。 

图 2  频率自优化流程图 
当短波频率基础数据库根据被叫台识别码、地理位置、开始时间等条

件，筛选出历史优质频率时，替换 LQA 频率矩阵中的低分频率数值，利用

ALE 信息或北斗模块短报文更新收发双方 LQA 频率矩阵，进而实现频率

数据的自优化；当数据库根据被叫台识别码、地理位置、开始时间等条件

无法有效筛选出历史优质频率时，系统调用数据库其他相关频率数据，运

用频率重构技术给出新的频率参考数值，替换 LQA 频率矩阵中的低分频率

数值，利用 ALE 信息或北斗模块短报文更新收发双方 LQA 频率矩阵，实

现频率数据的局部自优化。

收发双方短波频率基础数据库信息更新可采用两种更新模式，适用于不

同应用背景。离线更新模式即收发双方不进行实时的数据更新，通信任务执

行前更新数据库信息，保持收发双方数据的一致性，通信任务执行完成后进

行数据的离线再更新；在线更新模式借助北斗模块发送，将记录的新的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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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信息用指定的短报文形式进行收发双方短波频率基础数据库的准实时的更

新，为避免出现系统对北斗模块的依赖，切实发挥短波应急、保底通信的作用，

在线更新的准实时模式在信道空闲时选择使用。

3.3 自优化短波电台的选频协议 

参考第三代自适应协议簇，加入北斗模块后，在其基本协议保留的前提下，

增加了北斗模块的相关协议，如图 3 为自优化选频的各层协议。 

图 3  自优化选频协议 

协议层次分为物理层、链路层、表示层和应用层。物理层描述两个收发信

机底层的比特流的传输；链路层则规定频率选择、链路连接、数据成帧、传输

控制等协议；表示层主要规定信息输入、输出和显示的功能协议；应用层是对

数据库的管理、传输和应用进行相关规定。

1、授时定位协议 
呼叫方发出 LQA 信道探测信号后，同时由北斗模块确定地理位置信息。 
2、自动建链协议 
自动链路建立协议既包括协议数据单元 PDU，又有短波通信控制协议，以

完成 PDU 的传输。协议数据单元 PDU 是一个包含一定比特数的数据帧，每种

PDU 承担不同的任务，分别完成不同类型的信息过程。 
其中短波通信控制协议主要功能包括：

（1）控制呼叫时隙及定时

给呼叫过程定时，如果接收方在指定时间之内没有应答，则说明该信道不

通，换用下一工作频率；

（2）控制自动链路建立

遵从多次握手协议，在双方呼叫信道和业务信道都进行了呼叫应答后，发

方给出确认信号，则链路建立；

（3）完成呼叫信道和业务信道的探测、LQA 评估

发起呼叫的台站，在一组预置的信道上发送一个简短的可识别的广播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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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选择的信道进行检验、测试，其它台站可以根据该信道的连通性、传播特

性和可用性对该信道进行评估；

（4）呼叫时隙选择和在呼叫信道上的呼叫流程控制

通过呼叫进行的 LQA 是双向 LQA，是指两个台站在一组预置的信道上通

过信令信号的一呼一应逐个进行链路质量分析。一般可分为：呼叫、应答、确

认；

（5）工作频率的选择

两种频率选择模式包括频率自适应和频率自优化。其中，自适应选频是指

遵循第三代自适应选频系统的频率选择模式，自优化选频则是根据通信双方地

理位置和通信时间等条件，从短波频率基础数据库中选择最佳通信频率进行频

率选择模式。

4 自优化短波电台关键技术研究 

自优化短波电台的设计涉及短波通信数据要素构成、短波通信频率中长期

预报、短波频率数据重构等关键技术，而这些关键技术的实现都必须依赖北斗

模块提供关键的地理位置信息参数。下面就电台设计的关键技术进行简要分析。 

4.1 短波通信数据要素构成 

短波通信频数据要素内容可划分为四类：短波通信装备的属性要素；通信双

方位置信息要素；短波通信过程关键参数要素；影响通信环境要素。

（1）短波通信装备的属性要素

短波通信装备的属性要素是指在短波通信过程中具体采用的短波通信装备

所具有的固有属性，仅与装备自身设置有关而与外界条件及通信过程无关。具体

的装备属性要素范围广，例如某型短波通信发射天线，其相关数据就包括天线长

度、天线方向性（全向天线、定向天线）、工作频率等内容。

（2）通信双方位置信息要素

通信双方位置信息要素是指通信双方在通信时刻所处位置的相关信息，主要

是位置坐标及通信区域编号信息。短波通信频率的选择与电离层结构有密切关系，

而电离层的分布又具有一定的区域特点，地理位置信息则是反映数据区域特点的

重要标识。通常地理位置信息要素由通信装备的北斗定位系统自动记录

（3）短波通信过程关键数据要素

短波通信过程关键数据要素是指在利用短波通信装备进行通信时产生的一

些重要的通信参数，此类数据要素在通信链路质量分析、频谱管理方面起着重要

支持作用。

（4）通信环境要素

影响短波通信的通信环境要素主要是指对短波通信过程产生影响的一些外

部因素，这些外部因素主要与通信自然条件、影响电磁波传播的空间条件及电磁

环境有关。

综上所述，短波通信相关数据的具体属性内容，如图 4 所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十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57



8 

图 4  短波通信频数据要素构成 

根据数据要素确定数据库的表结构，主要是明确各要素的属性、类型、所

占空间长度、主键及其它特殊存储要求。通过对各数据要素分析得到数据库的

表结构如表 1 所示。 

表 1 短波通信相关要素数据库表结构 
编号 属性 类型 长度 说明

01 通信时间 nchar 16 主键

02 固定站点地理位置 ntext 16 非空

03 固定站点编号 int 4 无

04 移动站点地理位置 ntext 16 非空

05 发射天线类型 ntext 16 无

06 接收天线类型 ntext 16 无

07 发信机型号 ntext 16 无

08 收信机型号 ntext 16 无

09 通信业务种类 nchar 16 无

10 通信频率 float 非空

11 通信频率对应分值 int 4 非空

12 发射功率 float 非空

13 通信速率 float 无

14 通信时延 nchar 无

15 误码率 float 无

16 太阳黑字数 int 4 无

17 平台移动速度 float 无

18 通信距离 float 无

19 接收点场强 float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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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短波通信频率中长期预报 

短波中长期频率预测的主要输入信息是通信双方地理位置信息，位置信息

皆由北斗模块提供。主要目的是对指定区域和指定时段的可用频率资源作出中、

长期预报。自优化短波电台拟采用由电波传播研究所提供的数据，通过采样获

取由底层数据 f0F2 和 M(3000) F2 推导求得的 13824 个 F2 层 0 公里和 4000 公里

距离上的最高可用频率 MUF(0) F2、MUF(4000) F2，采用数据库技术，根据收

发两端的地理经纬度、通信时间，计算出控制点的经纬度，根据太阳黑子数和

上述参数求解出 E 层基本 MUF（最高可用频率）、E 层截止频率、F2 层基本

MUF、整个电路的基本 MUF。 
短波通信最高可用频率预测计算流程如图 5 所示： 

图 5 短波频率预测计算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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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短波频率数据的重构 

短波频率数据就是借助于短波频率数据之间的空间相关性，当某个变量的数据

漏测或丢失时，根据数据特性采用适当的算法利用已知的正确测量数据对其进

行重构，从而得到较准确的推测结果。自优化短波电台的短波频率数据重构技

术拟采用适于通信环境的线性泛克里格方法。重构的具备步骤如下：

步骤一：利用短波频率基础数据库提供的的要素完整的样本数据，要素完

整的样本数据包含：通信收发两端的地理位置信息、通信时间信息、频率数据

信息；

步骤二：运用 2 2( , ) ( ) [ ( )]i j i jh A B x x SF y y     计算步骤一获得的样本数

据之间点对点的电离层距离，个数为 N 个；其中， ( , )i ix y 为收信点 A 的经、纬

度坐标， ( , )j jx y 为收信点 B 点的经、纬度坐标， SF 为尺度因子，根据重构区

域的不同纬度范围选取尺度因子值，纬度在[0°~20°)范围内时， 2.5SF  ，纬度

在[20°~40°)范围内时， 2SF  ，纬度在[40°~90°)范围内时， 1.5SF  ； 

步骤三：确定步骤二中 N 个电离层距离的最大值 maxd ，将分离距离区间h确
定为 0~2、2~4、4~6、…、2×([ max / 2d ]-1) ~2×[ max / 2d ]；按照分离距离区间将 N

个样本点的电离层距离分类；

步骤四：计算各分离距离区间 h内样本点的电离层距离的平均距离 'h ，运

用公式（1）计算样本数据的实验变异函数值。 

 
( )

2* '
1 1

1

1( ) ( , ) ( , )
2 ( )

N h

i i i i
i

h Z x y Z x y
N h

  


  （1） 

其中 * '( )h 为实验变异函数， ( )N h 是分隔距离为 h 时样本点的个数，

( , )i iZ x y 和 1 1( , )i iZ x y  是样本点在空间位置 ( , )i ix y ， 1 1( , )i ix y  的短波通信频率值；

由平均距离 'h 和实验变异函数值 * '( )h 构成实验变异函数点对（ 'h ， * '( )h ）； 

步骤五：依据实验变异函数点对（ 'h ， * '( )h ），对指数模型变异函数进行

最小二乘法拟合。

'

'

'

'
0

0, 0
( )

(1 ), 0
h
a

h
h

C C e h




  
   

（2） 

拟合过程中首先将曲线模型转换成线性模型，再利用最小二乘法原理对模

型参数进行估计，拟合出变异函数及曲线；删除严重偏离拟合曲线的特异值点，

利用新的实验变异函数点对进行再次拟合，得到理论指数变异函数；

步骤六：选取参与短波频率数据重构的样本点 n ，计算样本数据点之间及

各样本点与待重构点之间的电离层距离，根据电离层距离计算样本数据点间及

待重构点与各样本点间的变异函数值；

步骤七：由步骤六中获得的变异函数值构成空间局部估计矩阵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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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11 1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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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其中 ( , )i jw w 为样本数据点 , ( , 1, 2,..., )i jw w i j n 之间的变异函数值，

0( , )iw w 为样本点 ( 1, 2,..., )iw i n 与待重构点 0w 之间的变异函数值，

( 1, 2,..., )i i n  为重构权重系数，为拉格朗日乘子； 

步骤八：求解各样本点参与数据重构的权重系数 i 和； 
步骤九：建立待重构点在空间局部的频率值重构公式（4）： 

0 0
1

( , ) ( , )
n

i i i
i

Z x y Z x y



  （4） 

求出待重构点 0w 在 0 0( , )x y 处的短波通信频率数据 0 0( , )Z x y ；其中，

( , )i iZ x y 为样本点 iw 在空间位置 ( , )i ix y 的短波通信频率值。 

5 自优化短波电台关键模块应用演示 

5.1“短波通信最高可用频率预测”演示 

演示程序为独立可执行程序，主要能够提供指定区域范围内的短波最高可

用频率的单时刻、全天预测（统一采用北京时间）。演示步骤如下：

1、点击“MUF Propagation”后进入主界面 

图 6 频率预测主界面 
2、输入参数主要包括收发双方 A、B 地理经纬度、通信时间、太阳黑子数、

天线最小仰角、发射功率等。

3、结果输出，默认条件下会给出单一时刻的预测结果。结果主要有实际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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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可用频率，基本最高可用频率和最佳工作频率，主要参考实际最高可用频率

和最佳工作频率两个参数即可。也可以提供全天的预测频率，选中“时间”中的

“全天”，再次计算即可得到全天预测频率分布曲线，能够显示全天二十四小时

的短波最高可用频率。如图 7 所示，独立可执行演示程序见附件 1。 

图 7 全天用频数据显示界面 

5.2“短波频率数据重构”演示 

RestructureFrequency 演示程序为独立可执行程序，主要能够利用已知区域

短波频率数据重构数据要素不全或缺失区域的短波通信用频数据。演示步骤如

下：

1、假设以表 2 中 A~J 点的短波频率样本数据为例，重构（15.80°E，118.15°N）

位置点的短波用频。

表 2 短波频率数据重构样本数据 
A B C D E F G H I J 

纬度（°E） 15.51 19.52 18.00 13.78 13.50 17.75 15.45 14.35 17.8 18.4 

经度（°N） 116.35 115.33 114.00 113.20 122.5 122.5 124.3 120.4 125 124.6 

频 率

（MHz） 
17.45 15.5 16.4 18.5 18.1 16.1 17.2 17.8 16.8 17.9 

2、输入待重构点地理位置，点击确定，再输入样本点数据。 
3、样本数据如果较少或无法满足重构算法要求，会显示“所需已知数据不

足，请补充数据后再试”、“矩阵求逆失败”。 
4、样本数据符合重构要求，点击开始预测即可显示未知点预测用频。此例

中重构结果为 17.450MHz。独立可执行演示程序见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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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短波频率数据重构显示界面 

5.3“自优化短波电台的模拟操作”演示 

电台模拟软件采用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制作完成，底层数据是由

SQL-Serve 数据库提供。其主要功能是用来演示自优化电台选频的操作流程，

主界面如图 9 所示，体现了电台选频人机界面的设计，展示了自优化电台选频

的模拟操作。

图 9 频率自优化操作演示主界面 

电台模拟仅是主界面，北斗模块实时提供时间、位置信息，电台内部

硬件及相关协议实现选频流程的勤务通知、自动建链和业务管理，数据库

则用来大数据的积累和管理。其操作演示过程仅模拟自优化电台的选频过

程，主要包括通过自适应选频或自优化选频进行短波通信的过程：

自适应选频过程：首先由发方选择好【业务种类】后，进行勤务通知，

选择【目标台址】和【自适应选频】模式，待收到应答信号后，返回主界

面。再次，按下【自动建链】，选择【自适应选频】，收发双方同时进入信

道质量分析，打分结果及时间、位置信息会在数据库中显示，分析完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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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自动建立链路。第三，进入【业务管理】界面，会显示电台工作信息。最后，

进入【数据库】，显示本台的通信频率数据库的记录和管理情况。

自优化选频过程：在自适应选择的频率都不能使链路建立或其他必要条件

下，可使用自优化选频。首先进行勤务通知，选择【勤务信道】，并选择【自优

化选频】，待收到应答信号后，返回主界面。再次，按下【自动建链】，选择【自

化选频】界面会显示适合此时间、位置通信的短波信道质量链路表，电台会按

信道质量分值从大到小选择通信频率，并自动建立链路。第三，可在【业务管

理】界面显示电台工作情况。最后，此次通信频率和信道质量分值及相关时间、

位置信息也会记录在数据库里，并进行相关数据管理。演示见附件 3。 

6 总结 

本文对自优化短波电台的功能和关键技术进行了初步研究，构建了部分关

键技术的演示验证程序。总体而言，基于北斗模块的自优化短波电台能够充分

利用北斗模块为短波频率基础数据库提供与通信质量密切相关的地理位置、时

间等数据信息，结合短波通信频率中长期预报和短波频率数据重构，为短波通

信频率的优选提供了多种手段，以期提高短波电台通信效果。另外，装载于机

动平台的自优化短波电台还可以为短波通信频率数据的自动采集提供有效的工

具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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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系统的自动登楼无人配送小车 

【摘要】随着 AI 技术的逐渐发展，许多人力劳动逐渐被机器人所取代，本团队

据此研发了一种基于北斗定位模块的自动登楼无人配送小车。首先，配送小车利

用北斗定位系统实现了精准定位，满足了对运输货物实时定位的要求。第二，整

体结构简洁，主体骨干部分由简单部件组成，易于生产。第三，高效集成，将爬

楼功能与平地行走功能相互转换，方便实用。利用双曲柄机构上下楼，简单稳固，

同时也便于后期易损件的保养和更换。在防盗性方面，搭载的自动报警模块不仅

可以检测货车行驶状态，还能对运输过程实时录像，车体搭载了双目摄像头及夜

间照明装置，可保证货车昼夜工作。第四，货车部件模块化，在不同工作范围可

按需增减模块，如小范围内运用时（工厂，工地，学校，机场等存在既定行走路

线的场所）可按需求拆去多余模块。而大范围运用时（跨街区运送，长途运送）

可换装云端数据计算模块和智能感知避让雷达模块等。第五，独特设计的自动爬

楼功能，是目前市场上独有的设计，将自动爬楼模块安装到智能配送小车上，可

以解决无人配送入户难的问题。 

本产品兼具北斗定位系统，MATLAB 编程，Solid Works 建模，有限元分析，云端

数据传输，智能防盗及报警技术，尤其是在垂直运输上可实现自动爬楼功能，是

目前市面上无人运输车所不具备的独特功能。 

【关键词】北斗定位系统 自动爬楼 双目摄像头 激光雷达 MATLAB   

Solid works 有限元分析  

【abstract】 
With the gradual development of AI technology, a lot of human labor has been 
gradually replaced by robots. Our team has developed a buidou positioning module 
based goods cart for climbing buildings.Firstly, the car USES the beidou positioning 
system to achieve accurate positioning, which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real-time 
positioning of transportation goods.Second, the overall structure is simple, the main 
backbone is composed of simple parts, easy to produce.Third, efficient integration, 
will climb the floor function and flat walking function conversion, convenient and 
practical.Use double crank mechanism up and down the building, simple and stable, 
but also facilitate the maintenance and replacement of vulnerable parts.In terms of 
anti-theft, the automatic alarm module can not only detect the running state of the 
truck, but also record the transportation process in real time. The body of the truck is 
equipped with a binocular camera and night lighting device, which can ensure the 
truck works day and night.Fourthly, truck parts are modular, and modules can be 
added or decreased according to the needs in different working ranges. For example, 
when used in a small range (factories, construction sites, schools, airports and other 
places with established walking routes), redundant modules can be removed according 
to the needs.When widely used (cross-block transport, long-distance transport), cloud 
data computing module and intelligent perception avoidance radar module can be 
replaced.Fifth, the unique design of the automatic floor climbing function, is the 
current market unique design, the automatic floor climbing module installed on the 
intelligent distribution car, can solve the problem of unmanned distribution into the 

作    者：尚子轩、阴子昊、陈亮亮、刘文浩
指导教师：李洪洲、卢杰
学    校：北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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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This product has beidou positioning system, MATLAB programming, Solid 
Works modeling,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cloud data transmission, intelligent 
anti-theft and alarm technology, especially in vertical transport can achieve automatic 
climbing function, is currently the market unmanned transport vehicles do not have a 
unique function. 
【Keywords】beidou positioning system; automatic climbing; binocular camera; lidar; 
MATLAB; Solid works;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 

一 研究背景 

随着电子商务的兴起，我国物流的需求量就逐年增高，从 2006 年到 2017 年，

国内快递包裹数量从 10.6 亿件到 400.6 亿件，增幅近 40 倍。据中国国家邮政局

统计，2017 年中国配送的包裹数量为 400 亿 6 千万个，比 2016 年（313 亿个）

增长 28%。据全球最大邮资机企业必能宝统计，2016 年全球快递市场规模为 650

亿个，中国超过美国的 130 亿个，占全球总量的近一半。因此，在如此庞大的快

递需求量面前，足够优质高效的快递服务就便急于星火 ，虽然我国的公共交通

日臻完善，物流速度也越来越快，但物流运输送货到人的“最后一公里”一直以

来也只能由人力进行，而物流行业良莠不齐的现状，更导致了物流服务效果不尽

人意，另一方面，我国人力资源的稀缺也迫使物流行业不得不向新领域探索--

无人物流领域。

随着新时代人工智能和无人机技术的发展，许多人力工作逐渐被机械取代，

2012 年，顺丰创始人王卫就曾提出快递行业无人物流的想法，近年来各电商平

台和各大快递公司则是开始逐步实施，建设这一想法，如阿里巴巴，京东，顺丰，

亚马逊等知名企业，都在着手于无人物流方面的研发。 

近年，多家电商平台相继推出物流无人机，这些无人机快递将实现全自动化

配送：自动装载、自动起飞、自主巡航、自动着陆、自动卸货、自动返航，无需

一人。 但对于无人机来说，运输货物重量过大则根本无法进行有效运输，其次，

建筑物太过密集也会对飞行运输造成困扰。再次，在航空方面的限制，也为无人

机的推行上了一把锁。此时，无人运输车则无疑具有更好的载物能力和运输效果。 

本产品的设计不同于市面上其他无人送货车在于创新设计的爬梯垂直运输

模块，使得送货不再受楼层和建筑密集度限制，也不必与乘客抢占电梯空间，完

全可以实现多地形的自动登楼送货，以期彻底终结物流行业的“最后一公里”。 

二 研究现状 

目前市面上常见的无人物流可主要分为无人机和无人车两种，无人机虽然在

轻量级物资上的运输占有优势，但受制于航空管制及货物重量影响，配送成本与

收益不成正比，而市面上的无人运输车行业也只是刚刚起步，运输路径仅限于平

地运输，若要进行垂直运输则需要搭载目的地建筑内的电梯，而此时可自动爬梯

无人运输货车则应运而生。 

2015 年京东无人机项目获得正式立项，2016 年 5 月，京东成立 X 事业部，

并确立了无人机、无人车、无人仓三大板块。  

2016 年 6 月，京东在江苏宿迁完成了“无人机送货第一单”，服务范围主

要是偏远地区和农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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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6 月 18 日，京东无人配送车在中国人民大学顺利完成了首单配送任

务。无人配送车由京东 X 事业部独立研发生产，目前还未投入大规模生产。  

除了京东的无人配送，申通的分拣车、亚马逊的货架机器人都只能在小范围

的平地上运输，尽管有少数机器人如云迹科技和美国 Savioke 的服务机器人可以

通过无线信号连接与建筑物内部的电梯控制器通信，加上智能感知的技能，可以

自主乘坐电梯到目标楼层。但仍然受制于建筑物内是否有电梯和是否可以连接的

限制。 

阿里巴巴的菜鸟小 G 则可以根据电梯里的拥挤情况主动放弃乘坐，但是我国

的居民楼电梯建设并不完善，一般只有 7 层及以上的建筑物搭载电梯，而且搭载

电梯的居民楼也并不完全可以和感知电梯机器人的模块相互连接。 

2017 年，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正式运行无人机配送系统，主要在河流两岸运输

质小量轻的时效性物品，如外卖，药品，期刊杂志等，但仍然受制于货物质量和

建筑密集度，配送能力和范围都不甚理想。 

    由此可见，国内外研究成果虽各有优势，但在配送运输的最后一步仍有所不

足，尤其是对于我国国情来说，地域辽阔，人口众多，配送范围也不仅仅局限于

平坦的城区，尤其是需要进行垂直运输的地区，不搭载电梯的建筑物内运输时，

都需要这样一款可自动爬楼的无人配送货车。 

三 登楼模块设计方案 

图 3-1 登楼模块设计方案图 

在登楼模块，我们没有采用三轮登楼机构或液压电机爬楼机构，前者爬楼费

时费力，后者则自重过大，两者均不便于搭载在无人配送车上，所以我们采用了

简单机械结构，使曲柄套外移与对称双曲柄机构互相配合实现爬楼功能，这一设

计在实验中证明可以使得小车的效率最大化，当需要平地运输时，拨叉使离合器

分离，导致曲柄套内移，实现平地运输模式，而需要登楼时，拨叉使离合器外移，

传动控制曲柄套外移，最终可以实现无人配送货车的爬楼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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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工作流程 

 
图 4-1 工作流程图 

 

Ⅰ 、控制单元：控制台控制电机转速，选择开关控制拨叉移动 

Ⅱ、电机及配电箱减速器 

 
图 4-2 电机及减速简器图 

 

Ⅲ、平地单元:曲柄套内移与主轴配合实现平地行走（配合部分均为渐开线花键） 

 

 
图 4-3 平地单元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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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登楼模块在上位机上的 Solidwrks 建模与最终渲染图 

 

爬楼模块尺寸：480*380*1600 

基础重量：约 16kg（连同稳压电源、电机） 

最大载重量：100kg 

电机：4PC60GN-CF 减速电机 

爬楼速度：30-35 台阶/分钟 

 

 
图 4-5 静态位移仿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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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ANSYS 关键部件仿真 

 

我们对其中的部件进行了有限元分析，确保了登楼模块受力的均衡性和材料强

度，具体受力大小等数据，最终制作出了登楼模块的实体小车，在对其进行的不

断测试和改进后，得到了最终版本，经过计算和试验，爬楼模块的尺寸约为：

480*380*1600，基础重量：约为 16kg，爬楼速度可达：30-35 台阶/分钟，满足

基本送货需求 

 

五 实物测试 

我们依据 SolidWorks建模后和 adams以及 ANSYS仿真分析后的模型加工出

了登楼模块的实物，经过实物测试，我们得出了更为翔实的数据， 

 

图 5-1 实物运动仿真渲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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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登楼模块实物 

 

我们为了保证整体结构的均衡性，在加工出的实物基础上做了一些细微的调整， 

解决了推车登楼时重心变化失衡的问题。 

 

图 5-3 登楼模块细节图 
 

在实物模拟实验中，我们测得了更为精确的数据，并重新用仿真软件进行计算，

提高了小车的整体完善度。 
 

六 设计细节 

1.北斗定位模块 

利用北斗卫星的精准定位，实现了对无人物流的实时情况掌控，实现了在城区以

及楼内精准定位的要求，提高了用户收快递效率和对人力资源的节省 

2.结构简洁 

这是一款以自动爬楼为基础的智能无人配送货车。爬楼模块设计简洁，利用纯机

械传动，以拨叉操控离合器的分离与结合，来控制曲柄套内移外移，达到分别与

主轴和曲柄配合的目的，从而使小车转换平地运输与登楼运输两种模式。 

 3.智能防盗 

智能防盗模块以双目摄像头为外置基础，实时监控小车行驶，搭载软件检测到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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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运输不正常，会通过自身搭载的北斗导航模块自动报警，并及时反馈实时监控

录像信息到云端。 

4.智能躲避

智能躲避模块以十六线雷达，双目摄像头和夜间照明装置共同作用，对周围物体

进行分析和避让，硬件设施是智能躲避的基础保障。 

5.信息采集

通过记忆路径来采集快递信息，并与录像一起实时同步到云端，再进行分析和计

算，以期得到不同区域内运输货物量的季节性数据，最终影响区域内的无人送货

车的发放数量。 

7.智能登楼

双目摄像头和雷达将图像传输，系统自动辨识楼梯，并移动拨叉，带动离合器，

使曲柄套外移，使小车转变为登楼模式，独特设计的双滚轮登楼装置，使小车平

稳有效。 

8.模块化设计

目前市面上的无人车，都是以整体出现，部件不可拆卸，太过死板，我们的设计

使得无人物流车可以按需添加拆除所需或多余模块，使整体效率达到最大，更加

经济，同时也扩大了小车的适用范围，不仅能在机场，工厂，办公楼，车间等小

范围运输工作，还可以在街区，城市，居民楼间配送。 

9.曲柄套移动设计

在设计登楼模块时，我们没有采用履带或者多轮传动，也放弃了液压传动模块的

使用，而是创新设计了曲柄套与对称双曲柄机构的移动配合，达到转换模式的目

的，使整个机构简单有效，经过测试，曲柄套与对称双曲柄机构互相配合实现爬

楼功能与平地功能的转换，减轻了整体的重量，加快了运输效率。

10.精确测算确保结构均衡和受力精确

首先用 solidworks 建立三维模型，再通过 adams 和 ansys 两种分析软件计算出

小车登楼模块的受力能力和承重方式，最后制造出登楼模块的实物，再进行实体

实验，通过计算和测量，确定了小车的具体数据。 

七 总结与展望 

本项目设计的是基于北斗定位的自动登楼无人配送小车，在运输机动性上要远大

于无人机和市面上普通无人送货车，多模块可拆卸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产品

受众面，使得自动登楼无人配送车的适用范围大大增加，登楼模块的纯机械设计

也使整个小车的结构更加简洁， 

简单的结构、独特的登楼运动方式以及多功能的集合，及时的云端数据传输与反

馈，使其可完美执行城市，农村等北斗覆盖的地区配送任务。此外，它克服了目

前市面上无人配送货车不能登楼的缺陷，不需要建筑物内是否有电梯，也就不需

要和电梯进行交互，更不会占用狭小的电梯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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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北斗系统的行程认证智能派车系统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基于北斗系统的行程派车管理系统支持 

通用平台采集行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系统包括:授权认证模

块、身份自动识别模块、旅客信息提取模块、行程管理模块、行程

单数据流生成模块、GPS 车载终端设备将车辆位置信息实时显示在 

Web 页面。系统采用基于 B/S 架构的 Java 作为底层开发语言从

而进行跨平台运行。根据北斗系统实时有效地掌握车辆运行及使用

情况对数据进行准确的分析处理。  

系统的工作原理和模块设计

本系统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行程认证，第二部分为智能派

车部分。 

一、行程认证部分 

行程认证部分包括:授权认证模块、身份自动识别模块、旅客

信息提取模块、行程单序列号管理模块、行程数据流生成模块。 

1.述授权认证模块：用于根据用户名、密码构造授权请求参数并发送

给服务端,以及接收并解析服务端返回的授权结果。 

2.身份自动识别模块：用于获取硬件设备读取的旅客身份证件信息

数据流,验证旅客身份证件,并解析旅客身份证件信息数据流得到旅

客身份证件信息。其中验证旅客身份证件包括:验证旅客身份证件

的类型是否合法,以及验证旅客身份证件的号码长度是否合法 

3.旅客信息提取模块：用于根据旅客身份证件信息生成客票信息请

求并发送给服务端,接收并解析服务端返回的旅客信息。 

4.行程单序列号管理模块,用于维护行程单起始序列号、行程

单结束序列号和当前可用序列号,以及在打印完行程单后自动计算

下一个可用序列号。 

作    者：马晴辰、王丽
指导教师：闻新、胡立夫
学    校：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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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数据流生成模块：用于根据旅客客票信息和当前可用行程单序列号

生成旅客唯一的行程单数据流。根据客票信息和当前可用行程单序列

号构造行程单数据流请求参数并发送给服务端;接收并解析服务端返

回的行程单数据流请求结果,得到旅客唯一的行程单数据流。 

流程图如下： 

 

图一  行程认证流程图 

 认证旅客行程之后，系统根据旅客行程智能派车，根据行程认证模

块所采集的信息，智能将旅客的目的地分类，按人数指派车辆，进入

接下来的智能派车部分。 

二、智能派车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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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派车部分包括：应用服务器、系统数据库服务器、Web 服务器以

及运行在服务器上 的 Web 应用程序组成。WebGIS 应用服务器可以

显示车辆地理及检索信息，利用北斗系统定位功能以及第三方地图软

件地图，实现在地图上车辆实时定位功能， 形成移动车辆的轨迹， 有

效地掌握车辆运行及使用情况。系统平台根据这些实时运行轨迹数据

进行分析处理，自动记录在服务器后台的数据库中。智能派车系统采

用先进的 B/S 架构的编程方式即使在很多访问量的情况下仍能保持

稳定。Web 服务器充分体现系统的互动性，在系统功能上采用多种机

制便于调度人员和用车 人员及时响应。  

1. WebGIS 模块：WebGIS 也叫网络地理信息系统，即 InternetGIS，

是实现空间数据展示、分析存储、输出的一种 Web 方法展现给用户 

的一种实现方式。包括运行路线管理、发车时刻管理、临时调度管理，

数据统计管理。  

2. 用户管理模块：分为司机、公司车辆管理人员、超级管理员，其级

别权限依次递增。司机分为租用车司机和公司车辆司机是车辆日常维

护和被调派人员其派车由该系统直接通知，派车人员需要填写个人基

本信息和申请事由并交由后台审核。公司车辆管理人员具有优先权可

以紧急调度所有车辆。超级管理员可以对系统用户名、密码、角色分

布、权限级别等信息进行编辑和管理。  

3. 车辆管理模块：包括车辆信息管理和车辆调度管理。车辆信息管理

包括运行记录管理、车辆维修保险管理、车辆违章事 故管理、购入

报废管理等信息。车辆调度管理包括正常车辆 

系统设计每台车辆安装有系统的监控终端，终端通过接收北斗系统信

号定位，并通过网络上传到服务器，系统平台根据这些实时运行轨迹

数据进行分析处理，自动记录在服务器后台的数据库中。旅客可通过 

WebGIS 应用服务器查看地图软件中车辆的地理及检索信息了解车辆

的使用及运行情况。 

智能派车系统采用先进的 B/S 架构的编程方式即使在很多访问

量的情况下仍能保持稳定。Web 服务器充分体现系统的互动性，在系

统功能上采用多种机制便于司机和用车人员及时响应。 

 首先系统使用JSP和Servlet的动态网页实现用户的业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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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组件都是 Web 容器中实现 Browser/Server 架构的重要组成部

分， Web 页面提交表单和 Web 请求。其次使用 EJB 来实现服务器端

的商业逻辑，根据业务需求将数据对象描述成各种 Beans，再将各种 

Beans 组合起来。在应用程序的通信上使用了 JMS 来创建、发送、接 

受、读取消息，实现系统的消息中间件。最后在数据存储方面，采用 

JDBC 来建立数据库访问接口，JDBC 可以直接调用数据库操作指令 

SQL 语句，实现数据库数据的存取。在系统操作和后续扩展上，派车

管理系统提供易于操作，数据处理方式灵活的操作平台，同时利用建

立视图表，存储过程提高查询速度。系 统的整体规划及框架设计是

具有可扩充性的，采用先进的.NET 技术，结合业界数据库的设计具

有高度的扩展性，后期根据需 求对栏目的类别进行增、删、改。使

其能够适应企业内外网连接,数据同步的需要。  

流程图如下： 

图二  智能派车流程图 

 

总结 

本文将系统分为行程认证和智能派车两大模块；对旅客行程认证，通

过获取旅客的身份证件信息，得到旅客的行程信息，从而为旅客智能

分类派车，提高了旅客的个人效率和车站的运行效率。通过北斗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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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系统对车辆进行定位以 WebGIS 为技术支持，对车辆进行监控，

实现车辆监控的可视化。根据车辆位置、管理的业务流程等相关信息

进行实时采集分析实现动态派车。 

举例说明如下：某旅客使用二代身份证或者护照办理购票手续后，

在自助服务柜机上使用自助行程应用，客户端首先调用授权认证服务

登录服务端,之后,客户端自动识别旅客刷取身份证件信息，根据证件

号构造客票请求向服务端请求旅客客票信息，客户端会自动计算当前

可用行程单号,并根据旅客客票信息和当前可用行程单序列号构造行

程单数据流请求发送到服务端,并解析服务端返回的行程单数据流。 

系统根据旅客行程智能派车，根据行程认证模块所采集的信息，智能

将旅客的目的地分类，按人数指派车辆，系统通知司机并在旅客端显

示所乘坐的车辆信息及司机信息，在到站下车后，可在指定停车位找

到所要乘坐车辆。 

总流程图如下： 

图三  总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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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系统与无人船的污染源分析及处理 

Analysis and Treatment of Pollution 

Sources Based on Beidou System and 

Unmanned Ships 

摘 要: 

本篇文章在大数据的背景下，充分利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1]的定位功能，以
无人船作为用户端，在水质数据采集和污染源位置的问题中积极探索新的实践方

案，迅速、准确地找到污染源[2]，减少河流污染的时间，并且无人船上装有相应
的净化模块，在发现污染时做一些简易处理。在无人船上安装水质分析仪，在水
质分析仪的传输模块中防水处理的北斗卫星定位芯片，WIFI 数据传输器。对河流

的污染物种类及浓度进行分析，并采用大数据的计算方法，计算出污染源位置，

并且向云平台中反映污染源分析结果与污染物处理方法。通过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将这些数据按照位置区域划分，将处理人到达污染源的最短路径发送到处理

人的移动设备上。本文通过对基于北斗卫星定位的水质污染监测可视化系统进行

分析，以期迅速找出污染源，减少水质污染。

关键词: 北斗；无人船；污染源；水质污染；数据采集；大数据分析 

Summary: 

This  article  makes  full  use  of  the  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large data[  1]  The positioning  function, using  unmanned  ships  as  the 

client,  actively  explores  new  practice  solutions  in  the  issue  of  water  quality  data  

collection   and   source   location,   and   quickly   and   accurately   finds   the   source 

of pollution[  2]  ,  reduce  the  time  of  river  pollution,  and  no  one  on  board  has  

the  corresponding  purification  module,  do  some  simple  treatment  when  found 

pollution. The water quality analyzer  is  installed on unmanned  ships, and  the Beidou 

satellite 

作    者：姜沣珊、程俊颖、岳中杨、赵泽阳
指导教师：戴晓爱
学    校：成都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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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oning chip, WIFI data transmitter,  is waterproof processed  in the transmission 

module of the water quality analyzer. The types and concentrations of pollutants  in 

rivers  are  analyzed,  and  the  location  of  pollution  sources  is  calculated  using  the 

calculation method  of  large  data,  and  the  results  of  pollution  source  analysis  and 

pollutant treatment methods are reflected in the cloud platform. Through the 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these  data  are  divided  into  locations  and  the  shortest 

route to the source of pollution is sent to the processing person's mobile devi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visual  system  of  water  pollution  monitoring  based  on  Beidou 

satellite positioning in order to find out the pollution sources quickly and reduce the 

water pollution. 

1.背景及意义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水污染[3]情况已经十分严峻，大量的工业、

农业、生活废水甚至不经过处理就直接排放到河流、湖泊、海洋中，对水质造成

了严重的污染，尤其是对河流、湖泊等淡水资源的污染，已经严重威胁了人们的

饮水健康。水作为生命之源，是全球生态环境保护重要资源之一，然而人们在日

常生活与生产过程中不仅存在浪费水资源消极现象还污染水源。水质污染：是指

原水感官性状、无机污染物、有机污染物、微生物、放射性等五大类指标异常，

导致制水生产过程控制和出厂水水质控制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对供水水质和人

体健康造成危害的远水水质状况。

据人民日报报道: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地处天目山区，境内山清水秀，风景

如画。然而，就在今年 5 月，该区昌化镇的一条溪流发生了河道水质污染事件。

经查，担负河道巡查之责的 3 名“河长”，因工作流于形式，信息报送虚假，受

到了问责处理。与此同时，我国相关部门也在不断加大查处力度，但问题依然严

重，不时从新闻媒体上就传出个别企业私排、偷排污水的新闻，这说明政府对排

污行为的监管还存在监管不到位、监管不及时等漏洞。

针对这一现象开发的针对污水排放的无人船污染源寻找及净化系统能够彻

底改变以往人工操控的费时费力，和无法采集到准确的数据的问题。利用无人船，

通过无线传感网络、BDRS  网络将监测数据传输至监管部门中控中心，使污水采

样监测操作人员不用亲自进入污水排放的有毒有害环境中就能够 24  小时不间

断实时监测水质变化情况等相关信息。同时，借助高精度的北斗卫星定位、数据

采集节点的科学合理的分布式布置等方法不仅能精确无人船的坐标位置，还能根

据需要灵活快速改变无人船的位置，通过设置投放多个无人船并结合一定的算法

能够实现对整个监控水面大范围、连续化的监测，能有效地防止污水排放管理中

的漏洞，防止企业私设排污管道偷排污水，及时对偷排行为发出预警，若已发生

迅速分析出污染源位置及所属企业并且分析出污染物种类，汇报给监测者，及时

处理污染问题。而且无人船能使处理人远离有毒有害的环境，并且机器的效率在

处理污染的这一方面要强于人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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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采集

本文采用的科力达无人船，科力达测量船系统由小型无人船、自动导航测量

模块、外围控制终端等部分组成。除了无人船本身之外还包括如下硬件：全自动

多功能水质分析一体机 UPW-DM1100[4]、水质采集器、数据记录仪、北斗模块、

携带 WI-FI 模块的单片机、OPENMV 图像视觉系统。无人船安装上述设备之后，

在河流、湖泊中航行的过程中，由各种水质采集分析的传输器采集河流、湖泊以

及海洋的模型数据，北斗模块接收北斗卫星发送的信号得到经纬度信息，单片机

将上述数据打包整理传输给控制中心。设计如下图

可测量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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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中心包括水面系统和地面系统两部分，水面系统在无人船上直接接收水

质分析仪分析出的水质各项指数及北斗模块采集的数据，并对这些数据进行整

理、筛选、关联、存储、成数据表等操作，产生的结果能够直接指导无人船的走

向；地面系统是一个大数据分析平台。水面系统收集数据整理出来的结果传送给

地面系统，地面系统从覆盖河流，湖泊或者海洋的子系统获取这些数据建立大数

据模型，通过大数据算法能够提出更加科学高效的污染源寻找及污染物处理的指

导方案，同时也可以作为环境学研究的有力依据。

地面系统筛选、整理出水质信息，及这片水域是负责哪个区域的供水，将这

些信息公布到云平台上并快速迭代更新，解决水质问题和个别企业私排、偷排污

水的问题，大大减少人力物力的消耗。

3.无人船监测模式及误差分析

数据获取：用至少 6 艘无人船，沿河岸两侧间隔一段距离(d)交叉投放，而

后每艘无人船垂直于河岸向对河岸行驶，并采集河水污染物浓度数据(c)，最后

按一定时间间隔(至少 10 个时刻)返回(经度，纬度，c)这一三元组的数据。(注：

无人船返回到卫星，卫星传输到数据处理终端。)可能出现误差的地方和无人船

存在的安全问题。

4.污染源分析

水质监测系统[5]基于无线电台的通信方式并运用 Modbus 通信协议优点，将

传感器收集到的水质数据实时传送给监控中心。前方监测部分围绕着 CPU 模块

展开设计,  外围由 GPS 模块、收集模块、5  个传感器和一个电台组成。  监控中

心的结构非常简单,只需要由一台 PC 机和一个同型号的电台。  CPU 模块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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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CPU32,运行着一个精简版的 Linux 内核，具有非常高的数据处理速度和运行

大型程序能力，该内核已经内建了一个根据 Modbus 协议编写的设备程序，该程

序已经实现了开机自启动收集水质数据功能。北斗模块主要作用是能够让监控中

心时刻知道检测设备所监测水域的坐标，实现精确定位检测设备的作用。收集模

块主要负责收集传感器输出的信号进行模数转换，存到寄存器，最后通过电台发

出去。

无人船对水域进行等范围等周期的水质监测，并将监测数据与被监测地的地

理坐标绑定，地理位置信息由无人船上配备的北斗芯片提供，而后将所述监测数

据内的所有超标数据进行分类排序形成污染程度排序表，水质各项指数以地表水

环境质量标准基本项目标准限值（GB3838‐2002）为标准。根据所述污染程度排

序表的顺序将所述检测数据所对应的所述地理坐标使用描点法构成污染路径。无

人船的数据传输系统将水质分析系统收集整理出的污染程度排序表和污染路径

传输给地面的环境监测人员，同时自身通过这些数据建立污染源分析模型，来分

析可能存在的污染源的粗略位置。本方法可以减小环保工作人员的工作量，监控

污染物的偷排暗放，准确度高，提高工作效率[6]。 

北斗模块主要为无人船提供位置信息，通过北斗芯片来获得北斗卫星的地理

位置数据，无人船可以调整航向、航速来躲避障碍物等特殊情况，也可以通过人

远程通过操纵杆来操控，保持无人船的正常行驶状态。本发明通过拥有确定污染

源的效率高，准确度高，有效降低环保部门的重复工作的优点。

一、数据处理 

1.处理卫星数据

按照时刻(设有 10 个时刻)将数据分组记录在 txt 文档中，则应有 10 个 txt 文

档。在每一个时刻下，按照(Longitude，Latitude  ，c)排列。效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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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判断是否持续排污

若接受到的，属于同一艘无人船的污染物浓度(c)数据，相差很小很小时，则

为持续排放，否则为非持续排放。

3.寻源(污染源)[8]

利用特定时刻下的三元组数据，计算此时刻下的动态源点，即此时刻下污染

物浓度最高的坐标 Location(Longitude，Latitude，cm)。 

注：cm 为此处污染物的最大浓度。 

(1) 持续排放

综合全部动态源点坐标，并求得平均坐标，此即为排污源点。

(2)非持续排放

采用灰色系统方法[7]，利用所得到动态源点的 cm 建立 GM(1,1)模型，对排

污源点进行反演，可得从停止排污开始到测定数据时的时间(t)。 

在同一坐标系中，绘制每一艘无人船所测得的污染物浓度(c)与时间(t)的二维

图像，由此可以测得污染物的扩散速度 v。 

利用 s=v×t，可以算得污染物的移动距离，据此则可以在河流上标出排污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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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位置。

二、应用 

结合 GIS 开发移动终端应用 

(1)可以在地图上标注污染源的位置。

(2)制造模拟的扩散情况，如视频...(可给予法院以科学依据)

表 1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基本项目标准限值（GB3838-2002）单位：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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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补充项目标准限值 单位：mg/L 

5.水质净化处理

越来越多人开始放弃自来水，饮用自购的矿泉水、纯净水，作为饮用水源的

水污染正在对人们造成直接威胁。不仅如此，全中国七大流域，普遍面临水体污

染和水资源短缺问题，主要河流有机污染普遍，主要湖泊富营养化严重。大自然

本身有自我净化的能力，但是今天的生产方式在快速资本积累的动力下，人为打

破自然循环，透支自然的净化能力；不仅如此，过度消费也使资源被大量浪费，

消费的速度远远超过了资源再生的速度，而这些消费中大部分是浪费型的消费。

没有对生产和消费方式的彻底转变，再严格的环保标准也会被不断突破！ 

水质净化技术[9]： 

在该技术中，其主要包括有：第一，人工增氧。即通过人工曝气充氧技术的

应对水体的氧化还原电位以及溶解氧浓度进行提升，在对黑臭物质氧化起到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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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的情况下避免其发生厌氧分解问题，适合应用在水体的水质改善阶段中。第

二，絮凝沉淀。即向水中对絮凝药剂进行投放，在使药剂同水体当中污染物结合

沉淀后起到去除的效果。在实际处理当中，该技术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实现对水质

的快速净化处理，但如在水体当中原位实施，污染物则将紧紧沉入到水底，而不

会从水体当中去除，很可能存在反弹情况。对此，即不适合直接向水体对混凝剂

进行投放，而需要进行体外循环处理，适合应用在相对封闭的小型水体当中。第

三，微生物强化净化。即通过适当人工措施的应用对微生物的降解作用进行强化，

在使污染物具有更快转化分解速度的情况下使水体获得更强的自净能力，该技术

不适合应用在大规模水体中，而适合应用在小型封闭水体的处理。第四，人工湿

地。即通过土壤植物生态系统净化作用的发挥实现对水质的净化处理，适合应用

在封闭水质的生态修复工作当中。 

水体自然净化[10]方法： 

目前使用的净化工法根据净化原理及适用水质状况可分为 3 大类: ①植物

处理法，属于这一类的有湿地，植物缓冲带，植草沟及生态浮岛等; ②土地处理

法，包括土地渗滤及地表漫流 2种方式，其中土地渗滤有可分为地表渗滤及地下

渗滤等 2类型; ③接触氧化法，主要包括砾间接触氧化及水体填充人工滤料等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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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部分寻源算法代码(MATLAB) 

xxx = linspace(min(bb(:,1)),max(bb(:,1)),54); 

yyy = linspace(min(bb(:,2)),max(bb(:,2)),48); 

yyy = yyy'; 

for jj = 1:48xxx(jj,:) = xxx(1,:); 

end 

for jj = 1:54yyy(:,jj) = yyy(:,1); 

end  

zzz = griddata(bb(:,1),bb(:,2),bb(:,3),xxx,yyy); 

contour(xxx,yyy,zzz); 

if i>0 

Longitude=sum(Location(:,1))/num; 

Latitude=sum(Location(:,1))/num; 

disp('排污源点的经度为 ',Longitude); 

disp('排污源点的纬度为 ',Latitude); 

else 

y=Location(:,2); 

n=length(y); 

yy=ones(n,1); 

yy(1)=y(1); 

for i=2:n 

yy(i)=yy(i-1)+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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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B=ones(n-1,2); 

for i=1:(n-1) 

B(i,1)=-(yy(i)+yy(i+1))/2; 

    B(i,2)=1; 

end 

BT=B'; 

for j=1:n-1 

    YN(j)=y(j+1); 

end 

YN=YN'; 

A=inv(BT*B)*BT*YN; 

a=A(1); 

u=A(2); 

t=u/a; 

i=1:n+2; 

yys(i+1)=(y(1)-t).*exp(-a.*i)+t; 

yys(1)=y(1); 

for j=n+2:-1:2 

ys(j)=yys(j)-yys(j-1); 

end 

x=1:n; 

xs=2:n+2; 

yn=ys(2:n+2); 

plot(x,y,'^r',xs,y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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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0; 

sum1=0; 

sumpe=0; 

for i=1:n 

    sumpe=sumpe+y(i); 

end 

pe=sumpe/n; 

for i=1:n; 

sum1=sum1+(y(i)-pe).^2; 

end 

s1=sqrt(sum1/n); 

sumce=0; 

for i=2:n 

sumce=sumce+(y(i)-yn(i)); 

end 

ce=sumce/(n-1); 

sum2=0; 

for i=2:n; 

sum2=sum2+(y(i)-yn(i)-ce).^2; 

end 

s2=sqrt(sum2/(n-1)); 

c=(s2)/(s1); 

disp(['后验差比值为：',num2str(c)]); 

if c<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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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p('系统预测精度好') 

else if c<0.5 

disp('系统预测精度合格') 

else if c<0.65 

disp('系统预测精度勉强') 

else 

disp('系统预测精度不合格') 

end 

    end 

end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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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于北斗卫星/4G 网络的工程变形监测系统 

【摘要】：在当今的城市化的建设和社会的发展中，工程建设占有重要的地位，

工程建设项目数量，规模以及复杂程度日益增长。如果没有及时发现工程中的损

坏和形变，将会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因此人们对工程变形监测系统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本文列举了传统变形监测中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以及原因，指出基于北

斗卫星进行工程变形监测的优点和必要性。此外，本文还对国外基于 GNSS 的变

形监测系统的发展以及现状进行了介绍与分析，并与国内情况进行对比。然后，

迎合了北斗卫星系统得以发展的实际条件，结合前文所分析的我国当下变形监测

系统中的问题以及工程建设人员的实际需求，提出了一套基于北斗的工程变形监

测系统设计方案，并对其创新点与优点进行仔细加以介绍和分析。最后，根据围

绕此方案进行的实验结果讨论该方案的可行性与具体实现的方式，并对其远景进

行展望。 
【关键词】北斗定位；工程变形监测

1.研究背景：

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工程建设在城市化建设中的地位进一步突显，而

工程建设中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工程变形，在出现形变的情况下，若出

现由于气温导致的热胀冷缩现象、地基产生不均匀沉降或者是出现地壳运动时，

工程内部会产生额外的应力和进一步的变形，由此产生的额外应力以及进一步的

变形会使工程产生裂缝或者结构损坏，严重时甚至会导致工程崩塌，因此工程变

形监测系统无疑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随着工程规模以及工程复杂程度的增长，

传统变形检测系统的性能已经无法满足当前的工程高精度动态监测需求，传统变

形检测系统的缺点也日益突出。传统的变形监测主要有两大类[1]：1.大地测量的

方法，包括传统的高精度水准测量、角度、距离测量，地面和航空摄影测量；2.
物理学传感器方法，如采用测斜仪、垂线仪等专用的技术设备进行测量。

常规的大地测量方法虽然具有精度高、适用于不同的建筑材料和类型以及能

够适应不同的工作环境等优点，但也有工作量繁重、效率低下、易于受到外界气

候环境影响以及要求监测点间互相通视等缺点。此外，常规的大地测量方法通常

只能监测一维或二维的工程变形，并且很难实现工程形变监测过程的自动化。

物理学传感器方法的优点是能获得变形体内部的变形信息及高精度局部的

相对变形信息，并且容易实现长期连续工程形变监测过程的自动化。物理学传感

器方法的缺点是只能观测有限的局部变形情况。

相对于传统的工程形变监测方法，卫星监测系统具有高精度、全天候、准实

时的优点，卫星监测系统能够弥补传统监测上的不足，使用户能够实时获得监测

数据，并且能够对于工程中的预测预警，这对于为安全生产提供保障性和提升安

全监管能力有着重大意义。目前，国内已经有运用卫星监测系统进行工程监测的
实例。本文研究的北斗卫星监测系统在此基础上，添加了 4G 网络传输，登录安

全防护，WEB 端以及微信小程序实时监测等创新点，对于方便工程管理人员进

行工程变形监测有极大实用价值。 

作    者：徐子牟、徐文钰、陈子凡、周思慧
指导教师：刘海颖
学    校：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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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内外研究现状

传统的变形测量方法，例如大地测量方法和物理学传感器测量方法，虽然具

有精度高和地形适应强的优点，但同时也有测量效率低下、受环境影响大、监测

范围小以及不能实现自动化的缺陷。与此同时，空间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能够提

供高精度三维信息能力的 GPS 技术的出现，为各种形式的工程变形监测提供了

有效手段。当前，基于 GPS 技术的变形监测理论与方法已经成为广泛采用的变

形监测新方法、新技术之一。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外就已经有学者将GPS变形监测系统应用于大坝、

大桥等大型工程的变形监测。据有关报告[2][3]，最早把 GPS 技术用在大坝变形

观测上的案例是瑞士的 Naret 大坝。研究报告中指出，固定永久 GPS 监测仪器安

装在大坝将近 5 公里轴线上，其精度在水平方向上达到了毫米，在垂直方向上处

于 1mm-2mm 之间。虽然短期的相关应用分析不能揭示数据的长期分布，但仍然

显示了 GPS 应用于高精度的大坝监测数据的价值。相比传统的大坝安全变形监

测技术，GPS 变形监测技术有许多十分诱人的优点。GPS 变形监测设备只需固定

在一个地方而不需要去人工读数，并且，GPS 测量的数据是三维的，因此它能提

供大坝在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的变形信息。同样重要的一点在于是 GPS 变形监

测系统易于实现自动化观测。这不仅有助于减轻大坝管理人员的工作量，也可以

提高监测的效率和准确性（减少可能由人工导致的误差），在许多情况下可以为

大坝监测做很好的补充。

在我国，也有许多将 GPS 技术成功运用于桥梁大坝变形监测的案例。例如

小湾电站，基于 GPS 精确定位技术的工程变形监测系统，先后成功应用于小湾

电站枢纽区工程边坡、大坝和水库库岸滑坡体的变形监测。由于小湾电站具有规

模大、大坝高等特点，电站建立了全国规模最大的水电工程安全监测系统，共计

安装埋设监测仪器 10761 部（台）。该系统采用 GPS 一机多天线技术监测小湾水

电站的 2#山梁高边坡。高边坡 GPS 远程安全监测系统由数据采集、数据传输、

监控中心、数据处理与形变趋势分析及预警五个子系统组成，利用快速静态定位

技术、可视化技术和滤波技术，快速准确地观测和预报了 2#山梁边坡的变形信

息。并且，利用 GPRS 实现了 GPS 原始数据和现场视频信息无线传输至控制中

心，使在安全区域的控制中心能及时分析和决策。该 GPS 远程自动化安全监测

系统，为边坡、大坝的安全监测开辟了新思路和新模式[4]-[6]。 

3.方案简述

3.1 方案目的： 
GNSS 的变形监测系统具有高精度、全天候、准实时的优点，在电网、桥梁、

尾矿、大坝、高层建筑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此次项目主要研究基于北斗卫星监

测系统对工程形变进行监测，并且利用 4G 传输网络进行数据传输，在数据处理

系统和用户服务系统等子系统帮助下，使用户可以在电脑或手机上实现对大坝、

桥梁等工程的实时监测。

3.2 系统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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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结构图

主要分为四个模块：北斗终端、数据传输模块、数据处理系统和用户服务系

统。

3.2.1 北斗终端： 
北斗终端包括北斗高精度监测接收机、北斗多模天线、太阳能供电系统、

观测墩和避雷针。北斗终端来进行北斗信号的接收，并且将数据通过 4G 网络

来上传到云端服务器进行数据处理。北斗数据接收主板接收的数据通过 4G 用

TCP/IP 协议连接到云端服务器，发送登陆请求，传送本模块的设备号和登陆密

码到服务器，服务器根据接收到的设备号和登陆密码和从数据库里读取的该设

备的密码进行比较，如果符合要求则运行登录允许其发送数据到服务器，并且

传输的每个数据段开头均为每个设备唯一的鉴别码，并运用与该鉴别码绑定的

数据加密方式加密，只有该鉴别码与云服务器中的鉴别码库中该设备鉴别码匹

配才认定为有效数据，运用该鉴别码绑定的数据解密方式解密，将解密出来的

数据纳入计算。

3.2.2 数据传输模块： 
数据传输模块包括接收机中的 4G 模块、接收机外接 4G 天线和用户服务系

统外接 4G 天线。各北斗信号监测点与参考点接收机实时接收北斗信号，并通

过数据通讯网络将原始数据实时发送到控制中心，选择合适 4G 传输芯片对北

斗信号进行传输。

3.2.3 数据处理系统： 
数据处理系统包括编云端服务器的变形结算模块和远程控制模块、C/S 客

户端变形解算模块和远程控制模块。编写北斗数据处理软件实时差分解算出各

监测点三维坐标，并与初始坐标进行对比而获得该监测点变化量。建立智能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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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模型。分析软件根据事先设定的预警阈值，按照给定的误警率、漏警率、进

行报警。

3.2.4 用户服务系统： 
能够实时接收数据处理服务器发送的各项信息，并且在用户界面上进行信

息显示的软件系统。用户服务系统包括 Web 端监控系统、客户端监测系统和手

机小程序监测系统。

4.创新点与研究意义

1.变形监测方式的创意：传统的变形测量方法，例如大地测量方法和物理

学传感器测量方法，虽然具有精度高和地形适应强的优点，但同时也有测量效

率低下、受环境影响大、监测范围小以及不能实现自动化的缺陷。本系统采用

与传统变形测量方式完全不同的测量方式，利用北斗卫星系统对工程形变进行

测量，基于北斗的变形监测系统具有高精度、全天候、准实时的优点，因此项

目研究的系统能够实时、大范围、高效率地自动化对工程进行监测，有效避免

了传统测量方式的缺陷。该研究有利于实现工程变形监测的自动化，提升工程

变形检测的效率和准确性。

2.项目数据处理安全性方面的创意：由于北斗卫星系统检测的数据需要通

过 4G 传输模块发送至云处理器操作，如果云处理器接收了其他地区的信号或

者接收到了伪信号，则会带来数据结果以及安全性上的错误。本项目计划引入

登录请求程序北斗卫星监测系统数据接收主板接收的数据通过 4G 利用 TCP/IP
协议连接到云端服务器，发送登陆请求，传送本模块的设备号和登陆密码到服

务器，服务器根据接收到的设备号和登陆密码和从数据库里读取的该设备的密

码进行比较，如果符合要求则运行登录允许其发送数据到服务器，并且传输的

每个数据段开头均为每个设备唯一的鉴别码，并运用与该鉴别码绑定的数据加

密方式加密，只有该鉴别码与云服务器中的鉴别码库中该设备鉴别码匹配才认

定为有效数据，运用该鉴别码绑定的数据解密方式解密，将解密出来的数据纳

入计算。

3.数据处理的创意：采用 RTK、物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技术，实时采

集分布在各监测点的监测数据，形成基于云平台的监测大数据，通过高效的变

形监测算法，计算每个变形指标，实现预测预警，保障生产安全，提升安全监

管能力。

4.用户接收端的创意：用户可以利用 web 或移动设备进行工程形变监测。

此外，将编写卫星小程序使用户能够便捷，及时的查看工程情况，接收预警信

号。同时云服务器也可以把计算出的信息传送到工程公司接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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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围栏技术之全自动泊车 

【摘要】针对全域车位资源利用不足和城市停车难的社会问题，为了促进“互联

网+”智慧城市的建设，提出该平台系统。该系统以北斗（BDS）、超带宽（UWB）

定位技术和基于微机电系统（MEMS）传感器的定位技术为基石，兼以电子围栏技

术、车位检测、和互联网技术实现车位的自动管理。以 BDS、UWB 和 MEMS 组合定

位系统实现车辆与客户手机室内外精确定位。面向停车用户，提供车位搜索、车

位预约、路径规划、停车指引、反向寻车和自动付账等服务。本产品特地针对一

般的矩形泊车位设计电子围栏，对车辆安装电子标签车载终端通信系统，并进行

智能停车管理系统的设计方案讨论，提出一种可以实现停车全自动收费的设计方

案，并设计相关算法，能够有效解决用户自动停车、自动缴费,查找车位等一系

列问题。智能化程度高，方便实施推广。 

【关键词】BDS UWB MEMS 虚拟电子围栏技术 车位管理 全自动收费 

1.背景及意义

我国停车行业痛点较多，供给需求严重失衡。具体来看,停车需求端:1.一位

难求，停车平均时长近 20 分钟：从找停车位所花费的时间来看,平均长达 18 分

钟; 2.停车体验差：普遍存在三大突出问题出入慢、场内找车位难、缴费排队。 

将本产品投入停车场使用之后，安装本产品中的手机 APP 的用户可以搜索周

围的空车位，预定中意的车位,确定预定之后实现高精度导航，顺利到达停车场。

该平台与其他同类产品相比，主要用于解决现有的停车管理系统中的停车、收费

智能化程度低的问题，实现停车、收费、驶离的真正全自动。同时利用基于国产

北斗导航系统的组合定位导航系统，且具有定位精度高、投资成本低和全域共享

等特点，拥有较好的研发价值和市场前景。 

2.方案设计和要求

利用组合定位系统，兼以电子围栏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实现全域车位自动管

理，以多来源信息组合定位系统实现车辆电子标签及手机的室内外精准定位。

以电子围栏技术、室内外导航技术停车搜索、车位预定和反向寻车技术为核

心，以网络服务器平台作为信息沟通的桥梁，为路边车位和大型停车场提供车

位无人化方案，还具有路径规划、停车指引和智能全自动缴费、扣费等功能。

以提高停车的方便性以及实现停车场人力的解放。综合目前城市停车现状和生

活中实际的停车业务需求，“互联网+北斗+电子围栏”城市全自动停车模式结

构如图所示。该模式以移动互联网为支撑、以智能手机 APP 及车辆电子标签为

终端，车位管理系统服务器端能够及时对客户端发出的停车场搜索、停车位查

询与预订、停车以及反向寻车导航服务等请求做出响应。 

3.工作流程：

前期准备工作：需要给车辆安装电子标签车辆终端通信设备用以定位，以及

上传车辆位置信息；采集城市每个泊车位的位置信息利用测绘的方法将详细信息

存到车位管理系统服务器并进行规划电子围栏，建立围栏数据，用于泊车位的无

人化管理。 

电子围栏技术在泊车系统中的运行方法,涉及一种定位的方法,包括电子围

栏计算及建立围栏数据；其处理过程包括：第一步：车辆电子标签自动上传位置

信息.；第二步：建立通讯服务器并接收信息；第三步：读取电子围栏数据区域；

作    者：王宜杰
指导教师：
学校：吉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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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取车辆所在位置的经纬度坐标,传入到封装的公式类库中,进行运算结果如果

为 True,说明在指定泊车位范围内,通讯服务器给客户终端发送泊车成功的消息

并开始计时收费，同时在客户终端上实时显示相应的停车时间及价格；第四步：

运算结果为 false 就是车辆未进入泊车位，对车辆进行连续定位。 

停车具体流程如下： 

（1）车辆电子标签（车载终端）通过组合定位系统不断得到车载终端的精确位

置信息。通过网络 4G 网络，车辆将自己的位置信息发送给指挥中心，指挥

中心保存该位置信息并发给 APP 端。

(2)用户需要停车时，打开终端客户 App，可以看到当前车辆在地图中的位置，

可以通过访问服务器,获取附近停车场位置信息,并通过地图将车辆导航到

附近停车场；同时,在 APP 可以看到所有停车场的车位状态。查看某一指定

的停车场停车数量、空车位数量,以及空车位分布。客户可以停车请求信号

通过传递到指挥中心，指挥中心根据用户传递来的请求信号，通过组合定位

系统获取用户所在位置。

（3）指挥中心根据先前采集的车位信息以及车位管理系统，将最近的空余车位

显示给用户，手机端 APP 可以便可以绘制出停车场位置的“车位地图”，并

且能够具体到某个站点的泊位号，实现精确诱导停车。车位管理系统将综合

路况，价位及位置信息给用户推荐停车位，用户也可自己选择停车位，停车

位确认后，停车中心将适时利用组合定位系统给用户规划路径。

（5）用户根据手机显示内容，沿着获取到的导航路径寻找目标车位，停车中心

将利用组合定位系统，适时对室内外的车辆进行精确定位，提供高精度的位

置信息，并不断更新导航路径，精确的引导用户将车辆停放进车位。

（6）客户车辆到达停车位进入电子围栏范围内，即可自行下车离开，车位管理

系统检测到车载终端在电子围栏内，便识别为该停车位已经停车，开始进行

计时计费，计算用户停车时间，同时在客户终端显示停车相关信息。

（7）车主需要驶离时，在客户终端查找历史停车信息找到车辆位置，并根据步

行导航找到后，可直接驾驶汽车离开，组合定位系统监测到车载终端离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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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位管理系统将会停止计时;并且根据停车场停车收费标准,计算停车收费

情况,将缴费信息推送给用户。用户根据停车计时和收费详情核对自己的停

车费用。 

（8）相关说明：手机端绑定车牌号码,并对停车费用进行缴费,手机通过查询指

定的车牌号的停车缴费账单,对该车辆的停车记录进行缴费。APP 支持微信

支付、支付宝支付、银行卡支付等方式进行缴费,用户可以选择自己方便的

方式进行缴费。

4.硬件部分

4.1 “3 轴地磁传感检测器”车位子监测系统 

智能无线车位子监测系统采用可靠的传感器结合世界领先的 2.4G 频段的有

源电子标签作为传输手段，实现了对每一个停车位的车辆停放状态的即时、精确

的监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停车场管理的科学化、数据化的精确管理。 

4.1.1 系统工作原理及工作架构 

本系统使用 3轴地磁传感检测器，当车辆来到探测器附近，使得检测器附近

的磁场强度发生变化，检测器根据磁场强度的变化，判断车位是否有车或何时有

车并即时发送数据，如磁场强度未发生变化，则数据不发送。数据传输采用目前

世界领先的 LDSW(超低功耗、超低占空比智能无线通讯技术）技术，由有源电子

标签将数据信号发出，由 LDSW 读写器以无线手段采集该数据后，再提供至管理

后台进行操作控制。 

每一个停车位地面布放一个带 3轴地磁传感检测器的有源电子标签，标签自

带电池，工作时间 3-4 年，该车位检测其及电子标签以水泥钉或铁钉固定于车位

地面上即可。在停车场内，约 60—80 个停车位布放/挂一个 LDSW 读写器，读写

器的布放可挂或固定于墙体、电杆，树杆等物体上即可，读写器只需接上电源线，

并可兼容通过 485 网线等方式接入后台控制器电脑即可工作。 

4.1.2 系统优势特点 

(1)停车位实时监测对每一个停车位的车辆停放状况，有无车辆，停放时间

进行实时化的精确监测和显示。 

(2)工作简单、稳定性好系统工作全程无需人工干预，降低了使用及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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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成本。抗干扰性好，对现场环境各种干扰源无要求。 

(3)管理科学化、智能化系统实现了停车位信息的数据化，并以此实现了停

车位管理的智能化、网络化、联网管理，为本泊车平台的构建提供很大的帮助 

4.2 RTK 基站的建立 

Rtk 技术运用一些相似性的原理来消除误差，也就是说，它的载波信号，

通过一个已知坐标进行观测，把 RTCM 数字和相邻的进行解算，所以它有一个

“地面基站”的概念。并且 RTK 技术对于基站很是依赖，目前无线网络情况稳

定性还是有一定局限性，在城市复杂环境下，很多地方没有网络信号，甚至打

电话都很困难，这个时候没有移动基站，难以获取差分数据。 

4.3 UWB 基站的建立 

需要建立定位基站以及主基站。定位基站固定在已知位置，作为位置基准，

用于接收标签发射的 UWB 信号，并通过网络传输层，将定位信息传至综合定位系

统信息平台；主基站除具备从节点接收功能外，还向各从基站发射同步信号，使

各个定位基站获得统一的时钟，以便获得标签发射的信号到达不同基站的时间差

（TDOA）。车辆电子标签可通过 UWB 定位系统可进行精确零维、一维、二维以及

三维定位。 

4.4 车辆电子标签（车载终端）的构建 

需要建立由北斗+UWB 高精度定位模块、4G 通信模块以及运算和控制设备组

成的车载终端定位通信设备。该设备可以实现车位控制系统对车辆的实时高精度

定位、实时计算自身位置与电子栅栏坐标的距离，以及判断车辆是否进入停车位

等重要计算。 

(1)发送位置信息：UWB 基站提供北斗设备高精度定位需要的辅助信息,通过

网络传输到车载电子标签通信设备,收到定位辅助信息后,北斗模块通过融合算

法,计算出车载定位通信模块的精确位置,然后通信模块将该精确位置信息上传

给车位控制系统服务器，服务器再将车载终端位置信息发送给手机终端，驾驶员

便可以看到当前车辆所在位置，手机终端可以通过访问服务器获得显示当前带有

所有车位状态信息的停车场 GIS 地图。 

(2)运算控制模块进行计算：。运算控制模块会实时计算坐标位置与车位的距

离,以及判断车辆是否进入停车位。车辆进入停车场,手机会显示停车场的小地图,

车载定位通信设备通过 4G 模块经系统服务器将精确定位数据传送到手机后,车

辆驾驶员可以通过手机上的小地图看到停车场所有的车位状态信息,例如空车位

和已经停车的车位,然后,通过导引标识将车辆导引到最近的空车位。 

车辆停进泊车位过程中，车载定位通信设备通过通信模块获取到系统服务器

中保存的图车位的四个点坐标 1,坐标 2、坐标 3、坐标 4、坐标 6,然后车载定位

通信设备中的运算控制模块通过比对车位坐标 1,坐标 2、坐标 3、坐标 4、坐标

6 和车载定位通信设备的精确位置,判断车辆是否进入停车位,将结果通过图的

通信模块发送到系统服务器,服务器会通过计算,再次判断车辆是否进入停车位,

生成缴费信息,将结果发送到手机 APP,手机会根据获取到的数据,更新图的停车

场的状态,并且显示缴费提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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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软件部分 Android 客户端

5.1 注册登录  

使用该智慧停车模式的所有车主用户必须提前注册账号，涉及内容包括姓名、

身份证号码、车牌号码、联系方式等实名信息。对于拥有多车牌的用户可以在一

个账号下注册多辆车。 

5.2 个人中心 

车主用户进行密码、联系方式等个人信息和车辆信息的编辑，查看停车记录

信息和系统推送消息， 收藏停车场及管理钱包支付密码等功能。  

5.3 停车场和停车位信息查询提供两种停车场和空闲车位信息查询方式，为

车主用户提供车位早知道服务。一是直接基于地图数据进行精确搜索和模糊查找，

此方式不受约束条件限制;二是利用 GIS 空间分析功能进行查询。查询的约束条

件包括“最近距离”“停车价格”“停车位使用时段”“最远步行距离”等不

同标准，力争充分利用公共资源，节约时间。 

5.4 停车位预约停车用户基于停车场和空闲车位查询结果可以直接预订停

车位。下一位车主用户对该停车位进行预定时，该车位会显示已被占用，不能重

复预定。同时提供取消预定和查询车位预留剩余时长、续预订及对预订车位预付

定金等功能。当其他用户到此车位时 APP 显示无法停车字样。 

5.5 地图导航运用 BDS、UWB 和 MEMS 组合定位系统为车主用户进行精确定位

并提供停车场外部实时路况查询、地图导航等功能。大型商业区和购物中心的停

车场，通常停车空间大、具有相似的标志物，车主难以辨别方向，造成在停车场

内迷失方向。车位管理系统需要记录车主在停车场内行驶路线，车主当前所在位

置及车辆停放位置，引导车主到达车辆停放位置 

5.6 在线支付通过车辆电子标签进入和离开电子围栏的时间，两者时间差记

为停车时间，计算产生的停车费用，并且与支付宝或微信等网络支付软件绑定直

接付款。 

6.核心技术及创新点：

6.1 采用“类共享单车”电子围栏技术实现车位的智能管理 

利用测绘方法将停车场以及停车位详细位置信息保存到服务器,记作一个个

的电子围栏并将坐标系最终体现在 GIS 图层，利用北斗等的组合定位系统提供高

精度定位的方法采集车辆的精确位置,提供给车位管理系统与广大用户。通过将

车辆的精确位置信息与服务器保存的电子围栏车位位置信息做比较,判断车辆是

否进入停车位,精确判断停车的起始时间和驶离时间,然后准确计费,避免了人工

收费引起的各种弊端为了实现电子围栏精准的位置信息，利用地基增强系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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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北斗高精度定位测绘工具结合 RTK 载波相位差分技术取得泊车位的精准位置

数据，定位精度可以达到亚米级乃至厘米级。车载通信设备不断将自身位置信息

发送给本系统服务器，并且与 GIS 图层的电子围栏进行比对，判断车辆是否已经

进入停车位，生成缴费信息，将结果发送至手机 APP。手机终端会根据获取到的

数据，更新停车场的状态并且显示缴费提示信息。 

6.2 采用北斗、超宽带定位技术、基于微电系统传感器的定位技术三合一的

独特定位技术，以在室外甚至室内地下的精确定位。 

在室外空旷的环境下，BDS 可以以最小的成本代价提供较高的定位效果，当

在室内大型停车场情况下，BDS 失效时，转入 UWB/MEMS 定位模式，一方面 UWB 

可以提供精确的定位信息，有效地校正 MEMS 航位推算所累积的误差，使得系统

在长航时导航时得到满意的定位效果；另一方面 UWB 信号受到干扰或者由于成本

原因部署基站较少时而无法定位时，利用 MEMS 进行临时的航位推算可以有效弥

补定位中断的缺陷，提高系统定位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系统总体架构图 

BDS 在室外能够取得较好的定位性能，而 UWB/MEMS 组合定位系统在高楼密

集的市区和室内能够取得较好的定位精度，因此两种特性互补的定位子系统的融

合不仅能够提高定位精度，还可以实现室内室外的无缝定位，扩大了定位系统的

使用范围。 

7.结 语

互联网+停车已经成为建设智慧城市的重要内容。以及物联网快速发展的背

景，分析了城市的停车现状，设计车位自动管理系统。用户借助手机便可以在客

户端进行停车场与停车位信息查询、停车位预订、车位路线导航、全自动在线电

子支付等功能体验，实现了目前停车空间资源利用的最大化，缓解城市交通压力

的同时，也将促进智慧城市的建设。全自动停车技术使用简单，易于操作。我相

信互联网+全自动停车将会成为未来汽车泊位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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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GNSS 的无人机禁飞区监控告警 APP 软件设计与飞行测试 

【摘要】针对无人机飞行活动缺乏有效登记和管控（又称“黑飞”）的相对混乱

局面，基于卫星导航系统的导航定位功能，站在航空管制部门角度，提出了一种

无人机禁飞监控管理系统方案，详细阐述了禁飞区数据发布和无人机监管流程。

在 Android 编程环境下自主开发了无人机禁飞区监控告警 app 软件。基于大疆公

司的 Matrice100 开源无人机平台，利用 DJI Mobile SDK 和百度地图 SDK 软件开

发包，研究了 Remotecontroller 等 10 余种函数库的使用方法，编程实现了

Matrice100 无人机 GPS 信息位置实时获取与地图匹配显示；设计了无人机禁飞

区标绘算法，利用百度地图的 Marker 设定功能，可在地图上自定义加载禁飞区

域；提出了无人机闯入禁飞区后的监控告警方案，并利用 Marker 监视进行了编

程实现。利用无人机和装有 app 的安卓终端进行了实际飞行测试，表明所开发的

app 软件能够进行禁飞区数据加载和实时监控告警，验证了 app 软件功能的有效

性。为无人机禁飞管控和告警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路，对航空管制部门保障飞行空

域安全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无人机、航空管制、黑飞、卫星导航、禁飞监控、app开发 

【Abstract】Lacking of effective registration and control for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 flight activities (also known as "black flights") is relatively 
chaos.Based on the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of navigation and positioning 
function,standing in the air traffic control department point of view, this paper 
proposes a UAV no-fly monitoring management system solutions, in detail 
elaborated the no-fly zone data release and UAV regulatory process. In the 
android programming environment,it has independently developed the 
monitoring and warning app for UAV's no-fly zone.Matrice100 open-source UAV 
platform based on the DJI company,using the average Mobile SDK and Baidu 
map SDK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remotecontroller and so on more than 10 
kinds of method of use,programming to achieve the UAV real-time acquisition 
and map matching display;This paper designs the UAV fly zone plotting 
algorithm,and uses the Marker setting function of Baidu map to customize the 
forbidden zone on the map.In this paper, the monitoring and warning scheme of 
the UAV's intrusion into the no-fly zone is put forward,and the program is 
implemented by using Marker monitoring.Using UAV with android terminals 
equipped with app has carried on the actual flight tests,show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apps can be a no-fly zone load data and real-time monitoring 
alarm and verify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app software functions.It provides a new 
idea for the control and alarm of unmanned aerial vehicles,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aviation control department to guarantee the safety of flight 
airspace. 
【keywords】UAV、Air traffic control、Black flight、Satellite navigation、No-fly 
monitoring、App development 

1、背景及意义 

黑飞是指一些没有取得私人飞行驾照或者飞机没有取得合法身份的飞行，也

作    者：吕宇鹏、姜锋、周佳丽、李俊
指导教师：李豹、王黎明
学    校：海军工程大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十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04



2

就是未经登记的飞行，这种飞行有一定危险性，任何未取得航空管制部门许可的

飞行都是不允许的[1]。无人机作为未来无人作战的重要武器装备，因其军民兼容

共用性能好，广泛应用到了商务航拍、环境监测、应急救灾、信息采集等领域。

随着无人机产业的迅猛发展，无人机数量日益增多，无序升空日益频繁，导致黑

飞事件接连不断发生，给空域内的其他军民用飞机、地面人员和财物带来极大的

安全隐患[2]。 

2015年以来美国发生了多起小型无人机在低空飞行并闯入限制空域的事件，

其中 2015 年 10 月 9 日在华盛顿纪念碑附近，两名操作人员无意间让一架小型无

人机坠毁在白宫后院草坪上引发了关于无人机安全的热议。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仅 2016 年就收到了来自飞行员以及民众的关于小型无人机闯入低空民航航线以

及私人领地的投诉超过 600 余起。法国在 2014-2015 年发生多起小型无人机飞跃

总统府、核电站等建筑，非法操纵无人机进行拍摄等事件。近两年国内也发生多

起小型无人机未经审批的非法飞行活动，2013 年北京某公司操作无人机未经申

报进行航拍活动，致使多架民航班机避让延误。同时商用无人机还被用来偷运违

禁品，比如把手机和武器送进监狱，盘旋在私人住宅上方进行拍照活动，这些非

法的飞行活动带来了安全和隐私方面的隐患。增加了民众对无人机进入国家空域

内飞行的担忧。因此，如何规范无人机航空活动已经成为各国航空管理部门面临

的一大挑战[3-6]。 

现行的空管监视手段存在缺陷，对无人机的有效探测与跟踪较为困难。目前

航空管制部门的监视手段多使用雷达，由于波长和技术体制原因，对反射截面积

较小，飞行高度较低、速度较慢的目标无法有效监控，且雷达监视手段多需要安

装相应的应答设备，对大量没有安装应答机的无人机来说无法实现监视。且当前

雷达测距精度指标无法满足无人机在繁忙空域的定位监视要求，这给空管飞行安

全带来了极大的隐患[7，8]。 

随着我国北斗系统的建设与发展，定位精度不断提高，利用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的导航定位功能，实现对无人机的飞行进行动态监视。站在航空管制部门角度，

提出一种无人机禁飞管理系统方案，同时针对无人机用户开发了禁飞区监控告警

终端 app，可为航空管制部门有效监管无人机黑飞提供借鉴。 

2、系统设计方案 

2.1 系统总体方案设计 

系统由航空管制部门、无人机生产厂家、无人机产品、用户等部分组成，结

构框图如图 1所示。航空管制部门处于整个系统的顶层，定期向社会发布禁飞区

域信息，要求无人机厂家依法向所属的无人机加注禁飞信息，并服从监管部门的

监管。在下发禁飞区域信息时，信息传递要求安全高效，须防止出现遗漏或篡改

的情况，加密方法可由航空管制部门制定。无人机生产厂家处于系统的中间层，

需服从航空管制部门管理，随时接受禁飞区信息，并加注至无人机中。用户及无

人机处于系统终端的被监管层，当用户购买无人机时，须依法向航空管制部门实

名登记个人信息，并按规定使用无人机，当无人机操控程序出现禁飞区提示时，

用户应及时避让禁飞区，避免发生意外。无人机操控程序需将无人机进出禁飞区

的信息进行记录并发送给航空管制部门，由航空管制部门对违法行为进行仲裁，

追究用户责任，系统业务流程图如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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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系统总体结构框图 

航空
管制部门

无人机
生产厂家

无人机产品

用户
无人机是否
进入禁飞区

反馈信息

随时下达空管信息
1.出厂前预设禁飞区
2.随航管部门信息发

布，添加禁飞区

销售渠道

使用无人机

用户移动终端
显示告警信息

无人机进入禁飞区

无需反馈信
息，无人机
执行正常任

务

正常飞行

监管部门

监管

图 2 系统业务流程图 

2.2硬件平台介绍 

（1）无人机平台

无人机平台采用的是大疆公司的 DJI Matrice100（简称 M100）型号的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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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M100 是一个专为开发者二次开发而推出的四轴飞行器，是一个可以满足开

发者拓展需求的无人机平台。其最大起飞重量为 3600g；工作环境温度为-10℃

至 40℃；悬停精度，垂直:0.5m,水平:2.5m；最大可承受风速为 10m/s。M100 扩

展机架采用模块化设计，可以在机身上安装各种 DJI 扩展设备和第三方设备，比

如不同功能的相机、各种传感器模块、图传设备或自己自主搭建的任务设备等，

实物图如图 5所示。 

图 5 DJI Matrice100 

（2）无线传输模块

系统无线传输功能由遥控器C1实现，其工作频率为5.725至5.825GHz，922.7

至 927.7MHz；信号有效距离(无干扰，无遮挡)CE: 3.5km,FCC: 5km；等效全向

辐射功率(EIRP)：10dBm，900M。无人机自身传感器的数据信息可以通过无线信

道将数据发送至遥控器，遥控器再通过有线连接将数据发送至信息获取终端（平

板或手机），终端实现无人机信息的实时显示并记录而且具有收发功能。无线传

输结构图如图 6，遥控器的实物图如图 7所示。 

图 6 无线传输结构图 

图 7 C1 遥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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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禁飞监控告警 app 软件设计方案 

针对单个无人机用户，基于 android 编程环境，设计和开发一款禁飞区监控

告警终端 app 软件，实现无人机黑飞实时监控。硬件平台选用了大疆公司的 DJI 

Mtrice100，由于其开发环境的开源性，所以能够通过调用库函数的方式来读取

无人机的飞行位置信息，全面掌握无人机的整个飞行过程。禁飞监控设计时使用

百度地图 SDK 绘制自定义 Marker 来添加禁飞区，并设定 Marker 监听来达到禁飞

区内无人机监视的目的。在任意安卓终端安装所开发的 app 软件，可实现对无人

机的无线连接，实时接收无人机位置信息并在地图界面上匹配显示。在无人机按

要求加载禁飞区数据后，若无人机飞行时闯入禁飞区，app 软件的禁飞判断算法

就会做出检测，自动触发告警提示，禁飞提示系统组成框图和场景模拟图如图 3、

图 4所示。若有权调用无人机电机控制程序，在用户闯入禁飞区规定时间内未离

开禁飞区，不听从禁飞告警的情形下，强制无人机进行自动返航，即在禁飞信息

告警的基础上，对用户的黑飞行为进行干预，使无人机回到起航点，终止飞行任

务。 

图 3 禁飞提示系统组成框图

图 4 禁飞提示模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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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禁飞监控告警 app 软件开发流程 

利用 DJI Mobile SDK 开发的方式，自主设计一款可以在安卓系统的手机或

平板上运行，实现对无人机的实时定位显示，加注禁飞区信息及对无人机闯入禁

飞区后进行提示的功能。系统的算法流程图如图 8。 

图 8 算法流程图 

软件功能算法的实现： 

1) Android 开发：Android 是 Google 最先提出的，为移动设备所服务的软

件。它的系统架构和其他操作系统一样，采用了分层的架构，具体分为

四层，从低到高依次为应用程序层、应用程序框架层、系统运行库层和

LINUX 核心层。Android 拥有四大核心组件，分别为活动、广播接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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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和内容提供者。本课题自主软件开发是基于 Windows 系统进行，通

过 Android studio 开发平台进行开发的。Android studio 软件初始界面

如图 9所示。 

图 9 Android studio 初始界面 

2) 导入 DJI Android SDK Package:M100 是一个专为二次开发而推出的四轴

飞行器，有关 M100 的操作大疆都做成了库函数的形式，开发者在开发过

程中可以将库函数包导入到工程，只需要对库里的接口、类或者方法进

行操作就可以实现所需要的功能[3]。如图 10 所示。

图 10 导入 DJI Android SDK 界面 

3) 申请 DJI APP Key：DJI Mobile SDK 开发 APP，成功运行 APP 之前需要在

大疆官网注册 APP Key，并将 APP Key 在程序中注册。如图 11、12 所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十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10



8

图 11 APP Key 注册界面 

图 12 注册信息显示界面 

4) 地图信息：利用百度 Android 地图 SDK 开发包进行项目创建，显示无人

机实时位置并作为用户界面进行人机交互，可以添加标记，设置禁飞区，

百度地图 SDK 可以设置三种类型的地图，分别为卫星地图、普通地图和

空白地图，为使功能展示更为直观，本项目采用卫星地图进行编程；

5) 位置信息的获取：dji.common.remotecontroller 开发包用于实现飞行器

的经纬度获取。调用函数doublegetLongitude()和doublegetLatitude()

可以获取飞行器经纬度信息；

6) 连接：通过无人机与遥控器之间的无线通信链路将 M100 自身传感器数据

发送到遥控器端，遥控器端通过 USB 数据线与手机或者平板连接，再将

数据通过 USB 数据线发送给手机，自主设计的软件读取手机接收到的数

据，实时显示无人机位置并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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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添加自定义禁飞区 

7) 无人机实时定位：从终端接收到的无人机的位置信息，通过调用百度地

图 SDK 显示定位功能，在软件上进行显示，实时掌握无人机的位置；

8) 禁飞区域设置：通过地图状态改变相关接口和单击事件接口来实现百度

地图界面添加点。本项目中将禁飞区设置为圆形，因为两点间相对位置

判断采用圆形更加直观和准确，判断无人机是否进入禁飞区的算法更易

实现。调用绘制圆形的相关代码，以该点为中心绘制自定义半径的圆。

软件可以显示添加点的经纬度及禁飞区半径，如图 13 所示；

9) 是否进入禁飞区的判断：采用百度地图 SDK 的 Marker 覆盖物点击事件监

听接口来将无人机位置与实验中设置的禁飞区中心点间距离与禁飞区半

径进行比较来判断无人机是否进入禁飞区；

10) 软件自动报警功能:当无人机进入禁飞区后，软件界面自动出现禁飞区警

告的提示，并使手机响铃，产生振动。无人机进入禁飞区后的报警界面

如图 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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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报警界面 

3、无人机实飞场景下的 app 功能验证 

在无人机实际飞行场景下，利用安卓手机安装自主研发的 app 软件，在保障

无线通信连接顺畅的基础上，设置禁飞区并操控无人机按照预定轨迹进行飞行，

对 app 软件的无人机位置实时获取、自定义加载禁飞区、无人机闯入禁飞区告警

三个功能进行验证。（实际飞行场景和验证过程见视频附件） 

3.1 用户界面 

该界面共有三个按钮：添加、定位和删除，分别可以实现添加禁飞区，对无

人机初始定位和删除预设禁飞区的功能,初始界面如图 15 所示: 

图 15 用户初始界面 

3.2 无人机位置实时获取功能验证 

设计的程序可以实现对无人机的实时定位功能，通过百度地图 SDK 显示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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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采用跟随态定位模式，实时显示无人机位置。为使用户界面更简洁，不显

示无人机路径，每隔一秒删除上一无人机位置。对于功能可否实现，采用人工操

作无人机的方法进行飞行测试。选取航路，无人机飞行轨迹与地图实时位置显示

一致，实时定位功能得以实现，且该功能在禁飞提示功能实验中亦可得到验证，

因为禁飞判断需要通过相对距离算法来实现，若不能实时定位，则无法实现禁飞

提示功能。综上，实时定位功能得以实现。 

3.3 自定义加载禁飞区功能验证 

长按手机屏幕添加 Marker，软件界面显示 Marker 经纬度信息。点击添加按

钮，设置禁飞区半径，点击添加，添加禁飞区成功。加注禁飞区功能如图 16 黄

色区域所示。 

图 16 添加禁飞区界面 

3.4 无人机闯入禁飞区告警验证 

人工操作无人机向预设禁飞区飞行，开始任务时无人机在禁飞区域外，软件

不进行提示，无人机正常执行飞行任务；操作无人机向禁飞区域移动，在无人机

进入禁飞区边界时，软件出现报警提示框；飞离禁飞区，报警提示解除。故报警

提示功能得以验证。提示界面如图 1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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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报警提示界面 

4、实验结论及推广前景 

4.1 创新点

1) 基于航空管制部门角度，提出了一种无人机禁飞管理系统方案，为无人

机黑飞监控提供了一种创新思路；

2) 基于 Android 平台开发了无人机用户禁飞监控告警 app，可对无人机实

现实时定位、加注禁飞区及对无人机进入禁飞区后进行提醒；

3) 基于 DJI Mobile SDK 的无人机控制应用程序，可以对无人机进行实时控

制，也可以接收在无人机上安装的导航模块发送的位置信息，更加直观，

易于操作；

4) 基于百度地图 SDK 接口编程，可以轻松访问百度地图的服务和数据，交

互性强，交互界面更加人性化；

5) 采用圆形禁飞区设定，可以最大限度的包含重要目标进行禁飞区设定，

避免无人机黑飞导致意外事故发生；

6) app 可安装在任意安卓终端，操作简便，便于携带。

4.2 进一步实验改进措施

1) 进行航迹自动规划。本次实验规划的路线较为简单，而且采用人工操作

的方式进行实验，下一步可以设计算法对无人机进行航迹规划，尝试更

加复杂的路线；

2) 获取无人机电机控制权。由于无人机厂家政策原因，目前大疆公司未开

放底层代码，无法在无人机滞留禁飞区一段时间后进行自动返航。下一

步可以通过相关部门与厂家进行沟通，获取无人机控制权来再次试验；

3) 将无人机前进方位角在软件界面得以显示。本项目中自编 APP 界面中的

无人机首部一直指向正北，没有随无人机方位角进行改变。在下一步的

项目中可以调取无人机坐标轴姿态信息，应用于软件界面，使无人机首

部指向跟随前进方向运动方位角发生变化；

4) 关于 DJI Mobile SDK 应用进一步开发。可以加入实时图像信息传输接收

功能，更加全面掌握无人机；另外优化应用界面，增加地图精度，显示

更加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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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任意形状禁飞区自定义设置。

4.3 推广前景

1) 可推广应用于航空管制部门，建立一套基于北斗的黑飞监控系统；

2) 利用卫星定位进行无人机与禁飞区相对位置判断，解决了雷达无法对小

型无人机进行监测的问题，也解决了雷达监测方法定位精度过低，不能

满足对无人机在繁忙空域的定位监视的问题，提高了无人机黑飞监控的

监测精度，而且降低了采用雷达进行管控的成本；

3) 加注禁飞区方面。无人机黑飞存在相当大的隐患，对国家及人民生命财

产安全具有一定威胁，通过加注禁飞区对重点位置空域进行监视，可在

一定程度上减少黑飞事件的发生；

4) 软件可实时显示无人机位置，使用户能够实时关注无人机位置动态，方

便用户在视距外操控无人机执行飞行任务；

5) 基于安卓系统编程，用户数量众多且覆盖区域广，性价比高，方便进行

推广。

参考文献 
[1]百度百科[EB].https://baike.baidu.com/item/黑飞，2018-03-01.
[2]黄志敏，熊纬辉.轻微型无人机广泛应用带来的安全隐患及其管控策略[J].河北公安警察

职业学院学报.2015(15):32-38.
[6]祁圣君.无人机系统进入国家空域面临的挑战[J].无人机.2017,(6):18-26.
[5]李家杰.未来空管对无人机的监视与服务探讨[J].科技创新与应用.2016，（27）：22-24.
[4]刘波.我国小型无人机发展现状与思考[J].技术与市场.2017（24）：50-53.
[7]王雪峰，杨明，胡潇，王伟勋.无人机空管领域现状分析与空管系统设计[J].现代导航.2016,
（5）:8-10.
[8]于样森，王岩.谁来给无人机当“航管”？[N].中国国防报.2016（10）.
[9]赵航.无人机，何时告别“无人管”？[N].工人日报.2017（7）.
[3]郭霖.第一行代码 Android 第 2 版[M].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
[10]张建源.Android 开发技术的学习及应用[M].现代工业经济与信息化.2014,(6):62-6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十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16



14

附：部分关键源代码（禁飞判断功能） 

public void DjiGPSData() { 
product = DJIDemoApplication.getProductInstance(); 
if (product != null && product.isConnected()) { 

mRemoteController = ((Aircraft) product).getRemoteController(); 
mRemoteController.setGPSDataCallback(new GPSData.Callback()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Update(GPSData gpsData) { 

  droneLocationLat = gpsData.getLocation().getLatitude(); 
droneLocationLng = gpsData.getLocation().getLongitude(); 
if (checkGpsCoordination(droneLocationLat, droneLocationLng)) { 

final LatLng point = new LatLng(droneLocationLat, 
droneLocationLng); 

 final OverlayOptions option = new 
MarkerOptions().position(point).icon(aircraft).animateType(MarkerOptions.MarkerAnimateType.
grow);; 

 runOnUiThread(new Runnable() { 
 @Override 
 public void run() { 

 if (overlay != null) { 
  overlay.remove(); 

 } 
 overlay = baiduMap.addOverlay(option); 

 Iterator iter = limitfly.iterator(); 
while(iter.hasNext()) 

 { 
  LimitFly lmtfly = (LimitFly) iter.next(); 

if( SpatialRelationUtil.isCircleContainsPoint(lmtfly.latlng, lmtfly.radius, point) ) { 
//       Toast.makeText(MainActivity.this, "警
告！！！！！！！！！！！！！！", Toast.LENGTH_SHORT).show(); 

    application.SetEnabled(true); 
//                                        enabled = true; 

  startService(new Intent(MoveActivity.this, 
AlertService.class)); 

  break;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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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无人机监测禽流感系统 

作    者：丁苗、李祺、苏新航、于剑 

指导教师：闻新 

学    校：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摘要】 

随着北斗导航系统的不断更新升级，北斗定位也进入百姓的日常生活。为了

让北斗导航系统更好的融入我们的生活，更好的为我们服务呢，我们设计了基于

北斗导航系统的无人机监测禽流感系统。该系统可以在日常生活时及时监测禽类

的健康状况，并能在禽流感疫情爆发时，立即通知有关部门，系统还可以在疫情

侵入人群时，对人群进行及时的疫情监控，将疑似流感人群有效隔离，阻止疫情

的进一步传播和扩散。 

【关键词】北斗导航系统;无人机;禽流感；热成像技术；智能监测 

背景及意义 

背景： 

1. 最近，国家卫计委疾病预防控制局发布 2017 年 1 月全国法定传染病

疫情概况。2017 年 1 月，全国报告法定传染病 482091 例，死亡 1121

人，其中人感染 H7N9 禽流感发病数 192 例，死亡数 79 人。从最初的

H1N1 到最近新出现的 H7N9，禽流感，这种以禽类为主体，不断扩散到

人群中的禽流感，正在大范围扩散。

由于禽流感患者发病初期表现为流感样症状，包括发热、咳嗽，可

伴有头疼、肌肉酸痛和全身不适，也可以出现流涕、鼻塞、咽痛等类似

于普通感冒的症状，不易被人们发现，得不到早期的治疗。且禽流感病

毒变异速度快，而目前人们并未发现治疗禽流感的有效药物，使得禽流

感的治疗效果不很明显。 

2. 热成像技术是指利用红外探测器和光学成像物镜接受被测目标的

红外辐射能量分布图形反映到红外探测器的光敏元件上，从而获得红外

热像图，这种热像图与物体表面的热分布场相对应。通俗的讲红外热像

仪就是将物体发出的不可见红外能量转变为可见的热图像。热图像上面

的不同颜色代表被测物体的不同温度。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热成像技术就已经应用在军事上。由于这

种仪器是靠热辐射来工作的，它能够透过漆黑的战场让士兵们清楚地看

到敌方的行踪。又由于它为无源性接收系统，比无线电雷达等可见光装

置和更安全、隐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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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热成像技术已经广泛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一个重要应用是

诊断疾病，大家都知道，当某一部位出现炎症时，体温会升高，测量体

温能够判断有无炎症，但不能确定炎症的具体位置，而热像仪可以直观

给出人体温度场分布图，将病变的热图与正常热图比较，就可以从异常

变化上诊断病灶部位。 

中国的热成像技术起步于70年代中期，经过20多年来不懈的努力，

依靠我们自己的技术力量，中国工程人员已经成功地研制开发出了多种

热像仪和热成像系统。性能优良的红外热像仪正在广泛地应用于中国的

国防和国民经济建设中。 

3. 无人驾驶飞机简称“无人机”，英文缩写为“UVA”，是利用无线电遥

控设备和自备的程序控制装置操作的不载人飞机。与载人飞机相比，它

具有体积小、造价低、使用方便等优点。

   目前，无人机向着高空长时化、隐形化、空中预警化和集群智能蜂

群化方向发展。尤其是集群智能蜂群化这一发展方向。集群智能蜂群化

是指将命令下达给“蜂群”而非个体。“蜂群”之间彼此会不停地“交

谈”，在没有个体指挥官情况下形成“蜂群智能”。在组成集群过程中，

如果个别无人机发生故障或损失，剩余无人机会根据参与组网的无人机

实际数量做出反应，自主调整编队形式，继续完成既定任务目标，这是

无人机智能集群技术最为诱人的特征之一。 

    我国无人机已发展了将近 30 余年，当前无人机可实现高分辨率影

像的采集，在弥补卫星遥感经常因云层遮挡获取不到影像缺点的同时，

解决了传统卫星遥感重访周期过长、应急不及时等问题。 

研究意义： 

    在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数量多。且对于禽流感这种主要以禽类

为主体，不断扩散到人群中的流感病毒，目前尚没有有效的治疗药物。

结合禽流感病毒的特点和现有研究发现，目前认为，携带病毒的禽类是

人感染禽流感的主要传染源。减少和控制禽类，尤其是家禽间的禽流感

病毒的传播尤为重要。 

    禽流感一旦传染到人群中，便通过空气传播等途径在人群中扩散开

来。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及时的监测到流感人群，进行隔离，阻止禽流

感的进一步传播就显得尤为重要。 

    通过我们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无人机监测禽流感系统，既能对禽类

进行实时的监测，又能在禽流感在人群中爆发时，及时监测到流感疑似

人群，阻止禽流感的进一步扩散。且基于无人机集群化和北斗卫星的精

确定位及短报文通信功能，可最大程度的阻止禽流感的爆发，也为找寻

治疗禽流感的特效药物赢得了时间。 

设计方案原理： 

    本项目主要研究内容主要分为静态红外热像监测报警系统、北斗导航模块及

后续处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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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无人机监测禽流感系统主要分为两步： 

第一步，当禽流感初步在禽类中出现时，还未扩散到人群中时，通过静态红

外热像监测系统，对大型的养殖场进行 24 小时不间断监控，若有疫情发生，我

们的静态红外热像监测系统就能通过实时的监测热像，发现高热症状，并通过报

警系统进行报警，实现同步报警，没有时间误差。此时，养殖场管理人员就可针

对爆发禽流感的家禽进行治疗，阻止禽流感的传播。 

第二步，由于禽流感可通过空气传播，所以，当出现人类被传染上禽流感时，

就应在这种特殊时期，启动由无人机搭载红红外热像监测系统和高分辨率的影响

采集装置组成的集群化无人机监测网络，对一定区域实行覆盖和监测，由红外热

像监测系统及时发现疑似禽流感人群，并由高分辨率相机采集疑似流感人群的图

像信息，再通过北斗导航定位模块进行定位，与此同时，红外热像报警系统向有

关部门进行报警，从而调动其它资源对禽流感人群进行准确的分析，一经确定，

立即隔离治疗，阻止禽流感的进一步传播。 

设计方案具体介绍： 

    无人机: 

当前无人机可实现高分辨率影像的采集，在弥补卫星遥感经常因云层遮

挡获取不到影像缺点的同时，解决了传统卫星遥感重访周期过长、应急不及

时等问题。 

且无人机的集群智能蜂群化，可使“蜂群”之间彼此不停地“交谈”，

在没有个体指挥官情况下形成“蜂群智能”。在组成集群过程中，如果个别

无人机发生故障或损失，剩余无人机会根据参与组网的无人机实际数量做出

反应，自主调整编队形式，继续完成既定任务目标。由此，由无人机组成的

可覆盖一定范围内的无人机监控网络就已形成。 

单个无人机监控一定区域内地面 （如图）

由无人机组成的无人机监控网络 

（1） 静态红外热像监测报警系统:

红外热像仪模块：红外热像仪可将不可见的红辐射转换成可见的图像，物

体的红外辐射经过镜头聚焦到探测器上，探测器将产生电信号，电信号经

过放大并数字化到热像仪的电子处理部分，再转换成我们能在显示器上看

到的红外图像。 

 红外热像仪工作结构图 

我们使用的是美国

RNO公司的IR系列热成像

仪，IR 系列热成像仪的测温目标在基础上增加到了四个测温点和三个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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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区域，此外还可以添加水平线或者垂直线来测量显示该线温度特性。每

个移动区域的位置和尺寸均可以编辑改变，并且可以选择显示最高、最低

和平均温度。IR 系列热成像仪还可自动不住哦哦显示最高最低温度的变

化。能实现 24 小时不间断监控。 

(2)红外热像报警系统：

红外热成像报警技术就是采用判断红外线来报警的。“红外热成像技

术”，能正确探测高热现象并发出报警信号，其灵敏度比传统探测器高出

许多倍，可有效地避免误报、漏报和报警延误现象，且具有控制距离远、

监测面积大、反应速度快、灵敏度高探测范围宽、性能可靠、误报率低、

不受空调系统的影响和环境适应性强等优点。 

红外热像报警系统结构图 

首先对热红外图像进行编码压缩，然后利用 GPRS 无线信道将压缩后

的图像进行传输数据处理中心进行解码，最后通过控制中心对图像进行分

析和处理。另外，还可以通过卫星网络将集群无人机网络的红外热成像图

像传输给其他安全部门，从而调动其它资源对禽流感进行准确的分析。通

过这种方式有效集成了资源，为禽流感的监测和确诊提供了充足的人力与

时间资源。 

监测原理：普通感冒以流涕、鼻塞、咳嗽等症状为主，有的发热但较

低。人感染禽流感后症状类似流感，但会出现腋下高热的症状（>=38 摄

氏度）。所以，我们通过对禽类或人群的温度的监测，当禽类和人群出现

高温时，IR 系列热成像仪就可以监测到，并与正常热图进行对比，最终

精确确定发热位置。 

(3)北斗导航定位模块：

为了实现位置控制、速度控制，需要使北斗导航接收机。U-blox 功

能强大的北斗导航接收机模块，设计结构紧凑，占用面积小；低功耗；其

极短的捕获时间，采用 KickStart 技术，首次定位时间(TTFF)小于 1 秒；

抗干扰能力强，采用噪声抑制架构；高灵敏度。特别适应于无人机对元器

件轻量、尺寸小、低功耗的要求。 

(4) 后续处理系统：

在后续处理系统中，主要是将前两个系统中所采集到的数据信息或图

像信息传输到中央处理器中，然后按照指定的程序执行相应的操作。 

发展前景：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中国自行研制的全球卫星定位与通信系统（BDS），是继

美全球定位系统（GPS）和俄 GLONASS 之后第三个成熟的卫星导航系统。系统由

空间端、地面端和用户端组成，可在全球范围内全天候、全天时为各类用户提供

高精度、高可靠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并具有短报文通信能力，已经初步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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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导航、定位和授时能力，定位精度优于 20m，授时精度优于 100ns。2012 年

12 月 27 日，北斗系统空间信号接口控制文件正式版正式公布，北斗导航业务正

式对亚太地区提供无源定位、导航、授时服务。 

随着近些年来北斗导航系统的迅猛发展，未来运用北斗导航的设备将不断增

多。本系统即基于北斗导航系统，进行定位、传输，监测和管理，具有极大的发

展前景。 

另外，互联网的兴起和发展可将不同领域的信息综合处理，由此将北斗导航

系统同互联网结合运用，可使得北斗系统在具有高精度定位和授时功能外，更具

备快速处理信息的功能。 

总结： 

北斗导航系统正在一步一步建成完善，运用最新的北斗导航模块，结合迅猛

发展的互联网网络，可形成覆盖一定区域的监测网络。随着今后科技的发展，相

信该网络的覆盖范围可进一步扩大至全球，形成全球统一的监测系统。相信在今

后的生活中，北斗导航系统，一定能使人们的生活更加便利、快捷、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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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的机场跑道风速风向测量系统 

作    者：顾俊林、张同杰、李松、王星皓
指导教师：刘哲旭
学    校：中国民航大学

摘  要 

自从工业革命以来，测量风的状况对工业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

在航空航天领域。随着国内外对航空业的发展投入日益增大，提高机场地面飞机

运行的安全性已经是重中之重。飞机在起飞和降落时，风会影响飞机在此过程中

的飞机姿态角、飞行速度以及飞机在跑道滑行的距离等。若不能掌握实时风速和

风向，则会导致飞机冲出跑道等意外情况而造成事故。因此，对于风速和风向的

检测是保障飞机起飞过程中的安全以及停机坪管理飞机交通运行的效率的有效

手段。

本文针对机场风速风向的检测方法进行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首先，构建测量系统的整体框架。按照总体框架结构图制定出系统的工作原

理，并选择相应的压力采集模块、A/D 转换模块、嵌入式模块以及无线传输模块。    

其次，依据测量条件，即硬件所测参数类型以及所需达到的测量精度，建立

了机场风速风向数学模型。研究风压与风速之间的关系，进而对该数学模型进行

理论验证。

最后，对单片机进行 C 语言开发，完成风速风向检测仪的整体搭建，且在对

单片机植入软件程序后，进行现场测试与结果分析。由北斗模块定位每个节点，

以达到对于机场各个位置风速风向的监测。

关键词：机场跑道；风速；风向；无线节点；单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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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及意义 

风向和风速对很多领域都有着很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民航领域。近年来，

随着我国出台各类政策扶持民航业，各地方机场都在不断扩建的同时，吞吐量也

随之日渐增大，使得机场服务器对飞机的数据容纳量急需增大，所以安全隐患也

在增加。对于飞机飞行安全来说，最危险的时段就是起飞和着陆阶段，而此时正

是飞机处于机场地面运行的阶段。危害飞行安全的机场地面风主要包括：侧风、

顺风、大风、阵风、风切变、下沉气流、上升气流和源流[1]。飞机在机场起飞或

者降落时，地面的风速和风向不仅影响到飞机运行的安全性，还影响到飞机在跑

道上滑跑距离的长短。根据国际民航组织 26 个国家在 1953-1968 年发生的着陆

事故资料显示，其中 20%以上冲出跑道和 10%过早着陆都是由机场地面风所造

成。由此可见风速和风向的检测可以大大提高整个航空运行的安全率[2]。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对风速风向监测、无线传输、太阳能发电、北斗定位以

及嵌入式控制进行研究，构建风速风向无线监测节点系统，进而实现机场风速风

向的监测。 

 

二、系统设计方案 

1. 总体框架原理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压力传感器的风速风向测量方法，系统整体框图如图 1

所示。 

 

 

压 力
采 集
模 块

A   D
转 换
模 块

嵌入
式

模 块

无 线
发 射
模 块

无 线
接 收
模 块

计算机
风速风向信息采集

数据采集与控制模块 信息接收端

 

图 1 系统整体框图 

系统由压力采集模块、A/D 转换模块、嵌入式模块、电源管理模块、北斗定

位模块、无线收发模块以及计算机上位机组成。系统通过压力采集模块采集风压

数据，然后通过 A/D 转换模块将模拟量转换为数字量数据传输给嵌入式模块，

嵌入式模块计算出风速和风向，最后将此数据通过无线发收模块传输到电脑上位

机以供监测使用。另外通过太阳能电池板和电源管理模块实现系统的电源供给，

通过北斗定位模块定位测量节点的位置，从而可以通过布置多测量节点来系统的

电源管理模块、北斗定位模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十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24



监测机场跑道的风速、风向变化情况。 

2. 风速风向测量部分 

（1） 压力采集模块 

压力采集模块如图 2 所示。其中，虚线方框标记的为压力传感器，压力采集

模块由四个压力传感器与支架构成。 

 

图 2 压力采集模块 
压力传感器的结构如图 3 所示。 

 

图 3 压力传感器结构图 

压力传感器是将四个阻值为一千欧的应变片粘贴在铝材料块上。将铝材粘贴应变

片的位置镂空，这样以来会有助于挡风板受力后，促使铝材发生形变，应变片在

铝材形变后也随之发生形变，进而使其阻值发生变化。 

 

 

 
（2） A/D 转换模块 

本文的压力式风速仪采用的 AD 采样及转换模块是 HX711A/D 转换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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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引脚图如图 2-5 所示。 

 

图 4  HX711 芯片图 

HX711 是用于高精度测量的 24 位 A/D 转换器芯片。该芯片不但包括片内时

钟振荡器、稳压电源等部分在内的其它同类型芯片所需的电路，还具有抗干扰性

强、封装先进、响应速度快等优点。HX711 芯片与单片机进行数据传输非常简单，

所有的控制信号皆可以由管脚来直接驱动，而无需再对 HX711 芯片内部的寄存

器进行编程。输入选择开关可选择通道 A 或 B。通道 A 的可编程增益为 64 或

128，对应的满额度差分输入信号幅值分别为±40mV 或±20mV。通道 B 是固定

的 32 增益，用于系统参数检测。芯片内的稳压电源可直接对外部传感器和芯片

内的 A/D 转换器提供电源[9]。 
（3） 嵌入式模块 

嵌入式模块选用的是 Arduino Mega2560 开发板，如图 5 所示，它是采用 USB
为接口的核心电路板，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多达 54 路的数字输入输出，特别

适合需要大量 IO 接口的设计。Mega2560 的处理器核心是 ATmega2560，同时具

有 54 路数字输入/输出口（其中 16 路可作为 PWM 输出），16 路模拟输入，4 路

UART 接口，一个 16MHz 晶振，一个 USB 口，一个电源插座，一个 ICSP header
和一个复位按钮。 

在风速风向测量部分中，压力传感器将当风板上所受的压力转换为电压信号，

再经由 HX711A/D 转换模块变为数字信号传送给 Arduino Mega2560 开发板，

图 5 Arduino Mega2560 开发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十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26



Arduino Mega2560 用相应算法对数字信号进行运算得到风速风向等信息。其中，

还加入了温湿度补偿算法使得到的风速风向信息更加准确。

3. 无线传输部分

（1） 无线传输模块

本文采用 ZigBee 模块来搭建无线传输系统，通过多个 ZigBee 模块以网状结

构组网，如图 7 所示，ZigBee 以负责功能不同分为三类：终端节点、中继器、网 
络协调器。终端节点与 Arduino Mega2560 连接通过串口接收风速风向等信息，

然后将数据发送给中继器，中继器将数据发送给更上一级中继器，最后一级中继

器将数据发送网络协调器，最后网络协调器将数据发送给计算机上位机显示。

（2） 上位机

图 6 ZigBee 模块接线图

图 7 ZigBee 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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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上位机显示界面 

 
 
利用串口通信将 ZigBee 无线通信模块接收到的数据信息传输给 PC 端，并在上

位机中显示出来，实现了风速、风向等信息的实时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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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源管理部分 
（1） 自动跟踪双轴转台 
通过两个大扭矩舵机分别控制转台的水平转动和纵向转动来实现转台的双轴跟踪，通过光敏

传感器识别光强最强的方向，以 Arduino Mega2560 控制转台承载太阳能电池板转动，

使太阳能电池板始终对准太阳，以达到发电功率最大化。 
 
 
 

 

 
 

图 10 转台主要零件受力分析图 

图 9 转台主要零件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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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电源管理模块 
 

当太阳能电池板发电量充足时，由太阳能电池板直接给系统供电并同时给电

池充电。当太阳能电池板发电量不足时，关闭转台，由电池给系统供电。实现了

系统的不间断供电。 
 
 
 

5. 北斗定位模块 
本文采用的是 ATK-S1216 模块,这是一款高性能 GPS/北斗双模定位模块。模

块体积小巧、性能优异，可通过串口进行各种参数设置，并可保存在内部 FLASH，

使用方便。模块自带 IPX 接口，可以连接各种有源天线。模块自带可充电后备电

池，可以掉电保持星历数据。 

 
通过 ATK-S1216 北斗定位模块可以确定测量节点的所在位置，从而系统的监测

机场跑道的风速风向的变化情况。 
 
 
 
 
 
 
 
 
 

图 11 电源管理模块原理图 

图 12 ATK-S1216 模块引脚功能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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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析总结 
1. 测量数据 

风速随时间变化的数据如下表所示： 
时

间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风

速 
4.
45 

4.
68 

4.
46 

4.
21 

3.
89 

3.
68 

3.
42 

3.
20 

3.
11 

3.
24 

3.
78 

4.
13 

4.
86 

5.
49 

5.
24 

 
图 13 实测风速随时间变化的关系 

 

2. 主要创新点 

（1）系统测量节点通过风压检测来实现风速风向测量，可以保证测量精度，

自动化程度较高，可以通过多点分布式安装实现大范围空间内多点风速风向的快

速精确测量，应用前景广泛。 

（2）基于太阳跟踪的智能电源管理，可自动转向至光照强度最大值，加大

光伏电池板输出功率，提高太阳能发电效率。且实现无线缆供电，便于安装，对

机场正常运行影响较小且能实现电力自给自足。 

（3）搭建了多层网络数据传输架构，能够实现机场大区域内多节点监测数

据的远距离无线传输。 

（4）使用北斗定位模块确定每个监测节点的位置，实现了机场跑道风速风

向的全面系统监测。 

 

 

 

 

0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风速

风速（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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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定位的公安指挥作战系统 

【摘要】面向日益严峻的反恐形势和维护社会治安的需要，突破传统扁平化指挥

作战方式的不足，设计了一套以北斗定位服务为核心，融合现有网络资源、IT

基础设施、视频监控基础设施和侦查指挥业务需求为一体的全方位、多层次公安

指挥作战系统。系统的设计和应用从四个不同的角度入手，首先是从理论上介绍

了系统建设的内容，然后详细说明了软件的功能设计，接着阐述了北斗系统和

5G 通信在单警手持终端中的应用场景，最后使用电场引力模型就警力调配问题

进行深入的探索与分析。本系统集信息采集、指挥调度、跟踪监控和多级联动等

功能于一体，引入数据大屏和 5G 通信技术，增强了指挥系统的大数据可视化功

能和通信链路的稳定性，能够为国防现代化建设提供技术支撑和平台保障。  

【关键词】北斗定位服务、公安指挥作战、5G 通信、警力调配、电场引力模型 

【Abstract】Facing the increasingly severe anti-terrorism situation and the need of 
maintaining social security, breaking through the shortcomings of traditional flat 
command and operation mode, a comprehensive and multi-level command and 
operation system of public security is designed, which takes Beidou positioning 
service as the core and integrates the existing network resources, IT infrastructure, 
video surveillance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igation and command business 
requirements. The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system start from four different 
angles. Firstly, the content of system construction is introduced in theory. Then, the 
function design of the software is explained in detail. Then, the application scenarios 
of Beidou system and 5G communication in single police handheld terminal are 
described. Finally, the problem of police deployment is deeply explored and analyzed 
by using electric field gravity model. This system integrates information collection, 
command dispatch, tracking and monitoring, multi-level action and other functions. It 
introduces data large screen and 5G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enhances the large 
data visualization ability of command system and the stability of communication link, 
and can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and platform guarantee for police affairs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defense. 

【Key words】Beidou positioning service, Public security command and 
operation, 5G communication, Police Deployment, Electric field gravity model 

作    者：程伟为、杨兴超、单坤
阳、刘桂成指导教师：张晨晰
学    校：山东科技大学泰安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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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1 世纪以来，公共安全逐渐地成为了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随着我国智慧城

市建设的稳步前进，整个社会的治安管理任务越来越艰巨。为了缓解办案压力，

提升工作效率，各地公安部门已经纷纷开展建设指挥中心系统，建立强有力的中

央指挥体系和多级协调机制。但是，多数公安指挥系统没有将地图、定位、视频

和对讲等可视化分析、监控调度等手段综合使用起来，没有很好地利用通信技术

将侦查现场情况与指挥中心互动起来，缺乏实时互动的、符合作战指挥实战需要

的高效指挥调度系统和定制手持终端。随着北斗卫星体系的逐渐成熟，公安指挥

作战系统建设正式进入北斗时代。利用北斗卫星导航芯片和应用的研发资源优势，

开发基于北斗的“云+端”公安指挥作战系统，从而解决警力分配调度问题和突

发事件的应急处理问题，已然成为了当前公安指挥体系建设的首要任务之一[1]。 

本系统适用于民警、巡警、交警、刑警等各类警务人员，能够让公安干警办

案如虎添翼，可为多部门联合行动提供技术支撑，为紧急和突发事件的处理提供

应急预案，避免事态的进一步恶化，有效提高公安系统信息化水平，为智慧城市

的建设增砖添瓦。 

2 系统建设内容 

基于当前公安指挥作战系统所存在的不足之处，融合主流的公安地理信息系

统，本文设计了一套以北斗定位服务为核心的全方位、多层次公安指挥作战系统。

系统建设以指挥调度、公安侦查、警力调配、应急预案等业务应用为应用基础核

心，综合运用有 5G 无线通信、计算机网络、数据存储、数据大屏显示等多种技

术手段，建成一套技术先进、体系完备的“云+端”公安指挥作战系统，实现各

联动单位的有效指挥、资源共享和信息互动。

主要的建设内容如下： 

(1)指挥调度系统：将视频监控、地理信息系统和 BDS 监控等有效融合，实现

总队、支队、大队和现场警力的多级联动和协同作战，利用庞大的空间信息、情

报信息、视频信息、决策数据库和位置信息辅助领导制定作战方针，配合现场指

挥，协助单警了解意图、知悉敌我分布、掌握实时战况从而高效作战。在公安总

队建设带有大屏和办公坐席的指挥调度室。 

(2)单警终端：为一线干警配置的警用手持设备，带有北斗定位、5G 无线通信、

视频录像和 RFID 功能，并装有定制的基于移动 GIS 的业务软件，为现场情报查

询、取证以及和指挥中心的联动提供有效的手段，可通过无线方式和安全认证后

接入指挥系统协同工作。 

2.1 系统设计特点 

    本系统的设计特点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业务单元，三种通信网络，

四项关键技术，五类指挥信息和六级参与对象。具体如下： 

一个中心：指挥作战中心. 

两个业务单元：公安指挥单元和警力调配单元。 

三个通信网络：无线 5G 通信、数字 IP 通信网络、视频语音对讲网络。 

四项关键技术：BDS 技术、5G 超高速通信技术、视频监控技术、GIS 技术。 

五类核心数据：警用空间基础数据、BDS 定位数据、视频图像数据、公安情

报数据、辅助决策数据。 

六级参与对象：公安总队、公安支队、公安大队、现场指挥车、现场警员和

嫌疑人、车、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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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设计范围广、设计人员多、设计业务复杂、涉及信息量大、涉及通信

手段多样、设计的关键技术超前，集中体现公安指挥工作的信息化、可视化和无

线化水平。[2] 

2.2 系统框架设计 

采取现场移动设备（PDA 采集终端，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和指挥

调度后台系统两大硬件部分组成，并通过先进、可靠、多种类型的通信方式和网

络，利用“云+端”的技术体系及安全稳定的系统来实现上述功能。工作模式图

下图所示。 

图 1 总体设计 

2.3 指挥中心设计 

数据可视化的目标是快速的发现问题、识别问题、分析原因和解决问题。现

如今的大数据逐渐发挥出了它的力量，并无形的改变着我们的生活，而数据大屏

作为大数据展示媒介的一种，被广泛运用于各种展示厅、会展、发布会以及辅助

决策之中，成为人们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利器。本文将数据大屏技术嵌入到公安指

挥作战系统之中，通过数据和报表可视化直观地将各种公安信息展示出来，以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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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之用。数据大屏设计如下：

图 2 数据大屏 

数据大屏的中心是北京市各地区的版图，可以叠加射线散射图，能够显示警

力调度的方向和数值。右上角和左上角分别是男公安和女公安出勤的比例。左侧

中部是犯罪率统计折线图，以年为单位统计了十年来犯罪率的变化，侧面反映了

公安工作的绩效。左下部是警力分布热力图和警车巡逻路线图，动态显示当前警

力配置的状况，为调整警力分配共决策依据。右侧中部是警力分配环形图和百分

比图，体现了四个季度警力分配的变化和最大出动警力、已出动警力、后备警力、

一线警员等信息。右侧下部是警员分布和警车分布的雷达图，能够清晰直观的看

出警力在各地区之间的分布和比例。

3 软件功能设计

3.1 目标实时位置监控 

基于北斗定位服务的作战指挥系统能在地图上实时显示警员、警车和目标车

辆的位置的信息，包括经纬度信息、时间、速度以及目标车辆的名称或车牌号等

内容，如下图所示。

图 3 位置监控 

3.2 定位轨迹回放 

       系统支持用户选择目标对象和时间段信息，对查询到的监控目标对象在警务

地图里显示定位轨迹信息。回放过程中可暂停、开始、加速、减速、停止等，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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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标悬停在轨迹上，可显示悬停处轨迹点的时间、速度、方向、设备名称、设备

ID 等信息，如下图所示。 

图 4 定位轨迹回放 

3.3 现场视频监控 

为了使指挥中心更好、更直观地了解现场情况，在移动指挥车上安装摄像头，

指挥车上配备的视频管理设备通过 5G 超高速通信网把视频传回指挥中心，实现

指挥作战中心和现场视频监控的无缝连接。 

3.4 多源无缝定位技术融合 

卫星导航定位技术只能应用于室外开阔环境，因此在实际应用中要实现多种

室内外定位方式的无缝衔接，从而对整个流程的全面监控。BDS+RFID 技术融合

可以实现对危险物品的点对点监控，BDS+惯性导航技术能够对隧道、高楼和丛林

峡谷作战进行无缝定位。 

3.5 多级联动指挥功能 

        联动指挥是整个系统实现指挥作战和前后端互动的关键手段，包括不同指挥

中心之间、指挥中心与指挥车之间、指挥车与警员之间、警员与警员之间的联动

等。专案指挥中心可以下发文本、资料和图片等内容到终端单警上，支持文字、

图片和地图预案等多种模式的指挥调度功能。 

3.6 辅助决策功能 

辅助决策是系统的知识体系和专家库，该系统以庞大的北斗实时定位信息、

视频监控信息和警用情报信息为基础，以先进的空间分析技术、预案设计技术、

北斗定位监控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为手段，在指挥调度过程中起辅助决策作用。

主要应用场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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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辅助决策 

4 单警作战终端设计 

考虑到公安指挥作战一线的无线通信网络具有复杂性和特殊性的特点，本系

统采用北斗系统和 5G 信号实现单警终端的定位和通信链路的保障。北斗最大的

优势在于自主产权，定位精度达到平面 10 米、高程 10 米，测速精度 0.2 米/秒，

授时精度单向 50 纳秒，具有定位精度高、保密性好的特点。2018 年 12 月 26 日，

北斗三号系统完成建设，正式开始提供全球服务，这也标志着本设计方案具备了

一定的技术可行性。5G 也称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是当前我国正在全力攻关的

通信模式，它代表着超快的数据传输速度和更广阔的通信覆盖范围，能够为本系

统提供实时视频通信和多视角指挥服务。 

单警作战终端的设计主要有以下两个核心模块： 

(1)北斗导航定位。终端采用北斗三代导航定位模块，支持北斗三代独立定

位以及组合定位，定位模式可以自主选择。关键技术特点： 

① 采用快速并行处理算法，卫星捕捉和重捕速度快，效率高；

② 采用载波相位平滑伪距来提高伪距测量精度和定位精度，大幅度提升

手持导航设备的接受灵敏度和定位准确性；

③ 通过卫星广域高精度同步，网络节点传递误差在纳秒级同步时钟，为

高精度定位打下良好基础。

④ 定位结果会统一发放到 5G 网络中，对外提供既有通信又有位置的一

体化运营平台。

(2)通信互补。为了实现指挥作战中心与单警手持终端的对接和通信链路的

畅通，终端设备需要内置多种通信模块。通过内置 5G、WiFi、RFID 等多种通信

方式，设备可在任何地方进行在线工作，这样可保障外出人员与指挥中心或其他

队员保持联系。在数据通信链路方面首选 5G 信号，允许终端通过移动互联网持

续访问实时定位导航数据及基于网络的各种服务。由于基站采用波束赋形技术，

在基站上布设天线阵列，通过对射频信号相位的控制，使得相互作用后的电磁波

的波瓣变得非常狭窄，波束之间不会干扰，能够提供更多的通信链路，极大地提

高了基站服务的终端数量，从而满足大规模作战的可能性。终端可利用 RFID 射

频识别技术实现电子标签读取功能。将两台终端指定位置触碰，可通过 NFC 近场

感应自动识别并建立连接，实现文件、数据的传输。[3] 

除了定制手持终端上安装北斗定位接收器外，在警车、巡逻车等警务用车上

同样安装北斗定位接收器。无论是警员还是警务车皆能实时上传自身的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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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指挥中心，指挥中心根据定位数据大屏可以实时了解各辖区内警力的精准配置。

当出现警情时，根据警情位置和附近警力分布，选择最接近于警情发生地的警力

调度前往。收到调度命令的警务人员根据北斗导航系统结合最优路径规划算法以

最短的时间赶到警情现场进行处理。指挥中心随时关注警力的实时分布变动情况，

若案情发生地的作案人员已逃逸，指挥中心对嫌犯可能出逃的方位进行预判，根

据实时警力分布指挥各警力对嫌犯进行拦截。同时采用 DNS 欺骗的方法对嫌犯身

上的电子设备的隐蔽信号进行攻击，使其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暴露在 5G 网络信

号终端中，借助北斗系统对其信号的定位实行精确追捕。[4] 

5 基于北斗定位的警力调配分析 

前面我们分析了北斗系统在公安警务中的多个应用场景，而警力调配是其中

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应急决策和侦查指挥的关键点。本文基于模拟数据，建

立电场引力模型，进行案例推理和图谱分析，旨在为警力调配提供一个科学合理

的方案。

假设警车平均巡逻速度为 20km/h，处警时的平均速度为 40km/h。警车在接

警后赶到现场的时间应在三分钟内，而赶到重点部位的时间必须在两分钟内。我

们把整个城市当做一个电场，警车巡逻看做是电子在电场力的作用下运动。为了

使电子的运动符合警车巡逻的要求，定义以下规则：

规则一：道路上的点对警车具有吸引力，重点部位对警车的吸引力比普通点

要大。 

规则二：没有被巡逻警车覆盖到的点，对警车的吸引力会逐渐增大。 

规则三：刚被警车覆盖到的点，对警车的吸引力会逐渐下降，防止吸引力过

大使得警车一只围着该点巡逻。 

规则四：警车之间有一定的排斥力，这个排斥力的大小和两辆警车之间的距

离有关，距离越小，排斥力越大。 

可以发现，上述规则和质子与电子之间的作用力非常的相像。同种电荷互相

排斥，异种电荷相互吸引，电量增加，作用力随之增大；距离越远，作用力也就

越小。道路上的离散点相当于质子，警车相当于电子，他们之间的引力计算公式

如下：

1 2
2

Q QF k
r

 (1) 

其中 k 为常数， ， 分别为质子和电子所带的电量，r 为他们之间的距离。

可调节，电量 1。 

若道路上的某个点刚被警车覆盖，则减小它的电量 ，然后再逐渐增加它的

电量 ，从而增加该点对警车的引力，吸引警车再向该点运动。警车之间有斥力，

就像电子和电子之间的斥力一样，一旦两辆警车的距离过近，r 减小，斥力就会

增大，将警车排斥开，从而防止警车覆盖区域重叠过多。警车的运动是受限制的，

必须在道路上运动，而不能直接按照它的受力方向运动。因此我们从电势能的角

度出发，来控制警车的运动。也就是说，警车运动是在几个可行的方向中选择朝

着电势能降低最快的方向运动。

        假设共有 M 个质子（点），N 个电子（警车），每个质子在周围产生一个电

场，处于该场中的电子具有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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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j
ij

ij

Q Q
k

r
  (2) 

其中， 1, 2, , 1, 2,i N j M L L ， ijr 为电子 i 到质子 j 的距离， =1iQ ，为电子电量，

则上式可以转化为：

i
ij

ij

Qk
r

  (3) 

势能有叠加性，对电子 i，所有的质子在它所在位置省的电场叠加，电势能

为

1

M

i ij
j

 


 (4) 

这个系统可以用势能曲面图的形式表示出来，如下图所示：

图 6 势能曲面图 

上图为某时刻整个系统的势能曲面图，电子在势能曲面图中朝着沿道路的方

向中电势降低最快的方向运动。根据制定的规则，调整质子的电量，控制电势场，

从而控制电子朝着预期目标运动，进而对警车的巡逻路线进行规划，这就是对整

个警车巡逻路线规划系统的描述。

具体的程序实现步骤如下[5]： 

•Step1：生成初始状态。初始化 ， ，警车数目 N，以及警车初始位置；初

始值由多次模拟之后确定，重点部位的电量初始值 =200，普通点的电量初

始值为 =2，常数 k=100； 
•Step2：判别模拟是否结束，若结束，则输出巡逻路线，否则，转入 Step3； 
•Step3：枚举下一时刻可能出现的所有状态； 
•Step4：计算每个状态的电势能；   
•Step5：为每个警车选择的最小状态为系统下一时刻的状态，确定电子的

运动方向；

•Step6：前进至下一时刻，更新 ，并根据规则二和规则三更新质子的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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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入 Step2。   

最终得到警车巡逻路线如下图所示：

图 7 警车巡逻路线图 

总结：

本文所提出的基于北斗定位服务的警力调配方案能够充分满足出警的需要，

结合辖区实际情况的进行警力和巡逻路线微调，既能保证警员价值最大化，避免

资源浪费，又能避免因警力短缺而造成的出警不及时和案件拖延处理的现象，为

填补警力缺口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6 系统创新 

1、将北斗定位服务与公安指挥作战系统相结合，模式新颖，安全可靠。 

2、引入数据大屏设计和 5G 通信模式，增强了系统的大数据可视化能力和通

信链路的稳定性。 

3、使用多源无缝定位融合技术，保证了通信链路的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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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系统的沙漠化监测与预控

【摘要】我国幅员辽阔，土地沙漠化态势严峻。为对沙漠化趋势进行实时监

测和预控，着力改善生态环境，本创新方案以北斗系统的定位、授时以及短报功

能为基础，以北斗越野车为信息采集端，通过对数据、图像信息的综合分析，制

定应对沙漠化变化情况的具体方案，从而进行沙漠化的监测与预控。监测系统搭

载色差感应摄像头、北斗定位芯片、短报文模块、电子罗盘、激光测距仪等装置，

来实现对沙漠边缘的信息采集。分析系统将采集的信息进行多层次处理并与之前

数据对比，当发现阈值超出正常范围时，及时通过短报文传输相应位置的经纬坐

标等地理信息。通过北斗系统的定位装置，将这些信息按照地理位置划分区域，

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工具进行实时分析，综合反映沙漠化的变化情况，同时预

测沙漠化变化趋势。本方案基于北斗系统，同时结合多种创新技术，这对我国的

沙漠化治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指导作用。 

【关键词】沙漠化监测、北斗系统、短报文模块、大数据、生态文明 

[Abstract] The desertification of China’s land is problematic and demands 
attention. For improv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t is necessary to monitor the 
desertification in real time to control the situation. This innovative proposal takes the 
BDS off-road vehicle as the information collector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data and 
image information based on the positioning, timing and short report functions of the 
BDS system. It then analyzes and formulates the specific plans to deal with the 
changes in desertification. The monitoring system is equipped with a color difference 
sensing camera, a BDS positioning chip, a short message module, an electronic 
compass, and a laser range finder etc. to collect information on the edge of the desert. 
The analysis system does multi-level processing of the collected information. By 
doing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updated data and the previous data, th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uch as the latitude and longitude coordinates the corresponding location 
then transmitted into a short message once the threshold is out of normal range. 
Through the positioning device of the BDS system, the information is divided into 
different regions according to its geographical location. The real-time analysis is 
carried out by online and big data analysis to reflect the changes of desertification and 
therefore predict the trend of desertification. Depending on the BDS system with a 
combination of a variety of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this proposal is significant in 
initiating desertification control to promot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China. 

[keywords] Desertification monitoring, BDS, short message module, big 
data,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作    者：高炜洵、向明君、谭家宝、王鹏
指导教师：呼烨
学    校：吉林大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十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42



2 

一、背景及意义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国的沙漠化趋势不断加剧，荒漠面积不断扩大。从有关

数据统计得知：从 60 年代至 80 年代，我国沙漠土地面积以年均 1560km2 的速度

扩大，进入 90 年代，每年扩大 2100km2，预测今后 10 年土地沙漠化将以 1.32％
的发展速度扩大，平均每年沦为沙漠的土地面积将达 2370km2。由此可见沙漠治

理刻不容缓，但是在沙漠治理、绿洲推进的过程中会面临诸多的难题。我国的沙

漠化面积巨大，在治理过程中必须制定切实有效的治理方案，所以，沙漠化趋势

的监测便显得尤为重要。然而沙漠的恶劣环境加上人力、物力等一些客观因素的

限制，使得我们不得不创新更好的监测方案来进行沙漠化监测。

图 1 2018 年中国荒漠化分布图 

在科技日益发达的今天我们当然可以利用高科技来帮助我们完成沙漠化的

监测。现在我国的北斗卫星陆续在轨，各项功能不断完善，国家也在大力推广属

于我们自己的北斗系统。因此，我们在沙漠化监测过程中引入北斗系统某些方面

的功能将会使我们的监测方案更具现代高科技的气息。运用高效可行的创新方案

去帮助我们完成治理，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共建美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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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案设计原理 

1. 硬件设备

1.1 短报文模块 

图 2 短报文模块 

短报文模块（图 2）借助于北斗系统的短报文功能，可以进行地理位置信息

的传输。短报文发送方将包含接收方 ID 号和通讯内容的通讯申请信号加密后通

过卫星转发入站;地面中心站接收到通讯申请信号后，经脱密和再加密后加入持

续广播的出站广播电文中，经卫星广播给用户;接收方用户机接收出站信号，解

调解密站电文，完成一次通讯。

1.2 北斗导航车模块 

图 3 北斗导航车简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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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导航车（图 3）是由北斗系统进行定位的模型车，可以进行荒漠化监测

的室内模拟。导航系统主要由导航主机和导航显示终端两部分构成。内置的北斗

天线会接收到来自环绕地球的北斗卫星中的至少 3 颗所传递的数据信息，由此测

定北斗车当前所处的位置。导航主机通过北斗卫星信号确定的位置坐标与电子地

图数据相匹配，便可确定小车在电子地图中的准确位置。(小车只是个模型，利

用小车和沙盘，模拟检测场景，实际应用将图示导航车上所应用的装置，装在沙

地车上。) 

1.3 北斗监测模块 

图 4 北斗监测模块 

北斗监测装置（图 4）是基于北斗卫星，同时借助于其他监测仪器而进行荒

漠化监测的系统。监测装置结合了色差感应、红外传感，地质检测等装置。该监

测装置可以对外界环境进行实时传感，并且通过内置的单片机，将温度、地形、

土质等数据转化数字信息。

2. 方案设计

2.1 符号说明 

符号 说明

h 激光测距仪、色差感应摄像头距地面的高度

x 测算得的补正距离偏差

m 激光测距仪与测算得的沙漠边界的距离

m1 激光测距仪与下视界实地的距离

m2 激光测距仪与上视界实地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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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说明

R1 越野车与下视界实地的水平距离

R2 越野车与上视界实地的水平距离

θ 摄像头正对画面与地面所成的角度

φ 视界观察的角度范围

σ 色差感应摄像头的分辨率

k 分割的环带条数

SD 视界实地区域的面积

T 加权像素数

TV 加权黄点数

α 黄色占比

2.2 工作原理 

首先，北斗越野车装有内含北斗芯片的定位装置能与北斗卫星进行实时的信

息传输，从而获取监测器的经纬坐标。越野车行驶过的路线，将被北斗卫星记录

下来，并初步形成沙漠边界轮廓。

其次，出于对各种原因（如地势、天气）的考虑，越野车无法正好切合沙漠

边界进行寻迹，所以通过监测装置所得的路线就无法准确描绘沙漠边界。此时需

要一些方法来对数据作出调整，从而获得一个最优的沙漠边界轮廓。这里我们采

用监测器的实地考察来对路线轨迹进行必要的补正（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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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监测器装配示意图 

这个过程中，由激光测距仪测出装置与地面的高度，由色差感应摄像头辨别

沙漠与土地反射光的颜色，从而判断沙漠边界的位置，由电子罗盘确定边界所测

点的法向方向，并用探测器测出与边界的距离，由此算得水平距离即补正偏差。 

分析可知，测量工作均基于沙漠边界的确定。但因沙漠边界常常分布稀疏的

绿色植被，其边界往往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所以可由黄色(大致以频率为 480～
530Mhz 的光谱来确定，具体由实际情况细化范围)与其他颜色的比例来确定边界。

于是，这里需用到一个方法——黄色占比法。

检测装置的色差感应摄像机实时扫描一定范围的实际地面，面积大约 50m2。

地面的颜色信息将由摄像机传至分析系统。摄像过程中，由于色差感应摄像头与

地面始终成一定的角度，因此摄像机所获取的颜色分布是不均匀的。经验告诉我

们：同样的物体放远处显得小，放近处就显得大（图 6）。因此在统计颜色区域

大小之前，必须通过计算来修正摄像头与地面的角度所产生的误差。

图 6 误差修正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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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镜头在一定角度范围内拍摄时，矩形屏幕所记录下来的实际地面

范围是一个圆环的一小段（图 7），即屏幕的上、下视界分别对应实地的远、近

俩处。易知，矩形屏幕上每一像素点所代表实地的范围是不一样的，因此必须由

每个像素点还原于实地位置，并根据远近不同采取不同的加权值。

由图分析，屏幕视线越往上，所记录的实地水平距离就越远，所对应的圆弧

段就越长，实地水平距离与圆弧弧长成正比的关系，因此可用水平距离作为各像

素点的加权值。加权后的黄色像素点数之和与加权后全部颜色像素点之和的比值

即为“黄色占比”，根据经验，这里采用 30%作为精确测定沙漠边界的黄色占比

值。

当某一时刻分析系统的计算值大于等于 30%的黄色占比时，便会确定其边界，

并提示越野车进行寻迹。直至下一周期再次测算得到 30%的黄色占比。按此方法，

最终就能找到沙漠的准确边界。

图 7 相机拍摄示意图 

2.3 数据采集 

⑴.由色差感应摄像头与激光测距仪配合，运用“黄色占比法”确定沙漠边

界并寻迹。

⑵.由多个北斗卫星进行先行定位，测出小车位置的经坐标。

⑶.通过 得出 x，并通过电子罗盘测出 x 的方向。

⑷.通过 x 的在经纬度方向上的分解，计算出实际交界点的经纬。

⑸.经过定时测的的散点交界，进行模拟拟合边界曲线。

⑹.进行曲线的定期测量比对分析，得出沙漠化趋势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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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数据处理 

I. 测算黄色占比

（1） 测算加权像素数

设摄像头像素线密度（分辨率）为σ，由于加权值由摄像机到实地被测点的

距离的平方有关，因此实际计算值应是σ ;设被测实地区域为 D，通过积

分求得加权像素总和 T。即 

（2） 统计加权黄点数

设下视界水平距离为 ，上视界为 ,将实地区域沿垂直于径向方向划分为

k 条区域带，统计一条区域带上的加权黄点。此时 k 作为计算精度，通过求和可

求得整个区域的加权黄点总和 。即 

∑

（3） 计算黄色占比

黄色占比即加权黄点总和 与加权像素总和 的比值α。即 

α

II. 确定沙漠边界

当越野车行驶时色差摄像头扫描到黄色占比为 30%的颜色占比时，可以由上、

下视界所对应实地的中线距离（即上视界与下视界的平均水平距离）确定边界距

离 x（图 8）。即 

1
2

1
2

 2 2

D

x h 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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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边界计算模型 

2.5 对比预测 

⑴通过越野车搭载的相关模块对沙漠边界的确定与北斗系统的定位功能，描

绘出整个沙漠的边界轮廓。通过图像分析，能更直观地观察边界的位置、形状等

情况。

⑵对不同时间所测绘的边界图做出对比（图 9），分析得知沙漠此时间段中

沙漠边界的位置移动和走势，便能得知沙漠化变化的趋势；同时，通过采集边界

的经纬坐标，可用计算机算出具体的变化面积。

(3)在程序内输入沙漠化正常的可控范围，边检测边打点，一旦所得曲线不

在所设范围内时，记下那个异常区域的经纬坐标利用短报文模块发送至分析系统，

以便工作人员结合对应的地理信息进行分析处理并制定相应的治理方案。

图 9 沙漠边界收缩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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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应用前景 

沙漠化的监测与预控是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更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

重点内容，然而现在的监测方法却主要依赖于遥感成像。遥感技术虽然已经能够

对沙漠化情况进行远距离成像，直观地帮助我们对沙漠化的蔓延趋势进行预测。

但是遥感成像的使用成本较高，信息提取过程较复杂等因素，使得遥感成像技术

监测沙漠化还存在诸多缺点。

北斗系统作为我国自主研制的导航系统，在未来必然会与诸多领域相结合。

基于北斗系统的沙漠化监测创新方案与其他技术的相结合，能够更加精确、实时

的对沙漠化的恶化以及改善趋势进行监控。通过对数据和图像的综合分析与预测，

工作人员能够及时规划应对方案，这对沙漠化的治理是一个很大的突破。通过北

斗系统监测沙漠化变化情况，记录沙漠化的地理信息，能够更加精确的监控沙漠

化趋势，定期测量与人工实地考察的相结合，加上大数据的理论预测，可使得对

沙漠化的治理事半功倍。

当然，随着北斗系统功能的日趋完善，其定位功能将更加精确，对沙漠化的

区域治理将有极大的帮助。同时，该创新方案在一定程度上推广了北斗系统的应

用范围，有可能会应用到其他领域，例如因温室效应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将

此监测装置搭载于无人机上，可以监测岛屿的淹没趋势，及时制定应对方案以减

少生命财产的损失。

四、方案评估 

1.本方案受天气条件影响较大，通过色差检验，检验误差也相对较大，同时

汽车在地形未知的沙漠中的颠簸，也会影响到检测精度，需要一个颠簸误差的纠

正模型来减小误差。

2.目前汽车仍然需要人力驱动，可能具有风险性，检测也较慢(未来随着 5G
技术的普及，可以考虑结合无人车进行改进)。 

3.由于是以车为载体进行的，行驶路程受到各种因素约束，所以目前只适用

于检测沙漠化对固定方向的某一区域的影响，对于过大方向角范围所耗费检测时

间会较为缓慢。

4.该模型对于计算机在沙漠地区的反应能力、基本运算能力,和色差摄像头在

高速状态下的捕捉能力是一个较大的考验，若无法克服，实际的检测时小车的速

度将受到色差摄像头的捕捉能力的约束，实际效率将大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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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赛后小结 

基于北斗系统的沙漠化检测和预控是一项改善生态环境的创新应用方案。本

方案将北斗系统的功能融入到生产生活中，让我们的生态治理方法紧跟现代先进

的科学技术。我组计划将北斗越野车，单片机，传感器等密切结合来设计切实可

行的实物模型，但由于时间关系并未完成此项工作，希望能够在下次比赛中合理

利用时间以完成实物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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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系统下的集成化智能语音包装的货物运输 

作    者：王庆冉、张超逸、徐嘉琪、孙倩斐
指导教师：米晓云
学   校：长春理工大学

【摘要】介于我国产品运输市场的日益扩大，传统包装袋等运输工具的不足日益显露，基于

此，我们设计了这款当过温、过压时会自动报警的智能语音包装盒。在生鲜等产品的长途运

输中，实现对运输过程温度，压力实时监测，且引入智能语音提示，实现实时性。并且，控

制语音的程序可视情况而定，能实现智能提示老年人吃药等基本功能，扩展了用途。

基于北斗定位的智能语音包装盒不同于已有的包装盒，我们建立了整个一体化模型，即单一

智能包装体系。但是实际运用中多为多个包装堆码，需要对每一个包装精确定位，建立系统。

基于此，我们提出基于北斗导航系统定位，集成化管理的概念。通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将

这些数据按照位置区域划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工具进行归纳汇总，全息立体的反映货物

运输现状，并可通过智能提醒适当延长货物寿命，对于国家运输生产可以起到非常大的指导

作用。

【关键词】北斗  货物运输  智能语音包装  集成化管理  互联网  大数据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expanding  product  transportation  market  in  China,  the  shortage  of 

traditional packaging bags and other means of transport  is  increasingly exposed. Based on this, 

we  designed  this  intelligent  voice  packaging  box  that  will  automatically  alarm  when  the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are  too high.  In  the  long‐distance  transportation of  fresh and other 

products, real‐time monitoring of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during transportation is realized, and 

intelligent voice prompt  is  introduced  to  realize  real‐time performance. And,  the program  that 

controls speech can see a case and decide, can realize the basic function such as intelligent hint 

old people takes medicine, extended utility. 

The  intelligent  voice  packaging  box  based  on  beidou positioning  is  different  from  the  existing 

packaging  boxes.  We  establish  the  whole  integration  model,  namely  the  single  intelligent 

packaging system. However,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 there are many packing stacking codes, so it 

is  necessary  to  accurately  locate  each  packing  and  establish  a  system.  Based  on  this,  we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positioning  and  integrated  management  based  on  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Through 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these data are divided according to location 

and region, summarized and summarized by  Internet big data and other tools, holographic and 

three‐dimensional reflection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goods transport, and can be appropriately 

extended by  intelligent reminder of the  life of goods,  for the national transport production can 

play a very big guiding role. 

[Keyword] 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 Transport of goods ; Intelligent voice packaging; 

Integrated management    ; Internet ;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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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产品运输跨地域广，时间要求增长。目前，市场上包装袋都

是布袋、塑料袋，纸箱等，一般情况下，包装袋在某一特定条件下只具有保护产

品、方便运输的基本功能，运输过程中受到环境影响，会有过压过温现象，严重

时，损坏物品，包装袋内的温度、压力难以被人们察觉，因此，存在改进空间。

并且，包装袋上包装信息的接收主要通过肉眼识别，而对于包装袋上包装信息难

以被找到，需要引入智能语音提高效率。

例如  ,目前我国生鲜,冻肉，禽蛋，巧克力，酸奶,“对温度敏感的药物”产品生

产后的运输环节温度和压力环节控制较为粗犷。包装技术落后，保鲜率低，经济

损失严重。迫切需要保证生鲜食品在流通中实现品质的稳定，实时监测，保证向

消费者提供新鲜、安全的多样性生鲜食品。

基于北斗定位的智能语音包装盒不同于已有的包装盒，我们建立了整个一体化模

型，即单一智能包装体系。但是实际运用中多为多个包装堆码，需要对每一个包

装精确定位，建立系统。基于此，我们提出基于北斗导航系统定位，集成化管理

的概念。

二、研究现状

1.国外研究现状

美国知名市场调研机构 Freedonia 日前发表一篇名为《活性及智能化包装》的研

究报告称，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包装市场智能化的趋势正在日益扩

大。据预计，2017 年仅美国智能化包装市值将达 35 亿美元，平均复合年增长率

为 8%。 

智能包装技术可以延长食品的保质期，有利于食品的保存和运输，具有广阔的市

场前景。特别是在市场监管机制还不健全，假冒伪劣产品还很猖獗的情况下，消

费者更加需要智能包装技术的帮助。研究人员预测，在不久的将来，用智能包装

技术生产的包装袋的数量，将占食品包装袋总量的 20%~40%。 

智能包装是包装产业的未来，但要真正把智能包装普及到位，更好的开发其中的

利润空间，除了加大对包装的智能技术开发的人力物力投入，更要跟紧当前我国

从工业化问信息化转变的脚步，从关注智能技术新动向和推广成熟技术两个方面

加大投入力度。

有专家预计，在未来几年，每个独立包装的产品上都会贴上智能标签，2015 年

RFID 标签的年需求量将达到 10000 亿枚，其中大多数将被用在智能包装上。仅

仅从 RFID 的需求就可以看到智能包装的巨大的市场及其潜在的机遇。 

2.国内研究现状

智能包装产品在国内的的应用正处于起步阶段，不过在国外进入冲击带领下，国

内已经注意到了这个市场，相应的市场调查和技术研究也已经开始起步了。

但基于高额硬件的成本和不成熟的技术，在普及智能包装产品方面还是存在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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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困难，还有待在硬件产品和通讯技术上取得突破，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将智能

包装产品在国内普及开来，并运用于日常更宽广的用途。智能包装产品在国内的

应用正处于起步阶段，其中的原因有两个：

（1）与发达国家相比，国内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和传统使用纸质类包装盒的观念

还没有转型，使得传统包装在运输和包装中仍占很大份额。

（2）国内开发智能包装产品启程较晚，发展仍需较长阶段。

因为智能包装产品的技术尚未完全成熟，所以其成本造价较高，一般企业根本难

以接受，这也是智能包装产品难以推广出来的主要原因。而我们团队要做的事情，

就是使用我们自己开发生产的智能包装产品，将成本做到最低，把这一技术推广

到各种各样的市场里面去。中国庞大的包装行业存在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如果我

们的设计能推广出去，那将是巨大的市场利益。

三、研究目的

介于我国产品运输市场的日益扩大，传统包装袋等运输工具的不足日益显露，基

于此，我们设计了这款当过温、过压时会自动报警的智能语音包装盒。在生鲜等

产品的长途运输中，实现对运输过程温度，压力实时监测，且引入智能语音提示，

实现实时性。并且，控制语音的程序可视情况而定，能实现智能提示老年人吃药

等基本功能，扩展了用途。

本专利不受具体模型和包装形式的限制，模型和相关描述仅说明本专利的原理和

日常大宗用途。

介于硬件电路目前开发成本仍较高，我们暂时将专利实际运用于可多次使用的大

宗生鲜产品，但随着硬件成本的降低，电路的模块化和集成程度升高，可运用范

围将大大扩大，运用于日常实际产品，实现智能效应。

四、创新技术

1.关键技术

①计算机与区域读写器的有线通线技术。

②区域感应传输技术。

③无线网络构建与网络拥塞控制技术。

④上位机编辑软件的设计及数据库的编写。

(1)系统两层包装盒的夹层内设置有温度、压力传感器，所述温度、压力传感器

的信号输出端连接单片机,当压力和温度达到报警点时，自动输出语音信号至语

音模块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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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系统设置有直流电源和蓄电池，可通过连接直流电源使用，同时能对蓄电池

充电，没有直流电源时，蓄电池供电。

(3)USB 接口电路对单片机进行控制和提取数据。音频输出接口，能够将音频信号

连接到其他音频设备。

3.2创新点 

(1)智能化：使用单片机作为核心组件能实时感应压力和温度，并自动报警。

(2)实用性强：包装袋为两层,温度、压力传感器设在夹层中，不易损坏,使用方便,

利于技术向民用领域推广

(3)一体化：实现了温控,压力控制,语音提示的一体化功能。

(4)集成化：引入北斗导航系统，对每一个单一智能包装体系精确定位，建立系

统，实现集成化管理。

五、系统实现

1.系统硬件设计

1.1系统的功能需求 

在整个系统中，要实现各部件协调一致运转工作，同时还要实现各个独立模块之

间的数据传输和终端数据的输出，保证信号的完整性，兼顾各模块实际控制能力，

抗干扰能力的实现，低功耗的能力，在整个系统的硬件设计过程中，要满足各个

模块的基本功能，所以在项目书中实际设计系统的过程中，要从以下的几个方面

考虑：

（1）硬件电路的适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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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于硬件电路目前开发成本仍较高，我们暂时将专利实际运用于可多次使用的大

宗生鲜产品，但随着硬件成本的降低，电路的模块化和集成程度升高，可运用范

围将大大扩大，运用于日常实际产品，实现智能效应。

（2）传输数据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单片机程序的修改一定要满足高精确性和稳定性，在各种外部条件下，每个模块

都要能够稳定的发挥正常功能，抵抗干扰和外部环境因素的能力要高。

（3）系统的广泛适用性

系统设置有直流电源和蓄电池，可通过连接直流电源使用，同时能对蓄电池充电，

没有直流电源时，蓄电池供电，适用范围扩大。

（4）系统低廉的成本

要使智能包装具有更高的竞争优势，那么整体的系统价格就不易过高，所以每个

系统模块都要采用具有价格优势的芯片，同时匹配相应的软件系统，把整个货架

标签系统的价格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1.2系统的总体设计框架

（1）系统的模块结构

系统总体框图包括：

STE32F405RGT6 单片机，温度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第一、第二稳压电路，语音

模块，音频输出接口，USB 接口，直流电池和蓄电池。

智能包装系统设计框图如图 1 所示。

图  错误!未指定顺序。智能包装系统设计图 

（2）系统中各组成模块中硬件的功能

①温度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感应包装的温度和压力状态，如果压力和温度达

到报警点时，输出信号。

②单片机，根据温度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检测到包装的温度和压力状态，如果

压力和温度达到报警点时，自动输出语音信号至语音模块报警。

③USB 接口电路，通过 USB 接口电路对单片机进行控制和提取数据。

④直流电源和蓄电池，可通过连接直流电源使用，同时能对蓄电池充电，没有

直流电源时，蓄电池供电。

1.3系统硬件的选择

（1）单片机的选择

单片机 FLASH 的容量根据程序的大小确定，FLASH 容量必须大于代码量。在选用

单片机时要根据产品需要选择时钟频率，不要片面追求高速度，时钟频率越高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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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也就越大。此外，单片机的稳定性、抗干扰性等参数基本上跟单片机的运行速

度成反比。因此，要尽量寻找可以在很高的时钟频率下运行而功耗又不高的单片

机。

    由于设计需要 USB 外设，那么需要寻找一款集成所有这些外设的单片机，只

有单片机本身产生功耗，有利于减少能耗。

一个好的设计不仅要功能完善，而且要满足成本要求，如果无法控制成本，再好

的设计也是枉然。因此，需要尽可能地降低单片机甚至整个产品的成本。

STE32F405RGT6 单片机模块电路图可实现相关问题。 

STE32F405RGT6 单片机模块电路图如图 2 所示。 

图  错误!未指定顺序。  STE32F405RGT6 单片机模块电路图 

STE32F405RGT6 单片机模块实物图如图 3 所示。 

图  错误!未指定顺序。  STE32F405RGT6 单片机模块实物图 

（2）语音模块电路的选择

①从时间长度上考虑:

一般情况下，语音芯片(默认 0TP:一次性的)的时间长度在 10～340 秒。基本上集

中在短秒数的。它声音清晰，时间短，价钱低，制作容易，所以是产品试验阶段

首选方案。市面上 20 秒的芯片价格大概在 2～3 元左右; 40 秒大概在 4～5 元;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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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大概在 910 元。一般情况下，是由厂家制作样品，用户服务订货时，由厂家将

内容烧写好，然后交给用户。这样用户就可以省掉一一些功夫。如果用户的声音

需要经常修改，则可以自己购买一套编程(也叫烧写器，下载器)，自己学会是如

何制作的，则可以由自己来制作。

②从功能上考虑:

语音芯片可以重复擦写的模块，比如:WT588DM 系列模快，一些可以通过专

用的烧写器来更换内容，一些是可以直接通过 USB 口来更换语音内容，甚至还

可以在现场下载内容，进行语音的更新，这些强大的功能，极大的丰富了语音模

块的内涵，增加了它的应用领域，开拓了新的天地。

③处理器要具备低功耗的功能，以及从睡眠模式中快速复苏的能力，以用来满

足整个系统的低功耗需求。

④处理器的价格不能太过昂贵，因为电子标签的普及的主要障碍就是比较高的

成本，所以要选择成本比较低的语音模块电路，最终选择了 WT588S‐10SS 语音模

块电路。

图  1 WT588S‐10SS 语音模块电路图 

WT588S‐10SS 语音模块实物图如图 5 所示。 

图  2 WT588S‐10SS 语音模块实物图 

（3）压力和温度传感器连接端口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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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压力传感器连接端口电路图 图 7  温度传感器连接端口电路图 

（4）USB 接口电路的选择

图  8 USB 接口电路图 

（5）直流电源和蓄电池

图  9  直流电源电路图 图  10  蓄电池电路图

（6）第一稳压电路和第二稳压电路（具体电压大小视情况而定）

图  11  第一稳压电路电路图 图  12  第二稳压电路

电路图

（7）音频输出接口

图  13  音频输出接口电路图 

如图 2 所示：所述单片机为型号 STE32F405RGT6 的单片机。单片机根据温度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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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和压力传感器检测到包装袋的温度和压力状态，如果压力和温度达到报警点

时，自动输出语音信号至语音模块报警。

如图 4 所示：图 4 为语音模块电路，语音模块根据单片机输出的报警信号发出报

警声。

如图 6 和图 7 所示：图 7 为压力传感器连接端口电路，图 8 为温度传感器连接端

口电路

图 8 为 USB 接口电路，通过 USB 接口电路对单片机进行控制和提取数据。 

如图 9 和图 10 所示：为直流电源和蓄电池，可通过连接直流电源使用，同时能

对蓄电池充电，没有直流电源时，蓄电池供电。

如图 11 和图 12 所示：为第一稳压电路和第二稳压电路，第一稳压电路输出 5V

供 USB 接口、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供电和第二稳压电路供电，第二稳压电

路输出 3V 供单片机和语音模块电源。 

图 13 为音频输出接口，能够将音频信号连接到其他音频设备。 

2.应用扩展——基于北斗定位系统集成化设计

基于前面的介绍，我们.2 建立了整个一体化模型，建立了单一智能包装体系。但

是实际运用中多为多个包装堆码，需要对每一个包装精确定位，建立系统。

基于前面的介绍，我们建立了整个一体化模型，建立了单一智能包装体系。但是

实际运用中多为多个包装堆码，需要对每一个包装精确定位，建立系统。基于此，

我们提出利用蓝牙无线连接整合的概念。

整个蓝牙无线连接程序是在 Keil C51 V9.00 编辑器下面完成的，该编辑器是一款

适用于程序开发的工具，整个编辑器包括软件的编辑、调试，所有涉及到的软件

开发都是在该编辑器下面完成的。下面将首先介绍  Keil C51 V9.00  编辑器，然后

分别介绍系统的 CC1101 射频模块的接收模块软件设计、发送模块软件的设计和

电子纸驱动的软件设计，最终完成基于广播模式下终端数据的更新。

4.2.1 软件编译环境 

Keil C51 V9.00 是一款全球领先的程序开发工具，也是一款很著名的  C  语言编辑

器，经过了高度的优化功能，适用于市场上大多数的的微处理器，可以方便很好

的管理整个工程文件，为整个系统的开发和软硬件调试提供便捷明了的

Windows  界面，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编程习惯设置相应的菜单。 

编辑器的主界面包括工程文件窗口和编辑窗口如图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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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编辑器主界面 

4.2.2 蓝牙无线传输模块的接收和发送程序设计 

蓝牙无线传输程序设计

#ifndef __USART_H 

#define __USART_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ys.h"  

#define USART_REC_LEN    9    //定义最大接收字节数 200 

#define EN_USART_RX   1 //使能（1）/禁止（0）串口 1 接收 

extern u8  USART_RX_BUF[USART_REC_LEN]; //接收缓冲,最大 USART_REC_LEN 个

字节.末字节为换行符  

extern u16 USART_RX_STA;           //接收状态标记   

extern u8  USART2_RX_BUF[USART_REC_LEN]; //接收缓冲,最大 USART_REC_LEN 个

字节.末字节为换行符  

extern u16 USART2_RX_STA;           //接收状态标记   

//如果想串口中断接收，请不要注释以下宏定义 

void uart_init(u32 bound); 

void uart2_init(u32 bound); 

#endif 

传输接收图
开始

初始化

等待接收

数据

中断响应？

进入接收模式

检测空中信息

收到有效数据？

发送数据成功

读出数据

终端显示

否

是

否

是

六、应用前景

（1）蔬菜水果：我国包装技术落后，经济损失严重。长期以来，农产品生产比

较重视产前和产中的栽培，而忽视了产后保鲜贮藏。在发达国家，农产品的产后

损失率只在 1.7％～5.0％；但在我国，果蔬损失率达 20％～30％，损失总价值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十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62



800 亿元，粮食平均损失也有 14.8％。不但不能体现农产品应有的商品价值，更

难解决果蔬产后异地销售和非季节供应等问题。新鲜水果、蔬菜、肉类、花卉是

我国主要的出口产品，但包装很粗糙，保鲜技术落后，这些出口农产品基本上是

没有经过初级的加工。一些国家进口我国的农产品后还需要重新包装，进入本国

市场，其市场价远比进口时高。特别是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关税下调，国

外果蔬产品涌入我国市场，更削弱了我国果蔬产品的竞争力。降低果蔬产品腐烂

损失，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率，增加农产品附加值，成为农业现代化的一项紧迫

的任务。统计数字显示，如果我国的果蔬损耗降低 3％至 5％，每年可减少果品

损耗 200 万吨。如降低损耗 15％，果蔬产值可增加 120 亿元。   

我们产品通过对运输货物的温度监控和压力检测，可使呼吸作用、蒸腾作用、后

熟作用等生理活动减小到最小限度、并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从而可减少消耗、

防止腐烂、延长寿命。

（2）肉类，水产品

生鲜产品远距离运输需要较完善的基础设施，国内在基础设施方面存在较大的不

足，造成我国生鲜产品以冷藏方式运输的比例较低，以及我生鲜农贸销售模式中

间流通环节过多、流通链条长的影响，导致了生鲜产品运输的损耗率过高，而生

鲜保鲜率偏低的现国状。生鲜（蔬果、水产品、肉制品等）运输半径小（一般为

1‐20 公里）的现状。因此，我国生鲜产品的本地化消费占比大，而在需求比较旺

盛的区域，却又存在供给不足、产品价格高昂，产品供需失衡的情况。可供开发

市场较广。

（3）药物运输

相对于果蔬、肉类的冷藏，医药类产品，尤其是生物制品对冷藏条件的要求更高。

一般肉类，只要温度达到‐15℃以下，就能基本满足需要了；而生物制品的生存

条件要严格限制在 2℃~8℃度，而且对冷库出风口、月台的温度要求也极高。

药品是人们抵抗疾病的主要手段，药品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和人们的身体健康有着

较为紧密的联系，一旦药品在质量方面出现问题不仅会影响到对人们病情的治

疗，甚至还有可能对人们的生命构成威胁。并且受到药品组成成分特殊性的影响，

在药品运输以及储存阶段容易在特殊的温度条件下发生药性方面的变化，因此发

展温度方面的自动检测设备对于保证药品质量有积极的意义。

（）巧克力类运输

考虑到巧克力会受到温度的影响而溶化，所以不同的温度下采用的运输工具应有

区别，一般室外温度在 20 度以下时，可以选择常温运输，高于 20 度的，建议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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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保温运输。

巧克力是非常脆弱、娇贵的产品，储存条件很讲究，除了避免阳光照射、发霉

外，储存的地方不应有怪味，最重要的是温度的控制。

巧克力的熔点在 36℃左右，是一种热敏性强，不易保存的食品。储存温度应该

控制在 12‐18℃之间。 

七、风险评估

1.风险产生

本系统的关键技术之一就是通信，包括单片机与温度压力感应器的有线通信，后

续蓝牙的无线通信，这两种通信过程之中误码率的产生。

电池，单片机等硬件设备的寿命。

2.风险控制

误码率的产生是由于硬件本身因素加上外界干扰所产生的，不是人为所能控制

的。我们所能控制的就是及时更换错误信息。定期检查硬件性能，蓝牙与终端的

无线通信之间要加强双向应答机制，比如数据传输正确立即返回 OK，数据传输

错误立即返回 NO，及时响应，给主机一个反馈信号。

硬件设备的寿命不是认为所能决定的，商家只能权衡利弊购买性价比较高的设

备。

八、知识产权

专利申请时间：2018 年 1 月 17 日。

专利号：CN201820075252.。

专利名称：一种智能多感应式语音包装袋。

属于技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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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视觉的手机定位精度评估与增强 

一：  绪论 

卫星导航系统是国家信息基础设施之一，是实现社会信息化的重要工具。

我国北斗三号基本系统已经完成建设，于 2018 年 12 月 27 日起提供全球服务，

北斗开启全球时代。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应用涉及到各个领域，如军事，交

通、农业、渔业等。卫星导航终端是利用卫星导航系统为用户提供位置、时间和

速度信息的仪器设备[1]，其性能决定了使用效能。随着北斗三代的建设对定位性

能的影响以及新的导航应用的需求，导航终端的测试检定特别是动态性能测试成

为关注的热点。尹继尧对测试评估的必要性及测试内容进行了探讨[2]；游振东对

GNSS 接收机内部性能检测方法进行了研究[3]；朱新慧给出了四种卫星导航接收机

测距精度评价的方法[4]；李海丰完成对基本型接收机各项性能的测试方法研究,

并开发了一个测试场景设计软件平台[5]；杨靖宝针对北斗系统接收机的性能测试

与评估方法进行了初步探讨,提出了内外场相结合的解决方案[6]；陈锡春设计了

测试系统的系统体系架构及软件体系架构，提出了一种测试系统实现方案[7]；何

峰提出了一种基于旋转平台和光电传感器的动态检测原理、设计方案和检测流程,

完成对低动态的 GPS 动态测量检定[8]；周阳林利用全站仪和激光跟踪仪对 POS 系

统的动态定位精度进行了测试[9];楼益栋针对车载 GNSS 终端的动态检测，给出了

基于比对的简单方法[10];毛琪研究一种基于车载运动平台的比对动态检测方法[11]。 

目前的导航终端静态定位精度测试存在检测位置固定、操作复杂等缺点；动

态定位精度检测多通过比对，跟踪等方法实现，实现时空同步难度大，且仅能满

足低动态的检测。本文引入高精度摄影测量技术，建立 mm 级定位精度检定场，

通过与终端固联的相机拍摄的单相实现位置估计，从而完成导航终端的静态和动

态定位精度测试，以及对提高手机精度新方法的展望。 

二： 精度测试思路及系统设计 

    GPS 控制网能保证控制点的较高的坐标精度，从而用全站仪可以测得高精度

的联测点坐标，摄影测量高精度的建库方法可以得到高精度的编码标志坐标，手

机校正后使用后视定向可以得到手机的准确坐标，从而评估终端的卫星定位结果。

只要快门速度够快，就可以实现任一点的动态测量。 

测试步骤 

第一步：布设高精确的标定场 

1.利用 GPS 接收机测量控制网，长时间接受卫星信号，加上 COS 站的误差改

正，可以得到精确的控制点坐标。 

2.使用全站仪测定联测点的空间地理坐标。

3.利用联测点建库，解算反射编码标志的空间地理坐标。

第二步：10 参数相机标定 

为了减小终端的摄像头的畸变，利用 10 参数法，标定出终端的畸变参数，

可以提高结果的精度。 

第三步： 

作    者：王腾、邓文章、陈锦怡、彭延林
指导教师：王鹏飞
学    校：重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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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单相位姿解算，得到终端的空间地理坐标。

2. 利用后方交法，就可以得到终端拍照时刻的精确空间坐标。

第四步：利用摄影测量得到的手机位置，评估终端的卫星定位结果。 

1.GPS 接收机同步测量 GPS 控制网得到控制点，在控制点上架设全站仪，后

视定向测得联测点坐标，通过摄影测量建库的方法，得到编码标志的坐标，

标定场建立完毕。

2.设备终端通过相机拍摄标定场，得到终端精确的空间坐标，以此来利评估

设备终端的卫星定位结果。

图 1 

三：高精度检定场的布设 

3.1 GNSS 控制测量 

布设测站的原则是各级 GPS 网一般逐级布设，在保证精度、密度等技术要

求时可跨级布设。各级 GPS 网点位应均匀分布，相邻点间距离最大不宜超过该

网平均点间距的 2 倍。我们采用的线解方式为多基线解，即使从 m(m>3)台 GPS 

接收机的同步观测值中，由 m-1 条独立基线构成观测方程，统一解算出 m-1 条

基线向量。此次实验中，各级 GPS 网测量采用中误差作为精度的技术指标，以

2 倍中误差作为极限误差。 
控制点的分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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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使用 LGO 处理数据得到结果如下(表 1)： 

表 1 

经过高斯投影得到联测点的高斯坐标与高程(表 2)： 

D C B E F 

高斯坐标 Y 460XXX.46316992 460XXX.84259014 460XXX.06950494 460XXX.27222558 460XXX.67957916 

高斯坐标 X 3853XXX.36115904 3853XXX.36322512 3853XXX.94156343 3853XXX.36283682 3853XXX.36235090 

高程 113.858800 113.108450 113.842600 113.374650 112.310600 

表 2 
3.2 联测点设计及测量 

  下图中绿色圆圈标注的 B、C、D、E、F 为联测点，黄色方框标注的为编码标

志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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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工装测量联测点的位置，将球形棱镜架设在工装上，在 GPS005 处设站，以

GPS006 点作为后视点，通过全站仪后视定向的方法，测得五个联测点的坐标。 

图 4 图 5 

利用后视定向法，分别测量每个点与已知边的水平角之差、与设站点的平距 S、

高差ΔH，结果如表 3。 

D C B E F 
两侧回平均

水平角β

20 度 43 分
24.21 秒 

21 度 18 分
29.15 秒 

22 度 4 分
21.96 秒 

22 度 55 分
25.9 秒 

22 度 28 分
52.54 秒 

平距 S 22.151700 21.572600 20.853200 20.116250 20.492200 
高差ΔH 0.659000 -0.091350 0.642800 0.174850 -0.889200

表 3 

    可以解算处后视线的方位角，加上β就可以算出各个方向的方位角。其中 D 点的

高斯坐标可通过下列公式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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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5， D=	 +	 5 HD=H5+	  

其中 = cos(α5D),	 为点 GPS005 到 D 点的平距，α5D为 GPS005 到 D 点的方位角。
H5 点 GPS005 的高程， 为 GPS005 到 D 点的高差。 

同理可以计算出 B、C、E、F 联测点的坐标： 

Y X 正高 
D 3853973.4060 460537.7560 113.1990 
B 3853973.3880 460539.1500 113.1880 
C 3853973.4000 460538.3760 112.4510 
E 3853973.3385 460539.9490 112.7170 
F 3853973.3860 460539.5390 111.6580 

表 4 
3.3 编码标志设计 

用于手机标定的编码标志设计原则  

一般而言，设计编码标志应遵循以下几项基本原则  

(1) 定位点具有唯一性。

(2) 具有充足的编码容量。

(3) 尺寸要适宜。

点分布型编码标志

依据编码标志设计原则，我们采用了一种实用的点分布型编码标志。如图

6a、6b 所示。 

图 6a.编码原理               图 6b.编码实例 

这种编码标志由 8 个尺寸相同的圆形标志点组成，每个标志点均采用回光

反射材料制作。其中，点 1 点至 5点为模版点，定义编码标志的坐标系。点 3 

为定位点，另外 3 个点为编码点，分布在 20 个设计位置上，分别对应 A~T 

不同的字母。 

序号 字符串 

1 ACE 

2 ACG 

3 ACI 

4 ACJ 

5 ACK 

… … 

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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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编码标志采用字符串编码，将 3 个编码点对应字母按顺序排列所得

字符串即可作为 

该编码标志的编码值,将所有可能的编码字符串按指定顺序排列，形成

一个索引表，以其序号作为每个编码标志的编码值。 

点分布型编码标志的识别过程： 

1、在处理前进行预处理，选取合适大小的灰度阈值，将图像进行二值

化 

2、利用形态学中的腐蚀、膨胀、开运算、闭运算、骨架抽取、极线腐

蚀、颗粒分析、流域变换、形态学梯度等运算提取各标志点 

3、通过计算各点到所有点重心的距离寻找模版点 1、2、3、4、5。 

4、利用仿射变换，将各标志点坐标转换到设计坐标系中，确定编码点

对应的编码位置及该编码标志的编码值。 
3.4 相机标志建库解算 

建库，即为确定标定场中所用相机标志的物方点位坐标，由于获取了

5 个连接标志点的大地坐标，因此后续利用建库标志反算相机的位置为大地

坐标，可与手机等终端的定位结果进行直接比对。对于标志物防坐标的解算，

首先利用测量型单相机进行多个角度的拍摄，然后采用光束法平差进行最优

化估计，即同时确定摄影区域内所有影像的外方位元素和待定点空间坐标。 

如图 7 所示，对于物方一个点 jX
，相机可以从不同角度对其拍摄，架

设从位姿 i拍摄，得到像点
i
jx
，此时的相机投射矩阵为

iP ，则满足：
i i
j jx P X （1） 

由于测量存在误差，则式（1）不能严格满足，存在一个偏差 ˆ ˆˆ( , )i i
j jd x P X 。

若在多个位置对多个点进行了拍摄，则可得到一个目标函数： 
2

,

ˆ ˆˆmin ( , )i i
ij j j

j j
c d x P X ( 2) 

把所有的映射误差最小化的过程被称为光束法平差，解算即可得到标志

的物方坐标。 

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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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二个不同位置拍摄照片，并进行建库。相机位置如图 8 所示 

图 8 

软件运行结果如图 9 

图 9 

四：单相位姿解算 

采用单像空间后方交会的方法进行相片外方位元素（相机的位置和姿态）的解算，

主要解算出三个位置方位元素 SX 、 SY 、 SZ 和三个姿态方位元素 、 、 。

基于四点的摄站参数快速解算 

4.1 10 参数相机标定   

10 参数模型是一种物理模型，依据相机成像过程中各种物理因素的影响

而设计，10 参数除了包括 du，dv，u0，v0，r，f 等相机内参数以外，还包括

还包括镜头径向畸变、偏心畸变和切向畸变等 3 类畸变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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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du，dv 分别是水平方向与垂直方向的像元间距，r 是两轴不垂直因

子,f 是焦距，u0，v0是光学中心，f 是相机的焦距。 

径向畸变成因是镜头形状不规则，导致像点沿镜头径向方向产生偏差。一

般表现为桶形畸变和枕形畸变，如图二的 a、b。 

a.桶状畸变 b.枕状畸变

图 10 

径向畸变可用如下多项式表示： 

Δr = ⋯

式中，k0、k1、k2为径向畸变系数。 

主要是由光学系统光心与几何中心不一致造成的, 即镜头器件的光学中

心不能严格共线。 

切向畸变产生的原因是透镜不完全平行于图像 

图 11 摄像装置标定场 

4.2 编码标志识别 

通过编码标志识别获取总共有两种方法。 

方法一：全部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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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编码标志有 8个控制点，总共 9个编码标志，总共 72 个控制点。在

计算量和时间允许的情况下，通过计算机将 72 个控制点的坐标全部计算并

平差处理，得到 72 个坐标，利用这 72 个坐标进行建库，这种方法精度高，

但耗时长，且需要的计算量也大。 

方法二：只解算定位点 

设 9 个编码标志中距离几何中心最近的编码标志为定位点，在计算量和

时间有限的情况下，通过计算机优先解算中心编码标志的 8 个控制点坐标。

相对方法一，该方法耗时短，计算量小，但精度不如方法一高。 
4.3 基于编码标志的单像定位解算模型 

基于 4 个控制点的单像空间后方交会直接解法。 

1、计算 3 个控制点在像空间坐标系中的坐标 

A(X1,Y1,Z1),B(X2,Y2,Z2 ),C(X3,Y3,Z3 )为 3 个控制点,其相应向点为

A′(x1,y1)、B′(x2,y2)、C′(x3,y3)。DAB、DBC、DAC为△ABC 的三条边

长。角 ASB、角 BSC、角 ASC 分别为α、β、γ。 

基于三个控制点的空间后方交会 

图 12 

在△ASB、△BSC、△ASC 中，可由余弦定理得到 

DAB=DAS+DBS-2DASDBScosα 

DBC=DBS+Dcs-2DBSDcscosβ 

DAC=DAS+Dcs-2DASDcscosγ 

设距离 DAS、DBS、DCS比值为 1:n:m,代入上述方程解出 n的大小 

2、通过分解旋转矩阵线性计算摄站参数 

已知 3 个控制点 A, B, C 在像空间坐标系和物方空间坐标系中坐标

(Xis,Yis,Zis ),(Xi,Yi,Zi), (i=1,2,3)便可通过公共点转换答解像空间坐标

系与物方空间坐标之间的转换参数。 

3、利用第 4个控制点消除多余解。 

关于 n的一元四次方程，解出的 n可能有四个不等实根或者两对相

等的重根，对此我们对应多组摄站参数。此时，可利用第 4个、第 5个

控制点 D、E，分别计算其在像点坐标，并与其实际像点坐标进行比较，

取坐标差值最小的一组摄站参数即为正确解。 

基于四点的摄站参数快速解算或多点迭代摄站参数精确计算 

在获取初始外方位元素后，可根据共线条件方程可构建摄站参数的严

密解算模型。在相机畸变已校正的前提下，将共线条件方程式线性化，则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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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13 14 15 16

21 22 23 24 25 26

  
  

            
             

S S S

S S S

Vx c X c Y c Z c c c lx
Vy c X c Y c Z c c c ly

简写为： 

V AX L 
X 为摄站参数改正数、 A 为从式 X 中推出的系数矩阵， L 为观测值。采用最小

二乘的方法可进一步解算出摄站参数的精确值。 

该算法不需要初值和平差计算，可直接求得单张像片的外方位元素 

五：终端定位精度测试实验 

5.1 实验方案 

（1）在标定长附近标记 17 个点的位置，分别在这些位置上拍摄标定场，得

到手机的位置。 

（2）再在这 17 个点上测得手机卫星的定位结果。

（3）利用摄影测量得到的结果对手机定位精度做评估。
5.2 实验结果与分析 

   手机定位结果与视觉定位结果的对比： 

点号 
视觉定位结果 卫星定位结果 差值 

高斯坐标 x 高斯坐标 y 高斯坐标 x 高斯坐标 y 高斯坐标 x 高斯坐标 y 

1 113°34′0X.XX″ 34°48′XX.X0″ 113°34′0X.XX″ 34°48′XX.X0″ 0.085″ 0.021″ 

2 113°34′0X.XX″ 34°48′XX.X0″ 113°34′0X.XX″ 34°48′XX.X0″ 0.053″ 0.073″ 

3 113°34′0X.XX″ 34°48′XX.X0″ 113°34′0X.XX″ 34°48′XX.X0″ 0.0505″ 0.039″ 

4 113°34′0X.XX″ 34°48′XX.X0″ 113°34′0X.XX″ 34°48′XX.X0″ 0.067″ 0.041″ 

5 113°34′0X.XX″ 34°48′XX.X0″ 113°34′0X.XX″ 34°48′XX.X0″ 0.013″ 0.032″ 

6 113°34′0X.XX″ 34°48′XX.X0″ 113°34′0X.XX″ 34°48′XX.X0″ 0.027″ 0.082″ 

7 113°34′0X.XX″ 34°48′XX.X0″ 113°34′0X.XX″ 34°48′XX.X0″ 0.041″ 0.006″ 

8 113°34′0X.XX″ 34°48′XX.X0″ 113°34′0X.XX″ 34°48′XX.X0″ 0.057″ 0.009″ 

9 113°34′0X.XX″ 34°48′XX.X0″ 113°34′0X.XX″ 34°48′XX.X0″ 0.035″ -0.002″

10 113°34′0X.XX″ 34°48′XX.X0″ 113°34′0X.XX″ 34°48′XX.X0″ 0.030″ 0.013″ 

11 113°34′0X.XX″ 34°48′XX.X0″ 113°34′0X.XX″ 34°48′XX.X0″ 0.009″ 0.040″ 

12 113°34′0X.XX″ 34°48′XX.X0″ 113°34′0X.XX″ 34°48′XX.X0″ 0.026″ -0.047″

13 113°34′0X.XX″ 34°48′XX.X0″ 113°34′0X.XX″ 34°48′XX.X0″ 0.010″ 0.031″ 

14 113°34′0X.XX″ 34°48′XX.X0″ 113°34′0X.XX″ 34°48′XX.X0″ 0.032″ -0.015″

15 113°34′0X.XX″ 34°48′XX.X0″ 113°34′0X.XX″ 34°48′XX.X0″ 0.041″ 0 

16 113°34′0X.XX″ 34°48′XX.X0″ 113°34′0X.XX″ 34°48′XX.X0″ -0.024″ 0.027″ 

17 113°34′0X.XX″ 34°48′XX.X0″ 113°34′0X.XX″ 34°48′XX.X0″ -0.003″ -0.035″

表 7 

其中差值为卫星定位结果与视觉定位结果之差。 

即 经度差值=经度(卫星定位)-经度(视觉定位) 

   纬度差值=纬度(卫星定位)-纬度(视觉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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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斯平面上，1″等于 30.8 米，则将差值转换成平面距离得到表 8 
点号 纬线方向(m) 纬线方向(m) 平面直线距离(m) 

1 2.618 0.6468 2.696715454 
2 1.6324 2.2484 2.778494614 
3 1.5554 1.2012 1.965235508 
4 2.0636 1.2628 2.419319904 
5 0.4004 0.9856 1.063826828 
6 0.8316 2.5256 2.658987386 
7 1.2628 0.1848 1.27625032 
8 1.7556 0.2772 1.777349487 
9 1.078 -0.0616 1.079758566 
10 0.924 0.4004 1.007023416 
11 0.2772 1.232 1.2628 
12 0.8008 -1.4476 1.654335637 
13 0.308 0.9548 1.003248244 
14 0.9856 -0.462 1.088508778 
15 1.2628 0 1.2628 
16 -0.7392 0.8316 1.112643339 
17 -0.0924 -1.078 1.081952753 

表 8 

六：结束语 

该实验主要是用摄影测量的方法建立高精度的标定场，用于标定手机的

卫星定位终端。 

由实验结果可见，该终端定位的精度大概在米级左右，高精度的标定场

不仅仅局限于评估手机的定位精度，它还可以评估各种带有摄影设备的高精

度定位终端。 

对于手机这样定位精度较差的终端，可以将定位差分信号记录在手机中，

可以在一定时间内提高手机的定位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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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定位的无人机定位与反制系统 

本文针对目前我国军民两用小型无人机, 基于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实现

对无人机的定位，通过链路渗透技术及无人机诱骗技术对无人机进行反制。本

系统使用无线电粗侧向，OpenCV 精测向，激光测距等技术获取无人机位置信

息，通过坐标转换完成定位，采用在射频、WiFi、GPS 信号上多个模块协同系

统处理，以实现快速准确捕捉无线链路信息，实施链路渗透和干扰，以及针对

导航系统的诱骗，实现对无人机的反制在信息化战争中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北斗、无人机定位、反无人机 

一、背景及意义 

近年来,随着无人机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完善,无人机不仅在军事领域发挥着

重要作用,在民用领域也得到了广泛应用。然而,随着使用难度的不断降低,无人

机在给人们生产生活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其滥用也给国家、社会和人民造成了

安全危害。因此,对无人机进行有效管控在军、民领域均十分强烈。在民用方面，

通过对无人机的反制可以解决“黑飞”问题，净化城市空域，减少不必要的公共

损失。在军用方面，该技术可用于反制敌人的无人机系统，降低敌人无人机对我

方的危害，同时利用“缴获”的无人机还可以对敌人进行反侦察与反打击。 

作    者：王家了、李响、周卓洁、拓卓
指导教师：卢虎、冯新喜
学    校：空军工程大学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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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验原理 

§2.1 定位过程

通过无线电
进行粗侧向

使用OpenCV
进行精测向

利用激光进
行测距

极坐标转换
为直角坐标

完成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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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反制过程

无人机出现

判定是否为数
据库内已知类

型

加入一些噪音，切
断无人机与操纵者

之间的链路

对于已知的跳频等通信协议

对于未知的跳频等通信协议

在多个推测频段内

进行压制

是否有效？

可自动、手动切换至其

他信道进行测试

无效

驱离模式

无人机通信链路被
切断，进行自动返

航程序

有效

有效

无效

模式选择

有效

无效

逼迫降落模式

进行GPS干扰，诱
骗无人机以禁飞区

处理，进行迫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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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设计方案及过程 

§3.1 定位过程

（1）无线电粗侧向

（2）Open CV 精测向

（3）激光测距

（4）极坐标转换为直角坐标

§3.2 实施反制（链路渗透及诱骗）

§3.2.1 无人机链路渗透技术

在无人机链路渗透环节中，项目拟使用卷积神经网络所获得的无人机品牌、

类别，以针对不同无人机的通信协议，通信链路进行渗透干扰。其中主要分为基

于物理层的射频干扰和传输层的 ARP 泛洪攻击。 

§3.2.1.1 针对于射频式无人机

（1）按照其品牌的通信特性加入一些特定噪音，以切断无人机与操纵者之间的

链路； 

（2）将该频段全部阻塞。

例如，大疆的“精灵”无人机是在 2400 到 2483 兆赫的频率上运行，即 2.4 吉赫

兹频段。在这个频段内，操作者选择不同的信道跟无人机连接。 

§3.2.1.2 针对于 WiFi 式的无人机

基于 ARP 攻击的 port stealing 模块。 

例如 parrot 系列无人机是使用了 WiFi 的通信链路，我们可以在黑入网络之

后，进行 ARP 攻击，即可达到切断链路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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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无人机诱骗技术

在无人机链路渗透环节中，项目拟使用卷积神经网络所获得的无人机品牌、

类别，以针对不同无人机的导航系统进行干扰。其中主要为基于物理层的定位信

号伪造与干扰。 

针对于某型无人机搭载飞控中写有： 

①禁止无人机在禁飞区起飞和飞行

②当通信链路失效后，当无人机在 50m 以上沿 GPS 返回至起飞点，当无人机

处于 50m 以下就地降落。 

根据以上两条规则我们可以在诱骗技术中使用。 

①向无人机发送在禁飞区的诱骗信号后，无人机直接就地降落。

② 当切断无人机链路后，发送虚假的位置信息，以让无人机按照我们的需

求为我们所用，进行基于伪定位信号的远程遥控。 

四、创新点及应用 

 针对北斗系统的开发项目，是目前学界的一个热点课题，尤其是在我国“一

带一路”大发展战略的牵引下，北斗的应用市场更加广阔。本课题就是利用北斗

导航系统与反无人机技术结合，开发出了一套新的系统。 

北斗系统的使用，打破了 GPS 对导航系统的垄断，对我国尤为重要，利用北

斗系统可以最大限度的将技术掌握在我们手中，对系统的安全性提供了很大的支

持，同时，相对于 GPS，北斗系统本身的创新优势也将给该系统提供新的优势。 

原有的无人机反制，使用的方法“硬杀伤”较大且方法比较被动。该系统解

决了上述问题，通过对无人机的诱骗，可将其安全回收，从而用于我方的应用。

其次，该系统解决了先前“点对点”反制方式存在的不足，扩大了预防的面积和

有效性，提高了反制效率。 

本系统功能完善，结构简单，对操控要求小，对环境适应度高，技术人员只

需要简单的架设，就可以开展工作，无论是军用还是民用都可以大大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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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的城市管理甚至是空天作战中，北斗系统将会发挥更加显著的作用，

而本系统将会将会伴随着北斗系统的更新，增加新的内容，优化用户体验，将系

统做的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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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北斗导航的老人心率监测智能手环设计

【摘要】本文针对老人在户外的心率健康状况的监测，结合卫星导航定位技
术，提出一种将卫星通信和地面通信相融合的系统，并应用在医疗方面上，实
现实时监测心率和出现异常时老人地理位置信息的获取。本系统通过通讯技术和
心率监测技术的巧妙结合，拓展了卫星导航定位的应用，使其在医疗健康方面有
了更近一步的发展。当老人心率出现异常时，可以通过佩戴的手环将地理位置返
回给亲情号码，家人就能通知医院对其进行及时的救治。涉及到的设备包括：北斗
卫星、STM32F103、GPRS 通信模块、血氧心率传感器、SD 卡和 LCD 屏等。 
【关键词】“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心率检测、GPRS 通信 

1 背景和意义 

随着中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心血管疾病成为老人健康的“头号杀手”，在

英国每年占所有死亡的 39%。而到底什么是心血管疾病呢 ？——心血管疾病，

是指涉及循环系统的疾病，循环系统概括为人体内运送血液的器官和组织，主要

包括心脏、血管，大部分都与动脉硬化有关。此外心血管疾病有发病率高、致残

率高、死亡率高、复发率高的特点，在病发时可能会产生心悸、呼吸困难、紫绀、

眩晕、晕厥、疲劳等症状，若不及时就医对病患很可能产生不可逆转的后果对身

体健康造成进一步伤害。比如在脑血管疾病发生后进行治疗，患者很可能产生一

些后遗症，例如出现语言、行走等能力方面的障碍，影响日常生活。脑出血是最

为常见的脑血管疾病，它能发生在脑实质的任何部位，且发展迅速，治疗若有不

及时就会增加死亡率。在如此严峻的身体状况下，患有心血管疾病的家人在其病

发时能否进行及时的救治是每个家庭都十分担心和迫切想要解决的问题。

现实生活中，患有心脏病的患者在被发现发病后，约有 30%的人在未到达医

院时就已死亡，给患者生命安全带来巨大隐患 ，因此实时监控心血管病人的身

体状况是至关重要的。由于心脏病突然发作没有前兆，但通过检测心率是可以预

测身体状况的发展趋势。一般健康老年人的心率会稳定在 50~120 次/s。当每分

钟的心跳次数低于 50 次时被称为心动过缓，高于 120 次时被称为心动过速，心

动过缓或者过速都有可能会带来生命危险。因此对于老年人来说，如果能够实时

监测其心率，在病发时迅速进行抢救，是帮助他们挽救生命的有效方法 。但是

心脏病的病发没有确定的规律，而是和老人的身体状况、情绪还有客观环境都有

非常大的关系，是很难预测的，此外，一旦病发，老人无法自行处理时，就有可

能因为得不到及时的治疗而死亡。过去的心率信号检测采用有线连接方式，病人

的身上因为安装了传感器设备而不能自由灵活移动。系统难以扩展，修改网络拓

扑结构成本很高，且布线杂乱，易使灰尘堆积，不利于清洁 。因此对于心脏病

老人日常生活中的心率实时监测就显得相当重要，从而对其进行及时的救治。

本设计的意义有：一便于家人对老人心率健康状况的远程监护及位置信息的

获取，对北斗民用化在便携式医疗中的应用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二可以使得患心

脏病的老人外出时减少安全顾虑，能够自由出行。

作    者：吴欣露、钱娟、李静华、刘清萍
指导教师：赵静
学    校：南京邮电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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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计方案和实验过程 
本设计是构造一个卫星导航定位和地面通信相结合的系统，通过佩戴的手环

来方便有效地掌控老人的心率健康状况和定位信息。大体过程即我们首先给老人

佩戴上智能手环，植入 GPS/北斗双模定位模块，GPRS 模块和心率血氧模块，用

来通信和搜集信息。

1) 设计方案：

（1）心率健康状况监测方面：当老人佩戴上手环外出活动时，手环中的血

氧心率传感器就会进行脉搏和血氧饱和度的测量，进而实现实时心率信息的收集，

并将信息返回 STM32F103 中，以心跳数和变化波形的形式显示在 LCD 屏上。同

时将心率数据保存在 SD 卡中，当检测到每秒的心率数低于 50 或高于 120 次即

处于不正常的情况时，发出警报，并启动 GPRS 模块来进行通信。 
（2）通信方面：我们设定一个家人的电话为亲情号码，当发出警报时，GPS/

北斗双模定位模块就能够立刻接收到信息，通过天线来进行定位，从而将老人的

地理位置信息通过 GPRS 模块发送给老人的家人。家人可以通过拨打手环中的电

话号码来确认老人的身体状况，使得老人在病发时可以得到有效的救治。

2) 实验过程：

（1）当老人心率出现异常即超出设定阈值时，血氧心率传感器将发送警报

启动定位模块和 GPRS 模块，将老人的地理位置和心率情况自动发送给亲属。 
（2）当家人收到老人的定位信息后，家人尽快赶到该位置，并可通过手机

拨打手环内置号码及时与老人取得联系确认其健康状态，同时拨打 120 等救助电

话帮助老人及时脱困。

（3）家人尽快赶到，医疗救护及时，减少了由于就医不及时导致的更严重

的生命安全问题，老人得到快速有效的帮助。

（4）除此，当老人不慎摔倒、迷路或者遇到一些突发事件时，可以通过按

键启动定位模块和 GPRS 模块，将自己的地理位置发送给亲属，或者通过按键切

换 LCD 屏界面至拨打电话，来取得和亲属的联系。 

3 工作原理及性能分析 

1) 工作原理

本设计的基本工作原理 是将北斗卫星导航技术和无线通信技术相融合，结

合佩戴在手腕上的心率血氧传感器，开发出一种心率监测智能手环，实现老人心

率健康安全的实时性掌握和警报情况下地理位置信息的获取，如图 1 所示。 
基于北斗导航的老人心率监测智能手环设计硬件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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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本工作原理 

图 2 一种基于北斗导航的老人心率监测智能手环设计硬件 

GPS/北斗双模定位模块：通过北斗卫星和 GPS 导航卫星定位老人，并利用

NMEA-0183 协议设计算法解码卫星返回的信息，以经纬度的形式发送给亲情号

码；

天线：接收卫星返回的信息；

MCU 主控芯片

（STM32F103） 

北斗/GPS 模块 

接收定位信息

生理参数

采集模块

（心率、

血氧）

人机交互

模块

（LCD、语

音通信）

GPRS 通信模块 

无线串口通讯模块

GPRS 模块 

LCD 屏 

血氧心率

传感器

GPS/北斗双

模定位模块

天线 

STM32F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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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M32F103：作为 MCU 主控芯片； 
手环 LCD 屏：显示老人实时的心率数据和数据变化波形。还可以通过触摸

该屏幕拨打电话，查看接收到的短信内容；

血氧心率传感器：该传感器使用光电容积法来测量脉搏，利用人体组织在血

管搏动时造成透光率不同来进行脉搏和血氧饱和度的测量，在不增加老人心理和

生理上的不舒适感的基础上对心率情况进行实时监测；

GPRS 模块：进行收发短信，拨打和接收电话的工作。在获得老人定位信息

后，模块及时以短信的形式将位置经纬度发送给亲情号码。

2) 工作流程

设计的具体工作流程如图2，现在我们来模拟一下智能手环的整个工作过程：

首先，老人佩戴上手环外出，在外出的过程中，血氧心率传感器HXDZ-30102-ACC
持续实时监测老人心率数据并返回 STM32F103，将数据和其变化波形显示在单

片机的LCD屏上。判断数据是否在规定的阈值内（大于等于50且小于等于120），
若不在范围内则发出警报，STM32F1032 向 GPS/北斗双模定位模块发送请求定

位老人，模块收到请求后，北斗导航卫星定位老人位置并将位置经纬度发送至

GPRS 模块，通过该模块将经纬度以信息的形式发给已设定的亲情号码。亲属收

到短信，呼叫老人，老人若不接听电话，则亲属根据卫星定位找到老人，通知医

院对其进行救治；老人若接听电话，则可以先通过电话询问老人身体健康状况再

对情况进行判断。老人也可以通过手环上的按键发送地理位置信息给家属，还可

以在 LCD 屏上读接收到的短信及通过按键拨打电话，和家人取得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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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一种基于北斗导航的老人心率监测智能手环设计流程图 

3) 性能分析

本设计的功能有拨打接听电话，发生定位短信，检测心跳数和血氧浓度，

结合实验结果对其性能分析，情况如下：

心率血氧传感器读

取心率数据：m/s 

50 m 120 

发出警报 

STM32F1032 向 GPS/北斗双模

定位模块发送请求定位老人 

北斗导航卫星定位老人位置并

将位置信息发送至 GPRS 模块 

GPRS 发送老人所处位置的经

纬度至已设定的亲情号码 

亲属收到短信，呼叫老

人，老人是否应答 

亲属根据卫星定位找到老人 

结束

询问老人状况

老人有不适情况

Yes 
No 

Yes 

No 

No Ye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十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88



图 3  发送定位信息 图 4  亲情号码接收到定位短信 

如图 3 所示，在室外，当用户的心跳数超出所设置的阈值或者连按两下

KEY1 时，手环将发送用户所在地经纬度。如图 4，我们测试到的经纬度短信数

据为：经度：118.92326，纬度：32.11605，海拔:40.9m。与当前地理位置信息相

符合，定位较为精准。

图 5 拨打电话测试 图 6 接听电话测试 

如图 5、6 所示手环成功通过拨打、接听电话的测试，通信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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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心率及血氧浓度测试结果 

如图 7 所示，手环可以正确测量出心率及血氧浓度数据，虽然常处于跳变状

态，但还是能大致反应出用户心率是否正常。

综上所述，本设计平台在定位精度，实时通信方面能够达到设计的要求，能

够一定程度上保障患有心脏病老人，特别是独居老人出行生活的安全方面的需求，

完成了此次设计的任务，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4 创新点及应用 

1) 创新点：

（1）便利性：在过去医院的心率监测中采用有线连接方式，被监护者的身

上因安装了传感器设备而难以自由灵活移动，而本设计使用的血氧心率传感器

HXDZ-30102-ACC 仅有 6 平方厘米大小，小巧便携。 
（2）经济性：一个 GPS/北斗双模定位模块大概 100 块左右，一个 GPRS 通

信模块 100 块，一个血氧心率传感器 60 块，配有 LCD 屏的单片机 STM32F103
大约一百多块钱，而一部老年机至少几百块钱，去医院进行多次心率检查也费用

高昂，本设计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却拥有更低的成本。

（3）创新性：市面上流行的智能手环多为打电话手表或仅监测心率和显示

时间，本设计在两者结合的基础上将北斗导航系统应用在其中，在心率发生异常

时及时通过短信将地理位置信息返回给亲属。

（4）可行性：我们是对老人的心率进行实时的监测，一旦心跳数超出所规

定的阈值，就将发出警报信息，发送短信通知亲属，并结合拨打电话确认老人的

情况，若老人身体感到不适则根据地理位置信息很快就能找到老人。

（5）扩展性：通过手环我们可以知道老人的心率信息和地理位置信息，保

障患有心血管疾病老人的生命健康，同时我们也可以加入新的装置，实现一些增

殖功能。

2) 在应用方面，本设计具有良好的扩展应用。除了本设计叙述的功能外，还将

有以下的方面的应用：

1) 老人防摔倒系统：设计后期将加入身体姿态监测模块 ，利用陀螺仪对

姿态的敏感的特性，对用户的体位时刻进行监测，当测得的数据超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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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正常范围后，系统判断老人遇到危险，发出警报通知亲属，这样能

够针对老人出现跌倒或者因为其他原因导致的无法正常活动而进行救

治，拓展了手环的功能和适用人群范围。

2) 痴呆老人防走失警报器：根据此类病人平常的生活路线规划安全区域，

当老人的即时地理位置与设定区域的偏差超过阈值时，发送警报信息告

知家人，并及时获取老人地理位置，防止患病老人走失。

5 结论 
本设计借助于无线通信网络和北斗导航，研究了一种可定位的老人心率监测

智能手环，具有可穿戴性，具有异常心率警报，实现了对老年人在外出现异常时

的快速定位和出勤营救。老年人也可以穿戴该设备更好的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

并通过简单的人机交互在发生意外时及时与亲人取得联系，保障了老年人的生命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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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导盲机器人

【摘要】本文将从背景及意义，结构与设计方案，功能实现,创新性及应用前景

4方面来介绍此作品。为改善民生问题，着眼于盲人出行问题，设计一款智能导

盲机器人，保障盲人出行安全。我们以 STM32F103C8T6 单片机作为核心处理

器，联合北斗导航系统,在智能小车的模型和传统拐杖模型的基础上，运用线性

CCD 模块、红外避障模块、超声波避障模块,、语音播报模块、蓝牙音频发射模

块等模块，实现环境障碍探测、道路交通标志识别、实时语音提示等功能，同

时将盲人的实时位置通过北斗导航系统传送到监护人手机或电脑上，防止了盲

人出行过程中发生安全隐患，也方便一些突发情况下快速救助。

【关键字】北斗卫星导航模块、导盲拐杖、出行安全、智能导航、快速救援

1.背景及意义

背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的数据,2010 年,中国盲人(blind)数目已经达到

824.8 万，约占全世界盲人数量的 18%，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盲人最多的国家，并

且这个数目还在不断上升中，每年新增盲人约为 45 万。眼睛是人类最重要的感

觉器官,人们从外界获取的各种信息中 80%以上是通过视觉获得的.然而大多数盲

人生活在现代城市,生理上的缺陷以及生活环境的日益复杂,给盲人的生活带来了

诸多不便。残疾人事业关系着我们的民生问题，面对如此严峻的情况，目前最为

普遍的盲人出行工具导盲犬却有着 1.训练成本高 2.时间周期长 3.在很多省份仍

禁止出入公共交通工具的缺点。传统的导盲拐杖只能提醒盲人前面是否有障碍，

并不能指导他们如何避开障碍，也不能进行语音提醒，针对这些状况，我们基于

北斗导航系统，设计了一款能够 1.探测周围障碍物 2.识别主要的交通标志 3.进行

实时语音提示 3.及时将定位信息传送到盲人的家人手机或电脑上的智能导盲机

器人。

意义：能够有效的减少出行成本，缩短训练周期，方便盲人出行，保障盲人

出行安全，便于家人实时了解使用者的位置，也便于一些突发情况下展开救援。

2. 导盲机器人结构与方案设计

2.1 总体设计方案

以 STM32F103C8T6 单片机作为核心处理器，依靠智能小车模型和传统拐杖

模型，联合北斗导航系统,运用红外循迹模块,超声波避障模块,语音播报模块等模

块，进行编程调试，将自主循迹，识别盲道，自动避让障碍物,语音提醒等功能

结合在一起，最后利用北斗系统获取使用者的实时位置，然后传送位置至特定电

脑或手机等设备。根据盲人的活动制约确认了导盲机器人的功能并制定了机器人

的总体方案，如图１所示，该方案包含了硬件和软件两大部分。

作 者：吴承豪、吴云松、李则蓝、王玉婷

指导教师：钟伦珑、李滢
学    校：中国民航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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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总体方案设计图

2.2 硬件方面

硬件方面，导盲机器人(图２)以车形底盘为载体，以可伸缩型手杖连接机器

人与使用者。底盘上方装有 STM32F103C8T6 单片机控制整个系统正常工作；底

盘前方装有超声波传感器和红外传感器以及 CCD 摄像头，CCD 摄像头通过图

像采集卡与单片机相连；底盘中央装有驱动模块用以驱动电机；底盘后方装有语

音模块，蓝牙音频发射模块和北斗定位模块用以实现语音提示以及远程定位功

能；４个由步进电机驱动的车轮在底盘两侧；可伸缩型手杆连接在底盘尾部，用

以连接使用者和机器人，所有模块与车形底盘融为一体，可伸缩手杖为身高差异

的盲人提供了方便。

图 2 导盲机器人实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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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核心控制模块：STM32F103C8T6
这次设计所选用的 STM32F103C8T6 单片机如图 3 所示,有 48 个引脚的芯片,

中等容量增强型,32 位基于 ARM 核心的带 64 或 128K 字节闪存的微控制器

图 3 STM32F103C8T6 图

2.2.2 CCD 循迹模块

原理：TSL1401 线性 CCD 传感器包含 128 个线性排列的光电二极管，每

个光电二极管都有各自的积分电路，我们将此电路统称为像素。每个像素所采集

的图像灰度值与它所感知的光强和积分时间成正比。

灰度值：输出电压 Vout；
光强：器件对给定光波长在电压上的反应 Ve;(Ve=V/(μJ/cm2)* μW/cm2)
积分时间：即曝光时间，tint。
功能：实现图像处理，识别盲道和人行横道，实现循迹功能。

图 4 线性 CCD 循迹模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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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超声波避障模块

原理：HC-SR04 超声波测距模块可提供 2cm~400cm 的非接触式距离感测功

能,精度可达 2mm,模块包括超声波发送接收和控制电路。VCC 供 5V 电源,GND
接地,TRIG 触发控制信号输入,ECHO 回想信号输出。采用 IO 口 TRIG 触发,至少

给 10us的高电平信号;模块自动发射 8个 40KH的方波,自动检测是否有信号返回;
有信号时,通过 IO 口 ECHO 输出高电平,高电平持续时间就是超声波从发射到返

回的时间。

功能：超声波测距系统是利用超声波在空气中传播时遇到障碍物返回的特点

来实现测量距离的目的。根据超声波从发射到接收到回波的时间以及此时的声速

就可以计算出障碍物的距离。当检测到障碍物时,系统会通过语音模块发出告警

信号。

图 5 HC-SR04 超声波避障模块图

2.3.4 红外避障模块

原理：红外发射管，发射 50hz 调制的 38k 信号。当遇到障碍物时，发生漫

反射，红外接收头接收到这一信号时，输出端输出 50hz 的信号。判断这一信号，

即可判断，遇到了障碍物。

功能：由于超声波避障模块存在死角，通过红外避障模块可以躲避超声波模

块无法探测到的障碍物。

图 6 红外避障模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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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语音播报、蓝牙音频发射模块

功能：在遇到障碍物、通过有人行道的路口时，语音播报模块便会收到来自

超声波模块、CCD 模块传来的信息，随后通过蓝牙音频发射器向盲佩戴的蓝牙

耳机里发出提示音，引导盲人行走，保障盲人的安全。

图 7 语音播报模块、蓝牙音频发射模块图

2.2.6 北斗定位模块

原理：采用的 ATGM336H-5N 北斗模块，模块供电 3.3-5V，具备 SMA 天线接

口和 IPEX 天线接口，板载 E2PROM 可设置保存波特率等信息，板载 XH414 充

电电子，加速热启动搜星支持 A-GNSS，冷启动捕获灵敏度：-148dBm，跟踪灵

敏度：-162dBm 定位精度：2.5 米（CEP50，开阔地）。

功能：将盲人的实时位置通过北斗导航系统传送到监护人手机，防止了盲人出行

过程中发生安全隐患，也方便一些突发情况下快速救助。

图 8 北斗定位模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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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软件方面

软件方面,视听融合导盲机器人的软件系统涉及基于机器视觉的图像处理、

超声红外测距、蓝牙传输、北斗定位算法及语音模块的表达。

2.3.1 人行道识别

斑马线由一组黑白交替、等间距的平行【1】条形带组成。由于黑色与白色的条形

带之间的色差非常明显、灰度对比度非常强烈以及黑白交替的规律性较强，因此

可以利用图像的双极系数【2】来表征和量化斑马线区域的灰度对比强烈程度，并

通过双极系数值筛选出道路图像中灰度对比强烈的区域进行分析和判断。如果待

检区域在斑马线区域内,则双极系数值非常高；反之，如果待检区域为非斑马线

区域，则其灰度值基本一致，双极系数值较小。

斑马线区域的灰度对比度较为强烈，而其他区域灰度值较为一致，相应的双

极系数较低。因此可以采用分块的思想计算一幅图像不同区域的双极系数，并通

过设定阈值将具有较高双极系数的斑马线区域从图像中分离出来。由于等宽度等

间隔的斑马线在以一定视角成像时出现“近大远小”的现象。分块的尺寸也相应

地采用近大远小的方式。

阈值分割可以将斑马线区域中白色的平行线提取出来，边缘提取可以将斑马线区

域中的平行线提取出来.采用 Otsu 法【3】对图像进行二值化，将白色平行线从斑

马线区域中提取出来。最后通过 Canny 算子对分割后的图像进行边缘提取。

2.3.2 盲道识别

盲道的颜色通常很鲜艳，因此可以通过盲道的颜色特征来进行检测。采用基于颜

色区域的图像分割方法其能够筛选出盲道区域。并对盲道区域进行边缘提取以实

现盲道的识别【4】。首先将图像由 RGB 转为 HSI 色彩空间.HSI 有三个颜色分量，

利用颜色饱和度 S 分量的直方图 SL(x)对盲道图像进行分割。经处理后的盲道使

用邻域面积过滤算法，将二值图像中面积小于１５００的区域过滤掉，实现盲道

的识别.最后采用 Canny 算子【5】对处理后的二值化图像进行边缘提取以实现盲道

的识别。

2.3.3 障碍物识别

导盲机器人障碍识别是最重要的功能，一个障碍识别性能较好的导盲机器人

可以有效地弥补盲人在获取视觉信息上的不足。当导盲机器人引导盲人行进时，

在距离障碍物大约 0.3m 时,机器人改变原来前进方向躲避障碍并发出提示音，并

且行进一段距离后再次改变方向，使机器人回到最初的行进轨道，实现避障功能。

3.功能实现

3.1 自动避障

经实验验证，设计的导盲机器人具有良好的避障功能，可以有效地引导盲人

躲避障碍，符合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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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导盲机器人自动避障。(a)发现障碍;(b)改变行进方向;(c)保持行进方向;(d)成功躲开障碍

3.2 自主循迹

经试验验证，设计的导盲机器人具有良好的识别盲道及人行道等交通标志的

功能，可以有效地引导盲人行走，符合设计要求。

图 10 盲道和人行道原识别效果图

3.3 北斗导航定位

远程定位功能可以实时向盲人的亲友发送盲人所在位置加强盲人与亲友的联系

保证盲人安全。

图 11 北斗定位上位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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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创新性以及前景

中国是世界上盲人最多的国家，约有 500 万盲人，占全世界人口的 18%，每

年在中国约有 45 万人失明，如果继续按照这样的增长趋势，这是 2010 年的数据，

如果继续按照这样的增长趋势，到 2020 年，中国的盲人将增加 4 倍。也就是每

100 个人中将有 1 个盲人，但是我们却很少在街道上看到盲人，为什么呢？因为

视力的缺失，盲人无法像我们一样方便的出行，他们出行的道路会遇到很多障碍，

我们的作品致力于改善他们的出行条件，运用我们所学，帮助他们更好的生活。

克服了目前最为普遍的盲人出行工具导盲犬却的 1.训练成本高 2.时间周期长 3.
在很多省份仍禁止出入公共交通工具的缺点，以及传统的导盲拐杖只能提醒盲人

前面是否有障碍，并不能指导他们如何避开障碍，也不能进行语音提醒等缺点。

在未来，政府大力倡导保障民生问题的政策下，以及我国经济水平的飞速提升下，

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盲人的生活也将多姿多彩，那么出行安全也将成为他

们最关心的问题。我们的作品还可以有很多改进的地方，在未来，通过不断的完

善后，很大可能我们的智能出行拐杖可以成为他们出行的安心贴士，为他们开拓

一条安全出行的道路，让他们走出拘泥的小小房间，去感受更为广阔的天地。

参 考 文 献

[1] Wang Wenfeng, DingWei, Li Yong, et al. An efficient road detection algorithm based on parallel edges[J].Acta

Optica Sinica, 2015, 35(7): 0715001.

王文锋,丁伟利,李勇,等.一种高效的基于平行边缘的道路识别算法[J]. 光学学报,2015,35（7): 0715001.

[2] Uddin M s, Shioyama T. Detection of pedestrian crossing using bipolarity feature - an image-based technique[J]

IEEE Transactions on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 2005,6(4): 439-445.

[3] Otsu N. A threshold selection method from gray-level histograms [J]. IEEE Transactions on Systems Men &

Cybernetics, 2007, 9(1): 62-66.

[4] Wang Min, Xiao Lei, Yang Fang. Blind road segmentation based on saliency detection and improved

projective dictionary pair[J]. Laser & Optoelectronics Progress, 2017, 54(4): 041001.

王民, 肖磊, 杨放. 基于显著性检测和改进投影字典对的盲道分割[J]. 激光与光电子学进展, 2017,

54(4): 041001.

[5] Yu Hongshan, Wang Yaonan.. An improved Canny edge detection algorithm[J]. Computer Engineering &

Applications. 2004, 40(20): 27-29.

余洪山,王耀南. 一种改进型 Canny 边缘检测算法[J]. 计算机工程与应用, 2004, 40(20): 27-2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十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99



1． 项目研究背景及意义

基于北斗的港口无人车辆精细管理系统

  作    者：张啸天、章司怡、王汕昭、项栾晨 
  指导教师：陈熙源
  学    校：东南大学

【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交通运输领域所面临的
挑战也越发严峻。近年来，特别是全球化影响下，港口吞吐量与日俱增，而现有
的港口运输方式却由于人力成本高，自动化水平低，难以胜任这个重担。考虑到
这个问题，我们提出了基于北斗的港口无人车辆精细管理系统。该系统主要分为
两个部分，一是基于 LabVIEW 的面向用户的控制平台，二是包含北斗高精度定
位模块的智能小车信息终端。在 LabVIEW 面板上完成了加载地图和规划车辆路
线的功能，可以实现用户对于此多功能智能小车的直观控制。LabVIEW 软件平台
在接收到由车载北斗定位模块输出的位置信息后，会对面板绘制的行驶路线进行
解算和转换，再将包含有路径经纬度坐标的文件发至单片机作为运动的参考信
息。在智能小车信息终端上，使用了 PID 算法控制小车自主循迹。考虑到现实
环境的复杂性，小车加入了雷达和自主避障算法，使小车可以适应多种环境。在
行驶过程中，北斗定位模块同时定位小车位置并反馈实际行驶路径到用户控制
端，得到一条切实可行的无障碍路线。 
关键词： 北斗，LabVIEW，智能小车信息终端，自主寻迹算法，自主避障算法 

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ing standard, the challenges in the field of 
transportation become more and more severe. In recent years, 
especially under 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port throughput is 
increasing day by day. However, the existing port transportation mode 
is not up to the task due to high labor cost and low automation level. 
Considering this problem, we propose a Beidou-based unmanned vehicle 
management system for the port. The system is mainly divided into two 
parts, one is the user-oriented control platform based on LabVIEW, the 
other is the intelligent car information terminal. The function of 
loading map and manual route input is completed on the LabVIEW panel, 
which can realize the user's intuitive control of this multi-
functional intelligent car. After the drawing of the route, the 
platform can send the coordinates to the MCU as the reference 
information for the movement. On the intelligent vehicle information 
terminal, PID algorithm is used to control the autonomous tracking of 
the vehicle. Considering the complexity of real environment, radar and 
autonomous obstacle avoidance algorithm are added to make the car 
adapt to various environments. In the process of driving, the Beidou 
positioning module can also locate the position of the car and feed 
back the actual driving path to the user control end, so as to obtain 
a practical barrier-free route.

Keywords： BDS, LabVIEW , Autonomous Tracking Algorithms, Intelligent 
car information terminal, Obstacle Avoid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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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研究背景 

港口是水陆交通的集结点和枢纽，工农业产品和外贸进出口物资的集散

地，是船舶停泊、装卸货物、上下旅客、补充给养的场所，属于交通领域不可

或缺的重要一环【1】。 

码头集装箱自动化运输是港口未来发展趋势，也是世界一流海洋港口的重

要标志。目前，世界最大的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已在我国建成并投入试运营。而

对于大多数港口来说，通过对已建集装箱码头进行自动化改造，也是一条切实

可行的升级途径 ；但是如何以经济可行的方案攻克“集装箱水平运输”难题，

成为大多数港口绕不开的“拦路虎” 

图1 港口运输情况 

1.2.  研究现状 

一直以来，GPS以其覆盖性大，高效快速，定位精度较高的优点被广泛应用

在车辆导航、工程测量，军工等众多领域。但是GPS作为美国的卫星导航系统，

严重制约了其在我国相关行业大规模的推广应用。我国的北斗定位导航系统的

有源定位在调度系统以及指挥系统上应用非常广泛的，它能实现地面快速定

位，相关应用产业的指挥调度将变得更加容易。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当前北

斗定位导航系统在农、牧、交通、海洋等领域都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无人驾驶作为汽车未来的研究方向，其对于汽车行业甚至是交通运输业有

着深远的影响，其与导航的关系也是密不可分的。无人驾驶汽车的来临将能够

解放人类的双手，降低发生交通事故发生的频率，保证了人们的安全。同时随

着人工智能、传感检测等核心技术的突破和不断推进，无人驾驶必将更加智能

化，同时也能够实现无人驾驶汽车的产业化【2】。 

1.3.  研究意义 

本文研究的基于北斗的港口无人车辆精细管理系统，可以节省传统的港口

运输车辆运输的繁琐管理，操作者只需简明直观为运输车辆规划好路线，运输

车就可以完成搬运集装箱的过程。 

同时，由于无人驾驶取代了传统驾驶员的任务，本系统也可以节省一大笔

人力费用，同时也避免了运输过程的风险。此外，本文设计无人车辆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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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用于其他室外可以事先规划好路径的车辆运输场合，具有很强的可移植

性。 

2．项目总体框架 

本系统主要分成两个部分，一是基于LabVIEW的港口无人车控制平台，二是

基于北斗的智能小车信息终端。 

LabVIEW是由美国国家仪器（NI）公司研制开发的一种程序开发环境，它利

建立图形化的软件面板来替代常规的传统仪器面板，其丰富的图像处理功能以

及数据监测分析功能使得我们的设计更为方便简洁。 

LabVIEW控制平台会接受智能小车终端传输的位置信息，并根据车辆的位置

选择当前位置的地图。用户在控制面板上以小车当前位置为起点，进行初始路

径的简单绘制。之后系统将对所绘制的路径进行数据处理，将所得的位置数据

通过VISA串口发送至主控芯片STM32F1上，利用HMC5883L电子罗盘测量角度反馈

至主控芯片，小车根据目标坐标和当前坐标之差来控制小车舵机方向及速度，

从而使小车按照规划的路径行驶。本系统考虑到在实际环境中，小车在行驶过

程中往往会遇到障碍物，因此加入了雷达模块测量障碍物的方位与距离，从而

实现有效避障。 

北斗模块的加入，可以通过北斗定位系统得到小车的实际位置信息，小车

主控芯片将位置信息与之前所寄存的速度、时间信息结合，绘制出小车的实际

行驶轨迹，再利用移动通信网络将轨迹反馈到用户控制端，将在控制面板中显

示出小车实际的运行路线。由此，用户可以得到一条切实可行无障碍的实际行

走路线，实现了小车自主循迹探路并反馈实际路况信息。此功能还可延伸出推

断障碍物位置大小、小车偏离实际路线的误差计算等附加功能。 

图 2  系统工作整体框架 

由于场地和条件限制，我们选择使用智能小车平台来替代实际港口中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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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卡车。使用智能小车平台既可以最大可能的还原平台实际运行中遇到的问

题，也避免了实际运输过程中卡车的复杂传动系统产生的障碍。与实际车辆相

比，智能小车平台控制简单，只需要给对应的轮式驱动单元发送指定的命令

帧，其内置的MCU即可获取传来的命令，控制电机和舵机转动，达到控制小车运

动的目的。 

3.项目原理

3.1．智能小车信息终端

车载终端设备由北斗高精度定位模块、主控芯片STM32F1模块、HMC5883L模

块、RPLIDAR A2激光雷达、智能小车平台等构成。图3即为智能小车信息终端的

硬件结构图。可以看到智能小车信息终端以STM32F1作为CPU，接受来自激光雷

达，电子罗盘，北斗高精度定位模块和智能小车平台MCU传来的位置和运动信

息，经过处理之后，结合上位机传来的控制命令，再向轮式驱动平台内的MCU发

送命令帧，进行运动的控制。图4即为智能小车信息终端的实物图。 

 

图 3  硬件结构图 

图 4  智能小车信息终端实物图 

CPU 

STM32F1 

激光雷达 

HMC5883L 

北斗高精

度定位 

简易码盘 

电机 

舵机 

小车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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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北斗高精度定位模块 

信息终端采用UM220-III N【3】的BDS+GPS双模式定位模块，是目前市场上尺

寸最小的完全国产化的北斗/GPS模块，集成度高、功耗低，非常适合对尺寸、

功耗要求高的北斗规模应用。定位模式采用地基增强差分形式，数据流形式为

NMEA 格式。GNSS 模块将GGA 发送给 CPU，CPU 转给GPRS 模块，再通过网络连

接地基增强系统服务器，通过Unicore数据协议获取差分数据，获得差分数据之

后传输给GNSS 模块解算，解算之后的数据通过GPRS 模块再传输至指定的服务

器地址。定位模块指标设计如表1 所示。 

表1 车载定位终端设计指标 

技术指标 说明 

信号频率 北斗 B1  GPS L1 

定位精度（RMS） 2.5m CEP（双系统水平）  2.0m CEP（SBAS水平） 

速度精度（RMS） GPS/GNSS：0.1m/s,1σ 

北斗：0.2m/s, 1σ
数据格式 NMEA 0183 

工作模式 BDS B1工作模式，GPS L1工作模式，BDS B1/GPS L1双模

工作模式 

数据输出 支持直接输出NMEA数据 

图5  UM220-III结构框图 

3.1.2． 主控芯片 STM32F103 

该系统的主控芯片选用 STM32F103，此芯片作为 32 位ARM微控制器，有着

比16位、8位处理器更强的数据处理能力、更丰富的外设口。工作频率为

72MHz，内置高速存储器(高达128K字节的闪存和20K字节的SRAM)，丰富的增强

I/O端口和联接到两条APB总线的外设。所有型号的器件都包含2个12位的AD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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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通用16位定时器和一个PWM定时器，还包含标准和先进的通信接口：多达2个

I2C和SPI、3个USART、一个USB和一个CAN【4】。 

图 6  STM32f103 实物图 

3.1.3． RPLIDAR A2 激光雷达 

RPLIDAR A2 由 SLAMTEC 公司开发的新一代低成本二维激光雷达(LIDAR)，

它具有每秒高达 8000 次的高速激光测距采样能力。并配备了 SLAMTEC 独有的

光磁融合(OPTMAG)专利技术，克服了传统激光雷达的寿命限制，可长时间可靠

的稳定运行。RPLIDAR A2的典型旋转频率为 10hz (600rpm)，在典型旋转频率

下可以实现 0.45°的角度分辨率。并可随用户需求，在 5-15hz 范围内任意调

整转转频率。 

RPLIDAR A2 开发套装包含了早期开发所需的配套工具。用户只需要将 

RPLIDAR A2 模组通过 USB 线缆和 USB 转接器与 PC 机连接，即可在配套的评

估软件中观测 RPLIDAR 工作时采集得到的环境扫描点云画面或者使用 SDK 进

行开发
【5】

。本系统采用可视化软件 frame_grabber，直观观测到PLIDAR的测距

扫描结果，并将数据通过串口发送到主控芯片，进一步控制小车顺利避障。 

图 7  RPLIDAR A2 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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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小车平台 

本系统使用的小车除去车架外，由四个“轮式驱动单元”和usb信号转uart

模块组成。其“轮式驱动单元”相当于小车的直流减速电机、H桥驱动电路、车

轮、码盘及信号采集电路集成的模块，同时内置了一个MCU，完成电机驱动和反

馈，以及舵机的驱动，通过 UART 发送命令即可操纵车轮前进、后退、刹车、

惰行以及转向【6】。这样，高层次的控制便可以根据策略和算法的需求，发出相

应的命令操控车轮即可，而 UART 是任何一个操作系统中都可以方便操作的标

准硬件，从而使小车的控制变得简单、可靠。 

图8  轮式驱动单元 

在控制小车运动时，既可以通过将四个“轮式驱动单元”连接至单片机，

由STM32控制并接受轮子反馈，也可以使用PC通过usb发送至usb信号转uart模块

进行控制。无论使用哪种方式，都需要将数据帧传输给轮上的MCU。数据帧格式

为：帧头（2字节），接收方地址（1字节），发送方地址（1字节），帧长（1

字节），命令（1字节），数据域（N字节）和校验和（1字节）。支持的命令包

括读写内存，控制舵机角度及转速等。 

图 9  小车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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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软件实现 

3.2.1. LabVIEW 控制面板 

在软件部分，本项目使用LabVIEW平台，主要实现了基于北斗模块的地图加

载、路线的绘制以及与下位机的通信。软件部分结构流程如下所示。 

图 10  基于北斗定位模块信息输出的软件实现流程图 

（1）登录界面

图 11  登录界面 

在基于北斗的智能小车控制平台的软件部分，为了保护用户的使用权，软件

部分添加了登录界面。为了便于实现，账号和密码放置在二维数组中。整个程序

放置在 while循环中，以便时刻对用户的操作保持响应。由两个条件结构判断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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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内容是否对应数组中的内容，如果有一项不对应都会被视为无法登陆，只有

两项都判断为真，才会打开小车控制平台的主面板。 

图 12  登录界面程序框图 

（2）控制主面板

图 13  控制主面板的前面板 

作为基于北斗的港口无人车辆精细管理系统的主界面，面板可以分为四个主

要部分：分别是菜单栏，绘图部分，坐标显示以及串口通信部分。面板整体风格

简洁，各部分由细凹线分隔，模块与按键功能明确，人机交互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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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于北斗模块的地图读取

  图 14  基于北斗模块的地图读取部分程序框图 

为了能在控制面板上显示地图，需要调用到百度地图静态 API【7】。在申请了

百度 API 密钥之后，输入 URL直接进行调用。这里会根据小车传来的经纬度确定

地图的起始位置，方便用户使用。 

（4）路线绘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十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09



图 15  绘制直线部分程序框图 

在进行绘制之前首先需要进行一些准备工作，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需要读取鼠

标的的坐标值。经过调用鼠标属性并解除捆绑之后，得到的 x和 y坐标会输入到

绘制部分。同时选择的绘图工具也会作为条件结构判断的依据。 

绘制直线主要分为三个步骤： 

①选择直线工具之后，第一次点击绘图区时，程序会将此时的 x 和 y 值作为

start point存储，同时将坐标值输入 Draw Point.vi中进行点的绘制。

②在等待第二次点击时，会判断使用者是否按住 shift键，假如 shift键为真，

则 Process_Shift_State.vi 会对鼠标的位置进行相应处理，使画出的线呈

水平或者竖直。经过判断之后，点的坐标会输入 Draw_Line.vi 中实现画线

操作。

③在鼠标双击第二次之后，此时鼠标位置的坐标仍然会有一个判断 shift键值

的过程，之后将校正后的键值存在 end point 中，完成直线的绘制。

（5）VISA串口通信

图 16  VISA 串口通信部分程序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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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VISA串口通信前面板 

 为了和下位机进行通信，软件采用了 LabVIEW 中的 VISA 串口通信功能【8】。

在前面板设置了串口设置以及 5*2的簇，用来向用户提供串口通信时必要参数的

设置，这些参数也会直接传入 VISA 配置串口函数中。当绘制完成后，路线的起

始点经纬度会 VISA写入函数传输给下位机，同时发送数据也会显示在 Data Sent

文本框中显示，为用户提供相关信息。 

（6）北斗模块位置路径绘制

图 18 读取北斗模块坐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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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得到智能小车信息终端上搭载的北斗模块所提供的坐标数据，这里使用 VISA 读取

功能。平台会读取北斗模块通过发送至单片机再传输到上位机的坐标信息，将其处理为可用

的坐标数据，之后将坐标数据传到上文所提到的绘制路线部分，由绘制点（Draw Point.vi）

在地图上进行绘制。与手动绘制的过程类似，只是输入由鼠标坐标改为了 VISA 所读取处理

的坐标数据。 

3.2.2 智能小车控制算法 

软件设计流程图如下所示，主要部分包括了系统的初始化、路径信息的接收，

小车自身位置信息采集及避障。系统选用了 Keil uVision5开发工具，选用 C语

言编程。 

图 19.小车控制算法流程图 

小车控制算法具体如下： 

（1） 系统初始化，设置舵机 90°为小车初始方向。

（2） 接受上位机传来的经纬度，使用高斯-克吕格投影方法将其投影到平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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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坐标系由大地基准面和地图投影确定，由地图投影到特定椭圆柱面后在

南北两极剪开展开而成，是对地球表面的逼近，各国或地区有各自的大地基准面，

本文使用 WGS84基准面，其参数如下表所示【9】

表 3 WGS84 基准面参数 

椭圆柱长半轴 a/m 6378137 

椭圆柱短半轴 b/m     6356752.3142451 

大地坐标一般采用高斯-克吕格投影，高斯-克吕格投影是由德国数学家、物

理学家、天文学家高斯于 19 世纪 20 年代拟定，后经德国大地测量学家克吕格

于 1912 年对投影公式加以补充，故称为高斯-克吕格投影，又名"等角横切椭圆

柱投影”，是地球椭球面和平面间正形投影的一种。 

高斯克吕格投影这一投影的几何概念是，假想有一个椭圆柱与地球椭球体上

某一经线相切，其椭圆柱的中心轴与赤道平面重合，将地球椭球体面有条件地投

影到椭球圆柱面上高斯克吕格投影条件：a) 中央经线和赤道投影为互相垂直的

直线，且为投影的对称轴； b) 具有等角投影的性质； c) 中央经线投影后保持

长度不变【10】； 

 图 20   高斯投影示意图 

已知大地坐标（L,B），求解高斯平面坐标（X,Y）方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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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a:地球椭球长半轴；b:地球椭球短半轴；B:该点纬度；L:该点经度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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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经线 L0后的值；X:大地 x坐标值；Y:大地 y坐标值。 

（3） 建立小车行驶坐标系

由于高斯-克吕格投影方法所获得的坐标系是以中央子午线与赤道交点为坐

标原点，沿赤道以东为 y轴正向，沿中央子午线以北为 x 轴正向。为便于计算

的直观，将高斯平面坐标系( x，y) 以原点为中心逆时针旋转 90°，然后将 x 

轴沿 y 轴平面反转，向笛卡尔坐标系( X，Y) 转换。变换后的笛卡尔平面坐标

系 Y 轴指向为正北方向，X 轴指向为正东方向。变换公式为： 

X=y
Y=x




图 21  高斯平面坐标系和笛卡尔平面坐标系 

（4） 小车循迹算法设计

将车辆任务路点序列进行三次样条曲线光滑连接，形成任务路径。设预

瞄距离为 D，以车辆中心点为圆心，预瞄距离 D 为半径，相交于前方轨迹

于点 A，称 A 点（𝑥𝛼，𝑦𝛼）为预瞄点。见图 22【11】。

图 22  车辆循迹示意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十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14



具体实现方式如下: 

根据车辆运动学模型，车辆航向在一个控制周期内的变化量可近似计算为 

=vT/R

前轮绕运动中心的半径 Ｒ 为 

  /l sin=Ｒ

代入，可得 

/vTsin l  =

上式中，l 为轴距; v为纵向速度; 为前轮偏角。v和 在当前采样周期内测

得，在下一控制周期内会有所变化; 但由于其变化的连续性，故计算得到的 

作为下一控制周期内的预估量是可行的。称  为航向变化预估量。在控制算法

中，车辆当前航向角与航向变化预估量之和作为航向反馈量，期望航向与航向反

馈量的差值则作为经典 PID 控制器的输入偏差计算期望前轮偏角 。该预估模

型可改善算法在不同速度条件下的适应性【12】。流程框图见图 23。 

图 23  小车循迹算法流程图 

（5） 小车避障过程设计

当小车遇到障碍物时，有两种情况，一是障碍物为可移动物体如正在行走中

的人，二是障碍物为固定物体，无法移动。当遇到障碍物时，雷达首先判断障碍

物离小车的距离，若小于一定值，则使小车停下等待一段时间，若障碍物消失，

则小车按照原定路线行驶。若障碍物仍未移动，则控制舵机转向一定的角度，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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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障碍物继续行驶。雷达避障的流程图如下所示【13】： 

图 24 小车避障设计流程图 

当小车离固定障碍物的距离小于 2m 时，小车执行避障程序，小车先向右拐

行驶一定距离，再调整到原定方向行驶一定距离，最后回到规划路线上继续行驶。 

4. 实验结果

（1） 小车起始点标定

图 25  起点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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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路径规划

图 26  路径规划 

(2)路径信息反馈

图 27  路径信息反馈 

5. 创新点与应用前景

（1） 此系统采用 LabVIEW 设计，用户交互体验良好，能够直观的控制小车按

着设定路线行驶，使用 PID算法引入反馈可以减少小车在实际行驶时与预设路线

的误差 

（2） 北斗高精度定位模块可以给用户反馈高精度的小车实际位置信息，以此

可以得到切实可行的实际路径并在用户控制端上显示，在危险环境作业和探路作

业领域拥有很高的使用价值和应用前景。 

（3） 本系统的定位模块不需要 GPS 的参与，只用北斗定位模块即可实现定位

功能，对于摆脱外国技术控制，保护国家信息安全有着重要意义。 

（4） 不同于其他使用类似 RFID技术的港口无人车，本系统不需要提前进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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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标签的设置，这也给本系统提供了很宽广的发展空间。在民用领域，本系统适

用于室外很多需要规划行驶路线的场合，比如城市公交等。在军用领域，本系统

也可以参与到军用物资调动的环节中，不仅可以提高运输中的工作效率，节约人

力物力，也完全自主研发的北斗定位模块可以保证信号的保密性，意义也十分重

大。 

6. 结束语

智能小车将自主寻迹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相结合，用 LabVIEW实现小车的算

法设计，在有北斗信号的情况下，即可反馈实际路径到用户端，形成完整的输入

控制和实际反馈的交互闭环。 

循迹探路功能可应用于在地形不确定的情况下自主循迹探路并反馈路线；用

户可以规划路线使小车自主巡逻，并可以根据小车反馈信息优化路径；小车上传

感器可以反馈当地环境信息。 

本系统的智能小车应用性强、功能的拓展性强，可针对用户需求在小车上加

装如温度传感器、机械臂等功能模块，即可实现更多功能、应用于更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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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的铁轨铺设与检测智能车的设计与制作 

【摘要】铁路是国家的重要基础设施，随着现代交通网络的扩大与完善，铁

路数量不断增长，铁路的设计、施工与检测维护技术也在不断改进。现今的铁路

主要是依托设计图纸进行铺设，在实际铺设过程中，需要工人根据设计图比例尺

精准测量，另外在日常的检测工作中，往往也是需要铁路职工用锤子敲打铁轨，

根据敲击铁轨的声音和自身的经验来判断铁轨本身是否存在问题，或者一段一段

的用专业的测量工具去测量轨间距，这种方式速度慢，效率低，工作量大。因此，

为了提高铁路施工与日常检测维护的效率，我们利用北斗定位技术设计了一个铁

轨铺设与检测智能车。 

【关键词】北斗定位，智能车，铁轨铺设与检测 

【Abstract】Railway is an important infrastructure of the country. With the expansion 
and improvement of modern transportation network, the number of railways is 
increasing, and the design, construction, inspection and maintenance technology of 
railways are also improving. Today's railway mainly depends on the design drawings 
are laid, in the process of actual laid, need workers according to the design scale 
accurate measurement, in the detection of the daily work, often need to use a hammer 
to railroad tracks, railway worker according to tap on a track of sound and their own 
experience to judge the tracks itself if there is a problem, or section by section with 
professional measuring tool to measure track spacing, this way is slow, low efficiency, 
big workload. Therefor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railway construction and 
daily inspection and maintenance, we use beidou positioning technology to design a 
track laying and inspection intelligent vehicle. 

【Key words】Beidou positioning, smart car , Rail Laying and Testing 

作    者：裴顺宇、张靖宇、王雪岩指导教
师：吴文明、张超
学    校：中国民航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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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景及意义

1.1 研究背景 

随着国内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铁路的规划与建设迎来了巨大的需求量，

铁轨铺设与检测虽然在工艺技术方面成就显著，但铺设与检测效率仍有待提

高。在铁轨铺设时，尽管具备科学规划的设计路线图，但在实际施工时依旧

需要逐段侧量，尤其是基准桩的位置更需要反复多次的高精度的测量才能确

定。在日常的铁轨检测时，往往也是需要铁路职工用锤子敲打铁轨，根据敲

击铁轨的声音和自身的经验来判断铁轨是否存在问题，或者一段一段的用专

业的测量工具去测量轨间距。这样的铺设与日常检测的方法不仅需要耗费大

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且工作量大，速度慢，效率低。 

1.2 研究意义 

为解决上述问题，我团队以北斗定位技术为核心，设计出一款铁轨铺设

与检测智能车。在铁轨铺设阶段，铁路施工团队可根据设计路线和勘测结果

规划目标路线，搭载北斗模块的智能车可自动划线，如此，铁路工人即可在

线上铺设基准桩，提高了施工效率。与此同时，可通过超生波模块检测铁轨

间距是否符合标准。在日常的铁轨检测时，同样也可以检测轨间距，并通过

北斗模块，将可能存在问题的地方以经纬度信息和地图形式发送给计算机，

这样铁路维护人员就只需要到可能存在问题的地方进行检查即可，不需要针

对整段铁轨都进行检查。在小车运行过程中还可以通过搭载的摄像头模块实

时记录铁轨状态，提高安全性与可靠性。 

2.设计思路

2.1 总体设计 

图 1 系统总体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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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各模块具体设计 

（1）控制模块的论证与选择

方案一： 

选择 STM32F103 系列单片机进行系统的控制。该系列单片机作为主控

CPU，具有高性能、低成本、低功耗、运算速度快、片内资源丰富等特点，但由

于整体结构偏大，不适用于紧凑型的小车模型设计。 

方案二： 

选择 arduino mini 开发板进行系统的控制。该款开发板配有 328（数据手

册）的小型微控制器板，适用于试验电路板以及空间非常宝贵的情况。开发板

配备有 1个面向 ATmega328 的程序包，让所有元件都能够位于电路板之上。方

便电路元件集成化处理，为整体的电路及结构设计提供方便。 

图 2 arduino mini 开发板 

（2）北斗模块

图 3 ATGM332D 北斗定位模块 

选用 ATGM332D 北斗定位模块，模块供电 3.3-5V，具备 SMA 天线接口和

IPEX 天线接口，板载 E2PROM 可设置保存波特率等信息，板载 XH414 充电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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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加速热启动搜星，定位精度为 2.5 米，低功耗，内置天线检测及天线短路

保护功能。根据游客选择的景点位置，控制小车到达相应景点。 

（3）驱动模块

驱动模块采用 PM-R3 扩展板，该扩展板完全依托 Arduino 平台设计，方便

与 arduino 开发板联用。其内部具有由 N沟道的 MOSFET 组成的 H桥，具有较低

的导通内阻，自带刹车功能，具有更高的电机驱动效率，这些是 L298N、L293D

所不具备的。拓展板自带升压单元，拥有 3-9V 的宽电压输入范围，输出稳定

9V,能够提供 3A 持续负载电流，转换效率高达 91%，适用于多种电源。此外，

拓展板引出多路传感器接口，可以用来连接北斗模块，超声波模块，水平检测

模块等，将多种功能集成于一块控制板上，简化了电路设计。 

图 4 驱动模块实物图 

（4）超声波模块

利用超声波模块测量两侧车轮与同侧铁轨的间距，减去两侧车轮距离，即可得

到铁轨间距。通过实时的数据采集与计算，可以检测各段铁轨间距的安装误

差。 

图 5 超声波模块实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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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可移动小车

采用新款设计的 4轮小车底盘，与普通的 4轮驱动不同，此款小车采用后轮

驱动加前置转向机构来实现小车的前进、后退以及左右转弯。使用两根拉杆通过

转向舵机来控制小车的方向。后轮的转向机构采用一体充压成型的铝固定件，将

电机与传动轴紧密咬合在一起，电机则采用了全金属减速电机，后轮加入两颗法

兰杯式轴承，确保了电机转动更加灵活。 

图 6 小车模型图 

（6）摄像头模块

在车头处安装摄像头模块，可以实时监控道路施工状况和前方环境，将监控

画面传至电脑端显示，避免意外情况发生。

图 7 摄像头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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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用范例 

在铁轨铺设阶段，铁路工程师首先根据设计路线并结合实际地图在电脑端确

定铺设基准桩的位置，小车可依托北斗定位导航技术自动划线，每行驶至一个目

标点，即在小车两侧设置标记，铁路工人根据标记位置铺设基准桩。在小车运行

过程中，利用超声波模块检测轨间距是否符合标准，小车两轮分别在铁轨两侧运

转，同侧轮及铁轨之间利用超声波模块测量间距将小车两轮间距减去两侧测量间

距可得两侧铁轨间距，与标准值比较，若存在误差，则立即停车，发出警报，提

醒铁轨铺设人员对该处的铁轨进行调整。 

在铁轨的日常检查阶段，同样也可以检测铁轨轨间距，并通过北斗模块，将

可能存在问题的地方以经纬度信息和地图形式发送给计算机，这样铁路维护人员

就只需要到可能存在问题的地方进行检查即可，不需要针对整段铁轨都进行检查，

极大的提高了铁轨检测的效率。在小车运行过程中还可以通过搭载的摄像头模块

实时记录铁轨状态和前方环境，将监控画面传至电脑端显示，避免意外情况发生，

提高安全性与可靠性。

图 8 实物展示 

4.总结与展望

经过数月的努力，我团队将北斗模块成功地与四轮驱动小车联合组装使用，

实现精准定位，并创造性地构思出将该类型智能小车应用于铁路铺设这一方案，

针对这一构想，我们在小车机械结构方面增加了标记装置，在电路设计方面增加

水平检测模块和超声波模块等传感器，拓展了该智能车在铁路质量检测方面的功

能，最终制作完成集铁路辅助铺设与质量检测功能于一体的智能车。该项设计的

提出与应用，可以在今后的铁路建设中极大提高施工效率和工程建设质量。 

北斗导航及定位技术是我国在卫星导航方面的重要科技突破，具有显著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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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将北斗定位系统与铁路建设相结合，形成“北斗定位系统+

铁路工程建设”的新模式。利用北斗系统的高精度和低成本与铁路建设的耗时长

和投入大等特点相辅相成，充分挖掘北斗导航技术的内在价值，提高交通运输事

业的经济效益。目前为止所完成的智能车设计与制作仅仅是冰山一角，在有关轨

道检测的功能实现方面，还有着大量的拓展空间。除了检测轨道高低、水平、三

角坑、方向、轨距，以及里程和行车速度等。还可以进行铁轨质量方面的检修以

及轨道运行的安全性能评估。具体构思如下： 

1.脱轨系数测量

通过压力传感器联系测量车轮作用于钢轨的垂直力 P 和横向力 Q，Q 与 P 的

比值即为脱轨技术，测量并计算各段铁路脱轨系数，将脱轨系数值大于安全裕度

值的点做出标记，以待维修。 

2.轨道无损探伤

增加铁轨裂缝检测探伤仪超声波传感器，该智能车在日常检测过程中也可以

检测铁轨内部是否有裂缝。 

3.铁轨水平测量

增加水平测量模块，检测两边铁轨是否在同一水平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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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定位导航的水产养殖巡检机器人 

【摘要】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的工业废水、农业

废水和城市生活污水、农药、化肥等严重的污染了渔业水域的生态环境，并导致

了赤潮灾害频发，直接威胁着水产养殖业的生存和发展。本设计基于北斗定位导

航系统，通过 pH 值传感器、温度传感器、TDS 传感器、浊度传感器等，可机动

灵活的实现大范围水体的水样自动采集、移动水质巡测、污染源调查与追踪等功

能。并将实时采样信息通过 GPRS 通讯模块发送到手机上。 

【关键词】 北斗导航 自动采样 移动巡检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al economy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a large number of industrial wastewater, agricultural wastewater, urban 
sewage, pesticides, fertilizers and other serious pollu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fishery waters, and led to frequent red tide disasters, directly 
threatening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aquaculture industry.This design is based 
on the beidou positioning and navigation system. Through pH value sensor, 
temperature sensor, TDS sensor, turbidity sensor and other sensors, the automatic 
collection of water samples in a wide range of water bodies, mobile water quality 
inspection, pollution source investigation and tracking functions can be realized 
flexibly.The real-time sampling information is sent to the mobile phone through the 
GPRS communication module. 
【Key words】Beidou Navigation   Automatic Sampling   Mobile Inspection 
1 背景及意义 

目前我国水产养殖总面积约为 8088.2 千公顷，其中海水养殖面积为 2180.8

千公顷，淡水养殖面积大约为 5907.4 千公顷，其中包括内陆、滩涂、池塘、湖

泊、水库等。在如此大面积的水产养殖行业中，水质的良好程度对水产养殖（螃

蟹、鱼虾等）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为了能够及时掌握水质变化、提前做出应对

措施，有效规避养殖风险提高亩产量，对水质参数监测显得十分必要，而水质的

监测不仅在于江河、湖泊、饮用水源的监测，而且在水产养殖中也起着非常重要

的作用，只有管好水，养殖才有成功的可能和保障。 

水产养殖巡检机器人使用北斗定位检测不同区域水质水温、浊度、PH 值和

含盐量等参数进行 24 小时监测并在手机和检测中心上进行存储、查询和数据处

理等功能。使用北斗定位模块可以高精度的对水样采集地进行监测，在水产养殖

方面应用前景宽旷。 

2 系统结构框图 

作    者：王静飞、李璐洁、崔彬彬、徐胜献
指导教师：李宝营、祁建广
学    校：大连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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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系统结构框图 

系统机构框图如图 1 所示。本设计基于北斗定位系统，通过 PH 值传感器、

TDS 传感器、浊度传感器、温度传感等对不同养殖区域的水质进行自动采集、检

测，然后通过微处理器将数据发送到 GPRS 模块并上传到云服务器，同时显示在

屏幕上。监测中心可以访问云服务器对数据进行监控、存储、处理等，将存储的

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相关水质结论，实现水产养殖的科学养殖与管理，使水产养

殖高质量、低成本、高收入等。同时使用手机 APP 也可以观测不同养殖区域的水

质状况，和定位信息。 

3 系统设计 

3.1 微控制器 

图 2. 微控制器 

微控制器如图 2 所示，采用 STM32F103RC 系列单片机。该单片机基于 AMR 

CortexM 处理器内核的 32 位闪存微控制器，融高性能、高时效、数字信号处理、

低功耗、低电压于一身，同时保持高集成度和开发简易的特点【1】。CPU 参数：主

频为 72MHZ、ROM 为 256KB、RAM 为 48KB、封装为 LQFP64、通用 I/O 口 51 个、最

低工作电压 2V、最高工作电压 3.6V。 

3.2 北斗定位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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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北斗定位模块 

北斗定位模块如图3所示，采用的安信可公司研发的A9G模块，具有北斗位、

GPRS联网通信、电话、短信等功能，北斗定位精度可达5米左右。与WIFI和 Zigbee

等通信方式相比，它可以随时随地联网，实现 24 小时稳定在线，不受地理位置

限制。可以利用单片机对北斗定位返回的 ddmm.mmmm 格式的坐标进行换算处理得

出坐标。换算公式：坐标=dd°mm 0.mmmm ∗ 60 。

3.3 PH 传感器 

图 4. PH 传感器 

pH 传感器如图 4所示，可以对水质 pH 值进行测定；耐高温杀菌、CIP 清洗；

其有快速的电缆接头，避免安装时出现电缆扭绞现象；寿命长，在有毒离子水溶

液中性能良好；多种安装方式，便于装配；抗化学腐蚀能力强。 

其复合电极的原理就是内外参比电极的电位差，而且他的输出是伪线性，可

以当成是线性的变化，根据这一特性我们采用如下测量方式方式： 

测量公式： 

PH V ∗ X Y (1) 

其中 PH 就是溶液的的 PH 值，V为电压值，X为电压系数，Y为函数变化系

数。通过测量并记录两种或三种 PH 缓冲液电压值和 PH 值，计算出 X、Y值。记

录数据如下表： 

标准缓冲溶液 PH 值 电压值（V） 

4 1.9 

7 1.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十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28



4 

10 1.1 

根据如下三个公式： 

4 1.9X Y (2) 

7 1.5X Y (3) 

10 1.1X Y (4) 

计算得出 X=-7.5,Y=18.25,即 PH 值的计算公式为： 

PH 7.5 V 18.25 (5) 

3.4 TDS 传感器 

图 5.TDS 传感器  

TDS 传感器如图 5所示，TDS 中文释意为溶解性总固体,为水中含有各种溶解

性矿物盐类的总量,它包含无机盐和有机物的总量。通过检测溶解性总固体,可以

分析水质的总矿化度。进而可以对水质的矿物含量进行监测。 

3.5 浊度传感器 

图 6.TDS 传感器  

浊度传感器如图 6所示，内部是一个 IR958 与 PT958 封装的红外线对管，当

光线穿过一定量的水时，光线的透过量取决于该水的污浊程度，水越污浊，透过

的光就越少。光接收端把透过的光强度转换为对应的电流大小，透过的光多，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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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大，反之透过的光少，电流小。通过测量接收端电流的大小，就可以计算出水

的污浊程度。 

3.6 DS18B20 温度传感器 

图 7. DS18B20 温度传感器 

DS18B20 如图 7所示，是常用的数字温度传感器，其输出的是数字信号，具

有体积小，硬件开销低，抗干扰能力强，精度高的特点。DS18B20 数字温度传感

器接线方便，封装成后可应用于多种场合。可以根据应用场合的不同而改变其外

观。DS18B20 耐磨耐碰，使用方便，本项目中用于测量养殖水域的水温，以便应

对水温变化，并对其采取相应措施。 

3.7 电路原理图 

图 8.电路原理图 

3.8 程序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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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程序流程图 

巡检机器人程序流程图如图 9 所示。首先，系统初始化包含：延时初始化、

中断初始化、串口初始化、ADC 初始化、定时器初始化、OLED 初始化。然后，发

送 AT 指令是北斗定位模块链接网络和配置北斗定位模式，判断是否连接成功，

若未连接成功则继续发送 AT 指令，连接成功后开始对北斗定位模块发送到微控

制器的数据进行解析，得出经纬度信息。接下来采集浊度、PH 值、TDS 值，并显

示在 OLED 屏幕上和通过 GPRS 通信将水质信息发送到云服务器上。以便查看、监

测。

4 成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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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实物图 

图 11.手机 APP 定位                     图 12.微信公众号定位

如图 11 和图 12 所示，北斗定位可以通过手机 APP 和微信公众号查看，并且

通过手机APP可以设定范围，当检巡检机器人超出设定范围时，APP会发出警报，

防止丢失、人为故意损坏。 

5 基于北斗定位的水产养殖优点 

1）检测范围宽广。利用北斗定位，可以实现大范围自动检测，不局限一小

片区域 。 

2）高时效性。传统的水质检测需要有专业人员去养殖场水域采集水样，然

后回来化验得出数值，这一过程耗时耗力【2】。而基于北斗定位可以检测不同去

区域水质状况，并且通过 GPRS 实时传到云服务器上，可以通过手机或者在检测

中心检测水质状况。 

3)低成本性。利用北斗定位可实现用最少的人力达到最大的管理效果，减少

人力费用，来降低成本。 

6 总结 

在水产养殖行业日益蓬勃发展的今天，保护养殖水域的水环境和监测水质、

水温的变化是众多养殖人需要关注的事。要实时、方便、准确的监测养殖水域的

水质、水温变化，因此我们设计并制作出这个可以通过北斗远程传输信息的水产

养巡检机器人。将采集数据与系统设置的鱼类最佳生存环境进行对比，决定此检

测点下一次的采样周期，做到在不丢失重要监测数据的条件下，减少节点采集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十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32



8 

数【3】。能够给广大的水产养殖人们一个更加便利，更加快速，更加精确水域情

况的信息，以便及时做出应对措施，防止造成经济损失。 

当然，这款水产养殖巡检机器人对水环境的测试还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研

发团队会不断地增加新的测量技术，如优化程序、增加摄像头，增加光学分析仪

等，以便适应不同客户的需求。我们最终的目标是做出一款简便、操作简单、即

插即用的装置，只需要根据不同的测量指标，选择性地插上对应的测量传感器。

能够为用户大大节约成本。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可以为水产养殖人员

提供方便，减少养殖户的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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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及意义

1.1 需求分析 

根据中国卫生部发表的数字显示,中国每年有 57000 人溺水死亡，且溺水死亡

率为 8.77%，其中 0 岁至 14 岁儿童占 56.58%。这一现象在农村地区尤为突出。 

    溺水不仅发生在无人监护的水域，在有人监护的情况下，溺水后无法得到及
时救助的情况同样有可能发生。一方面是由于管理方的安全措施不到位、救生员
疏忽大意、没有发现溺水者等主观因素造成；另一方面是由于事发突然、人数众
多、溺水特征不明显等客观因素造成。 
如果救生员能及时得知有人溺水，并知道大致方位，会给救援赢来宝贵的时间避
免重大人身安全事故的发生。鉴于目前市面上没有能保障溺水后及时救援的安全
产品，以及其需求的紧迫性，本系统即为一款能保障救援及时性的安全产品来保
障游泳者安全。 
1.2 前期反馈 
为了进一步了解市场需求，我们进行了相关的调研活动。我们通过对 500个进行
人进行问卷调查。调查人群中，包含 73.05%的学生，包含 26.95%的家长。其中
有 71%的人不会游泳，24.8%的人亲历过或者接触过身边的人溺水的状况。有 
61.7%不知道“溺水状态下人无法呼救，不断呛水，只有头部暴露在
外，很难被发现。”我们向被调查者介绍了我们的项目，其中有 60%的人表示愿
意佩戴我们的产品，35 的人表示会根据情况而定，仅有 5%的人不愿意佩戴。并
且有 81%的家长表示愿意给他们的孩子佩戴，有 15%的家长表示会根据情况而
定。由此看来，我们的产品具有广阔的市场需求，特别是对于低龄用户群体。 
1.3 创新性 
根据调查可知，目前市面上没有商品化的心率监测防溺水系统，而作为试验阶段
的溺水报警手环或报警器多为检测心率和水压，将溺水信息发送至终端，并没有
对血氧信息以及定位信息进行检测，而血氧信息的浓度对于溺水检测的准确性有
较大影响。因此本产品将血氧和心率检测进行结合，经过实验及相关理论研究设
置了阈值对血氧值和心率低于标准值的情况进行检测，不仅能够实时定位信息，
显示用户坐标，同时可以进行距离过远和溺水报警。因此在创新性上有较大的竞
争力。 

基于血氧心率与位置监测的溺水报警系统

摘要: 溺水是世界各地非故意伤害死亡的第三大原因。仅美国海岸发生的溺水

事件每年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就达 2.73 亿美元。在中国，溺水是 1-14 岁儿童

伤害死亡的主要原因。人在溺水时不停的呛水无法呼救，只有头部暴露在水外，

很难被人发现，并且海边时常发生的离岸流会轻易的将水中的人卷离海岸，在茫

茫大海中寻找危险者成为一大难点。本项目分为手环端，服务器端与

app 端。手环端基于 STM32 控制，加入心率血氧检测与定位通信功能，实时监测

用户的血氧状态，当发生溺水或者距离岸边较远或者血氧和心率值异常，亦或者

是用户主动触发求救按钮，会将位置信息发送到服务器，由服务器转发至安全管

理人员的手机上，安全管理人员接收到消息后可以采取相应的施救措施。 

关键词：血氧，溺水，无线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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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总体设计

图 2.1 总体设计思路图 

系统结构总共分为三个部分：手环、服务器、安卓客户端。 

手环部分为整个项目的核心部分，其中包含了项目的关键技术：血氧饱和度

检测算法。除了血氧饱和度检测算法外，手环端使用的技术还有北斗定位技术、

HTTP 网络访问技术等。 

图 2.2 第一代样品图 图 2.3 第二代树脂材料 3D 打印样品图

安卓客户端部分为救生员用户使用的核心部分，手环的溺水报警信息在客户

端上展现，其中涉及到的核心技术主要有：使用客户端与服务器进行网络通信、

将从服务器获取到的位置信息显示到客户端。 

服务器端为系统其他组件间的连接部分，承担了信息从手环统计并转移到客

户端的功能。其中服务器性能和数据的安全性需要有严格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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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硬件设计

3.1 血氧监测模块设计 

3.1.1 血氧检测原理概述 

脉搏血氧饱和度测量原理是依据 Lambert- Beer 定律: 当一束单色光通过

溶液介质时, 吸光度与溶液的浓度和溶液层的厚度的乘积成正比。该定律的意义

是只要选择适宜的波长光,测定它通过溶液的吸光度就可以求出溶液的浓度和物

质的含量。而且从医学研究可知，携带氧气较多的红血球能够吸收较多的红外光

线，即波长在(940nm)，而携带氧气较少的红血球更多吸收的红光(660nm)。血氧

饱和度的测算标准为 SpO2，当发射出的红光和红外光被红血球被吸收后，根据

血氧浓度的多少反射量会有所不同，并且根据反射数据即可测算出血氧含量，公

式如下； 

Sp

其中 A,B 为常系数,可以通过数学统计方法拟合标定。R 则是由两路透射光

信号中的交流和直流成分来确定： 

R
∆ ⁄
∆ ⁄

红光波长 红光波长

红外光波长 红外光波长

式中的  和  是红光和近红外光的脉动增量光强度,反映经动脉血后透

射光的信号强度。AC(660)和 AC(940)分别是两路透射光信号的交流成分,DC(660)

和 DC(940)分别是两路透射光信号的直流成分。通过相关数字处理,确定脉搏波

准确周期,求出脉搏波的波峰 、 和波谷以及两者之差 ∆ 、∆  ,

最终可通过上述公式得到血氧浓度值。 

考虑到系统实现复杂度以及成本问题，在血氧检测部分，本系统使用了

MAX30100 集成化模块用于实时读取用户的血氧信息和心率信息。MAX30100 结合

了两个 led，一个光电探测器，以优化的光学和低噪声模拟信号处理来检测脉搏

血氧仪和心率信号。模块采用 1.8V 和 3.3V 电压供电，可通过软件来关断电源，

待机模式下使用电量忽略不计，因此可始终保持和电源连接，满足血氧监测手环

低功耗的要求。 

图 3.1 MAX30100 血氧模块检测原理示意图 

3.1.2 硬件连接及系统构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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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30100 血氧心率检测模块为用户提供了 5 类功能各异的寄存器，能够

实现对反射光源接收后的 A/D 转换数据进行存储，省去了对控制器 ADC 转换的

模块的配置 

图 3.2 FIFO 寄存器中单个样本的数据组成 

由于 MAX30100 模块的用户友好型设计，用户只需对 FIFO 寄存器的对应单

元进行读取即可获得原始数据。在对原始数据进行一些列预处理之后，可以大致

得出样本采集个体当前的血氧浓度值，系统整体实现流程如图 3.5 所示. 

图 3.3 系统实现流程 

3.1.3 血氧数据数据预处理方案 

血氧数据采样流程图如图 3.7 所示，在系统对 FIFO 寄存器进行数据采集之

后可以得出针对于 IR 和 RED 的数据在该寄存器中各有 32 个字节对 16 个样本

进行描述，因此为将采集到的离散时域数据转换至频率域进行分析。。 

 FFT 快速傅里叶变换处理时域数据

快速傅氏变换（FFT）是离散傅氏变换的快速算法，它是根据离散傅氏变换

的奇、偶、虚、实等特性，对离散傅立叶变换的算法进行改进获得的。该算法将

原本无限长的 DFT 算法变为有限长的 FFT，常用于将时域信号转变为频域进一步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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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蝶形算法示意图 

 血氧浓度检测：

在时-频转换之后，为保证数据检测准确性，需要滤除红光及红外光采样的

低频漂移以及环境光干扰所带来的噪声。在滤除干扰时采用对噪声频点进行标定

的方法以简化算法，并根据此原理将频域信号进行分离，分割出红光以及红外光

的直流交流分量，带入相关公式计算关键参量血氧饱和度Sp 。血氧饱和度

(SpO2)是血液中被氧结合的氧合血红蛋白(HbO2)的容量占全部可结合的血红蛋

白(Hb)容量的百分比,即血液中血氧的浓度。正常人体动脉血的血氧饱和度为 98%
静脉血为 75%。由于本系统测量为静脉血血氧饱和度，设置阈值为 75%对血氧浓

度进行检测，一旦发现数据低于该值立刻通知上位机对信息进行整合并发送客户

端。 

图 3.5 数据处理流程图 

 心率检测：

心率监测主要采用了光电容积脉搏波描记法（PPG）实际采集波形如图 3.6

所示，对该时域波形进行 FFT 变换，可以在频域对心率进行采集。由图 3.7 中的

频域图可以看出，0Hz 的信号很强，这部分是骨骼、肌肉等组织的 DC 信号，在

1Hz 附近有个相对比较突出的信号就是血液流动转变的 AC 信号。假设测得到的

频率 f = 1.2Hz，那么心率值由如下计算公式得出：

HR f t 1.2Hz 60s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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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实际采集心率波形图 

图 3.7 PPG 法得出波形的 FFT 变换 

本系统在一次采样周期中采集 50 个样本进行分析，当心率和血氧出现不正

常波动时将异常信息与此时用户的定位信息发送至上位机与用户手机端 APP 进

行通信，及时报警，避免溺水导致的严重后果产生。 

3.2  定位模块设计 

3.2.1 BD（北斗）定位原理 

北斗卫星定位系统是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的一种，北斗卫星定位系统的基本原

理是根据高速运动的卫星瞬间位置作为已知的起算数据，采用空间距离后方交会

的方法，确定待测点的位置。 

图 3.8 四点卫星定位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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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定位实现与硬件连接 

为实现本系统的定位要求，小组采用了 A9G-Pudding 开发板。该开发板是基

于安信可 A9G GPRS/GSM+GPS/BDS 模块的双定位模式多功能开发板，可以用来验

证 A9G 模块的基础通信功能和外设功能。 

开发板的主要引脚图如下： 

图 3.9 A9G 开发板模块原理图 

在实现本系统中，主要运用了 A9G 开发板的 GPRS+BD 功能，利用 GPRS 通信

模式向服务器发送北斗定位信息。 

控制 A9G 开发板主要使用了 AT 指令。 

AT 即 Attention，AT 指令集是从终端设备或数据终端设备向终端适配器或

数据电路终端设备 AT 发送的一种指令规则。通过 AT 指令可以很方便地开发 A9G

模块。本系统实现中，控制模块通过 AT 指令控制 A9G。在满足一定条件时，控制

模块输出对应的 AT 指令，A9G 模块即能够将 BDS 信息发送至服务器。本项目主

要使用的 AT 指令及其含义如下： 

AT 指令 指令含义

AT 测试系统基本工作是否正常

AT+BDS 开启/关闭 BDS 

AT+CGATT 开启/关闭 GP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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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CGDCONT=1, "IP", "CMNET" 定义 PDP 上下文 

AT+CGACT PDP 上下文激活/去激活 

AT+GIZQRCODE Tracker 功能 

AT+GPSRD 设置 NEMA 数据输出时间间隔 

AT+HTTPPOST 向服务器发起请求

表 3.2 本系统使用 AT 指令及其含义 

3.3 硬件主控实现流程 

3.3.1  控制芯片简介 

考虑到系统实现复杂性以及便携性，在实现本系统是选用了 STM32F103C8T6

作为控制芯片。选用芯片核心板实物图及引脚功能如下： 

图 3.10 STM32F103C8T6 核心板原理图 

3.3.2  控制芯片与血氧检测模块连接 

控制芯片 C8T6 与血氧检测模块连接，通过 IIC 协议进行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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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M32F103C8 系列处理器提供了 2 个 IIC 总线接口，可以实现与 MAX30100

芯片进行模拟 IIC 通信。MAX30100 模块为用户引出 5 个主要控制引脚，其中

SCL,SDA 与控制器上的对应引脚相连，输入 3.3V 控制 MAX30100 模块工作，连接

示意图如图 3.11。 

图 3.11 MAX30100 集成模块与控制器连接示意图 

图 3.12 C8T6 与 MAX30100 连接电路图 

3.3.3  控制芯片与定位模块连接 

C8T6 与 A9G 通过 USART 接口进行通信。 

本系统选用控制器默认串口为USART1，如图3.13所示，以PA9引脚作为TX，

PA10 引脚作为 RX。分别于 A9G 模块 AT_RX，AT_TX 连接。 

RX

TX

GND

AT_TX

AT_RX

GND

STM32F
103C8T6 A9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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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C8T6 与 A9G 连接电路图 

3.3.4  硬件模块通信过程 

Step1：血氧检测模块不停检测佩戴者血氧及心率信息，并且将信息发送到

STM32 进行处理，得到佩戴者的血氧与心率情况。 

Step2：STM32 收到并处理血氧检测模块的信息之后，如果输入正常范围，则

不停检测。当血氧或心率异常，触发定位模块，定位模块将数据帧发送到 STM32。 

Step3：STM32 接收并处理定位数据，得到关键信息经纬度，向 A9G 模块发送

AT 指令及经纬度信息，A9G 模块将信息发送到服务器。 

上述流程示意图如下： 

图 3.14 硬件部分实现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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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软件设计

4.1 app 设计

4.1.1 总体描述 

app 主要为水域安全管理员的使用。该模块主要的功能包含：监测功能，推

荐文章浏览功能，用户圈子功能与用户基本信息设置功能。使用者在 app 上不

仅可以实时监测是否有疑似溺水的危险情况，还可以浏览其他用户发送的帖

子，互相查看彼此之间的推送内容。 

4.1.2 身份绑定模块设计 

已拥有账号的用户可以直接输入账号密码进行登录。新用户注册完成后即

可验证信息并登录。 

由于管理员无法监测所有的人，所以其在注册账号时，需要绑定其索要监

察的区域。同时，拥有手环的人也会拥有一个区域。管理员只可以检查在同一

绑定区域下的用户。 

4.1 登录界面 4.2 注册界面 

4.1.3 监测模块设计 

登录进入后的主界面如下图所示。初始界面设为监测界面；蓝色的箭头为

“我的”位置，当出现溺水者时，手机会发出震动提示，并且地图上会显示溺

水者的位置。溺水者的位置以特殊标记标识。单击溺水者的位置，可以查看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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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溺水者的距离。地图的选择采用第三方 API 百度地图。同时，系统调用了陀

螺仪，使得标识用户位置的“箭头”图标可以根据用户的方向进行旋转，为救

援提供了便利。 

4.3 定位界面 1 4.4 定位界面 2 

由于 app 使用者的 IP 地址不固定，所以采用客户端轮询服务器的方法。不

断的请求服务器，周期为 2s，当有危险信息的时，服务器返回危险者的位置信

息给客户端，客户端做出显示。为了防止安卓系统的内存回收将轮询服务器的

线程杀死，所以采用前台服务器的方法，提高线程的存活率。 

4.1.4 休闲娱乐模块设计 

在“推荐”功能中，用户可以浏览感兴趣的信息。推荐模块为用户推送许

多有趣文章，包括一些世界知名景点以及一些溺水救援的小知识。极大的提高

了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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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相关视频 4.6 小知识 

在“圈子”功能中，用户可以发送帖子，同时也可以看到其他用户的帖

子。并且对于感兴趣的帖子可以点赞，单击点赞按钮后，图标会变换颜色，提

示用户点赞成功。当用户单击悬浮按钮时，即可跳转到发送帖子的界面。 

 4.6“圈子”    4.7 转发界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十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47



16 

4.2 服务器设计 

4.2.1  基本描述 

服务器接口模块主要为了向本项目的其他部分提供服务器接口，作为整个

项目的中介部分，服务器接口模块需要设计针对手环端发送报警信息的接口和

安卓端获取各种信息和发送各种信息的接口。 

在经过 Apache、IIS 和 Nginx 的对比后，最终选择了使用 Nodejs Express 手
动搭建 web 服务器。同时，为保证 js 程序可以多个用户同时访问，项目采用

pm2 开启 js 多进程模式，增加参数-i max，由 pm2 自动选择合适的进程数开启

js 进程，处理其他客户端的 web 访问。不仅如此，本系统采用 token 验证的机

制验证用户访问接口时的用户身份解决数据安全访问问题。 

4.2.2 功能 

连接项目其他部分，为项目其他组件提供数据查询及获取支持。 

4.2.3 性能 

基本性能 参数 

手环报警信息插入时间限制在：0-200ms； 0-200ms；

安卓 app 插入用户信息时间限制在：0-500ms； 0-500ms；

安卓 app 上传文件时间限制在：0-5s； 0-5s

安卓 app 获取用户信息时间限制在：0-500ms； 0-500ms；

安卓 app 获取报警信息时间限制在：0-100ms； 0-100ms；

支持最高并发数；同时访问服务器接口人数 150 人 

表 4.1 APP 基本性能 

4.2.4 设计方法 

数据库连接方法：MySQL Connection Pool 
利用 Connection Pool 的方式充分利用服务器资源，以提高服务器所能承受

的并发访问，每次访问服务器时会从 Connection Pool 中获取一个与服务器的

Connection，利用 Connection 再来执行对服务器的相关操作，当 Connection 使用

完后需要及时释放到 Pool 中。 

4.2.5 逻辑流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十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48



17 

图 4.8 软件逻辑图 

Step1：安卓 app 或手环向服务器请求某接口，服务器收到接口请求后转发到对

应路由处理该请求。 

Step2：路由接收到请求后，向 Pool 中获取 Connection。 
Step3：Pool 返回 Connection，利用该 Connection 与数据库中数据进行交互。

Step4：使用完 Connection，将 Connection 释放，从与数据库的交互中获取结果

数据，将结果数据进行封装，封装成返回数据的标准格式后向各请求端返回请求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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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结

本项目拥有全新的应用领域，具有较高的创新性和实用性。充分发挥了物联

网应用的优势，针对特定用户群体的特定需求进行针对性的解决。中国的水域环

境众多，海岸线长，有广阔的潜在用户，本产品在市面上尚未出现同类的产品，

并且产品的成本低，因此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目前，我们已经较好的进行了产

品的功能性设计，在可行性上进行了极大的佐证，但是由于资金的原因，我们的

产品暂时无法做到防水包装，后期我们会进一步优化项目，包括 app 端的 UI 美

化和功能升级，并自己设计控制板，进一步缩小产品的体积，方便用户佩戴，并

在防水性能和外观设计上做进一步的优化。最大程度上提高用户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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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定位和人脸识别的物流安全箱

【摘要】随着网上购物的流行和智能化的发展，传统的快递箱已经不能满足用

户的需求。传统快递箱以纸质为主，其质量、安全性和隐私性都跟不上用户的

需求。智能化的急速发展，人们更趋向于高质量、交互性好并且隐私性好的物

流安全箱。这里推出的基于北斗定位和人脸识别的物流安全箱，在解决以往用

户因无法得知精准物流消息而焦急等待的问题同时，能通过人脸识别技术以确

保本人签收。该物流安全箱需要用户输入指定的开箱地点和人物信息，并通过

北斗定位系统和人脸识别技术分别确定开箱时的地点和人与输入是否一致。位

于箱体内的北斗定位系统使得用户能更精准和及时地了解物流动态，也能使签

收的地点确定在某一范围，确保不因运输中途物流箱的拆开损坏甚至丢失了物

品。这样有效地防止了物品的丢失和收货人信息的泄露。人脸识别需要事先将

人物图片存入图库，并与之后识别的人脸进行相似度比较，若信息相符且在事

先确定的收货区域内箱体便会打开。通过定位和人脸识别的结合便可以使物流

信息实时化，快递信息数字化以及收货保障完整化。与此同时，物流安全箱的

循环使用降低了污染，实现了物流行业的循环经济，消费和企业发展的绿色化。

文章简要分析了现代物流安全箱的优缺点，并具体介绍推出了北斗定位系统和

人脸识别技术的使用以及在物流安全箱上的结合应用，随后指出该物流安全箱

与目前物流箱比较的突出优点，最后进行了对该物流安全箱的总结和展望。 

【关键字】北斗卫星导航；人脸识别；物流服务

【Abstract】With the popularity and intelligent development of online shopping, the 

traditional express box has been unable to meet the needs of users. Traditional 
express boxes are mainly paper-based, and their quality, security and privacy can not 
keep up with the needs of use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llectualization, 
people tend to have high quality, good interaction and good privacy of logistics safety 
box. The logistics safety box which is introduced here based on Beidou location and 
face recognition. It solves the problem that users are anxious to wait because they can 
not get accurate logistics information in the past. At the same time, it can ensure their 
signature through face recognition technology. The logistic safety box requires the 
user to input the designated opening location and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determines whether the opening location and human input are identical through 
Beidou positioning system and face recognition technology respectively. Beidou 
positioning system located in the box body enables users to more accurately and 
timely know the logistics dynamics, and also enables the location of signing and 
receiving to be determined in a certain range to ensure that goods are not damaged or 
even lost due to the dismantling of logistics boxes in transit. This effectively prevents 
the loss of goods and the leakage of consignee information. Face recognition requires 

作     者：汪豪、俞昊、胡贵兰
指导教师：何刚
学    校：西南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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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the image of the person be stored in the image library in advance, and the 
similarity of the face is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face recognized later. If the 
information is consistent and the box will be opened in the pre-determined receiving 
area.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location and face recognition, logistics information 
can be real-time, express information can be digitized and delivery guarantee can be 
integrated. At the same time, the recycling of logistics safety box reduces pollution, 
realizes the recycling economy of logistics industry, and green consumption and 
enterpris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briefly analyse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modern logistics safety box, and introduces the application of Beidou positioning 
system and face recognition technology, as well as the combined application on 
Logistics Safety box. Then it points out the outstanding advantages of the logistics 
safety box compared with the current logistics safety box. Finally, it summarizes and 
prospects the logistics safety box. 
【Key words】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Face Recognition; Logistics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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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随着人工智能与智能识别技术的发展，传统的密码保险箱或安全箱显得功

能比较单一、繁琐，并且无法实现在规定地点打开的功能。在物流方面，这样

的需求迫在眉睫。由此，基于北斗定位和人脸识别的物流安全箱应运而生。北

斗定位系统确保物品在正确的运输线路上和正确的收货地点，人脸识别技术则

确保收货人的正确性，使用户，不论是发货人还是收货人都能安心。北斗导航

系统是一种精准度极高的定位系统，将其运用到物流安全箱极大地提高了定位

的准确性。人脸识别技术基于深度卷积神经网络，是近代兴起的新兴科学技术

之一，且其应用到诸多领域。将其结合到物流安全箱中，极大地提高了安全箱

的安全性。并且，该物流安全箱可循环使用的特性符合当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

理念，能够有效的解决当前快递盒严重浪费的现象。该产品具有的安全、高效、

环保等特性能够极大程度的提升用户体验。 

1 简介 

1.1 背景 

网购流行以来，物流行业得到了不断地发展。我国物流行业正处于产业转

型期，开始从传统物流向信息化物流发展，基于物联网等技术而不断优化的智

能物流系统出现在大众面前。但物流产业的发展并没有带动快递包装箱地很大

改进。《中国快递领域绿色包装发展现状及趋势报告》中指出：电商时代带动

了快递业的发展，也随之带来包装盒积压和浪费的环保问题。与环保问题并重

的还存在快递丢失、冒领等问题，这使得用户严重怀疑快递的安全性和隐私性。

现在急需一种能解决安全问题、隐私问题、环保问题和用户体验问题的物流安

全箱。 

1.2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主要有不同功能的智能快递箱和智能快递柜。单说智能快递箱中的循

环快递箱，融合了 RFID、区块链溯源和后台操作系统的技术云平台支持, 无需

胶水和胶带封箱。现代智慧物流的各项工作开展需要依赖于 RFID 技术, 其通过

使用电子标签标记各种物品, 然后利用射频识别技术识别获取物品信息。而将

物流信息大部分是通过中转站的电子标签识别而更新，或者追踪运货车的定位

消息。但是这远不及将定位系统装在安全箱上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而且要实现

循环快递的循环利用功能不仅存在用户不愿归还的问题，更何况传统快递的安

全和隐私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国内已有使用面部识别技术的保险柜，采用钥

匙与密码开启，增加了人脸识别开启功能,更加安全方便和实用。另近期也有一

种智能快递盒能实现人脸识别，盒体的前侧设有摄像头，盒体的内部设有微处

理器，所述微处理器分别电连接摄像头、触摸屏、电子锁、人脸识别模块、存

储模块和无线通讯模块,所述无线通讯模块与用户的手机应用端无线连接，从而

确保收货人。但其也存有无法得知货物物流消息的缺陷，已而即使有快递盒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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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提醒装置也无法确保安全性。智能快递柜也有不同类型的，主要分为以本人

身份证为取件基准的智能快递柜和以取货码为标准的简易快递柜。这两种取件

柜大大降低了冒领的可能性，同时通过摄像头记录取件过程方便日后冲突的解

决。但柜体太大，很多小区不具有配备取件柜的空间和承担能力，这使得取件

柜难以有较大的普及性。我们将面部识别技术和北斗定位系统结合应用到物流

安全箱，就可以突破空间的局限性，实现用户更舒适的收件体验和更高的环境

友好度。 

2 作品设计

图 1 使用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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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使用流程图 

图 3 解锁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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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设计思路 

将北斗定位与人脸识别技术相结合在物流安全箱中，预先在微型电脑中输

入指定的地点和收件人信息，收件时通过定位确认收货地点并通过人脸识别技

术确认收件人，从而实现安全收货的目标。 

图 4 程序流程图 

首先通过北斗定位模块获取当前位置经纬度信息，然后通过创建的软件串

口传送给 Arduino 开发板，再通过硬件串口上传到 LattePanda 开发板上，通过

python 进行逆地理编码解析经纬度并与预设的地点比对，比对失败三次则自动

关机，比对成功则进入人脸识别部分。利用 python 多线程，其中一个线程用

OpenCV 读取摄像头并提取人脸同时绘制特征矩形框实时追踪人脸，另一个线程

利用深度卷积神经网络算法与预设的图片进行匹配。若匹配成功，则绘制一个

绿色的勾，成功开锁；若匹配失败，则绘制红色叉，重新识别。识别失败超过

十次将自动关机。 

2.2 发明目的 

该物流安全箱通过北斗定位系统和面部识别技术的双重保障来满足用户对

物流消息和货物安全的高要求。同时，该安全箱的使用可以提高物流的效率和

环境友好度，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保护的高度结合。此外, 结合北

斗定位导航系统、面部识别等技术应用, 能够实现不同行业、不同系统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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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交流和共享，发展智能物流，促进社会发展。 

2.3 关键模块的设计与实现 

箱体内装入的 LattePanda 微型电脑和摄像头作为基础设施，用来实现识别

和判断两大技术。定位方面，我们事先将中科微电子 ATGM332D-5N31 北斗模块

连接到 Arduino 开发板上，再使用 LattePanda 微型电脑载入相应的程序通过串

口读取信息，以实现实时定位和信号发送。定位信息将与设备中预存的地理信

息进行比对；面部识别方面，用摄像头获取的人物信息和预先存入库的图片进

行比对，计算相似度，若在可允许的极小误差内便通过了面部识别测试。以上

两点全部符合通过 Arduino 发送开锁信息控制继电器切换状态即可实现自动控

制开箱。 

2.4 关键技术一：北斗卫星导航技术 

卫星定位实施的是“到达时间差”（时延）的概念：利用每一颗卫星的精

确位置和连续发送的星上原子钟生成的导航信息获得从卫星至接收机的到达时

间差。卫星在空中连续发送带有时间和位置信息的无线电信号，供接收机接收。

由于传输的距离因素，接收机接收到信号的时刻要比卫星发送信号的时刻延迟，

通常称之为时延，因此，也可以通过时延来确定距离。卫星和接收机同时产生

同样的伪随机码，一旦两个码实现时间同步，接收机便能测定时延；将时延乘

上光速，便能得到距离。本项目采用中科微电子 ATGM332D-5N 芯片来接收定位

信号并进行计算后，转换成 NMEA0183 标准通信协议的代码向上位机发送准确的

经纬度信息，从而得到准确的位置信息。 

 

2.5 关键技术二：人脸识别技术 

人脸识别的主要过程为人脸探测、人脸特征捕捉和算法识别，首先加载一

个用于匹配的目标图片，并从中提取到人脸，然后将找到所有位置的人脸特征，

创建一个 PIL 图像绘制对象，在图片上进行绘制，用线条追踪图像中的每个面

部特征，其次是打开摄像头，读取摄像头中每一帧的图片，同样提取人脸，绘

制一个囊括人脸的红色矩形框，接着是转化为特征向量，最后就是运用深度卷

积神经网络算法获取每个图像文件中每个面部的面部编码，计算相似度，进行

匹配，若匹配成功，则绘制一个绿色的圆圈，并在里面绘制一个绿色的勾，若

识别失败，则绘制一个红色的叉，该算法达到了 99.38%的准确率，并且做到了

快速识别，识别时间小于 1秒，还可以同时识别多张人脸。 

人脸识别的主要的使用 Inception-Res Net-v1 残差神经网络 (Residual 

neural network) 模型提取人脸特征向量。该模型的训练集采用 VGGFace2 数据

集。其中,三元组损失函数作为目标函数用于改模型的训练。三元组损失函数中

规定同一个人的两张图像为正样本，不同人的两张图片为负样本。通过训练网

络模型最小化正样本特征向量之间的欧氏距离的同时增加负样本特征向量之间

的欧式距离，从而使人脸特征向量之间的欧式距离直接代表人脸相似度，三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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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损失函数为： 

‖ ‖ 							

公式 (1) 中的 a (anchor) 和 p (positive) 分别表示同一个人的两张不

同图像, 这两张图像表示一个正样本图像对;a (anchor) 和 n (positive) 分别

表示不同人的两张不同图像对；α为阈值;xa 和 xp 表示正样本的人脸特征向

量;xa 和 xp 表示负样本的人脸特征向量。 

2.6 关键技术三：Arduino 与串口通信 

Arduino 由于其易于上手，节约学习成本的优势成为了当前最流行的开源电

子平台之一。在 Arduino 的实际应用中，串口通信非常普遍，只需少量几根线

就能和其他串口设备通讯。Arduino 是通过 USB 转成 TTL 串口下载程序的，开发

者可以在窗口中查看 Arduino 输出的信息。 

然而一般的串口通信（硬件串口通信）只能与一个设备进行通信，如果需

要实现两重及以上的多重控制则需要使用软件串口通信。软件串口是在通讯协

议上采用串口的设备，但在物理链接上，不一定遵从该串口的硬件协议，比如

在 USB 线上模拟网络通讯，在 USB 线上模拟 RS232 串口。软件串口通信的特点

是可以用灵活的接口与现成的设备进行通讯。 

本项目采用了 Arduino 通过软件串口与北斗模块取得连接，并使用硬件串

口通信将数据传送回微型电脑，微型电脑也通过串口向 Arduino 开发板发送开

锁信息，控制继电器转换状态，从而实现开锁。 

3 突出优势 

3.1 技术优势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和人脸识别技术是本项目最主要技术，如上文所诉，两

项技术的结合使得物流箱的功能多样化、智能化和高端化。不同于市面上纸质

物流箱的低质性，也不同于一些专用物流箱和快递柜的用途局限性，本项目研

究的安全物流箱使用的技术使得物流箱功能不局限于包装货物而是满足用户的

实时物流和安全保障的需求。当然，现在已经有人将北斗导航系统运用到物流

上，也有人将人脸识别技术运用到快递箱上。所以，该项目的突出技术优势也

在于将两种技术结合运用在快递箱上，实现具有较强实际意义的物流安全箱。 

3.2 人文优势 

包装盒积压和浪费的环保问题一直是物流业的突出问题，目前市面上也出

现了循环快递盒，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也随之对快递盒提出了高性能的要求。本

箱体的高性能正好符合共享快递盒要求。不论是在箱体本身还是在用户体验上，

该物安全箱都具有极高的可行性。通过循环快递盒的形式可以实现循环经济，

具有极高的环境友好度。由于传统纸质快递箱易皱、易湿，所以回收复用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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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0%。本箱体在提高产品的回收利用性的同时，解决了浪费资源的问题。本物

流安全箱极好的循环性符合当代社会的环保需求，通过循环使用和回收利用既

可减少资源浪费也可保护环境。同时，这也能满足用户对快递的高要求。该物

流安全箱可以有不同的定位，可以是用于提高用户体验的普通快递箱，也可以

是基于用户高保险保密要求的安全箱。 

4 作品前景 

4.1 作品的适用范围 

针对定位不同，该项目有不同的适用范围。用于快递箱，则适合网上购物

平台的快递使用，以达到更高的快递效率和更好的用户体验。用于安全箱，则

适合机密文件和物品的运输，例如用于考试试卷这类必须在确定的地点和由指

定的人打开的机密性极高的文件。 

4.2 推广前景 

物流安全箱对新兴技术的使用可以在吸引消费人群的同时推广北斗定位技

术和人脸识别技术，从而做到反哺即推动新兴技术发展。而且，在物流安全箱

的基础上可以打造不同类型和级别的物流箱。目前有很多专门性很高即相应的

局限性很大的快递箱和保险箱。物流安全箱可以将其结合起来，同时运用不同

的材质以实现不同的特殊作用，例如保存海鲜等。物流安全箱的普及可以更好

的推动技术发展和更有效的结合使用。 

4.3 经济效益预测 

基于北斗定位技术和人脸识别技术的物流安全箱，有很强的技术优势和人

文优势，消费者在传统快递的使用情况下会更乐于接受这种智能物流安全箱。

更何况，如 4.2 所述，物流安全箱的功能不局限于此，更多的技术结合将会产

生功能更完善的物流安全箱。粗略计算，物流安全箱的成本远低于高级保险箱。

所以随着物流安全箱的不断普及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这种物流安全箱会被

更多的人们所接受，由于市场需求量较大，市场前景十分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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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关键代码截图

图 6 识别判定 

图 5 地点正确和错误的判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十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60



10

图 7 地点信息获取 

图 8 Arduino 读取信息和发送以及开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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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UAV Navigation System Based on Beidou Positioning and INS 

Abstract：Aiming at the problem that single Beidou Navigation or Inertial 
Navigation (INS) can not get accurate posture information of UAV under special 
circumstances, this paper designs a UAV integrated navigation system. The system is 
mainly composed of inertial navigation module, BDS positioning navigation module 
and CPU module. Through high integration six-axis accelerometer gyroscope, the size 
and direction of acceleration and angular velocity of UAV are collected in real time. 
At the same time, Beidou module, which is used to compensate for correcting inertial 
navigation information, collects real-time information such as speed and position, and 
finally obtains a variety of navigation and positioning information such as speed, 
posture and position with higher precision. 

Keywords: Beidou navigation and positioning system, inertial navigation, 
attitude solution 

1.Background of the project

1.1Research Backgroun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UAV technology, the popularity of UAV is getting 

higher and higher. Nowadays, UAV appears frequently in urban management, forest 
fire prevention, emergency relief, investigation, agricultural work and so on,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mergency rescue of Sichuan earthquake in 2008, the aerial 
images of Beichuan County taken by UAV aerial remote sensing system (as shown in 
Figure 1) provide an accurate basis for disaster relief decision-making[1]. In 2018, the 
National Fire Equipment Quality Supervision and Inspection Center and other units 
carried out the first fire extinguishing drill for high-rise buildings of fire-fighting UAV 
in Shanghai Fire-fighting Comprehensive Training Base, which means that 
fire-fighting UAV has entered the experimental stage[2]. 

Figure 1  Aerial remote sensing monitoring map of Beichuan after the earthquake 

作    者：侯建、宋迪、李昊金
指导教师：杨通
学    校：Technische Universität München（慕尼黑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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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ertial navigation system is completely autonomous at work and is widely 
used in many fields,but the navigation error accumulates over time and cannot work 
independently for a long time[3]; Beidou navigation and positioning system has
high precision, and the error does not accumulate over time, but it has non-negligible 
shortcomings in real-time, anti-jamming performance of receiving signals and 
navigation autonomy. The output accuracy and stability of the navigation system 
directly affect the attitude control of UAV. In the face of complex environment, 
relying on only one navigation method can not meet the current needs of people.

1.2 Current situ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The inertial navigation is a passive autonomous navigation method. Its angular 

velocity information is obtained by gyroscope, and its linear velocity information is 
obtained by accelerometer[4]. Then, the above information can provide the  speed, 
position and attitude navigation parameters by a series of integration operations and 
calculation methods.The United States is a pioneer in inertial navigation research. 
Stanford University developed the MEMS accelerometer in 1977, and it became a 
commodity in the early 1980s.The research on it started late in our country. From the 
1970s to the present, the navigation accuracy has reached a higher 
level.Micro-mechanical inertial sensors and micro-inertial measurement units,which 
developed from it,  have the advantages of small size, light weight, high reliability 
and low cost[5]. The attitude and heading system of micro UAV based on the inertial 
measurement unit of MEMS has become a research hotspot in tne field of 
navigation.As the inertial navigation system is essentially an integral and inferential 
navigation and positioning system, the principle error that the navigation error will 
diverge with time accumulation is inevitabl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find another 
navigation mode to combine with it, so as to obtain navigation information with high 
accuracy in both long-term and short-term. 

At present, GPS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is commonly used in the field of 
UAV. Although the horizontal accuracy of GPS system is really good, its elevation 
accuracy is 1.5 - 2 times different from the horizontal accuracy, which is not in line 
with the precision requirements of UAV in complex environment. In contrast, the 
self-developed 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in China uses a hybrid space constellation 
(as shown in Figure 2). It consists of five geostationary orbiting satellites and 30 
non-geostationary orbiting satellites, totaling 35 navigation satellites. It can provide 
all-weather services for high-precision coordinates between China and its neighboring 
countries. At the same time, the use of three-frequency signal in BDS can better 
eliminate the influence of high-order ionospheric delay, improve the reliability of 
positioning and anti-jamming ability, which provides a high feasibility for the 
high-precision integrated navigation design of this to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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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Constellation diagram of Beidou mixed space 

Inertial navigation system and 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have their own 
advantages, but they have their own shortcomings under a single navigation system. 
They complement each other in navigation accuracy and reliability. If they are 
combined, they can give full play to their advantages and make up for their 
shortcomings, and get the best effect in navigation accuracy and reliability, so that 
they can be used in UAV navigation system to play a better navigation role. 

1.3 System introduction 
The system mainly consists of a highly integrated  six-axis accelerometer 

inertial measurement module, Beidou navigation and positioning module and central 
processing unit. The system board is powered by external + 5V power supply. The 
power conversion chip on the circuit board converts external power supply into 
voltage suitable for each module to supply power for each module. The overall 
structure design of the system is shown in the figure. 

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Beidou data receiving 
module

Inertial measurement 
module

RS232 serial 
communication module

Flash 
storage module

Power 
supply module

Kernel processor

Control detector

 
Figure 3  The overall structure design of the system 

2.Key Points of the Project 

2.1 Correction of the inertial measurement unit to reduce the drift of the MEMS 
sensor. 

The inertial measurement unit MPU6050 six-axis accelerometer gyroscope 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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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project is a MEMS sensor, which integrates three-axis acceleration and 
three-axis gyroscope, avoiding the problem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xis of the 
gyroscope and the accelerometer in the multi-component scheme. The sensitivity 
between the accelerometer and the gyroscope axis is also removed, but the noise is 
large when directly read, which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detection accuracy. 
According to the inertial navigation system algorithm flow chart (shown in Figure 4), 
it can also be seen that the performance of inertial navigation is directly dependent on 
the detection accuracy of the inertial unit.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orrect the 
attitude before performing the attitude measurement with the MPU6050. 

Accelerometer

Gyro

Accelerometer 
error correction

Gyro zero drift 
correction

Specific force 
coordinate 

transformation

Navigation 
solution

Attitude 
solution

Attitude solving 
matrix

fb fn Position, speed

Initial value of 
attitude array

attitude
Speed and 

position initial 
value

wbib
wbnb

wbin
+ -  

Figure 4  inertial navigation algorithm flow chart 

2.2 Deriving the acceleration through the Beidou navigation and positioning 
system to solve the congenital defects when using the accelerometer for attitude 
calculation. 

At present, the attitude of many UAVs on the market is calculated by using 
accelerometer to measure local gravity field. This method has strong applicability 
when UAVs are in stable flight state. However, when the accelerometer is in dynamic 
flight state, the sensitivity of accelerometer to gravity acceleration and normal 
acceleration will be greatly improved. At this time, if the accelerometer output is still 
used as the gravity component in the body coordinates to estimate the attitude of UAV, 
there will be a great error. 

The output of MPU6050 accelerometer is measured specific force value[5]. When 
UAV is in flight, it can be expressed in navigation coordinates as follows: 

f * nn n
n ie ev w w v g

−

= + −（ + ）                 Formula 1 

Among them, nv
−

 represents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UAV in the navigation 
coordinate system; i * n

ew v  is the Coriolis acceleration caused by the velocity nv of 
the UAV relative to the earth and the rotation angular velocity iew  of the earth, 
which is neglected here because its value is too small; * n

ew v is the normal 
acceleration, which represents the centripetal acceleration of the UAV in the turning 
motion; ng is the value of the strength of the gravity field in the Earth coordi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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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The accelerometer outputs the specific force bf  in the carrier coordinate 

system, nv can be obtained by Beidou Navigation and Positioning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TRIAD algorithm block diagram[6] shown in Fig. 5, if the motion 

acceleration nv
−

 of UAV can be obtained, nf  can be calculated. The direction cosine 

matrix of carrier can be obtained by combining the data output of magnetometer 

HMS5883L, and the attitude of UAV can be calculated. 

TRIAD algorithm

Gravity 
field

Magnetic 
field strength

Accelerometer

Magnetometer

Comparative 
force

Magnetic 
field strength

Two sets of vectors
 in the navigation 
coordinate system

Two sets of vectors in the 
carrier coordinate system

mb

fbfb

mn

-gn

n
bC
−

n e nv + w * v  
−

 

Figure 5  TRIAD algorithm block diagram 

2.3 Serial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s used to solve the data transmission 
problem between Beidou data receiving module and central processing unit, central 
processing unit and control monitoring terminal. 

Because of the large amount of data transmission and high real-time requirement, 
the chip interface data transmission of STM32F439 processor is a parallel structure, 
and the multi-channel buffer serial interface is not enough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system. At the same time,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BDS and CPU needs to pass 
the standard RS232 serial interface. The CPU and the control monitoring terminal 
also communicate through the RS232 serial data. Therefore, external CPLD chips are 
needed to convert data between serial and parallel. 

In this paper, EPM240T chip is used to extend two RS232 serial data interfaces 
on the system board. The serial data received from BDS is converted into parallel data 
and sent to the storage module for the calculation of the core processor. The parallel 
data received from the core processor is converted into serial data and sent to the 
control monitoring terminal. 

3.Key technology research 

3.1 Central Processing Unit 
Master chip: ARM cortex-M4 processor 
The central processing unit is the core of the whole system. The main task is to 

filter the data output by the inertial measurement unit and the Beidou receiving 
module, error compensation and data fusion attitude calculation. In order to meet the 
design needs of the subject, in the chip selection,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c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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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fast calculation speed, good real-time data transmission 
performance, small physical volume, and high cost performance. 

This topic chooses STM32F439 processor of ST company to realize data 
processing function. With ARM Cortex-M4 as the core (as shown in Figure 6), the 
processor can work at a frequency of 180 MHz, and can directly access memory and 
floating-point computing units, providing UAV with a higher level of stability and 
security. In addition, the processor has abundant peripherals, which not only meets the 
needs of navigation applications, but also simplifies the system design. 

 

   

Figure 6  kernel processor 

3.2 Beidou data receiving module 

The data receiving module of Beidou and UM220-III produced by Xinxingtong 
Company are adopted in this subject, as shown in figure 7. It is the third generation 
product of UM220 series modules. It is a fully domestic dual-system 
high-performance GNSS chip with miniaturized size on the market. It can easily 
receive two frequency points of BD2 B1 and GPS L1. It has high integration and low 
power consumption, which meets the requirement of Beidou module with high size 
and power consumpt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十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67



UM220-III performance indicators: 16*12.2*2.4 m m, positioning accuracy 2.5 
CEP, speed accuracy 0.1 m/s 1 sigma, capture sensitivity - 145 dBm, has two UART, 
the first cold start needs 32 seconds, hot start only needs 1 seconds, data update rate is 
1 HZ [7]. 

    

Figure 7  UM220-III Beidou data receiving module 
3.3 Correction of six-axis accelerometer gyroscope MPU6050 
3.3.1 Correction of the gyroscope 
The gyroscope's output value at rest is 0 [8], and we can correct the gyroscope's 

zero offset based on this characteristic. The method is very simple. The data of the 
n-th gyroscope is recorded as ln, and the n-th data is summed to obtain the average 
number, which is the zero offset value L of the gyroscope. The expression is: 

 
1

1 n

nL x
n

=                         Formula 2 

3.3.2 Accelerometer calibration 
The accelerometer measurements are shown in Formula 1. When UAV is in static 

or steady flight, both nv
−

and *e nw v  take the value of 0. At this time, there is 
f n ng= − , that is, the acceleration value is equal to the gravitational acceleration[9]. 
This can be used to correct the accelerometer. The calibration method is to fit the 
accelerometer's measured value with gravity acceleration by translation and scaling. 
So we need to find a translation parameter {px,py,pz}

T and a scaling 
parameter{sx,sy,sz}

Tsatisfying the conditions. Assuming that the measured value of 
accelerometer is {xm,ym,zm}

T and the corrected value is {xo,yo,zo}
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can be obtained as follows: 

( ) ( ) ( )  * * *o m x x o m y y o m z zx x p s y y p s z z p s= + = + = +， ，              Formula 3 

Error μ is defined as the squar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length of the measured 
value after calibration and the acceleration value of gravity. The expression is as 
follows: 

              2 2 2 2
0 0 ox y z g = + + −  

 
                     Formula 4 

 

Combine Equation 3 and Equation 4 to ge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十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68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m x x x m x x m y y y m y y

m z z z m z z

x s p s x p s y s p s y p s

z s p s z p s g

 = + + + + +

+ + + −
  Formula 5 

 

In order to make the correction more accurate, the global error is balanced by 
taking multiple correction errors to find the sum of squares. The expression of 
function U is set as follows: 

                      2U =μ                      Formula 6 

Because the global error function U is a polynomial function about {px,py,pz，

sx,sy,sz }, in order to minimize U, according to the definition of limit, the point 
whose first partial derivative equals 0 is the extreme point and must be the minimum 
point in this case. So we can get six parameter values by making the partial derivative 
equal to 0 (as shown in Formula 7), so that we can find the suitable translation 
parameter {px,py,pz}

T and scaling parameter {sx,sy,sz}
T, and complete the calibration 

of accelerometer. Figure 8 below is a calibration flow chart of the accelero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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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
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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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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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mula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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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8  Accelerometer calibration flow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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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The derivation of acceleration based on Beidou navigation positioning 
system 

3.4.1 BDS Velocity Measurement Principle Based on Doppler Frequency Shift 
At present, it is commonly used to obtain the velocity information based on the 

first derivation of position information of the BDS output, and obtain the acceleration 
information by the second derivation. However, the position information calculated 
by the pseudorange information has a large error[10]. Therefore, the Doppler shift 
technique with less error is used in this project. The schematic diagram of BDS 
velocity measurement based on Doppler shift is shown in Fig. 9. 

 

.

Position and coordinates 
of the first BDS satellite Equation 1 

Radial speed p1

Position and coordinates 
Of the second BDS 

satellite

Derivativing time t 
in pseudorange 

positioning equation
Equation 2 

Position and coordinates 
of the 4th BDS satellite Equation 4 

Radial speed p2

Radial speed p4

The speed of the 
BDS receiving 

module

.
.
.

.
.
.

.
.
.

 

Figure 9  Schematic diagram of BDS velocity measurement based on Doppler shift 

The Doppler shif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frequency of the BDS carrier 
signal received by the receiving module and the carrier frequency fs transmitted by 
the satellite[11], and its magnitude varies with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BDS antenna 
and the satellite. Related to speed), the expression is: 

 

R
d s r s

vf f f f
c

= − =                  Formula 8 

where c is the speed of light in the vacuum. 
The Doppler shift reflects the change in distance between the satellite and the 

receiving module, which is: 

                    '
d d

c

dp cp f f
dt f


•

= = =                 Formula 9 

In the case of ignoring the atmospheric delay, the pseudo-range positioning 
equation can be used to derive the time: 

2 2 2 1/2

( )( ) ( )( ) ( )( )
[( ) ( ) ( ) ]

sisisi si sisi
di i

si si si

x x x x y y y y z z z zf p c t
x x y y z z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mula 10 

In the above formula, dif is the Doppler shift observation value of the i-th satellite, 
, ,si si six y z（ ） and y sisi six z

• • •

（ ， ， ） are the position and coordinates of the i-th satellite, 

which can be solved by the navigation message; t
•

  is the clock drift of the B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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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iving module,which is treated as an unknown; ip
•

is the radial velocity, which is 

found in Equation 9; yx z
• • •

（ ，，）is the speed of the BDS receiving module to be sought.

By observing 4 satellites at the same time, four equations of the form 10 can be 

obtained, and the simultaneous equations can be solved to calculate the motion speed 

of the BDS receiving module. 
The main errors of BDS velocity measurement based on Doppler frequency shift 

include satellite velocity error and atmospheric additional error. Because the accuracy 
of BDS satellite velocity is very high, the error is less than 0.1m[12], which can be 
neglected; the additional error of atmosphere depends on the local climate change, 
and the update rate of BDS receiver module is much larger than the speed of climate 
change, so the effect of additional error of atmosphere on BDS velocity measurement 
can also be neglected. 

3.4.2 Determination of acceleration based on Kalman filter 
The motion of UAV is a dynamic system that follows certain rules and changes 

constantly. When the acceleration of UAV is changed due to the impeller driven by 
motor, it is affected by natural frequency. The next moment's acceleration can only be 
measured in the field of the current moment's acceleration[13]. Therefore, this rule can 
be used to estimate the optimal solution of UAV acceleration using Kalman filter. 
Considering the high real-time requirement of the system and the high real-time 
requirement of Kalman filter,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some improvements to the 
algorithm. 

In this subject, by separating the velocity and the three components of 
acceleration in the "east, north and sky", three equations are set up in parallel, which 
not only reduces the dimension of the equation, but also avoids the redundancy of the 
algorithm, and can meet the real-time requirements of the system. The dynamic model 
of BDS can be built for UAV's motion state, which mainly includes three parameters: 
velocity, acceleration and the rate of change of acceleration. It is called "Jerk 
model"[14]. The equation of three directions is similar, and the following is illustrated 
by the example of Oriental direction. 

The state component set in the east direction of time k is expressed as:

( ) [ ( ), ( ), ( )]T
e e e ex k v k a k d k= Formula 11

Where ve(k) is the speed of the UAV in the east direction, ae(k)is the eastward 
acceleration, and de(k) is the rate of change of the eastward acceleration. Then the 
equation of state of the UAV in the eastern direction can be written as follows: 

( 1 = ( ) ( )e ex k Px k n k+ +） Formula 12

The P in the above formula is the state transition matrix. According to the 
kinematics formul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astern component of the state at 
k-time and k-1 time can be obtained as follows:

21( ) ( 1) ( 1) t ( 1) t
2e e e ev k v k a k d k= − + −  + −  Formula 13

Δt is determined by the update time of BDS receiving module. The ex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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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state transition matrix can be written by Formula 13 as: 
2

1
2

0 1
0 0 1

tt

P t

 
 

 
=  
 
 
  

                    Formula 14 

In formula 12, n(k) is the system noise, assuming white noise here. The 
corresponding noise matrix N is related to the update frequency of BDS receiving 
module and the motion state of UAV. The expression of noise matrix can be written by 
adding random noise w[15] in flight process: 

5 4 3

4 3 2

3 2

t t t
20 8 6
t t t
8 6 2
t t
6 2

N w

t

   
 
 
   

=  
 
  

 
 

               Formula 15 

                                                                                                                                                                       

The system observation equation of Kalman filter is as follows:             
                        y ( ) ( ) ( )e ek H x k v k= +                 Formula 16 

Since the observed Doppler velocity of the BDS receiver module output, 

therefore  = 1 0 0H . V(k) is the observed noise, and its matrix is related to the 
accuracy of the BDS receiving module.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the system uses low-cost MEMS inertial 
measurement components and BDS receivers as sensors to capture the original UAV 
flight data, using two-stage Kalman filter to remove data noise, which makes the data 
smoother. The final data fusion chart is as follows: 

 

TRIAD algorithm

Gravity field

Magnetic field strength

Accelerometer

Magnetometer

Comparative 
force

Magnetic field 
strength

mb

fbfb

mn

-gn

n
bC
−

e nw * v  

BDS receiving 
module

Kalman filter
(JERK model)

nv

Gyro Quaternion 
differential equation Kalman filter

na

Output attitude 

 

Figure 10  Data Fusion Diagram 
 

3.5 Workflow of UAV Navigation System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s, the working environment of the UAV is complex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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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able. The BDS signal is sensitive to the drone, and it is easy to receive 
interference and artificial control. If there is no BDS signal to compensate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drone, only rely on Inertial navigation and magnetometers generate 
relatively large measurement errors due to congenital defects under dynamic mot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ombine the two navigation systems and select 
appropriate combination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environment to provide more 
accurate navigation information. 

The UAV navigation system designed by this subject has two navigation modes. 
If the BDS signal is strong in an open environment, the BDS satellite navigation is the 
main one, and the inertial navigation is matched with the magnetometer; if the BDS 
signal is not good or When the BDS signal cannot be accepted, the inertial navigation 
and magnetometer are mainly used, and the intermittent BDS signal is received to 
correct the data of the inertial navigation and the magnetometer. The workflow of the 
drone navigation system is shown in Figur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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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1  system workflow 
 

4.The actual application of the system 

This project combines the inertial navigation system and the Beidou positioning 
navigation system to solve the problem that the single navigation situation can not 
meet the special environmental requirements, and make error analysis of the sen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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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ment data, improve the attitude calculation algorithm, and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the navigation system. degree. For most civilized fields of drones, 
considering the cost problem, the high-precision Beidou positioning is the main 
solution, and the low-cost inertial navigation supplemented by the solution can 
achieve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which can meet the accuracy needs and can also 
take into account Complex application environment, especially some of the most 
Beidou positioning signals are good, only a small part of the range of signals affected 
by the environment, the navigation effect of this integrated navigation program can 
not only greatly enhance the navigation capabilities of the drone, and make the drone 
mobility and stability have been effectively improved, and even a good data material 
is provided for future analysis of drone flight data or analysis of the cause of the 
failure after an accident. 

5.Summary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hardware and software design of UAV integrated 
navigation system based on Beidou positioning and inertial navigation system, which 
enables UAV to adopt the best navigation mode in different working environments. 
The error of inertial measurement unit is analyzed and corrected. The shortage of 
accelerometer is solved by using Beidou navigation and positioning system to derive 
acceleration value,and then through the data filtering processing, fusion calculation,  
higher accuracy of speed, attitude, position and other navigation and positioning 
information are getted. 

The system uses an integrated MEMS six-axis gyroscope accelerometer to form 
the inertial navigation part of the integrated navigation system, and uses the 
magnetometer to collect the angular velocity and acceleration magnitude, direction 
and magnetic field strength of the drone in real time. At the same time, the BDS 
receiving module constitutes a satellite navigation part, which is used for real-time 
compensation of the navigation and positioning information of the modified inertial 
navigation part. The data is filtered and passed to the kernel processor for calculation, 
and the optimal solution for the motion path and flight attitude of the drone is 
made.The system is small in size, easy to assemble, and does not affect the weight of 
UAV. The selected components are low in cost, low in power consumption and high in 
performance, which solves the problem of inaccurate navigation of UAV under 
special circumst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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