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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将发送语音数据进行进一步压缩编码。

本文以北斗通信信道为基础，在 MELP 模型的基础上研究一种新的 300bps
极低速码率的声码器，其中语音压缩算法采用多帧语音参数联合量化技术，用

概率统计计算出子带声音强度的量化码本，并利用清浊音特征与 4 个参数的相

关性将编解码分成 3 种模式，利用上述思想能较好解决语音音质与有限码长度

之间矛盾，有效降低码率。

1.2北斗短报文信道的利用

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是我国独立自主研发、建设的卫星导航定位系统，

我国北斗一代卫星能够实现双向短报文通信，主要依赖于北斗终端的键盘或手

写文字输入，但是在很多安全确认、突发事件等紧急环境中，更加希望听到对

方语音，来提高输入效率、提高安全保密、确保人员身份可靠等，因而基于北

斗短报文信道传输语音就成功扩展了北斗短报文系统的使用场景范围。

二、方案论证与设计

2.1系统工作流程

发送终端外设模块的话筒接收外界模拟语音，模拟语音在声码器中经Ａ/Ｄ
采样、MELP声码器语音压缩编码后，声音参数信息根据北斗短报文协议编码与

分组编码成数据流，通过北斗信号处理单元封包后，经 D/A 转换由北斗天线发

送给北斗卫星，接收终端接收数据后经北斗信号处理单元协议解码与数据打包

处理后，送至声码器处理模块对语音压缩码流进行译码，经Ｄ/Ａ转换后得到模

拟语音信号再由扬声器输出语音。

2.2系统结构设计

北斗语音通信系统组成框图如图 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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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系统组成框图

从系统结构图可以明显看出，北斗信号处理单元包括数据包分组编码功能，

北斗短报文协议编码功能，射频发射功能，射频接收功能，数据包解码与打包

处理，北斗短报文协议译码功能等六个主要功能。MELP声码器单元具有语音数

字化功能，声音特征参数提取功能，声音特征参数还原功能，声码库检索功能，

语音模拟化功能等五个主要功能。

三、原理分析与硬件电路图

3.1系统原理分析

3.1.1低速率声码器编解码算法设计

300bps声码器的语音编解码算法是在 2.4Kbps的MELP算法上进行改进得来

的。对于特征参数的提取，以 1 帧语音为单位进行提取，将连续 8 帧组合成超

级帧进行联合量化，并且为了降低码率，可去掉傅里叶幅度值这一特征参数。

300bps 声码器算法主要通过混合激励线性预测方法获取语音特征参数，图

3-1为 300bpsMELP 编声码器编码算法原理示意图。语音特征参数模型本体 YYTZ
可为四元组，即 TZCS->{T,BP,Gi,L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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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声码器算法原理图

各元组说明如下：

（1）T 是基音周期数据集合，

（2）BP 分带声音强度数据集合，

（3）Gi 子帧增益数据集合

（4）LSF 线谱频率数据集合。

本研究将超级帧依据不同的清浊音个数分成不同的编解码模式。三种编解

码模式分别为:
模式一，超级帧为全清音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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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二，超级帧中只有一个浊音帧

模式三，超级帧中有多个浊音帧

线谱频率（LSF）多帧联合量化。对于 LSF 参数的多帧联合量化，将 8 个超

级帧进行等分量化，即采用 4 帧联合矢量量化的方式。量化后的 LSF 矢量


f 就

是从这 3个码本中选出来的码矢的和。

基音（T）周期多帧联合量化。在前一个步骤确定了量化模式后，剩下的量

化过程都要根据这个模式采用不同的量化方法。其中在基音周期的量化中:模式

一，不需要传输基音周期;模式二，采用 6bit 标量量化基音周期;模式三，将基

音周期参数组成一个 8维的向量进行 1Obit 矢量量化。

超级帧的 8个基音周期参数组成一个矢量 ],,,,,,,[ 87654321n ppppppppp  ，

并将其转换到对数域 )]lg(),...,lg(),lg(),lg(),[lg(p 84321lg, pppppn  ，然后采用加权

的欧氏距离失真度进行码本搜索，联合的失真度计算步骤如下所述:

（1）计算加权的欧氏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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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分别表示原始和量化后的基音周期矢量;当第 i帧为浊音帧时

i 为 1，清音帧时 i 为 O。

（2）计算原始对数域基音周期的帧间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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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1,2,3,4,...,8}， 0p 表示上一个超级帧的基音周期的对数值。采

用同样方法计算量化后基音周期帧间差值


 ip 。

（3）计算联合失真度

28

1

28

1

28

1

'd












  ii
i

iii
i

iii
i

i ppdpppp  ，

增益（G）多帧联合量化。将超级帧的 4 个增益参数组成一个矢量

],...,,[ 821n gggG  ，转换到对数域 )]lg(),...,lg(),[lg( 821l gggG gn  进行量化。增益

多帧联合量化根据不同的模式分配不同比特:模式一采用 13bit 的两级矢量量化，

两级码本的大小分别为 128、64;模式二、三均采用单级矢量量化，码本大小分

别为 512、256。如图所示为基于不同模式的增益多帧联合量化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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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增益矢量量化原理图

子带声音强度（BP）多帧联合量化。在进行子带声音强度的多帧联合量化

时 ， 取 连 续 8 帧 的 子 带 声 音 强 度 参 数 组 成 40 维 的 向 量 ，

)51,81(]...,...,...,[ 5,8,5,11,1  jiVVVVV ji ， ， jiV , 表示第 i帧的第 j个子带的声音

强度，先判断每一帧的最低子带的清浊音情况，得出该联合帧中浊音帧的个数，

选择合适的解码模式。由于每一帧有 5 个子带，分别判断各子带声音强度时清

音用 0表示，浊音用 1表示，共出现 32 种情况，在对语音帧进行大量的采集统

计后，可以发现有些组合出现的概率较高，取概率排名的前 5个依次是 10000、

11111、00000、11100、11000。

在进行子带声音强度多帧联合量化时，采用加权的欧氏距离失真度进行码

本搜索，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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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为加权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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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每帧的加权因子为[1,1/2,1/4,1/8,1/16]。

3.1.2北斗短报文通信技术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具有定位、授时和短报文通信等功能，其中，短报文通

信是其他卫星导航系统不具备的，能解决在复杂环境下的通信。北斗短报文通

信的特点有如下几点：

（1）通信频度和通信量的限制

根据不同用户级别，北斗短报文通信可分为两个级别，普通用户通信频率

为 120汉字/次。

（2）数据格式的限制

北斗通信短报文通常支持两种数据类型，一种为 BCD 码；另一种是 ASCII
码，适用于汉字通信。

（3）北斗短报文通信作为一种卫星通信方式易受天气等环境因素的影响，

存在较大的误码率。

由于北斗短报文通信有数据量和通信频度的限制，在进行短报文通信时每

次传输的码字数量必须在 240字节以内，因此，借用 TCP协议重传和确认机制，

若传输数据量较大，就必须先对其进行分包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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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端接收到数据包后，进行验证，查看所有的包是否都接收到，若接收

完全，则对完全接收的数据包进行合并处理，恢复成发送时的完整数据包。若

接收不完全，则进行补报处理，直到所有的数据接收完全。同时还有超时控制

等措施，降低通信费用和提高通信效率。

分组传输包类型为：数据包、查询包、响应包。整个数据发送过程分为数

据分包、查询、分析响应信息和补报。

接口数据基本格式为下表 3-4所示：
表 3-4

指令/内容 长度 用户地址 信息内容 校验和

‘指令/内容’：传输时用 ASCII 码表示，每个 ASCII 码为 8bit.
‘长度’：‘指令/内容’起始符“$”开始到“校验和”为止的数据总字节

数。

‘用户地址’：与外设相连的用户机 ID号，长度为 3 字节，其中有效位为低

21bit，高 3bit填“0”。
‘信息内容’:用二进制原码表示，各参数项按格式要求的长度填 充，不满

长度要求时，高位补“0”。信息按整字节传输，多字节信息 先传高位字节，后

传低位字节；

‘校验和’:是指从‘指令/内容’起始符“$”开始到“校验和”前一字节，

按字节异或的结果。

对于有符号参数，第 1 位符号位统一规定为“0”表示“+”，“1” 表示“-”，
其后位数为参数值，用原码表示。

通信申请（$TXSQ）格式：
表 3-5

短报文通信 密 钥 通信类别 传输方式 口令识别

3bit 1 bit 2 bit 1 bit 1 bit

010 固定填 0
00 特快通信

01 普通通信

0 汉字

1 代码

0 通 信

1 口令识别

“密钥” 参数通过外设设置时固定填“0”，入站通信申请时则由用户机根

据本机对 IC 卡的自检情况，在入站信息中具体填入有无密钥；

当“通信类别”为“00”时，“电文内容”最长 188bit；

当“口令识别”为“0”时，“是否应答”参数填全“0”；当“口令识别”

为“1”时，“通信类别”固定填“01”，“电文内容”最长 83bit。
表 3-6 查询通信格式

查询通信 查询类别 查询方式 余量

3 bit 1 bit 2 bit 2 bit

011 0 定位查询

00 1 次

01 2 次

10 3 次

固定填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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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信查询

00 按最新存入电文查询

01 按发信地址查询

10 回执查询

“用户地址”：当为“短报文通信”时，用户地址为此次通信电文的收信方

地址；当为“查询通信”时，“电文长度”、“是否应答”和“电文内容”数据位

自动取消，后面的数据自动前移。其中，“定位查询”（指挥型用户机功能）时，

用户地址为被查询用户的用户机 ID 号；按最新存入电文查询时，用户地址填“0”；
按发信地址查询时，用户地址为此次电文的发信方用户机 ID 号；回执查询时，

用户地址为发出通信回执的用户机 ID 号。

3.2硬件平台展示

整个硬件平台如图所示：

图 3-3 声码器

图 3-4 北斗短报文模块

四、软件设计与流程

4.1语音压缩算法软件流程

对于 300bps 声码器的解码，主要包括信道解码、参数解码、语音信号的合

成以及后处理。语音解码端从信道解码端中得到待解码的各项参数，包括子带

声音强度、基音周期、增益和 LSF 参数。首先对子带声音强度进行解码，得到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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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帧的浊音情况，从而确定解码模式。剩下的 3 个参数根据解码模式选择相

应的码本进行反量化。然后利用子带声音强度和基音周期得到混合激励信号，

激励信号经过自适应谱增强后由 LPC 合成滤波器进行语音合成。后处理主要是

脉冲整形滤波，用来降低合成语音信号的蜂鸣效果，使语音变得更连贯、更自

然。具体实现原理图如下所示：

信道解码器

自适应谱
增强

激励信号
生成器

增益参数

LSF参数

基因周期
参数

解码模式
判决

子带声音
强度参数

后处理
LPC合成
滤波器

输出语音

图 4-1 实现原理图

4.2北斗短报文通信流程

整个短报文通信流程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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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包、
填写包头信息、
形成发送队列

调用通信模块，
按序列发送

发送查询包

调用通信
模块，接
收数据包

调用通信
模块，接
收查询包

分析数据包和
查询包，比对

已发序列

重组构建
原始信号

发送未完
全接收响

应包

补发相应序列
的小数据包

调用通信
模块，接
收数据包

包序列编
码为 0

清空缓
存区
数据

将接收到的数据
插入已接收队列

发送完全
接收响应包

发送端 接收端

图 4-2 短报文通信流程图

五、系统测试与误差分析

5.1对数似然估计比结果

表 5-1 对数似然估计比 LLR 值

测试音频 LLR
Test01.wav 1.1293
Test02.wav 1.1386
Test03.wav 1.1347
Test04.wav 1.1330

由上 LLR值在1.13左右分布，相比较完全恢复原始语音信号(LLR=0)，LLR=1.13
能说明合成语音信号在可听懂范围之内，满足理论设计和研究需求。

5.2北斗语音对讲系统实验

5.2.1实验过程

1. 自发自收北斗语音通信实验

1) 首先进行自发自收实验，按下列顺序连接实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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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 机电 源 声 码 器 天 线

北 斗
卫 星

V o B D

图 5-1 自收自发结构图

2) 按住声码器开关，录入一段语音，内容为：0，1，2，3，4，5，6，7，

8，9，松开声码器开关；

3) 听从音响发出的语音，分析 VoBD 北斗语音对讲界面数据；

图 5-2 远距离对讲实验

2. 异地收发北斗语音通信实验

采用两部“北斗一号”手持用户机（‘A’机和‘B’机），分别在武汉和西

安进行语音通话测试实验

5.2.2 实验结果

1. 自发自收北斗语音通信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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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自发自收实验结果

2. 异地收发北斗语音通信实验
表 5-4 北斗语音测试实验结果

序号 用户 收/发端 测试讲话内容 测试时间 其他

1 A 发 武汉市 08：20：38 一切正常

1 B 收 武汉市 08：21：14 一切正常

2 A 发 拼搏 09：22：21 一切正常

2 B 收 拼搏、创新 09：23：42 一切正常

3 B 发 0123456789 10：03：04 一切正常

3 A 收 0123456789 10：03：56 一切正常

从实验数据分析，窗口数据符合传输格式与通信协议；从实际通信效果来

看，经过声码器编解码与北斗卫星传输之后的合成语音信号音质效果清晰可懂。

六、总结

低速率语音压缩算法是一个复杂度极高、运算量较大，并且结合北斗卫星

进行语音通信是一个有着重要现实意义的课题。MELP算法是目前低速率语音编

码算法中比较理想的一种算法，本系统主要对 MELP算法的编解码进行细致深入

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 300bps 的 MELP 算法，最后对该算法进行

仿真、分析实验结果并制作样机，其次介绍北斗通信的相关协议、流程。最后

两者结合，实现北斗语音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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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和 4G 网络的出租车防宰客终端设计

作 者：王德鑫、董妍妍、邹立双

指导教师：闻新

学 校：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摘要】本文是基于北斗定位系统和 4G 网络，在智能手机上，结合当前各种主

流的手机导航软件，为经常外出出差的人设计一种防止出租车宰客的终端。并

且我们会尝试建立数据库，将全国各地的出租车起步价进行收录，通过地理信

息系统并结合当时的汽油价格以及行程的公里数计算出本次行程的大概价格。

该终端除了一键生成最省钱的，最流畅的出行路线并且给出大致的价格的防宰

客功能外，还具有一键报警的功能。当该终端的使用者一旦发现自己被司机索

要一个不合理的价格即宰客之后，能够及时向相关部门进行求助，维护自身的

合法权益，对于索要不合理价格的司机进行处罚。

【关键词】 北斗定位 4G 网络 数据库 地理信息系统

[Abstract]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BDS and 4G network, on the smart phone,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mainstream mobile phone navigation software, for people
who often go out on business to design a terminal to prevent taxi slaughter. And we're
going to try to build a database of starting taxi fares across the country and combined
with the gasoline price and the number of miles on the trip to calculate the
approximate price of the trip through GIS. In addition to one-click to generate the
most economical, the most smooth route and gives the approximate price of
anti-killing function, but also has a one-click alarm function. Once the user of the
terminal finds himself charged by the driver for an unreasonable price, he can ask for
help from the relevant department in time, safeguard his legal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punish the driver who asks for an unreasonable price.

[Key words] BDS the 4th Generation mobil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MIS GIS

一、背景及应用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出差进行经济、商务交流的次数也就因此与日

俱增。因此大量的公司白领和商务人员出门在外的次数也就越来越多。在金钱

的诱惑下，越来越多地的哥选择对这些对于这个城市初来乍到的人进行宰客，

以满足自己的钱包。而对于这些因为各种各样原因来到陌生城市需要打车出行

的人们，如何在打车的时候能够支付一个相对公平的价格也俨然成为了一个难

题。

在我国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高速发展，4G 网络已经被广泛应用。而对于我

国而言智能手机更是成为了生活的必需品，人们的生活对网络的依赖也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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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而一部分商家也看到了高速发展的经济与网络数字所带来的经济效益，

以出行来说各种打车软件、手机智能导航软件也层出不穷。但是针对宰客日益

严重的现象却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但偏偏我国会有许多的人本就因出差千里

奔波而劳累，同时还备受被哥宰客的困扰。若这种情况日益发展严重下去，会

有许多公司的白领对于出差而有抗拒的心理，而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

的经济发展。同时，我国政府和已出台的政策一直在提倡让利于民，所以针对

这一严峻的现象和人们迫切的需求，现根据北斗定位系统和 GIS 地理信息系统以

及 4G 网络设计一款手机智能终端来解决的哥宰客问题。

二、相关知识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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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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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A8%E7%90%83%E5%8D%AB%E6%98%9F%E5%AF%BC%E8%88%AA%E7%B3%BB%E7%BB%9F
https://baike.baidu.com/item/BDS
https://baike.baidu.com/item/GPS
https://baike.baidu.com/item/GLONASS
https://baike.baidu.com/item/GALILEO/2036904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9A%E4%BD%8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F%BC%E8%88%A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E%88%E6%97%B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0%9A%E4%BF%A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9A%E4%BD%8D%E7%B2%BE%E5%BA%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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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北斗卫星示意图

2.2 4 G 网络

第四代移动电话行动通信标准，指的是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外语缩写：

4G。该技术包括 TD-LTE 和 FDD-LTE 两种制式，4G 是集 3G 与 WLAN 于一体，并能

够快速传输数据、高质量、音频、视频和图像等。4G 能够以 100Mbps 以上的速

度下载，比目前的家用宽带 ADSL（4 兆）快 25 倍，并能够满足几乎所有用户对

于无线服务的要求。此外，4G 可以在 DSL 和有线电视调制解调器没有覆盖的地

方部署，然后再扩展到整个地区。很明显，4G 有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第四代移动通信系统的关键技术包括信道传输；抗干扰性强的高速接入技

术、调制和信息传输技术；高性能、小型化和低成本的自适应阵列智能天线；

大容量、低成本的无线接口和光接口；系统管理资源；软件无线电、网络结构

协议等。第四代移动通信系统主要是以正交频分复用（OFDM）为技术核心。OFDM

技术的特点是网络结构高度可扩展，具有良好的抗噪声性能和抗多信道干扰能

力，可以提供比目前无线数据技术质量更高（速率高、时延小）的服务和更好

的性能价格比，能为 4G 无线网提供更好的方案。

2.3地理信息系统（GIS）

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或 Geo－Information system，

GIS）有时又称为“地学信息系统”。它是一种特定的十分重要的空间信息系统。

地理信息系统全称为“地学信息系统”。它在计算机系统的软硬件支持下，对

地球表面的部分或者全部的空间信息，包括大气层和表面的数据进行采集、管

理、存储、运算、显示和描述的系统 ]1[ 。

为了让一个经纬度的信息点能代表特定的位置，只有将其放入对应的地理

信息系统中，用户才能对该点有所认知和理解。人类活动的大部分时间都与地

理位置有关，例如与朋友出去吃饭、看电影、购物等，都需要杳询位置信息和

相关服务信息 ]2[ 。

地理信息系统为综合分析和处理空间数据的技术，通常的地图只是地理信

息系统的一种表现方式，但深层次的作用是空间信息的处理，这使得用户能在

地图获得更直观的印象，也能获取大量的信息，如地物与周边地物的关系(主要

是拓扑关系、相邻、包含、相离)，地物的某一属性的影响范围，如公路对周边

多大范围有噪音污染（缓冲区分析）等。GIS 让用户可以所见即所得，获取地图

上的大量信息。而且，由于 GS 将属性信息和空间信息相结合，可以更加直观的

理解这些信息 ]3[

2.4数据库

管理信息系统(Man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MIS)是管理者加强管理和规

范管理的有效手段．是信息存储、传递、共享的捷径．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

部分．他能为管理和决策者提供有效的依据和高效的信息服务。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C%AC%E5%9B%9B%E4%BB%A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7%BB%E5%8A%A8%E9%80%9A%E4%BF%A1%E6%8A%80%E6%9C%A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96%E8%AF%A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C%A9%E5%86%99
https://baike.baidu.com/item/4G
https://baike.baidu.com/item/TD-LTE
https://baike.baidu.com/item/FDD-LTE
https://baike.baidu.com/item/4G
https://baike.baidu.com/item/3G
https://baike.baidu.com/item/WLAN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A8%E6%88%B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7%A0%E7%BA%BF
https://baike.baidu.com/item/DSL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C%89%E7%BA%BF%E7%94%B5%E8%A7%86
http://baike.sogou.com/v64984278.htm
http://baike.sogou.com/v70079197.htm
http://baike.sogou.com/v22739.htm
http://baike.sogou.com/v101788580.htm
http://baike.sogou.com/v6028359.htm
http://baike.sogou.com/v6028359.htm
http://baike.sogou.com/v2948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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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SQL 是由瑞典的 MySQL 开发的一个小型的关系型数据库。它的存取效率

极高．并且非常的小巧．性价比高．很多中小型项目和网站都采用了这个数据

库。尽管它在安全性能上不是非常理想、功能不完善，但它是一个开源的数据

库，基于此，吸引了大批的对性能要求不高的中小型企业。 ]4[

三、设计方案

图 2.北斗导航防宰客终端流程图

各部分的设计方案:
该系统主要模块有使用者目的地及周边环境信息、北斗导航的定位信息采

集，地图的匹配寻址与设计最佳的出行路线，以及根据当地出租车的起步费和

距离公里数计算大致合理的打车费用，为外出旅行或者出差的人避免被司机索

要不合理的车费，来达到节省差旅费。

四、数据库的建立与信息收集

在本数据库的设计中，应该添加的表格中应该包括以下几种信息：地点信

息（城市、乡镇等），当前地点所对应城市的出租车起步价，路线信息（包括距

离、路口信息）。当用户输入进而通过北斗定位系统精确定位或者通过北斗系统

检测到当前的地点信息时，系统将自动将所输入或者检测到的信息与数据库中

的信息进行匹配，匹配成功后就会进入计费系统，如无法找到匹配信息用户可

以进行报错反馈。同时该终端会将此次报错进行记录，进而在后台寻找解决办

法。
表 1.数据库中主要内容

字段名称 数据类型 字段大小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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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信息 文本 20 地点名称、主键

价格信息 长整形 8
路段信息 文本 100

环境信息的采集：

当前环境信息可以由用户进行手动输入附近确定的标志性建筑，然后由北

斗定位系统进行精确的经纬度定位；或者直接使用北斗系统进行定位获取当前

地理位置信息，而目的地的地理信息则直接由用户进行输入实现。

五、北斗卫星的定位与导航系统：

北斗定位基本框图如下图所示:

图 3.北斗定位基本框图

用户通过定位与手动输入位置信息后，移动终端会根据北斗所提供的位置

信息，计算出最佳的移动路径，根据数据库中的信息计算出大致的出行费。为

用户提供一个价格参考，以防被司机宰客。

六、常用功能的实现

为了使本导航系统终端更加具有人性化以及更加的安全，以及本着为用户

着想的原则，本系统还将设计二个常用的功能：一键求助，周边搜索和位置共

享。通过设置该两个常用的功能，能够帮助该终端用户尤其是出差在外的白领

们解决出门在外的一些困扰。

6.1一键求助

一键求助功能主要是为那些不幸已经上当受骗的用户提供的安全支持。当

用户发现自己被的哥索要一个不合理的价格即为宰客的时候，可以通过一键求

助功能进行报警，然后让有关部门对司机的这种宰客行为进行处理，进而维护

自身的财产安全不受侵害。

6.2周边搜索和位置共享

周边搜索可以帮助用户快速实现寻找周边的一些快捷的基础设施。例如，

当出差的白领到达目标城市，可以通过我们的终端到达目的地进行一系列的工

作，同时该终端也会根据地理信息系统以及北斗定位系统搜索用户目的地周围

的环境，可以为用户提供住宿、食宿一些列的建议。而使用过该终端的用户也

可以使用位置共享来为其他该终端用户提供建议，如：通过位置共享同时附上

自己在周边搜索的到一些基础建设中的感受和图片，为其他的用户提供一个参

考。 进而让使用我们该终端的用户进入一个良性循环，让北斗定位系统可以帮

助到每一个人。

七、人机交互界面的实现

当前主流导航软件及打车出行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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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导航软件

图 5.打车软件

我们可以结合这些当前这些主流的软件人机交互界面的优点，利用 Sketch

等用于人机交互界设计的软件，设计一款简单人机交互界面。为该终端的用户

提供简单、明了、易操作的一款终端。

八、工作方式及性能分析

8.1工作方式

当进入导航路径计算模式后，该终端会根据搜索的周边环境和北斗定位系

统的定位采集，对使用者当前的位置进行定位，并在匹配的地图中标记。然后

再将输入的目的地位置标记，通过地理信息系统联系当地的路段路况，进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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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最佳路线的选择。再通过文字或者语音的形式将该路线的基本信息（如：路

线公里数、大约时长、大概价格等）告知用户，让用户对于自己的路线有基本

的了解。

8.2性能分析

该系统使用的是时下流畅的 4G 网络和已经正在蓬勃飞速发展的北斗系统，

还有已经成熟的地理信息系统，这为我们的这款基于北斗定位系统的防宰客终

端提供了良好的技术支持。另外我们还可以借鉴当前最主流的导航软件的开发

与设计过程使软件更加的人性化，更加贴近用户的具体需求，力求让该终端的

每一个用户在第一次安装阅读说明后就能良好地操作，而没有操作上的烦忧。

九、创新应用点

本设计终端将 4G 网络，北斗定位系统，地理信息系统以及数据据系统结合

起来，实现了将北斗定位系统联系到广大人民的需求中。该终端可以满足日常

的出行解决司机宰客问题，并且加以改进也可以实现导航的功能。无论是出差

还是自驾游一个移动终端就搞定了，还能有效地避免由于各种原因来到陌生城

市被不友善的司机师傅索要昂贵的车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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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徐娇. 基于 GIS 的网络巡检方法的设计与实现[D]. 湘潭：湖南科技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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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定位的智能水质监测船

作 者：高兴源、李嘉斌、蒋为、彭靖植

指导教师：吴恩铭

学 校：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关键词】北斗定位；超声波自动避障系统；水质监测

一、背景及意义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人关注

食品安全的问题，尤其是水产品的卫生问题愈发被关注。此外，由于水质问题

没有被及时监测而造成每年的直接经济损失达 1500 亿元，可见，水质污染监测

与污染控制是十分有必要的。经过我们的调查，现有的水质监测的方式有诸多

问题需要优化：现在人们检测水质主要靠人工在水域进行多点取样和在水域定

点安置水质检测船，这两种方式。现有的方式不仅浪费很多的人力物力资源，

而且获得的水质信息代表性不强、不能实时反应水质信息等问题。

基于对现有水质检测方法进行进一步优化的想法，其次，我们从超声波避

障智能小车中获得了灵感，将自动避障应用在了我们的水质监测船上，使其能

够自动对水域进行水质监测。我们利用北斗模块的定位功能、浊度、温度传感

器，实时检测并通过蓝牙将信息实时传送给上位机，当水质异常时会通过 GPRS
发报文给上位机并取水样，节省了资源，有利于人们维护水质。

目前我国生产的北斗导航芯片大多数都是“北斗+GPS”双模定位的，可以给

出更加精准的信息。随着我国北斗定位系统的建立，有越来越多基于北斗的产

品问世，这势必会使得更多的厂商生产北斗芯片，芯片的价格长期看一定会下

降，中国自主研发的北斗系统的产品会越来越多，我们的基于北斗导航的智能

水质监测船也可以大规模推广。

二、设计方案

2.1北斗卫星运行原理

我国自行研制的“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简称“北斗系统”)从 2004 年 4
月正式运营、已在测绘、电信、水利、交通运输、勘探和国家安全等诸多领域

开始逐步发挥重要作用。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由空间计划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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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颗静止轨道卫星定点位置为东

经 58.75°、80°、110.5°、140°、160°，中地球轨道卫星运行在 3 个轨道面上，轨

道面之间为相隔 120°均匀分布。至 2012 年底北斗亚太区域导航正式开通时，已

为正式系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了 16 颗卫星，其中 14颗组网并提供服务，

分别为 5 颗静止轨道卫星、5 颗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均在倾角 55°的轨道面

上），4 颗中地球轨道卫星（均在倾角 55°的轨道面上）。北斗导航系统是覆盖中

国本土的区域导航系统，覆盖范围东经约 70°~140°，北纬 5°~55°。北斗一号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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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系统已经对东南亚实现全覆盖。

北斗二代采用的是 RNSS 的无源定位信号传输体制。实际上从根本上讲还是

后方交会，但是这次卫星多了一颗。

以北斗二代三颗卫星（卫星坐标已知）为球心，三颗卫星到用户机的距离

为半径分别作三个球。三个球必定相交于两个点。设三颗卫星到用户机的距离

为半径分别为 三颗卫星发射信号的时刻分别为 ，

三颗卫星的坐标分别为 ，接收机的坐标为

，那么可以列出方程如下：

图一 北斗二代卫星导航三星定位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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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原理图

2.2船体结构

我们的智能水质监测船以亚克力板作为船壳材料，整体构造为长方体空心

壳。在设计船体大小时我们用不同大小的塑料饭盒进行了浮力、吃水深度的实

验，我们加大了船体体积以保证其有充足的排水量，保证其有充足的浮力而不

会沉没。

我们选择明轮作为监测船的动力来源。我们在船体两侧固定了两个由减速

电机驱动的明轮，同样，由于明轮搅水若吃水太深的话会有很大的力矩，减速

电机带动明轮就会很困难；若明轮吃水太浅又会导致动力不足。所以我们综合

了这两方面的因素，多次用不同半径的叶片实验，设计出了现在的明轮半径。

在船的正前方我们嵌有两个超声波测距模块，在船运动时这两个模块实时

检测前方障碍物的距离，程序通过距离的判断比较，对两个减速电机进行调速，

实现转弯。在船侧安装有一个电机，通过电机的反转拉动注射器活塞的移动，

实现水样的提取。船体侧边安置有温度感应器和浊度检测装置，船体运动时在

水面下，获得实时的温度和浊度数据，当数据异常时，程序将控制电机反转拉

动活塞，取得水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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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系统工作流程图

Arduino 芯片主要功能

1. 控制明轮的转速分配

2. 控制船体取水样

3. 控制船体检测水质

船体模块的主要功能

1. 测量与前方障碍物的距离

2. 将位置信息实时传输给上位机

3. 传感器测量温度，浊度信息，并实时传输给上位机

4. 水质异常时发报文给用户

2.3系统设计方案

2.4智能水质监测船工作流程

（1）接通电源，两个明轮开始工作，船体开始运动。北斗模块实时传输定

位位置信息通过蓝牙模块给上位机。

（2）超声波测距模块测量与前方障碍物的距离，用 pwm 波控制明轮电机

的转速，转向，进行自动避障

（3）在船的运动中，船上的检测模块得到温度和浊度的数值，实时传输给

上位机。

（4）当温度、浊度等数据出现异常即超过设定阈值时，程序控制电机反转

拉动注射器活塞取得水样以便于水域管理者进行具体分析，并会将具体数值通

过 GPRS发送给用户（渔夫、水域管理者等）。

（5）依据这一流程，可以实现科学合理地对某一水域水质的自动检测。

2.5硬件设计

2.5.1 核心控制模块

我们采用 Arduino Uno 芯片作为核心控制模块，Arduino 的程序语言相较于

51 单片机更加容易，是一款方便上手的开源电子原型平台，尤其是软串口通信

方面，我们的水质监测船需要很多传感器，为了方便传感器数据的串口通信，

我们采用了 Arduino Uno 芯片作为我们的核心控制模块，控制电机等装置。

2.5.2 北斗导航模块

我们的水质监测船采用的是信泰微电子有限公司的 ATGM336H-5N BD2/GPS
双系统导航授时模块，该模块是同时支持北斗二代和 GPS 双模的定位导航模块，

具备高灵敏度，低功耗，低成本，尺寸小等特点，适合用来做我们系统的定位

模块。其能够实现双星联合定位，还可以提供包括海拔高度在内的三维位置信

息。

2.5.3 单位检测模块

超声波测距模块采用的是 HC-SR04，用于对前方障碍物的距离监测，通过

arduino 芯片控制明轮电机;
温度感应器采用的是 DS18B20 数字防水温度传感器;浊度传感器采用的是，

用于对水质的监测

GPRS 模块采用的是信泰微电子公司的 IOT-GA6 GSM模块，用于将异常水质

信息发送给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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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牙模块采用的是 HC05，用于将水质信息传输给上位机，在上位机上进行

显示。

2.5.4 北斗模块程序编写

本作 品以 C 语言 编程 为基础 ，其北 斗模 块数据 解析 程序如 下

#include<SoftwareSerial.h>
SoftwareSerial GpsSerial(2,3);//RX,TX
SoftwareSerial GA6(4,5);
#define DebugSerial Serial//也可用软串口读或写

int L = 13; //LED指示灯引脚

struct
{

char GPS_Buffer[80];
bool isGetData; //是否获取到 GPS 数据

bool isParseData; //是否解析完成

char UTCTime[11]; //UTC时间

char latitude[11]; //纬度

char N_S[2]; //N/S
char longitude[12]; //经度

char E_W[2]; //E/W
bool isUsefull; //定位信息是否有效

} Save_Data;
const unsigned int gpsRxBufferLength = 600;
char gpsRxBuffer[gpsRxBufferLength];
unsigned int ii = 0;
void setup() //初始化内容

{
GA6.begin(9600);
GpsSerial.begin(9600);
DebugSerial.begin(9600);//定义波特率 9600
DebugSerial.println("Wating...");
Save_Data.isGetData = false;
Save_Data.isParseData = false;
Save_Data.isUsefull = false;

}
void loop() //主循环

{
delay(200);
gpsRead(); //获取 GPS 数据

parseGpsBuffer();//解析 GPS 数据

printGpsBuffer();//输出解析后的数据

}
void errorLog(int num)//报错调试时方便知道问题出在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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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ugSerial.print("ERROR");
DebugSerial.println(num);
}

void printGpsBuffer()//输出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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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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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经纬度信息都可作为

短信发出

}
else
{

DebugSerial.println("GPS DATA is not usefull!");
}

}
}
void parseGpsBuffer()
{

char *subString;
char *subStringNext;
if (Save_Data.isGetData)
{

Save_Data.isGetData = false;
DebugSerial.println(Save_Data.GPS_Buffer);

for (int i = 0 ; i <= 6 ; i++)
{

if (i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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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subString = strstr(Save_Data.GPS_Buffer, ",")) == NULL)
errorLog(1); //解析错误

}
else
{

subString++;
if ((subStringNext = strstr(subString, ",")) != NULL)
{

char usefullBuffer[2];
switch(i)
{

case 1:memcpy(Save_Data.UTCTime, subString,
subStringNext - subString);break; //获取 UTC时间

case 2:memcpy(usefullBuffer, subString,
subStringNext - subString);break; //获取 UTC时间

case 3:memcpy(Save_Data.latitude, subString,
subStringNext - subString);break; //获取纬度信息

case 4:memcpy(Save_Data.N_S, subString,
subStringNext - subString);break; //获取 N/S

case 5:memcpy(Save_Data.longitude, subString,
subStringNext - subString);break; //获取纬度信息

case 6:memcpy(Save_Data.E_W, subString,
subStringNext - subString);break; //获取 E/W

default:break;
}
subString = subStringNext;
Save_Data.isParseData = true;
if(usefullBuffer[0] == 'A')

Save_Data.isUsefull = true;
else if(usefullBuffer[0] == 'V')

Save_Data.isUsefull = false;
}
else
{

errorLog(2); //解析错误

}
}

}
}

}
void gpsRead() {

while (GpsSerial.avail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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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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if (((GPS_BufferTail = strstr(GPS_BufferHead, "\r\n")) != NULL) &&
(GPS_BufferTail > GPS_BufferHead))

{
memcpy(Save_Data.GPS_Buffer, GPS_BufferHead, GPS_BufferTail -

GPS_BufferHead);
Save_Data.isGetData = true;
clrGpsRxBuffer();

}
}

}
void clrGpsRxBuffer(void)
{

memset(gpsRxBuffer, 0, gpsRxBufferLength); //清空

ii = 0;
}

三、系统测试

将硬件电路和各个模块器件搭建好后，各个模块控制的软件程序调试完毕

后，我们对它进行了系统的测试。我们选择了室内、室外陆地浅水湖测试了其

水质，测试截图如下：

图四 室内模拟水质超标发送报文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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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室内测量水质浊度、温度数据并发送给上位机实验

图六 陆地淡水湖实地测试，短文成功发送给用户

图七 淡水湖实地自动避障测试

在误差允许的范围内，我们认为系统已经达到了预期要求。

温度

浊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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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结与展望

基于北斗定位的可以智能避障的智能水质监测船的创新点主要是在可以实

现对水域的水质自动检测，不用遥控、人为来维护，可以以最小的人力物力满

足人们对于水质监测的要求本文详细描述了该系统的工作原理和设计的具体方

案。实验结果表明，在误差允许的范围内可以较准确的检测某一水域的浊度，

温度值，可以对水质情况做出快速判断，通过 GPRS模块发送的短信会及时告知

用户污染信息以较少损失，具有很好的实际应用价值。

本次北斗比赛，历时两个月时间，在这两个月的时间中，我们大大小小的

电话会议讨论解决方案，分配任务有很多次，也遇到了很多困难，比如北斗模

块的程序在最后几天出现的 bug、船动力来源选择的讨论等等，这些困难在我们

的合作下、老师们的指导下一个个的被解决。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收获了

专业知识，也和队友们建立了更加紧密的友谊，建立了浓浓的师生情，一个作

品最终诞生，我们也收获了一段最难忘的经历。

在我们制作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可以改善的地方被我们提出，由于时间的

原因我们没能付诸于实践，在比赛结束后，我们打算加入北斗导航的功能，实

现对水域自动检测的航迹规划、取样后自动返回约定地点上交水样的功能，不

再是现在只有避障的能力；加入太阳能电池板，实现免充电；在实地测试的时

候我们发现很多水域的障碍物非常多，仅靠超声波有时候测试出的回波会很复

杂，反应不灵敏，所以我们还打算加入遥控的功能，以便用户对船出现的紧急

情况做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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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导航多旋翼飞行器

作 者：沈林鹏

指导教师：

学 校：武汉科技大学

【摘要】无人机（飞行器）是各领域的重要设备，具有效率高、运行费用低的

特点，已经逐渐在各领域起到了关键作用，成为各领域的中流砥柱。研发和制

作出高精度的基于北斗导航无人机定位系统是将来农业植保无人机推向市场的

重要冲破点长期以来则一直是各大高校研究的热点，且在实际使用过程中获得

了长足的发展。GPS 是用在多旋翼无人机上完成独立飞行的普遍使用方式。而

国内的 BDS 定位体系是在 GPS ,“格雷纳斯”、“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之后，由本

国自主研发、拥有全部知识产权，稳定覆盖亚太地区的一种全新定位方式。

【关键词】无人机；北斗定位系统；GPS 定位；BDS 定位

一、引言

近几年，随着技术的日趋成熟，无人机在各国得到蓬勃发展。由于民用无

人机的应用领域愈加广泛，飞行活动也日益频繁，无人机标准的缺失，如何进

行有效监管等问题也随之而来。特别是，由于我国低空领域未完全开放，无人

机“黑飞”和“乱飞”问题严重，成为空管领域有待解决的问题。

多旋翼无人机是机器人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重点强调了无人机的自主移

动能力，比固定的机器人面临着更为复杂的不确定性环境，但同时也具有更大

的灵活性、活动范围和应用领域。本项目使用河南嘉科智能控制科技有限公司

的多旋

翼植保无人机，用于研究无人机的定位技术，制作了基于北斗全球卫星导

航系统(BDS)的多旋翼无人机定位系统与多旋翼无人机卫星监控软件，并且在户

外做了区间定位性能检测。

本文结合 BDS 的构成，从抵触理论上演算了全球卫星定位的可行性，做了

仔细的误差分析。设计了 BDS 定位程序，成功获得了植保无人机实时的经度、

纬度、时间、高度。设计了 8485 通讯与建立地图的核心部位功能解算方法，初

步实现了良好的人机交互。使用无线数据传达信息的方式实现植保无人机与操

作者的监控软件通讯，这样可以极易控制无人机。另外比较了北斗导航与 GPS
的可见卫星的数量、空间分布、精度的因素，静态定位精度，提升了植保无人

机的自动化水平，为后续的科研奠定了良好的实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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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斗导航定位理论基础

2.1航迹推算定位

BDS 导航定位思想就是得出在一定时间内多旋翼无人机飞行的距离和在这

段空间内多旋翼无人机航向的改变量，对得出来的传感器数据加以处理()通过多

旋翼植保无人机在不定时间的空间距离类比关系和降低算法的复杂度，拟定多

旋翼无人机的 9 个自由度的描述坐标系，定义了南北天坐标系，多旋翼无人机

的位置就可以由 X 轴方向、Y 轴方向来表达位置坐标。由多旋翼植保无人机在坐

标系下的起始位置和所有空间内的位移，可推算在起始位置加位移向量的方法

来得到任意时刻内多旋翼植保无人机的坐标和飞行角度，这就是多旋翼植保无

人机航迹推算定位的原理。

如图 1所示，设植保无人机的起始位置为 0 0( , )x y ，t 位置为 ( , )t tx y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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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为无人机 it 到 1it 时刻距离， i为 it 时间与 y方向轴的夹角。 iS 可以通过加

速度计等积分测出。i可以通过传感器得出的数据，利用数学积分运算得出。从

公式中，不难看出，航迹计算定位的缺点是其自身与时间累积成正比，出现较

为严重的偏差。

图 1 航迹推测算法原理

2.2 BDS 空间卫星星座

BDS 采用的是混合空间的星座，与其他国家的卫星系统有着根本性的差别。

其在太空内由 5 枚静止的轨道卫星和 30 枚非静止轨道卫星共 35 枚导航卫星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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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30 枚的非静止轨道卫星包括 3 枚地球异步平直轨道卫星和 27 枚地球中间轨

道导航卫星，27 枚分布倾角为 550。这样，卫星星座可以由 3 个不同轨道高度

的卫星集结表征，能弥补 MEO卫星随着时间推移的功能欠缺，在中国，将可以

有效地提升国内区域星座布局的整体运行态势。可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高准确

的坐标提供全天候服务,如图 2所示。

图 2 混合空间星座图

2.3 BDS 地面端

BDS 的地面控制系统一共是由 3 个模块组成，1 个主控站、2 个注人站、30
个监测站。

监测站实时跟踪掌控卫星监测站和临近空间的工作状态、地理环境变化，

将监控信息发送到主站。主站监控站接收和处理数据的发送，待卫星导航电文

和星历数据发送到主站后，还负责监测站和注人站的管理，确保 BDS 的正常运

行。

注人站在主控站的制约下，对导航数据进行控制管理，将卫星电报、卫星

星历、差分数据等注人到卫星的数据保存系统中，并在分析监测注人的信息后

判断是否正常。

三、基于 BDS 的无人机定位系统总体设计

3.1 无人机总体结构设计与仿真

3.1.1 无人机总体结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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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无人机总体结构图

新型无人机最大的特点就是可变轴距，一种可变轴距的六轴多旋翼飞行器。

包括机体、电机、电机座、叶浆、支撑短臂、变距机臂和齿轮传动装置；电机、

电机座、叶浆、支撑短臂、变距机臂和齿轮传动装置组成旋翼；所述机体由上、

下两块正六边形机架夹合而成，上机架为上机体，下机架为下机体；整个机体

为正六边体；机体通过连接扣与支撑短臂相连；电机座安装在远离支撑短臂的

变距机臂端部，电机卡嵌在电机座顶端；支撑短臂通过连接焦和连接扣与变距

机臂相连，形成硬性连接；叶浆与电机通过螺纹连接；在下机体下部安装有步

进电机，在上机体与丝杆之间安装有支撑肋板。

3.1.2 无人机总体结构仿真

建立 ADAMS 虚拟样机模型，将倾转旋翼/机翼缩比模型多刚体虚拟样机中

的刚性桨叶替换为柔性桨叶，建立基于柔性桨叶的倾转旋翼/机翼刚柔混合虚拟

样机模型。引入柔性桨叶的方法如下，读入模态中性(MNF)文件后，柔性体和其

他的刚体相连接时有很多的限制条件，这使得约束不能施加在柔性体上，为此

需要建立一个哑物体(所谓的哑物体是指质量和惯性为零的物体)，把哑物体和柔

性体连接在一起，通过哑物体把柔性体同刚体连接起来，如图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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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机翼柔性体模型

图 5 ADAMS 虚拟样机模型

设定旋翼的转速 500r/min，发动机的启动曲线采用 STEP 函数模拟：F=
-(STEP(time,0,0,2,52.1)+STEP(time,10,0,12,-52.1))，对倾转旋翼/机翼动特性分析。

图 6 机身倾转速度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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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机身倾转受力曲线

从无人机载飞行过程中，当其机身旋转时，机翼存在一个陡然变化的速度，

该速度变化相对较缓慢，对无人机的飞行状况暂无影响。从其受力图来看，当

t=12s 时，机翼受力存在剧烈的冲击，冲击变化速率较大，在冲击之后，存在缓

慢的抖动，此抖动起伏不大，直到飞行稳定。可以得出的是，此过程中存在较

大的抖动噪音。

图 8 桨毂中心倾转时轨迹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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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旋翼转速变化曲线

从无人机的旋翼转速变化曲线可以看出，机翼的速度变化相对来说较缓慢，

在 t=0时，其速度开始变小；至 t=2s 时，速度保持不变。至 t=10s 时，其速度开

始变大；至 t=12s 时，其速度增大至最大之后保持不变。总体来说，其速度变化

始终较平缓。

利用 ADAMS虚拟样机模型对飞行器旋翼进行动力学分析，研究飞行器在飞

行的过程中旋翼对整个飞行器稳定性的影响，对设计飞行器提供了参考与理论

基础。

图 10 无人机实物模型

3.2硬件设计

3.2.1机载监测终端系统硬件设计

机载监测终端系统原理框图如图 11所示，由 STM32主控模块、北斗定位模

块、GPRS 通信模块、电源模块、LCD 显示屏模块和扩展接口组成。STM32 主控

模块负责控制各个模块，即采集定位数据、控制 GPRS 通信模块、液晶屏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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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GPS接收机模块负责接收卫星信号。GPRS 模块负责建立数据通信链路，通过

无线链路完成与地面飞行监管中心的数据通信。LCD 液晶屏用来显示相关信息，

方便设计开发时的人机交互。扩展接口即预留数据接口用于采集记录无人机工

作状态信息等。

图 11 机载监测终端原理框图

3.2.2 机载监测终端主要模块

（1）电源模块

机载终端系统中电子设备种类繁多，设备内部电路的供电需求各异，需要

多个电源转换器进行电压转换。本电源电路将锂电池输出的 28V 电压通过开关

电源转换为 12 V 电压，采用线性稳压器 LM2596S-5 得到 5V 电压后再经过低压

差稳压器 MIC29302，AMS1117-3.3 分别得到 4.1 V、3.3 V 电压。采用滤波方法来

抑制电源引人的干扰，保证了供电的稳定性，提高了抗干扰能力。

（2）STM32主控模块

主控模块是机载监测终端的核心，负责完成定位数据采集和通信传输模块

控制等工作。设计中选择高性能、低成本、低功耗的基于 ARM Cortex-M4 内核

的 ST公司的 STM32F407ZGT6 微控制器。STM32F407采用先进的内核，拥有丰富

的资源，片内 SRAM 多达 192KB，主频高达 168 MHz，处理能力非常强，并集成

了多通道 USART。本终端各部分模块的通信以串口为主，STM32F407 可以同时

满足多个串口设备的通信。STM32F407 还提供丰富的外设功能，使得终端有很

好的可扩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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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微型处理器

（3）北斗定位模块

定位模块负责接收卫星信号，为机载监测终端提供有效准确的位置、状态

信息。考虑到目前 GNSS四大系统 GPS , GLONASS , GALILEO 和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的实际情况，设计中选择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导航接收机作为导航定

位接收模块。本设计选择和芯星通的 BDS/GPS 双系统模块 UM220-IIIN，其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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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N 模块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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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支持 BDS B1 和 GPS Ll 两个频点，标准 NMEA 0183 数据输出。

图 13 北斗定位模块

北斗导航系统是主动式双向测距二维导航，由地面中心站解算出位置后再

通过卫星转发给用户，用户接收并显示接收到的信息。北斗导航系统同时具备

定位与双向通信能力，可以独立完成移动目标的定位与调度功能。北斗导航定

位功能更加的安全可靠，更加精准和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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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定位模块硬件系统组成框图

该定位速度快、工作稳定、耐电压冲击和高抗干扰性，12道并行通道，瞬

间锁定可视卫星、长寿命后备锉电池使重捕速度更快、全屏蔽封装具备优秀抗

电磁干扰特点，其位置精度为 15 mRms( SA off)/10 m(差分)、速度精度达 0.1 m/s，
适合在拐杖中使用。

图 15 定位模块电路仿真图

（4）GPRS 通信模块

GPRS通信模块在无人机飞行监管系统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用于实现无

人机和地面站监管中心之间的信息传输。本设计采用 SIMCom 公司提供的

SIM900A 模块，内嵌强大的 TCP/IP 协议栈，支持 AT指令，全功能 DART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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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与 STM32通信。SIM900A是紧凑型、高可靠性的无线模块，采用 SMT 封装

的双频 GSM/GPRS 模块解决方案，采用功能强大的处理器 ARM9216 EJ-S 内核，

功耗低、尺寸小、价格低廉，能满足低成本、紧凑尺寸的开发要求。

3.3软件设计

控制软件的核心任务是为无人机飞行角度的获取及把控、地面发射机数据

解算、通信连接状态实时处理。与功能相对应，将植山日己人机的控制软件大

致划分为 3组。软件流程如图 16 所示

第 1组采用了微型处理器的高级 IO捕获口，捕获中断程序中的遥控器 S-BUS
数据。采用 180Hz 作为无人机飞行角度控制频率，完成对传感器的数据的处理，

再由 IO 口以 PWM的形式传输给无人机的电子调速器，给多旋翼无人机的电机

下指令，完成对无人机的操作动作。

第 2组是采用控制器的定时器断点函数，每隔 8 m、运行一次，自检地面控

制器数据的改变值。若断点函数中的捕获值与当前地面段的数据值不一致时，

说明通信正常。如果一致的话，则清晰表明地面控制器已经对植保无人机失去

了控制，这个时候应该马上标定连接错误符，采取相应措施给植保无人机下达

返航命令，并返回主函数。

图 16 控制软件流程

第 3 组为主函数部分。大多数功能都在此函数中实现。系统启动后首先初

始化各个模块。然后将每一个传感器获得的数据进行姿态解算，若此时无人机

返回故障信号，应该立刻把植保无人机的飞行角度设置为水平，使其能保持垂

直飞行。如果没有接收失控信号，则应该继续获取输人断点代码标识的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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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状态信号，解算相应的植保无人机控制算法得到控制量并调制成 PWM 数

据，然后用 DMA模块将得到的无人机数据传送至对应的子程序中，这样即可调

节植保无人机的电机转速，达到最佳的调校结果。

3.3.1北斗导航数据接收

系统工作过程中，CPU 在多数情况下处于睡眠状态，其主要工作在中断唤

醒下才开始。开机时系统会首先初始化，设置系统串口波特率、启动串口、初

始化数据存储单元任务，实现单片机控制模块、外围器件以及 GSM 和北斗导航

模块的初始化工作。图 17为北斗导航数据接收中断处理程序流程图。

图 17 北斗导航数据接收流程图

5.2 数据的提取和发送

北斗导航模块接收的数据协议是 NMEA-0183通信标准格式，输出数据采用

ASCII 码，根据功能需要，本系统设计只需定位，故只提取解码 GPRMC 字段(含
有经度和纬度信息)；北斗导航数据提取和发送的程序流程如图 18 所示。

图 18 北斗导航数据提取和发送程序流程

四、结论

目前，多旋翼无人机定位导航技术，是无人机家族的一个重要分支。本文

是设计基于 BDS 多旋翼植保无人机导航系统。本文的核心及创新之处包括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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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方面：

（1）通过对 BDS 定位系统原理的研究，得出影响定位精度的因素。当用户

测距误差一定时，测量精度主要取决于精度因子，并进行了定位误差来源分析。

（2）NMEA0183 是目前应用广泛、成熟、可靠的卫星电文协议，其编程简

单，可以根据需要从不同的导航电文中提取有用的信息。通过设计了 BDS 定位

子程序，成功获得了目标的经纬度、时间、海拔高度、多旋翼无人机速度以及

卫星的空间分布等信息。

（3）设计多旋翼无人机的定位系统，通过采用多传感器和 BDS 系统的融合，

使得无人机在户外获得了良好的定位效果()为将来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4）通过分析比较，并针对基于 BDS 的多旋翼无人机定位系统进行了静态

定位与动态定位。研究可得，BDS 系统基本满足户外定位要求，BDS导航系统在

单独定位时可以达到半径为 450 cm 的圆面积内的定位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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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导航的农田土壤环境信息监测系统

设计研制报告

作 者：凌豪、赵志方、李杨、郭旭

指导教师：刘冬梅、刘宏新

学 校：东北农业大学

【摘要】本科技制作设计了一个基于北斗导航定位的远程无线的农田土壤环境

信息监测系统，针对测量多层温度操作繁琐、传统有线网络采集布线复杂和大

区域远程控制精度低等缺点，我团队致力于研发出一套基于无线传感、北斗导

航定位、多层测量、可持续工作的温湿度监测设备，设计了以 MCU 为控制芯片

融合北斗导航定位技术、传感网与互联网技术、远距离无线传输技术、网络数

据平台，集高精度的土壤温度传感器等建立的农田土壤多层温度信息监测系统。

系统主要由北斗导航定位模块、土壤信息检测模块、物联网通信模块和基于 Web

的网络数据平台四部分组成。

网络数据平台实时显示了农田土壤的温湿度、农田天气状况、农田精准的

温度分布等数据信息。监测模块由北斗导航定位模块和土壤温湿度监测模块组

成。建立以北斗导航定位系统为基础，建立全面的精准的测温网络，可进行大

面积的实时测量，通过 Zigbee 自组网技术低功耗设计结合 GPRS 远程通信技术将

下位机与上位机联系在一起。网页采用 HTML 语言开发，应用互联网技术、TCP
协议等将网页和农业数据库相连接，加入了数据分类、数据处理、数据可视化

等技术，使农田信息数据平台具有通用性、灵活性、可扩展性等优点，为农民、

科研人员等提供了便利。

【关键词】北斗导航定位 物联网 土壤温湿度 农田土壤多层温度信息监测

[Abstract 】 A remote wireless farmland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monitoring
system design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duction, according to the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of multilayer complex operation, the traditional wired
network routing is complex and large collection area remote control low precision,
our team is commit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wireless sensor, based on Beidou
navigation positioning, multi measurement, continuous working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monitoring the equipment, designed MCU chip to the integration of the
Beidou navigation and positioning technology,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and Internet
technology, wireless transmission technology, network data platform, set high
precision soil temperature sensor of soil temperature multi-layer information
monitoring system. The system consists of four parts: the Beidou navigation and
positioning module, the soil information detection module, the Internet of things
communication module and the network data platform based on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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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twork data platform shows the data information such as the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of farmland soil, the weather condition of farmland, the
accurate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of farmland and so on. The monitoring module is
composed of the Beidou navigation and positioning module and the soil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monitoring module. Based on Beidou navigation and
positioning system, we set up a comprehensive and precise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network, which can be used for real-time measurement in large area.
Through the Zigbee MANET technology, low power consumption design and GPRS
remot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the lower computer is connected with the host
computer. "Using HTML language development, the application of Internet
technology, TCP protocol will" and agricultural database is connected with the data
classification, data processing, data visualization, the farmland information data
platform has the versatility, flexibility, expansibility, provides convenience for
farmers and researchers.

【 Key words 】 Beidou navigation and positioning ； Internet of things ； Soil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Monitoring of multi layer temperature information of
farmland soil

一、研制背景及意义

背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设施农业规模有了巨大的提高。据资料显示，

2010 年设施蔬菜总产量超过 1.7 亿吨；规模化养殖场猪肉、牛奶产量分别达

3270.9 万吨和 1662.6 万吨；设施水产品总量达 780 万吨。尽管我国农业取得了

长足的发展，但相比与欧美等发达国家，我国普及的传统农业设施依然属于简

易型，例如在许多大规模的温室温棚中，温度采集依然需要人工操作或者采用

传统的测温装置，对于农作物生长无法及时获取有价值的温度信息，这不仅会

影响到以后的种植环节也会对农户的管理产生制约，极大地局限了设施农业发

展。

图 1：国外有线传感器及安装过程

意义：温度作为在农业等领域的重要参数，实现在工作环境下的实时采集

和处理分析，是非常有必要的，基于北斗导航定位的农田土壤环境信息监测系

统的实现对于环境的保护、生产管理的调节、自然灾害的预测等方面有着重大

的意义。相比较现有测量方法，本系统将自动化技术、大数据技术融入到农业

管理中,农户可以实现温度测量的自动化、处理结果数字化、功能多样化，对提

高农产品的收获率、降低劳动强度、提高温度测量的精确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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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二、研发方案

2.1研究目标

本项目主要研究应用在农田土壤温度智能检测的农业系统。

（1）实现测量节点多层测量，解决传统测量仪器单点测量的缺点；

（2）针对传统有线网络采集布线复杂，成本较高的现状，搭建无线通讯网

络，建立以北斗导航定位系统为基础，建立全面的精准的测温网络，可进

行大面积的实时测量；

（3）测量仪器低功耗功能实现，长时间稳定持续的采集数据；

（4）完成下位机与上位机的无线通讯；

（5）建立网站，搭建农业大数据平台，通过网络平台对用户提供服务。

2.2研究内容

本项目研究采用 GPRS 网关和北斗+GPS 双定位模块，实现基于北斗导航技

术与 GPRS 技术的低功耗大范围远程通讯网络和精准位置；基于该通讯网络，采

用 DS18B20 并联方式，对土壤进行多层数据采集，并设计配套的硬件电路，实

现土壤信息检测模块设计；系统应用部分采用 html 和 java 开发语言，通过

MySQL 建立数据库，建立基于 Web的网络数据平台。具体如下：

（1）分析研究 GPRS 网络，了解 GPRS 工作原理及性能，熟悉 AT指令，编

程实现 Zigbee与 GPRS的串口通信接口连接和基于 GPRS 网络的 TCP网络连接。

（2）了解北斗导航系统的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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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基

于北斗导航系统的高精度温度信息位置的精确的传递和低功耗方案的设计。

（3）熟悉 DS18B20 ONE-WIRE协议， DS18B20 内部含有唯一的 64 位编码，

设计 ROM搜索算法，搜索并联的 DS18B20，对其分别编号，完成多层测量的设

计。（4）设计并开发基于 Web 网络数据平台，将 GPRS 上传的信息进行解析、

可视化和转储，结合 JAVA、Html、SQL 等多种技术，最终实现了网站访问及移

动终端访问。

三、理论设计计算

3.1土壤信息检测模块设计

3.1.1.温度传感器的选取及确定

温度是一个重要参数。对于需要实时测量多层温度的场合，实时且功耗低

的多层设计很重要。温度传感器有效温度范围：-20～40℃，电源：3.0~5.5V/DC，
耗能低,土壤层结构影响小且无毒。DS18B20测温范围-55℃至+125℃，分辨率 12
位，精度±0.5℃，电源：3.0~5.5V/DC，静态功耗<3uA，唯一 64 位编码，可实

现多层测温设计。故用 DS18B20 作为土壤温度传感器。

3.1.2.多层测量设计与实现

（1）硬件设计：

https://baike.so.com/doc/4678902-4892702.html
https://baike.so.com/doc/3839168-4031279.html
https://baike.so.com/doc/6731775-69460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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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与土壤比热容相近的 7MM碳纤维杆细土进行装配，减少比热容误差所

造成的测量误差，提高测温精度，整体结构密封。DS18B20 内部含有唯一的 64
位编码，故采用并联设计，定制 500mm X3mm电路板，设置五个焊接点，间隔

100mm。DS18B20 是单总线通信，即接收和发送都是这个通信脚进行的。接收

时高电阻输入，发送时开漏输出，即输出 0 时三极管下拉为低电平，输出 1 时，

为高阻，需外接上拉电阻将其拉为高电平。硬件设计电路图：

图 2：多层测量设计电路图

（2）多层测温 ROM搜索算法及温度读取实现：

https://www.baidu.com/s?wd=DS18B20&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znW0duWNWujfkujmdm1TL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H0zPWmYPWmd
https://www.baidu.com/s?wd=%E5%BC%80%E6%BC%8F%E8%BE%93%E5%87%BA&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znW0duWNWujfkujmdm1TL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H0zPWmYPW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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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软件实现流程图 图 4：ROM 搜索算法流程图

技术优势：设计创新的实现了多层测量的功能。拥有低功耗，响应速度快，

稳定性较高等优点。填补了普通传感器多层测量的空白。

3.1.3基于北斗导航定位的精准温度位置农田地形图的实现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BeiDou（COMPASS）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是中国

正在实施的自主发展、独立运行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系统建设的目标是：建

成独立自主、开放兼容、技术先进、稳定可靠的覆盖全球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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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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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

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这些特性，我们建立了以北斗导航系统为基础的农田

信息精准测量、实时测量、精准定位的系统，系统模拟如图：

图 5：农业数据平台构想图

3.2物联网通信模块设计

3.2.1.无线通信模块的选取及确定

通讯网络要求大面积通讯，低功耗设计，保证能源供应，长时间持续工作，

与服务器连接。Zigbee 低功耗，PM3 模式下，消耗达微安级别，发射功率仅为

1mW；低成本；短时延，响应速度较快；大网络容量，可组建大范围通讯网络；

抗干扰性强。故采用 WeBee的 Zigbee（CC2530）作为低功耗大范围通讯网络。

GPRS 与互联网互通，网络的核心网络层釆用 IP 技术，实现与高速发展的 IP 网

无缝连接，通信速率高且按量计费，在收发数据时才与网络连接，降低用户成

本。故采用 GPRS(SIM900a)模块进行远程通讯设计。

3.2.2.低功耗大范围远程通讯网络设计与实现

（1）大范围通讯网络设计

Zigbee 的网络拓扑结构有三种：星型网络、树簇型网络、网型网络，本系

统的工作环境是在分布范围相对较大的农田，采用了树簇型网络作为该检测系

统的工作模式，以下将对该模式在本作品中的具体设计应用进行分析说明。

在 Zigbee网络中，可以将 Zigbee 网络中的设备分为三个类型：协调器、路

由器和节点。

1)协调器在网络中的功能设计

协调器是一个网络的组建者，用于初始化网络信息，因为每个网络只有一

个协调器，所以要保证其他子结构与主协调器的距离，保证系统整体的稳定协

调，因此在布置网络时，将协调器放置在网络的中心位置，接收来自子结构的

信息，并组建网络的主结构。

2)路由器的功能设计

路由器主要是为了实现多路选径功能，为上层中继数据帧，为其他 Zigbee
路由器中继数据帧，参与路由发现，为后续数据帧建立路由，因此路由器是子

结构网络中的组建者，应该布置在子结构的中心，保证节点设备的等距离性，

同时还可以允许其他节点加入到网络中。此外，当其子节点处于休眠时，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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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可以暂时缓存其子节点的消息。

3)终端的功能设计

节点是一个网络中基本的设备，主要负责将模块测得的温度数据发送给附

近的路由器。

（2）故障处理

考虑到农田工作环境的复杂性及实用性，系统提供 Zigbee的故障处理方式，

农田工作的系统中一节点发生故障，系统将自行解决问题，减少了人工操作的

次数，提高了系统的智能性与先进性。当有节点或者路由器设备发生故障不能

正常工作时，故障机附近的设备可自行寻找周围可用的其他设备，并向其发送

请求指令，若得到应答指令，则改变原来的传输线路继续工作，自行选择一条

新的传输路径进行数据的传输，从而提高系统的鲁棒性。

3.3供电模块硬件方案设计

考虑到田间复杂环境，长时间工作的要求。系统采用 3.7V/400MAH 锂电池

作为电源;TP4056（1A）充电电源模块板（25 X 19 X1mm）；直径 64.5mm，6V/50MA
太阳能电池板（A级多晶硅，0.3W，转换效率>17%）;三脚两档开关进行设计。

3.4基于 Web的网络数据平台设计

概述：通过传感器将实验数据传输到服务器中，传输到页面通过报表绘制

实时土壤温度属性趋势图对其进行监控，设置了采集节点分组,通过导入百度地

图 API 来实现对采集地点的直观了解，点击实时显示，向服务器端发送一个请

求，在 Servlet 中服务器将收到的来自传感器的实验数据通过响应发送给客户

端，然后 html 页面中,绘制从服务器获得的数据，得到报表。当每一批次数据

采集完成并储存到数据库后，数据库会将当前批次数据进行汇总，而后由服务

器将汇总结果调出并分析生成对土壤情况的判断再将判断结果与当前批次数据

储存。不同批次的信息累积到指定数量后，再对这些信息做出更高一层次的分

析判断，以此类推，产生多级分析结果。当客户使用客户端设备查看信息时，

各级分析结果按层次由高到低的顺序一并呈现在客户面前，为客户的决策提供

强有力的参考。具体情况请访问网站：www.520neau.club

3.5系统总体硬件设计--外壳设计

图 6：温度杆设计图（采用直径 7mm，长 500mm 碳纤维杆装配温度传感器）

http://www.520neau.club


第九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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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U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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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USB 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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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太 阳

能电池板

4.开关

图 7GPRS 网关和北斗+GPS 双定位模块 图 8Zigbee 协调器—GPRS 及电源模块外壳设计

四、工作原理及性能分析

4.1.工作原理：

系统主要由北斗导航定位模块、土壤信息检测模块、物联网通信模块和基

于 Web的网络数据平台四部分组成。土壤信息检测模块主要以数据采集、分析

处理为主。初始数据格式：

temp:温度信息起始标志 5:五层土壤层测量 3：第三节点

28.5625……27.3125：由 50cm 层……10cm 层土壤温度 end:温度信息结束标志

图 9：网络接收端初始数据

物联网通信模块融合 Zigbee 组网通信及 GPRS 的 TCP 通信，将大范围物联

网信息集成并与服务器连接。当土壤信息检测模块将测量数据通过物联网通信

模块传输到数据平台后，数据平台通过已有的设定对数据进行实时显示和统计

分析。包括土壤在不同深度下的水分含量、土壤的化学组成、土壤的生物种类

和密度等等；可以完善气象上的一些设备，测量农田的光照强度和时间、风速、

降雨量等数据并上传，增加平台数据的丰富性。该项目将互联网、传感器和大

范围远程无线通讯网络相结合,最终形成了农田土壤环境信息监测系统。

4.2.性能分析：

1）性能参数：

各测温点通讯距离：0~20m；测温范围：-55℃~+125℃；精度：±0.5℃；

电压：3.3~5V/DC；（最适电压 3.7V）
2）多层测温应用验证结果：

对比同类传感器平均误差：±0.45℃；传感器的稳定性：电压超出或低于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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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范围时，误差将达到 1℃以上，3%~12%可能性读取传感器数据失败。（故使用

3.7V锂电池作为电源及 TP4056充电板）

3）北斗导航系统定位精准度测试：

我们测试北斗+GPS 双定位模块，模块调整的北斗卫星网络进行测试，测试

效果良好，同时设置移动基站用来提高定位精度，定位精度达 0.5 米（田间移动

基站提升了精度）。如图为移动基站测试和北斗定位模块测试。

图 9：移动基站测试和北斗定位模块测试

4）基于 WEB数据网络数据平台性能测试：

数据平台经测试，GPRS 网络，北斗+GPS 双定位模块，土壤信息检测模块正

常工作时，无信息丢失情况，但网站界面有待提高，应继续优化，更加人性化

显示图像数据。可访问网站：www.520neau.club

五、作品实物图

图 10:GPRS 网关和北斗+GPS 双定位模块图 11:土壤信息检测模块图 12:物联网通信及供电模块

图 13:基于北斗导航定位的农田土壤环境信息检测设备 图 14：网站数据平台

http://www.520neau.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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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520neau.club)

六、创新点及应用

6.1 创新点

1）7mm 小直径碳纤维封装结构以及和细土封装使探测更精准，对土层的扰

动较小；

2)结合现有温湿度监测仪的优点，采用多层测温的方案设计，能更精细的探

测土壤温湿度，实现了对不同土壤层的温湿度测量；

3)基于北斗导航定位系统，构建精准的农田温湿度网络，近程节点无线互联

与远距离移动无线互联结合，满足多点广域农田温湿度场监测需求；

4)建立土壤环境信息数据共享平台与人机交互式 APP，方便信息的实时接

收；

5)全数字低功耗、太阳能能寄生电容供电，适合野外田间长期工作。

6.2 应用

1）土壤温湿度是重要的作物生长影响因素，准确的测定温湿度在如今大力

倡导的精准农业中意义显著。系统可实现多点测定、大范围同时实时测定反馈，

基于北斗导航定位系统构建精准土壤温度网络，更能应用于不同深度、不同广

度土壤温湿度的测定；

2）温湿度作为粮食储藏的重要因素，基于北斗导航定位的农田土壤环境信

息监测系统的设计制作可尝试在粮食温湿度测定中推广应用；

3）可以用来研究各种农作物在温度变化条件下的生长状况；

4）基于北斗导航定位系统，同时采用 Zigbee 与 GPRS 结合的技术，开发

Zigbee 低功耗模式，设备耗能极低，可控的采集大范围土壤信息数据；

5）提高了科研工作者的工作效率，减少了农民劳作时间。

七、设计制作总计

基于北斗导航定位的农田土壤环境信息监测系统的设计制作，较好地改进

了农田土壤墒情测量中土壤温湿度传感器结构针对性不足、测量插入方式不科

学、温度传感器选择盲目、测量多个数据繁琐、数据处理单一化、测量后分析

过程繁琐等缺陷。为测量多层土壤温度远程无线精准实时监测和分析提供了可

靠方法和解决方案，将传感网和北斗导航系统等现代化技术应用到农业领域，

促进农业生产智能化、自由化、生态化、大数据化，适应国家大力发展农业现

代化、万众创新的趋势，推动农业“4.0 时代”发展进程，具有广阔的推广应用

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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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系统的共享单车分析系统说明

——以兰州市安宁区局部为例

作 者：丁双龙、陈邵、刘君

指导教师：刘涛、杜萍

学 校：兰州交通大学

【摘要】共享单车的出现为市民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随之而来的是车辆的损

坏维修、无序乱摆乱放等问题。北斗导航系统具有全天候快速定位，极少的通

信盲区，精度与 GPS 相当等特点。本系统利用北斗导航系统，设计一款针对共

享单车的分析系统，根据单车定位数据，对单车大量集中区域建立服务区以方

便损害车辆维修；利用地理围栏技术，对进入不当区域的车辆进行显示报警。

系统首先利用爬取的共享单车数据，结合定位信息，利用核密度分析算法，对

单车密集停放区域自动生成合适的共享单车服务区。利用生成的服务区，结合

定位数据，对长时间位置未移动单车进行最近服务区的回收以及路径规划。结

合政府、城市管理部门及相关部门禁止在特定区域停放共享单车的规定，建立

地理围栏，对禁停区域的车辆进行定位、显示和报警。

【关键词】共享单车 北斗定位系统 地理围栏 服务区分析

一、引言

1.1 设计背景及目的

共享单车的出现为市民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随之而来的是车辆的损坏维

修问题、无序乱摆乱发等问题。特别是在兰州，由于兰州市是典型的河谷阶地

城市。地形呈狭长状，东西较长，平地较少。所以上述问题在兰州市显得尤为

突出。

北斗卫星定位精确且可靠性高。基于北斗定位信息，结合地理信息空间分

析功能，对共享单车数据进行分析，以帮助解决共享单车乱停乱发以及回收维

修问题。基于该思想，设计实现了本系统，实现了基本地图导航、车辆回收基

本分析、服务区选址，通过地理围栏设置禁停区功能。

1.2数据来源

根据北斗定位系统实时获取每辆单车定位数据技术是完全可行的，但是会

耗费大量时间。简便期间，本系统利用 Python爬虫获取单车空间位置的实时数

据与历史数据来代替利用北斗定位系统实时获取数据，来进行相关分析。这种

方法和利用北斗定位系统实时获取的数据效果上是一样的，但是省却了相关时

间开销。实验区的地理底图数据由 OSM(Open Street Map)获取，然后进行坐标转

换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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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具体实现

2.1.地图导航服务

地图查询服务实现简单的地图导航功能。利用高德公司开放的 API接口进行

基本的导航服务，还可显示其周边空气状况与路况信息，引导车辆或者工作人

员从指定线路对共享车辆进行服务，提升服务效率。如图 2-1 展示了地图导航服

务的界面。

图 2-1 地图导航服务

2.2数据基本操作

数据基本操作包括加载地图、加载车辆空间位置的历史数据与实时数据、

保存、另存为、全图显示、放大、缩小、漫游、选择、缩放与清除数据。

图 2-1 数据基本操作展示

2.3车辆服务区选址

共享单车分布较为零散，一些很简单的维修，如打气，换车胎等，让专业

修车师傅耗费大量的时间成本去寻找零散的车辆并不现实，而且大批量回收车

辆时，一辆一辆的寻找也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所以该系统根据车辆密度为共

享单车建立服务区。以应对损坏单车的批量维修，对周围零散、低利用率的单

车进行高效率低成本的整合、回收等。

①密度分析

服务区的建立是为了高效回收车辆，所以我们将车辆密度和领域搜索范围

决定，作为建立服务区的唯一标准。在车辆密度较高的地方建立回收服务区，

降低成本。系统利用核密度分析计算单车在周围领域中的数据聚集状况，产生

一个连续的密度表面（图 2-1），为服务区的选址提供重要的依据。在核密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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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中，颜色越深的区域代表周边车辆密度越高，颜色越浅代表周边车辆密度越

低。落入搜索区域内的点具有不同的权重，靠近搜索中心的点会被赋予较大的

权重，随着点与搜索中心距离的加大，权重随之降低。

如图 2-3 显示了单车的密度分布。

图 2-2 密度分析结果

②服务区选址

通过密度分析功能获取共享单车的汇聚性，结合邻域搜索范围，在共享单

车集中的区域均匀生成服务区位置，便于共享单车管理，相关算法如下：

a.对密度分析后的栅格数据进行焦点统计，得到最大值栅格数据；

b.用最大值栅格数据减去密度分析后的栅格数据，得到二值图像；

c.对二值图像进行重分类，将像元值为 1 的设置为 1，像元值为 0的设为

Nodata；
d.将重分类后的栅格数据转换为点数据，得到服务区数据。

主要实现代码如下：

// 领域统计

int width = 250, height = 250;
INeighborhoodOp pNeighborhoodOP = new RasterNeighborhoodOpClass();
IRasterNeighborhood rasterNeighborhood = new RasterNeighborhoodClass();
// 设置邻域窗口

rasterNeighborhood.SetRectangle(width, height,
ESRI.ArcGIS.GeoAnalyst.esriGeoAnalysisUnitsEnum.esriUnitsCells);

IGeoDataset geoDataset_result =
pNeighborhoodOP.FocalStatistics(FormDensity.outGeoDataset,
esriGeoAnalysisStatisticsEnum.esriGeoAnalysisStatsMaximum, rasterNeighborhood,
true);

// 栅格计算

IMapAlgebraOp pAlgebra = new RasterMapAlgebraOpClass();
//控制 raster 分析的环境

IRasterAnalysisEnvironment rasterAnalysisEnvironment =
default(IRasterAnalysisEnvironment);

rasterAnalysisEnvironment = (IRasterAnalysisEnvironment)pAlgeb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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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工作空间

IWorkspaceFactory workspaceFactory = new RasterWorkspaceFactoryClass();
IWorkspace workspace = workspaceFactory.OpenFromFile(filePath, 0);
rasterAnalysisEnvironment.OutWorkspace = workspace;
// 设置别名

pAlgebra.BindRaster(FormDensity.outGeoDataset, "1");
pAlgebra.BindRaster(geoDataset_result, "2");
// 条件表达式

IGeoDataset geoDataset_result1 = pAlgebra.Execute("[2] - [1] == 0");
// 重分类

INumberRemap pNumRemap = new NumberRemapClass();
// 0设置为 NoData
pNumRemap.MapValueToNoData(0);
// 1设置为 1
pNumRemap.MapValue(1, 1);
IRemap pRemap = pNumRemap as IRemap;
IGeoDataset geoDataset_result2 =

pReclassOp.ReclassByRemap(geoDataset_result1, pRemap, true);
// 栅格转点

IWorkspaceFactory2 pWorkspaceFactoryShp = new
ShapefileWorkspaceFactoryClass();

IWorkspace pWorkspace = pWorkspaceFactoryShp.OpenFromFile(filePath, 0);
新建服务区功能生成结果如图 2-3 所示，其中服务区以特定的房屋图标表示

出来。

图 2-3 根据车辆密度生成的服务区选址

③服务区分析

服务区建立后，需分配工作人员到不同的服务区站点中去进行故障车辆回

收、车辆基本维修、服务区维护等工作。为了使工作人员快速的得知服务区在

一定时间或者距离能所辐射到的范围（可按需求选择时间或长度为代价，如

5min，10000m）查找范围内所能服务的车辆，特设计本功能。

建立网络数据集是进行服务区分析的基础，网络数据集适合构架交通网络，

对道路和设施点可进行相关分析，而且储存了源要素的连通性，为服务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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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路径分析提供数据基础。

点击服务区分析功能，选择自己所需的时间或距离成本并可以提示被相应

服务区覆盖的车辆，并对路径进行显示。

功能主要实现代码如下：

groupBoxmap.Enabled = false;
this.Cursor = Cursors.WaitCursor;
gbServiceAreaSolver.Enabled = false;
lbOutput.Items.Clear();
//调用 NetWorkAnalysClass 类的 OpenWorkspace 方法打开工作空间

IWorkspace workspace =
NetWorkAnalysClass.OpenWorkspace(txtWorkspacePath.Text);

if (workspace == null)
{

this.Cursor = Cursors.Default;
return;

}
//调用 NetWorkAnalysClass 类的 OpenNetworkDataset 方法打开网络数据集

INetworkDataset networkDataset =
NetWorkAnalysClass.OpenNetworkDataset(workspace, txtFeatureDataset.Text,
txtNetworkDataset.Text);

IFeatureWorkspace featureWorkspace = workspace as IFeatureWorkspace;
//调用 NetWorkAnalysClass 类的 CreatePathSolverContext 方法创建分析上下

文

m_naContext = NetWorkAnalysClass.CreatePathSolverContext(networkDataset,
"ServiceArea");

if (m_naContext == null)
{

this.Cursor = Cursors.Default;
return;

}
LoadCostAttributes(networkDataset);

IFeatureClass inputFeatureClass =
featureWorkspace.OpenFeatureClass(FormAnalysis.ShapeName);

//调用 NetWorkAnalysClass 类的 LoadNANetworkLocations 方法加载设施点

NetWorkAnalysClass.LoadNANetworkLocations(m_naContext,
FormAnalysis.ShapeName, inputFeatureClass as ITable);

AddNetworkDatasetLayerToMap(networkDataset);//加载网络数据集图层

AddNetworkAnalysisLayerToMap();//加载网络分析图层

IGeoDataset geoDataset = networkDataset as IGeoDataset;
m_axMapControl.Extent = m_axMapControl.FullExtent;
m_axMapControl.Extent = geoDataset.Extent;
m_axTOCControl.Refresh();
formAnalysis.SynchronizeEagleE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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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m_naContext != null)
{

gbServiceAreaSolver.Enabled = true;
}
this.Cursor = Cursors.Default;
服务区分析结果如图 2-5 所示，暗色部分为选择相应代价后服务区所能辐射

到的服务范围，深蓝色线为显示的服务区范围路径。

图 2-4 时间代价 4 分钟与长度代价 4 千米服务区辐射范围

2.4 车辆回收

由于共享单车被使用后，行驶终点位置具有不确定性，很多时候会造成一

定数量的单车使用率过低甚至无人使用，车辆无法最大限度发挥其自身的价值。

针对这一问题，系统设计了车辆回收功能，将单车匹配到所属服务区后，计算

最小回收成本（可根据需要选择距离相关服务区时间最少或距离最近），生成回

收路径。

该功能原理主要通过北斗卫星定位技术，将一定时间间隔内的车辆数据进

行叠加分析，获取该段时间内空间位置未发生变化的车辆具体位置。通过最近

设施点分析功能，将单车匹配到最近的服务站，并利用网络分析功能绘制出回

收上述车辆到达所属服务区最短最优路径，摒弃盲目的车辆回收，提升回收车

辆效率，减少财产浪费，而且节省大量时间。

部分核心代码如下：

ISpatialFilter spatialFilter = new SpatialFilterClass();
spatialFilter.Geometry = GetFeatureLayerGeometryUnion

(GetFeatureLayerByName(currentMap, currentFeatureLayer.Name.ToString()));
spatialFilter.SpatialRel = esriSpatialRelEnum.esriSpatialRelContains;
IFeatureLayer featureLayer;
IFeatureSelection featureSelection;
featureLayer = GetFeatureLayerByName(currentMap,

TargetLayersLayer.Name.ToString());
featureSelection = featureLayer as IFeatureSelection;
featureSelection.SelectFeatures((IQueryFilter)spatialFilter,

esriSelectionResultEnum.esriSelectionResultAdd, false);

for (int i = 0; i < al.Count; i++)
{

string pd = al[i].To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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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index1 = pd.IndexOf("学校");
int index2 = pd.IndexOf("公司");
int index3 = pd.IndexOf("政府");
int index4 = pd.IndexOf("school");
int index6 = pd.IndexOf("company");
int index7 = pd.IndexOf("government");
if (index1 > -1)

alture.Add(al[i].ToString());
if (index2 > -1)

alture.Add(al[i].ToString());
if (index3 > -1)

alture.Add(al[i].ToString());
if (index4 > -1)

alture.Add(al[i].ToString());
if (index6 > -1)

alture.Add(al[i].ToString());
if (index7 > -1)

alture.Add(al[i].ToString());
}
车辆回收的分析结果如图 2-5，深蓝色矩形块代表所设定时间范围内未移动

的车辆，深蓝色圆形代表生成的服务区，并且用深蓝色的细条显示出回收的路

径。

图 2-5 车辆回收分析结果

2.5利用地理围栏对禁停区域车辆报警

地理围栏（Geo-fencing）是 LBS 的一种应用，就是用一个虚拟的栅栏围出一

个虚拟地理边界，当设备进入、离开某个特定地理区域，或在该区域内活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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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接收自动通知和警告。

单车投放数量越来越多，无法做到及时有效的管理。很多乱停乱放的车辆

阻碍其他车辆和行人的正常活动甚至安全隐患。

本功能应用地理围栏技术，以学校与公司为例，将它们设定为车辆的禁停

区，利用北斗卫星定位单车空间坐标，将单车坐标与预先录入的坐标与围栏范

围进行比对，若单车坐标在预设围栏之内，将进行闪烁报警，并显示具体位置。

点击闪烁的圆点可以显示车辆具体 ID。以方便周边的工作人员将违禁区域的车

辆尽快搬离。

利用地理围栏对禁停区域的车辆进行报警，分析结果如图 2-7 所示，高亮

的圆点为处在禁停区域内的单车。

图 2-6 违禁区的车辆进行闪烁警报

三、创新与应用

本系统的创新点在主要体现在三个功能上。

1.为共享单车设立服务区。应用核密度分析算法进行服务区选址。

2.将地理围栏技术应用到管制共享单车乱停放的问题。

3.最优路径回收低使用率的单车。利用卫星定位系统获取将长时间未移动车

辆的定位，将单车匹配到最近的服务站后进行网络分析，给出回收上述车辆到

达所属服务区最优路径，摒弃盲目的车辆回收，提升回收车辆效率，减少财产

浪费，节省大量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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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空两栖搜救器

作 者：陆浩、巨浩天、吕博

指导教师：于凯

学 校：哈尔滨工程大学

【摘要】提高搜救系统的信息化与智能化一直是搜救系统的重要任务之一。北

斗导航在海上搜救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本装置结合北斗导航系统定位和

数据双向传输功能的特点，与八旋翼无人机结合，以无人机上搭载的 BDS 北斗

模块实现搜救过程中的定位，通过无人机上搭载的云台、潜器等工作组件实现

海空两栖搜救作业。本装置克服了常规搜救船较难与岸上基站通信，是通信不

便的海上一种埋想的搜救装置，具有体积小、机动性强、载重力大，搜救范围

广等优点。

【关键词】北斗、导航系统、无人机、搜救

[Abstract] Improving search and rescue system information and intelligence has
always been one of the important tasks of the search and rescue system. BDS
Navigation has a wide range of application prospects in the maritime search and
rescue field. This device comb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DS navigation system
positioning and data two-way transmission functions, and is combined with the
eight-rotor UAV to achieve the positioning in the search and rescue process with the
BDS BDS module mounted on the drone, and the pan and tilt head mounted on the
drone. Such as working components to achieve air and sea amphibious rescue
operations. This device overcomes the difficulty of the conventional search and
rescue boat communicating with the onshore base station and is a burying search
and rescue device at sea, which is inconvenient for communication, and has the
advantages of small size, strong mobility, large load-carrying force, and a wide range
of search and rescue.

【Key words】Big Dipper、Navigation System、Unmanned Aerial Vehicle、Search
and Rescue

一、背景及意义

伴随着人类认识海洋、开发海洋和保护海洋的进程不断发展，海上搜救的

重要性也日益提高。下图为在 2017 年 1 月 28 日上午发生的马来西亚沙巴州沉

船事故中的照片。图 1.2 为救援现场的图片，图 1.2为搜救人员通过摩托艇进行

搜救海域的探测的图片。由于摩托艇在海上通信问题，严重影响了救援效果。

截止至现在，已有 3人遇难，6 人失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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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救援现场 图 1.2 搜救潜器的运输

目前，我国海上搜救方式主要为海面艇搜救，海上搜救艇所搭载的电子海

图主要使用 GPS 导航系统。由于 GPS 只能进行单向通信，搜救人员较难与地面

基站进行通信，在进行紧急搜救过程中很容易因沟通不便而影响搜救效果。而

北斗系统除了具有类似 GPS 的定位功能和定位精度外，还拥有 GPS 不具备的双

向通信功能。因此，将北斗系统与搜救系统结合是解决现有搜救系统问题的必

要途径。

二、装置设计及原理

2.1总装置设计及性能参数

图 2.1 本装置实物图

本装置实物图如图 2.1 所示，本装置由：BDS 模块、飞控模块、云台、无刷

电机组、无刷电调组、碳纤维结构部件、碳纤维桨、铝合金连接件、pla光敏树

脂支撑结构及浮体结构、电池组模块构成。控制电路扳安放在机身内，电池固

定于机身上方。机载飞行控制系统具备程控和遥控两种控制摸式，可完成爬升

下降、定点悬停、航线飞行等飞行动作；根据需要可外挂不同的任务设备，如

带云台的航拍系统和具有水下作业功能的潜器系统等。对飞行控制系统和任务

设备的操作均可通过便携式地面站完成。系统具体性能指标为:
◆最大起飞重量：20.9kg
◆最大任务载荷：10kg
◆最大滞空时间：20min
◆定点悬停精度：40cm
◆最大巡航速度：10.3m/s
◆实 用 升 限：海拔 1000m
本装置的特色及创新之处体现在：

（1）北斗+GPS 双模技术：本装置通过 BDS+GPS 双模模块进行导航，同时

具有北斗导航的安全、三频信号、可进行短报文通信等优点，也同时具有 GPS
的覆盖范围广、延迟小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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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双向通信：本装置主要通过遥控进行大范围的海上搜救，可通过北斗

系统与地面基站进行通信，当发生险情时，操作人员操作本装置迅速抵达作业

地点进行搜救，发现目标后，通过北斗系统将位置信息发送到基站，从而提高

搜救效率。

（3）模块化设计：本装置可以通过主要作业组件均为较易拆卸的模块化设

计，在不必要时可以通过拆卸模块来减少系统的负重，也可通过添加云台模块、

水下作业模块、抛物模块等以满足特定需求。

2.2系统工作流程

图 2.2 本装置模型图

上图 2.2 为本装置模型图，本根据搭载的模块不同可分为三种工作模式：监

控搜救模式、物资空投模式、潜器作业模式。

§监控搜救模式

主要搭载可拆卸模块：云台、wifi图像传输模块、北斗通信模块

（1）基地站收到紧急救援信号并确定搜救大致位置。

（2）载有北斗+GPS导航模块的无人机通过导航模块从卫星中确定自身位置

信息（在我国境内时优先使用北斗导航系统），记录出发位置，并根据路径规划

（距离较近时采用手动控制）迅速抵达救援信号附近位置。

（3）无人机通过云台进行大范围视频监控并搜索险情位置。

（4）当发现险情位置时通过北斗系统的短报文通信功能将含有当前位置信

息及险情信息的短讯发送到基地站。

（5）基地站根据险情情况派出搜救人员。

（6）无人机通过北斗导航系统的定位功能以及预先记录的出发点位置返航

达到出发点。

§物资空投模式

主要搭载可拆卸模块：云台、wifi 图像传输模块、北斗通信模块、吊舱模块

（如下图 2.3，通过 20kg.cm 舵机进行物资的吊放，可悬挂 5-10kg 物资进行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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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吊舱模块

（1）基地站收到物资运输信号并确定搜救大致位置。

（2）载有北斗+GPS导航模块的无人机通过导航模块从卫星中确定自身位置

信息（在我国境内时优先使用北斗导航系统），记录出发位置，并根据路径规划

（距离较近时采用手动控制）迅速抵达物资投放位置。

（3）无人机通过云台进行大范围视频监控并确定物资投放位置。

（4）无人机通过北斗系统的短报文通信功能接受投放信号，将物资投放到

指定地点。

（5）无人机通过北斗导航系统的定位功能以及预先记录的出发点位置返航

达到出发点。

§潜器作业模式

主要搭载可拆卸模块：云台、wifi 图像传输模块、北斗通信模块、吊舱模块、

潜器模块（如下图 2.4，水下作业潜器）、浮体（如下图 2.5）

图 2.4 潜器模块

（1）与物资投放模式 1-2相同

（2）无人机通过云台进行大范围视频监控并确定作业位置。

（3）无人机通过北斗系统的短报文通信功能接受作业信号，飞到指定水域

降落并通过浮体漂浮在水面上进行水面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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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无人机通过北斗导航接受起飞返航信号并起飞返航。

（5）无人机通过北斗导航系统的定位功能以及预先记录的出发点位置返航

达到出发点。

图 2.5 装载浮体的无人机

2.3硬件及软件设计

图 2.6 控制原理图

上图为八旋翼无人机系统的软硬件框架图。从位置上分，八旋翼无人机上

包含 DSP＋APM 架构的飞行控制电路扳，运行导航算法、飞行控制算法及通讯

系统；地面主要由操作手、遥控器及显示器构成，显示器运行地面站程序，该

程序具备位置显示、实时图像数据监控与记录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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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电路结构图

八旋翼无人机机上飞行控制电路板负责实现飞行控制算法为 INS／BDS组合

导航算法，是八旋翼无人机的核心部分。对比市面上主流飞控板的系统架构，

我们决定使用 DSP＋APM 的方案。APM高速高精度的计算能力适用于組合导航

算法与飞行控制算法的解算，作为飞控板的主控巧片；APM 可进行反复编程，

适用于外部接口扩展，借此解决系统集成度、小型化的问题。整个电路的结构

如上图所示。

DSP 选用 TI 的处理器 TMS320C6713，该芯片是 32 位高速浮点型 DSP，支持

双精度浮点数运算，能够满足 INS/GPS 组合导航算法进行浮点矩阵运算的实时要

求。TI 公司提供相应的开发工具 CCS3.3，使用Ｃ语言编程，开发难度低。

APM 选用 Xilinx 的 XC3S400，通过 EMIF 方式挂载到 DSP 上，该芯片具备 40
万口，在里面实现串口、GPIO、中断、PWM 等接口扩展功能。用于连接遥控器

接收机、GPS等。

遥控器接收机采用 Futaba的八通道接收机，工作频道为 2.4GHｚ。

无线数传使用 Xtend数传模块。该模块工作在５V 电压下，输出功率可达１

W，在野外无遮挡的地方，通讯距离可达 10km 以上，可满足项目需求。通过串

口方式与 APM 连接，波特率可设置，最大可达 115200bps。

图 2.8 示意图

表 2.1 电机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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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旋翼无人机的控制分为遥控和程控。遥控时，遥控器输入为总矩、俯仰、

横滚、偏航四通道输入，为了让八旋翼无人机动作如实反映遥控器的输入，需

要将输入分配到各个电机输入上，上图为八旋翼无人机的八个电机编号，表上

表为各个电机的输入分配，例如俯仰通道，电机 0、1、7 转速减少，电机 3、4、
5转速增加，则无人机前倾，向前飞。

为了编程上的方便，程控时，输入航线信息，将其分解为起飞模态、悬停

模态、前飞模态、降落模态等等，在各个摸态下转化为四通道输入，再分配到

各个电机输入上，控制电机的转速输出。

飞行控制软件在 TI 的集成开发环境 CCS3.3 下使用Ｃ语言编写，主要程序实

现如下几个功能：

（１）完成导航解算与飞行控制，主要包括：进行 INS/GPS 组合导航；切换

控制模式，分配电机效能，解算控制律，完成飞行任务；接受在线的航迹调整、

参数调整，及故障处理等功能。

（2）与地面操作系统交互，实现控制指令的接收及飞行状态信息的下传。

控制指令主要包括：航线设置指令、控制器参数修改指令、各类控制指令。

(３）任务设备管理控制，没置子程序模块，对挂装的不同任务设备，如云

台、水下四旋翼水下工作模块等，根据地面操作系统指令进行控制。

飞控软件开始运行时，首先读取 Flash 数据，进行控制器参数初始化，然后

进入程序主循环。以周期 10ms 的时钟信号触发循环，一次循环结束后，程序便

停留在 BDS/INS组合导航前；继续等待新的时钟信号的到来，程序进入下一次循

环。

毎个循环开始时，首先处埋导航模块得到导航信息，为任务的规划提供参

考。其次，判断是否为自主飞行任务，如果不是自主飞行，即遥控飞行，则将

第一个模态初始化为悬停，使得八旋翼无入机由手动切为自动时直接进入悬停

状态。此时，八旋翼无人机的无刷直流电机指令来自遥控器；如果是自主飞行，

则读取地面站指令，按命令要求初始化任务。接下来迸行任务类型的判断，如。

果是航线任务则读取航点总数，根据当前航点信息确定下一模态，规划下一模

态控制参数。同时，下一个模态规划失败时初始化为悬停，为摸态执行序列的

安全提供保障。倘若不是航线任务，则立即进入单模态任务的调度。执行单摸

态任务前，首先进行模态的初始化，主要为控制参数初始化、无扰切换的实现；

当满足程序中的动作完成条件时，当前模态执行结束，更新模态执行序列，将

下一个模态置为当前模态。最后输出程序的执行结果，控制相应的电机，程序

阻塞在 GPS/INS 组合导航前，直到下一个时钟信号的到来。下图 2.9 为本装置飞

控程序部分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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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飞控程序部分代码

由于本装置程序代码较长，为方便展示，此处只展示部分代码截图。

三、总体装置介绍及本装置科学先进性

3.1总体装置介绍

为方便对总体装置各个部分进行介绍，本部分采用监控搜救模式与物资空

投模式的装置进行总体介绍。

图 3.1 监控搜救模式总体 图 3.2 物资空投模式总体

图 3.1 为本装置监控搜救模式总体图形，图 3.2 为物资空投模式总体图形。

本装置由八旋翼工作器和浮体部分组成，八旋翼上所有部件通过铆钉和尼龙扎

带与八旋翼整体固连，水下潜器和八旋翼通过脐带线吊挂，通过支撑座和八旋

翼进行夹持式固连。水下四旋翼水下工作器电池、控制板等控制及能源部件全

部装载在八旋翼上通过脐带线进行信号等的传输。八旋翼机翼处装载 3D 打印的

浮体结构，保证系统整体在水面上的浮态，其中两个浮体内部装有防水有刷电

机，便于对八旋翼在水面上的运动进行控制。八旋翼板下方可安装活动舱，可

用于进行物资运输。

3.2装置科学先进性

多旋翼无人机由于其体积小、机动性强、载重力大，且具备定点悬停与垂

直起降的能力，可以在狭窄地形起飞而且可以穿越复杂地形，机械结构简单，

安装与维护方便，是运输不便的自然灾害地区搜救中一种埋想的作业器。本装

置是以八旋翼为工作器，八旋翼上搭载的北斗导航系统作为导航系统的一种具

备海空两栖作业能力的新型海空两栖搜救器。

本装置克服常规搜救艇在灾害地区无法快速抵达受灾区域且通信较困难，

设计制作而成的一种高效率的海空两栖搜救器，相比于搜救艇，本装置主要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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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有：

（1）本装置工作器为八旋翼 ，具有体积小、机动性强、载重力大，且具

备定点悬停与垂直起降的能力，可以在狭窄地形起飞而且可以穿越复杂地形，

机械结构简单，安装与维护方便等优点。

（2）潜器部分组件放置在八旋翼上，通过脐带线与八旋翼连接，水下部分

只有电机等工作部件，从而减小水下四旋翼体积与自重，在同样体积下增加功

能。

（3）本装置搭载了防水系统，在暴雨环境下仍然可以正常工作且能实现四

级防风（在四级风下可以正常起降），对恶劣环境的抗性较强。

（4）八旋翼工作器通过云台进行视频信号采集，通过稳态系统能够进行平

稳进行图像拍摄，可以进行无延迟信号传输。

（5）八旋翼具备智能回航功能， 在电池电量即将耗光时可自动返回到控

制者处。

（6）本装置具有模块化功能，工作组件可进行拆卸在特定工作情况下可以

减少工作负担。

（7）本装置潜器采用流线型外壳，在水中阻力较小从而减少能量消耗。

（8）北斗+GPS 双模技术：本装置通过 BDS+GPS 双模模块进行导航，同时

具有北斗导航的安全、三频信号、可进行短报文通信等优点，也同时具有 GPS
的覆盖范围广、延迟小的优点。

（9）双向通信：本装置主要通过遥控进行大范围的海上搜救，可通过北斗

系统与地面基站进行通信，当发生险情时，操作人员操作本装置迅速抵达作业

地点进行搜救，发现目标后，通过北斗系统将位置信息发送到基站，从而提高

搜救效率。

四、发展前景

在搜救系统中，北斗导航系统的普遍化应用将成为必然的趋势。目前位置

服务已发展成为大众化的服务增值业务。但在搜救系统中长期以来依赖于美国

的 GPS 导航卫星，其位置服务是通过 GPS 定位和地面无线移动网络进行通信实

现的，导致在系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方面存在着一定的风险。这对需要安全性

及稳定性的搜救系统来说是很严重的问题。而北斗系统是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区域性导航定位系统，具有卫星定位和短报文通信于一体的独特优势，其

主要功能除了具有类似于美国的 GPS 定位功能和定位精度外，还拥有 GPS 不具

备的双向通信功能。北斗终端间的通信可以不受任何地域地形和地貌的限制，

特别适合于在地域广阔、人迹罕至的地方应用。北斗导航系统在任何情况下，

都不会受到任何外国的控制或影响。

通过与北斗系统的结合，海面上的搜救器不仅可以通过卫星导航进行精准

的定位，还可以通过短报文通讯与基地站进行信息沟通，从而大大增加了搜救

工作的灵活性及准确性。本装置可根据需要变更搭载模块，可用作大范围搜救、

水面作业、紧急物资空投，在海陆运输受阻的情况下，本装置可以从空中迅速

抵达作业点进行搜救以及其他性质的作业。

五、总结

随着人们对海洋的探索发展，海上搜救的重要性逐渐提升。我国目前搜救

的主力为搜救船，搜救人员靠船上的电子海图进行定位，由于目前的电子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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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靠 GPS 进行导航，而 GPS 不具备双向通信功能，搜救人员与基地站的通信

主要靠无线传输，这造成了大量物力、资源的浪费。且由于海上通信受阻，很

容易出现沟通不便的情况。本装置通过将别逗导航系统与无人机结合，具有北

斗导航系统定位和数据双向传输功能的特点，以无人机上搭载的 BDS 北斗模块

实现搜救过程中的定位，通过无人机上搭载的云台、潜器等工作组件实现海空

两栖搜救作业。本装置，是通信不便的海上一种埋想的搜救装置，具有体积小、

机动性强、载重力大、搜救范围广、工作能力多样、工作性能好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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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的组合导航城市道路监测系统

作 者：章司怡、何珍玥、吴逸凡、武国庆

指导教师：汤新华

学 校：东南大学

【摘要】随着汽车的普及率逐年增高，随之而来的是交通拥堵、事故频发等一

系列问题。而传统的交通状况监测主要关注交通流量，却很少关注道路表面质

量的监测，这使城市交通管理变得更为复杂。基于北斗的组合导航城市道路监

测系统则综合考虑了交通流量以及路面状况问题，该系统利用了北斗卫星导航

系统的精确定位以及惯导系统的自主性特点，并运用组合导航技术对道路上车

辆所处位置进行精准定位，同时利用系统姿态信息对路面坑洼状况进行监测，

并结合云服务器的开放性以及信息大容量存储的特点，实现道路交通数据的实

时共享，用户可通过终端了解其他道路上的拥堵以及路面状况，从而选择最快

速最合适的通行路线。除此之外，采集到的路面坑洼状况不仅可以作为电子地

图的一种标识，也可为交通监管部门维修城市道路提供依据。

【关键字】北斗、惯导、组合导航、云服务器、数据共享

[Abstract] As the rapid increasing number of cars, a series of problems such as the
jammed traffic, serious car incidents etc. are coming up. Traditionally, the traffic
monitoring system mainly focuses on the traffic flow instead of the road conditions,
leading to the difficulty of traffic control in cite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monitoring
system, a novel traffic monitoring system based on Beidou/INS integrated navigation
system is proposed and developed to track the change of not only traffic flow but
also the road surface condition, the system takes advantage of the long-term
accuracy of 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and the autonomy of INS to monitor the road
conditions by the attitude information generated from the integrated system.
Meanwhile, thanks to the open service and giant storage capacity of cloud servers,
the system can also upload the data to achieve the resource sharing in real time,
with this platform, the drivers can access the server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traffic
condition and select the most suitable route. Additionally, the acquired road surface
condition information can also be embedded into an electronic map and provide the
database to traffic monitoring sector for future road maintenance.

【 Key words】 Beidou, Inertial navigation system, integrated navigation, cloud
server, resource sharing

一、项目背景

1.1项目背景和意义

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家用轿车的普及率也越来越高，城市交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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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快速发展。在民众出行便利，交通体制不断完善的同时，发达的城市交通也

带来了诸如交通事故、交通拥堵和交通污染等一系列问题。这使得城市交通的

管理变得更为复杂。

传统的拓宽城市道路、加大路网密度以及限号限行等措施只能表面上缓解

交通压力，但如遇上下班高峰期，道路拥堵情况依旧严重，且由于车辆密度过

大，道路负担加重，因此道路损坏几率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大了交通事

故突发率。总的来说，交通事故与交通拥堵问题固然与城市车辆数剧增有关，

但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道路信息的不互通，造成同一时刻有的路段极为拥

挤，而有的路段车辆寥寥无几的情况。且路面损坏或有凹坑等状况也不能及时

为民众所知晓，这也是交通事故频发的原因之一。但目前在交通状况监测方面，

大多关注的是路段的交通流量，而很少关注与之息息相关的城市道路表面状况

的监测。

基于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提出了基于北斗的组合导航城市道路监测系统。

该系统不仅可以对交通流量进行监控和管理，也可对路面状况进行实时监测，

从而在政府关于城市道路维护修养的预算受到限制时，决定哪些道路为优先维

护对象，且用户可通过终端设备实时了解其他道路上的拥堵及坑洼状况，从而

更好更快的选择最佳出行路线，这为民众的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图 1 拥堵状况 图 2 坑洼状况

1.2国内外研究概况

目前，在国内外交通技术领域，对车辆位置信息进行实时监测的技术已经

十分成熟并已投入使用，但在路面质量检测这一方面，涉足的研究人员却很少。

国内最新技术是利用三维激光检测技术测路面坑洼状况，通过高密度的激

光点云数据，基于 TIN 平面的插值等高线提取法建立了坑槽三维模型重构与多

维度方法，该技术虽然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和可重复性，但仍在试验阶段且较为

复杂，不具有普遍性。

国外已经有使用系统姿态信息来监测路面质量的建议，但都只建立了较小

的部署，主要集中在演绎这种方案的可行性 ，例如 Angelini 介绍了一个在美国

伍斯特实施的单姿态信息的系统，他们使用一个数据记录仪来记录坑的位置，

但不提供一个在整个城市中运用的方案。

由此可以看出，虽然在车辆位置定位方面国内外技术均较为成熟，但在路

面质量监测方面，却仍有欠缺。并且国内只有道路施工方面才会关注路面质量

的监测，也没有将路面状况信息公布，实施信息互通，而我们提出的基于北斗

的组合导航城市道路监测系统则将北斗精确定位与车辆位置信息及路面坑洼状

况紧密结合起来，不仅充分发挥了北斗定位的优势，更实现了路面信息的实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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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通。

二、城市道路监测系统综述

2.1系统的基本概念和系统构架

本系统是通过北斗导航系统与惯性导航系统搭配工作，共同进行位置定位

以及速度方向等行驶信息的获取，通过 GSM通信网络实时将车载终端行径的信

息反馈给服务器或主机，从而达成对路况信息的在线评估测试，并可实时记录

异常数据环境特征。

图 3 系统概念图

由于北斗导航系统受天气和位置的影响很大。当遇到天气不佳的时候、或

者处于高架桥、树荫的下面，或者在高楼的旁边角落、地下车库或露天的下层

车库，GPS 的定位就会受到相当大的影响，甚至无法进行定位服务。而惯性导航

系统它不依赖于任何外部信息，可全天候、全时间地工作于空中、地球表面乃

至水下。且能提供位置、速度、航向和姿态角数据，所产生的导航信息连续性

好而且噪声低，这很好的弥补了北斗导航定位系统的缺陷。然而，惯性导航系

统也有着其严重的缺陷，就是导航信息是经过积分而产生的，所以定位误差随

时间而增大，从而导致长期精度差。这时就需要北斗导航系统对其定时订正，

从而可以得到高精度的定位。

有了北斗导航系统和惯性导航系统的组合定位系统，通过含有该组合系统

的车载终端在路面的行径，得到车载终端的实时位置、速度、方向、加速度、

停滞时间、车身起伏等行驶信息，通过 GSM 将信息反馈回控制主机，由特定算

法得到路面的坑洼、堵塞、凸起等详细的路面信息，从而做到对城市道路安全

性能的监测与城市道路的在线评估。且遇到异常数据可实时记录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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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系统构成图

2.2城市道路监测系统涉及的关键技术

2.2.1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定位原理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主要使用无源时间测距技术，用户接收至少 4 颗导航卫

星发出的信号，根据时间信息可获得距离信息，根据三球交汇的原理，用户终

端自行可以自行计算其空间位置。理论上根据三个卫星到用户终端的距离信息

列出三个方程即可得到用户终端的位置信息，但由于卫星时钟和用户时钟通常

存在误差，而电磁波以光速传播，微小的时间误差会造成距离信息的巨大失真，

因此时间误差不能忽略，仍被看作一个未知数 t，因此方程中存在四个未知数

(X,Y,Z,t),故需要四颗卫星列出四个关于距离的方程。若空中有足够的卫星，用户

终端可以多接收几组卫星信息，通过最小二乘法或 kalman滤波等方式完成定位。

为提高定位精度，还可使用差分技术。典型的有 RTD,RTK 技术等。在地面

上建立基准站，通过基站/移动站之间的信息交互，通过差分完成大部分传播误

差的影响，从而实现分米级、厘米级定位。

图 5 卫星定位原理图

2.2.2 惯性导航技术

惯性导航系统是一个使用加速计和陀螺仪来测量物体的加速度和角速度，

并用计算机来连续估算运动物体位置、姿态和速度的辅助导航系统。它不依赖

与任何外部信息、也不向外部辐射能量，是一种自主式导航系统。基于北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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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导航城市道路监测系统利用惯导模块的这一原理获取运动体姿态、加速度、

运动方向等数据，然后主处理器通过 I²C总线结构读取有用数据，最后由主处理

器处理得到路面高度的变化情况。编写程序读取惯导模块数据是惯导模块部分

的关键。

2.2.3 通过 GPRS 上网传输数据

GPRS（通用分组无线服务）是 GSM 移动电话用户可以使用的一种移动数

据业务/技术。它利用 GSM 网络中没有使用的 TDMA 信道，提供中速的数据传

输服务。通过程序控制 GPRS 模块实际上是通过编写 AT 指令连接网络，然后将

通过北斗模块获取的信息传输至共享服务器。了解并掌握相关 AT 指令的编写是

GPRS 模块部分的核心问题。

2.2.4 GNSS/INS 松组合技术

考虑到当前多星座卫星导航系统情况下，一般可见星数目满足导系统需求。

目前本课题选用了组合方式。组合方式下，BDS 和 SINS 都是独立的系统，导航

信息也均由各自独立解算，采用卡尔曼滤波的方法对导航信息进行融合，并估

计出组合导航系统的误差状态，然后再以误差状态的最优估计值来校正组合导

航系统，最后解算出载体的位置、速度和姿态信息。组合导航系统一般采用反

馈控制，以减小低精度 IMU 的输出误差。在反馈控制结构中，将滤波器估计出

的传感器误差反馈给 INS 解算模块以补偿 IMU 输出误差。松组合方式提高了组

合导航系统的可靠性，易于工程实现采用卡尔曼滤波器设计 BDS/INS 松组合方案

流程图，如图 6所示。

图 6 组合方案流程图

2.2.5 云共享服务器

云共享服务器是整合了计算、存储与网络资源的 IT 基础设施能力租用服务。

在本系统的使用过程中，通过 GSM 把系统获取的数据信息通过 FTP 传到云服务

器，在云服务器中进行存储，驾车用户和监控中心从云服务器下载相关信息以

对北斗模块和惯导模块获得的位置信息进行解析，从而更直观地了解传输内容。

三、城市道路监测系统硬件的设计和实现

3.1硬件体系结构

该系统由控制单元 MCU、BDS 定位模块、MPU9250模块、GSM 模块和电源

模块组成，如图所示。在加电启动完成初始化之后，单片机通过 BDS 模块获取

位置信息，通过 MPU9250模块获取路面状况信息以及车辆速度信息，单片机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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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融合，GSM模块将融合的信息发送到主机。

3.2 各部分采用的模块介绍

3.2.1 MCU 介绍及电路原理图

STM32F767系列，是 ST 推出的基于 ARM Cortex M7 内核的处理器，采用 6
级流水线，性能高达5 CoreMark/MHz，在200MHz工作频率下测试数据高达 1000
CoreMarks。 STM32F76x 自带了双精度硬件浮点单元（DFFPU），在做 DSP处理

的时候，具有更好的性能。

图 7 系统硬件构成图

因其极高的主频以及自带双精度硬件浮点单元，在可以大大提高数据运算

和处理的速度，为 BDS 模块和 MPU9250 模块数据的融合及滤波准备好了硬件基

础。

STM32F767IGT6与各个模块接口、JTAG、电源模块、晶振的连接原理图如下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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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系统电路原理图

3.2.2 BDS 模块介绍及电路原理图

BDS模块采用北斗星通旗下企业和芯星通的第四代GNSS导航定位模块产品

UM220-IV N。UM220-IV N 是第四代 GNSS 导航定位模块产品，采用和芯星通完

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低功耗抗干扰 GNSS SoC 芯片- UC6226，集成度高，功耗低，

抗干扰设计，适合对导航定位性能，产品可靠性和质量要求高的 GNSS规模应用。

图 9 UM220-IV N 模块

其主要性能指标如下：

定位精度：2.0 m CEP
速度精度：0.2 m/s
PPS：支持

灵敏度：冷启动 -146 dBm
热启动 -153 dBm
跟踪 -162 dBm
重捕 -160 dBm

UM220-IV N 支持 UART通信，因此通过 STM32F767的 UART1 口可与该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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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通信，引脚 PA9 与 PA10 分别可以复用成 UART1 的 TX 和 RX，因此将

STM32F767和 UART1 的 TX 与 RX 交叉连接，设置好特定的波特率，即可实现通

信。STM32F767通过 UART1与 UM220-IV N 模块连接原理图如系统电路原理图的

①所示。

3.2.3 MPU9250模块介绍及电路原理图

MPU9250是 InvenSense 公司推出的全球首款整合性 9 轴运动处理组件，相

较于多组件方案，免除了组合陀螺仪与加速器时之轴间差的问题，减少了体积

和功耗。

MPU9250 内部集成有 3 轴陀螺仪、3 轴加速度计和 3 轴磁力计，输出都是

16 位的数字量；可以通过集成电路总线(IIC)接口和单片机进行数据交互，传输

速率可达 400 kHz/s。陀螺仪的角速度测量范围最高达± 2000（°/s），具有良好的

动态响应特性。加速度计的测量范围最大为±16 g(g 为重力加速度)，静态测量精

度高。磁力计采用高灵度霍尔型传感器进行数据采集，磁感应强度测量范围为

±4800 μT，可用于对偏航角的辅助测量。MPU9250的检测轴如图 10 所示。

我们这里采用 GPIO口模拟 I2C的方式与MPU9250模块进行通信，其中 PTB6
对应 SCL，PTB7 对应 SDA, STM32F767通过 I2C 与 MPU9250模块通信的接口原理

图如系统原理图的②所示。

图 10 MPU9250 监测轴

3.2.4 GSM 模块介绍及电路原理图

GSM模块采用全球鹰电子 SIM900A 开发板。SIM900A基本特性如下：

 供电：5V 1A 直流电源。

 一路可接各种 TTL 电平电压的 TTL 接口，可接 5V TTL 电平接口。

 一路 SMA（外旋内孔）天线接口；一路 RST（SIM900A 复位）接口；

因为 STM32F767 的 UART2 输出的为 3.3V TTL 电平，因此需接 SIM900A 模块

的 3.3V TTL 接口。STM32F767 的 PA2 和 PA3 可分别复用成 UART2 的 TX 和 RX。
与北斗模块相同，STM32F767与 SIM900A 模块的 TX 与 RX 交叉连接。STM32F767
与 SIM900A模块通信的接口原理图如系统原理图③所示。

3.2.5 电源模块介绍及电路图原理

供电由 12V 直流 DC 电源提供，可采用 12V 1A 或 12V 2A 电源适配器。12V
直流电源通过 DC-DC 转化芯片 MP2359 转换为 5V 电压，可供 MPU9250 模块、

GSM 模块使用，5V 电压再由低压线性稳差芯片 LM1117-3.3V 转换为 3.3V 电压

供 MCU 使用。MP2359 芯片电路图与 LM1117-3.3V 芯片电路图分别如系统原理

图的④和⑤所示。

本系统最终的实际电路板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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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实际电路板图

四、城市道路监测系统软件实现和云服务器平台

4.1 监测系统的软件实现

本项目软件实现主要包含惯性系统的 DR（Dead-Reckoning）过程，及与卫

星 PVT信息的融合。其中 DR 算法主要包括：

图 12 SINS 解算流程图

4.1.1 姿态更新四元数微分方程

选“东-北-天（E-N-U）”地理坐标系（ g系）作为捷联惯导系统的导航参考

坐标系，记为 n系，则以 n系作为参考系的姿态微分方程为

( )n n b
b b nb C C ω

其中，矩阵 n
bC 表示载体系（b系）相对于 n系的姿态阵，由于陀螺输出的是

b系相对于惯性系（ i系）的角速度 b
ibω ，而角速度信息 b

nbω 不能直接测量获得，

需对微分方程作如下变换

( ) [( ) ] ( ) ( )
( ) ( ) ( ) ( )

n n b n b b n b n b
b b nb b ib in b ib b in

n b n b b n n b n n
b ib b in n b b ib in b

        

       

C C ω C ω ω C ω C ω
C ω C ω C C C ω ω C



其中， n
inω 表示导航系相对于惯性系的旋转，它包含两部分：地球自转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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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导航系旋转以及系统在地球表面附近移动因地球表面弯曲引起的导航系旋

转，即有 n n n
in ie en ω ω ω 。

 T0 cos sinn
ie ie ieL L ω

T

tann N E E
en

M N N

v v v L
R h R h R h

 
     

ω

其中， ie 为地球自转角速率， L和h分别为地理纬度和高度。

4.1.2 速度更新微分方程

(2 )n n b n n n n
en b sf ie en en    v C f ω ω v g

其中， b
sff 为加速度计测量的比力， 2 n n

ie enω v 为由载体运动和地球自转引起

的哥氏加速度， n n
en enω v 为由载体运动引起的对地向心加速度， ng 为重力加速度，

(2 )n n n n
ie en en   ω ω v g 统称为有害加速度。比力方程表明，只有在加速度计输出中

扣除有害加速度后，才能获得运载体在导航系下的几何运动加速度 n
env ，对加速

度积分一次可得速度，再积分一次得位置。比力方程是惯导解算的基本方程。

4.1.3 位置更新微分方程

捷联惯导系统的位置（经度、纬度和高度）微分方程式，如下：

sec 1, ,n n n
E N U

N M

L v L v h v
R h R h

   
 

 

组合导航系统主要在惯导误差分析的基础上，可获得以速度和位置误差作

为观测量的 SINS/BDS组合导航状态空间模型，如下

INS GPS

INS GPS

b

n n

  


 
     

X FX GW

v v
Z HX V

p p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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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n b b   X δv δp 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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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gW 和 b

aW 分别为陀螺角速度测量白噪声和加速度计比力测量白噪声， vV 和

pV 分别为卫星接收机速度测量白噪声和位置测量白噪声。

4.2 云服务器平台

为了能够实现数据的实时共享，采用付费租用方式建立远程云服务器。云

服务器主机由阿里云提供，本系统采用独享虚拟主机经济版，其主要性能如下：

 空间：5G
 CPU：单核

 内存：1G
 宽带：1Mbps
我们在主机上搭建能够控制文件双向传输的 FTP。监测系统通过 GSM 将数

据不断的发往云服务器，这样驾车用户和监管部门均可从云服务器上下载数据，

实现数据共享。

图 13 网络服务器 FTP 平台

五、系统测试

为了进一步验证方案及系统的可行性，采用了跑车实验分别测试了组合导

航系统对坑洼路面的敏感度及远程服务器的数据传输及上位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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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跑车装置系统

实验一：测试组合系统（对减速带的检测）

本实验在高校内部完成，其中在行驶过程中，有减速带的存在。

图 15 跑车轨迹（俯仰角突变是经历减速带引起）

实验二：远程服务数据收集及分析

本实验在高校露天停车库完成。其中数据从云服务器中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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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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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0 40 60 80 100 12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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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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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0 40 60 80 100 120
-5

0

5
INS/GNSS Roll

time/s

图 16 服务器数据分析结果

通过实验结果显示，基于 GNSS/INS 组合系统的远程路况监测系统可以基本

完成预设任务及要求，为后续的大型服务系统建设提供了理论及样机框架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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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创新点及意义

6.1 创新点

（1）与传统道路监测相比，本系统不仅考虑了道路的拥堵状况，同时将道

路表面状况加入了监测范围，这不仅给用户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同时也给监管

部门带来了便捷。

（2）本系统在技术上使用了 GNSS/INS 组合导航技术，有效的弥补了各自

的缺陷，并完成了理论分析与验证，这一组合方式在国内工程化的紧组合系统

极少的背景下，具有重大意义。

（3）本系统通过 GMS/GPRS 将车辆信息共享至网络，反映出道路拥挤状况

以及路面的当前状况，实现数据共享这一目标。

（4）本系统还完成了在线评估测试系统，该系统通过 GMS/GPRS 网络实

时传输紧组合系统结果，可以实时记录异常数据环境特征。并同时评估不同组

合算法的实际效果及测试。

6.2 意义

（1）定位精度高：高精度的组合导航系统能对道路上的车辆进行精确定位，

反映道路的实施状况。

（2）数据共享：道路信息的数据共享不仅可以给用户提供最佳的出行路线，

同时也能便于交通监管部门提供最新的道路维修信息，这说明本系统将在交通

监管部门将起到很大的作用。

（3）应用范围广：本系统不仅可以在城市范围内起到监测作用，也可运用

到村庄、城镇以及偏远山区，便于监测空旷偏远或高危路段的道路信息，防止

危险的发生。

（4）易实现：由于目前市面上的智能手机都自带了陀螺仪以及三轴加速度

计，这为本系统在手机上的应用打下了基础，若本系统在手机上成功应用，这

将大大提高用户的出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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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定位技术的智能口罩的设计与制作

作 者：马溢泽、于宙、陈济轩、宗洋

指导教师：李德兴

学 校：中国民航大学

【摘要】为了改善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我们开发了一款基于北斗定位的

智能环境检测口罩，该口罩不仅可以起到保护人体，防止雾霾侵害的作用，还

可以实时采集用户的身体健康信息，并上传至 OneNET 物联网云平台，电脑上位

机从云平台获取数据，并进行显示，云平台接收手机 APP 发送的用户身体健康

状况分析，并进行数据存储，方便查看。该口罩还可以为政府制定合理的环境

保护政策提供更为准确的环境信息。

【关键词】Stm32单片机、北斗定位、APP、物联网云平台、上位机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increasingly seriou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roblem, we developed a smart environment detection mask based on Beidou
positioning. The mask can not only protect the human body and prevent smog
damage, but also collect the user's physical health in real time. The information is
uploaded to the OneNET IoT cloud platform. The computer upper computer acquires
data from the cloud platform and displays it. The cloud platform receives the
analysis of the user's physical health sent by the mobile phone APP, and stores the
data for easy viewing. The mask can also provide more accurate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for the government to formulate reasonabl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olicies.

[Keywords] Stm32 MCU, Beidou positioning, APP, Internet of Things cloud platform,
upper computer

一、背景及其意义

1、研究背景

针对当今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口罩已经成为我们出行的必不可少的

防护工具，我们为此研究出一个新型的基于北斗定位的智能环境检测口罩，此

口罩配备电脑上位机软件，手机 APP 客户端，手机客户端实时接收在智能口罩

发送过来的经纬度以及 PM2.5 传感器浓度，并配合手机客户端的环境温度检测

传感器，心率传感器，计步传感器，对用户身体健康信息作出统一的整理上传

到 OneNET物联网平台，并对用户的出行做出统一的规划。

2、北斗卫星系统的简介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中国自行研制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是继美国 GPS、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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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格洛纳斯、欧洲伽利略之后的全球第四大卫星导航系统，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目前共有 36颗卫星在离地面 2万多千米的高空上,以固定周期环绕地球运行，

在任意时刻，在地面上的任意一点都可以同时观测到 4 课以上的卫星。其构成

的卫星系统向全球用户提供高质量的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系统遵循开放性、

自主性、兼容性、渐进性原则。 此外, 北斗系统用户终端具有双向报文通信功

能，用户可以一次传送 40-60 个汉字的短报文信息。而且水平精度在 100米（1
σ），设立标校站之后为 20 米。工作频率在 2491.75MHz。系统容纳的最大用户

数在 54000户/小时。

3、北斗定位技术的智能口罩中北斗卫星的应用

这项装置的核心部件是一个小型北斗导航定位模块。它外嵌含于口罩表面。

北斗卫星在这种口罩主要有三种功能。其一，帮助用户准确定位当前位置，并

且实时发送经纬度到上位机接收装置，来实现用户位置信息的显示。其二，将

空气质量结合定位信息，可以获得多个地理位置的环境信息。其三，通过定位

信息统计用户运动的信息，制定针对每个用户的出行方案。

二、基于北斗的智能口罩系统设计方案

1、程序设计

我们用 MDK编译软件编写的单片机处理及显示程序，通过蓝牙模块发送到

手机，手机上传数据至 OneNET 物联网平台，电脑上位机从物联网平台获取数据

或者接收单片机直接发送的数据。我们利用 Visual studio C#编写上位机软件，

其作为组合定位系统与用户的接口，方便客户对整个组合定位系统进行控制与

使用。手机端 APP 实时查看用户的状态信息。其主要作用是为用户提供良好的

人机界面，完成对定位系统的参数设置、数据处理和结果显示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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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系统线路图

2、硬件的应用

2.1 PM2.5 传感器模块

PMS7003 是一款基于激光散射原理的数字式通用颗粒物浓度传感器，可连

续采集并计算单位体积内空气中不同粒径的悬浮颗粒物个数，即颗粒物浓度分

布，进而换算成为质量浓度，并以通用数字接口形式输出。本传感器可嵌入各

种与空气中悬浮颗粒物浓度相关的仪器仪表或环境改善设备，为其提供及时准

确的浓度数据。本传感器采用激光散射原理。即令激光照射在空气中的悬浮颗

粒物上产生散射，同时在某一特定角度收集散射光，得到散射光强随时间变化

的曲线。进而微处理器利用基于米氏（MIE）理论的算法，得出颗粒物的等效粒

径及单位体积内不同粒径的颗粒物数量。

2.2 蓝牙模块

核心模块使用 HC-05 主从一体模块，引出接口包括 VCC,GND,TXD,RXD,KEY 引
脚、蓝牙连接状态引出脚（STATE），未连接输出低，连接后输出高。接口电平

3.3V，可以直接连接各种单片机（51，AVR，PIC，ARM，MSP430 等），5V 单片

机也可直接连接，无需 MAX232 也不能经过MAX232！空旷地有效距离 10 米(功
率等级为 CLASS 2)，超过 10 米也是可能的，但不对此距离的连接质量做保证。

配对以后当全双工串口使用，无需了解任何蓝牙协议，支持 8 位数据位、1 位停

止位、可设置奇偶校验的通信格式，这也是最常用的通信格式，不支持其他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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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可通过 AT命令切换为主机或者从机模式，可以通过拉高 3，4 脚进入 AT命
令模式设置参数和查询信息可通过 AT 命令连接指定设备。体积小巧

（3.57cm*1.52cm），工厂贴片生产，保证贴片质量。并套透明热缩管，防尘美

观，且有一定的防静电能力。支持从 4800bps~1382400bps 间的标准波特率。与

手机配对使用：适合手机跟设备间通过蓝牙串口通信，使用方法与串口一样。

2.3 Zigbee模块介绍

ZigBee 是一种基于标准的远程监控、控制和传感器网络应用技术。为满足

人们对支持低数据速率、低功耗、安全性和可靠性，而且经济高效的标准型无

线网络解决方案的需求，ZigBee 标准应运而生。核心市场是消费类电子产品、

能源管理和效率、医疗保健、家庭自动化、电信服务、楼宇自动化以及工业自

动化。围绕 ZigBee芯片技术推出的外围电路，称之为“ZigBee模块”，常见的 ZigBee
模块都是遵循 IEEE802.15.4的国际标准，并且运行在 2.4GHZ 的频段上，另外，

欧洲的标准是 868MHZ、北美是 915MHZ。该模块具有功耗低, 数据传输速率低,
成本低, 网络容量大, 数据安全等特点。

3、软件的设计

3.1 设备发送端程序设计路程图

在智能口罩的发送端以 STM32 单片机作为处理器，北斗模块采集经纬度、

速度、等参数；PM2.5 传感器模块采集环境数据，这些参数传到单片机经单片

机处理在通过蓝牙模块发送到接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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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设备接收端程序设计路程图

在接收端蓝牙模块接收来自发送端的数据，传输传输到物联网云平台上，

其中部分数据显示到手机 APP上和通过串口模块传输到电脑上位机软件中。

三、实物与工作流程

第一步：用户佩戴智能口罩，传感器采集各种数据。

第二步：将采集到的数据经过单片机处理发送到手机客户端，并不断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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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物联网平台。

第四步；可以通过电脑上位机软件显示用户位置及环境信息，这些信息都

可以从物联网平台获取

第五步；查询物联网平台数据，获得用户的个人健康信息。

四、结论与展望

4.1作品创新性

1.作品技术的先进化，采用可穿戴智能技术，将传感器、北斗模块等和人体

巧妙地结合起来。达到真正意义上的人机合一，并且这种方法可以准确有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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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运动数据。

2.作品功能的多样化，智能口罩不仅可以用于身体健康的保护，还可以在智

能口罩普及的情况下，用于政府机构统计环境信息，制定相关环保措施

3.物联网云平台的接入，使我们可以统计大量的用户信息，方便用户实时查

看自己的身体健康情况。

4.传感器的使用，增加了更多的人体健康传感器，能更好的统计佩戴者的身

体健康信息。

5.上位机的优势，我们上位机软件直接调用百度地图开放的接口，方便我们

的记录和使用。给我们的作品上的北斗系统，装上了属于我们自己的“眼睛”。

6.手机端 APP的开发，开发了配套的手机客户端，使用低功耗的蓝牙通信，

调用手机自带的传感器，统计用户信息。

4.2 口罩方面

首先，我们嵌入口罩的模块需要更加集成化，方便我们的使用，其次，获

取的人体信息需要更加多样化和精准化，便于系统更加详细分析用户的身体健

康情况。最后，我们想让口罩外形更加美观，系统更加稳定，传输距离更长。

4.3上位机方面

首先，我们在上位机是从物联网平台获取用户信息，所以可以支持多个口

罩的数据接口。所以系统可以同时监测多名用户的身体健康情况。其次，手机

终端通过连接物联网平台的时候，会有大量的数据流量的浪费。对于此问题我

们想到开发自己的专用服务器存储用户信息，并设计相关网站，方便用户及时

查看自己运动情况以及各项身体指标等。

4.4总结

通过参加比赛，首先，让我们更加了解我们北斗卫星，让我们把它运用到

我们的生活中。其次，我们自己开发了手机 APP 和电脑上位机软件，提高了我

们开发实用产品的能力。除此之外，我们锻炼了团队合作意识，为我们以后的

发展提供了帮助。最后，我们的智能口罩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希望各位专家

能够多多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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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和惯性导航的车载地形测绘装置及软件

作 者：唐金科、王晓宇、封纪港、李晋

指导教师：刘立意、刘冬梅

学 校：东北农业大学

【摘要】为解决农业耕地地形信息测量过程复杂、测量成本过高、效率低的问

题，实现耕地地形的快速高效实时自动测绘，紧跟我国精准农业的发展步伐，

本文提供了一种地形测绘装置及软件，其包括下位机车载地形信息自动测量装

置和上位机地形信息管理平台软件，主要由 MPU6050 六轴传感器、北斗导航定

位模块、SD 卡储存模块、GPRS 无线传输模块，DS18B20 模块等组成，可以实现

耕地地形的自动快速测绘作业。其测量原理是利用 MPU6050 获取农机作业过程

中的运动姿态角，利用北斗导航定位模块获取农机的 DEM 高程数据和时间信息,

将两者在STM32核心控制器中进行数据融合,得农机田间作业的耕地地形DTM数

据，这些数据和时间温度等信息经由 GPRS 模块实时传输到上位机软件进行计算

处理和三维可视化显示。通过对野外试验结果与定点测量方法比较，得出该系

统在低速、温度适合条件下与定点测量方法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坡度计算值与

实际测量值平均误差为 0.6 度，最大误差为 1.2 度，偏距计算值与实际测量值

平均误差为 12cm,最大误差为 23cm，测绘精度能够满足实际要求。

关键词：惯性导航 北斗导航 DTM 姿态角 数据融合

[Abstract] To solve the agricultural cultivated land terrain information measuring
process is complex and the cost is too high, the problem of low efficiency, realize the
rapid and efficient real-time automatic surveying and mapping, land terrain
following the steps of the development of precision agriculture in our country, this
paper provides a topographic surveying and mapping equipment and software,
which include a locomotive load under the terrain information automatic measuring
device and PC terrai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latform software, mainly
composed of six axis MPU6050 sensor, the beidou navigation positioning module, SD
card storage module, GPRS wireless transmission module, DS18B20 module and so
on, can realize automatic rapid land terrain surveying and mapping work.Its
measuring principle is to use MPU6050 for sports attitude Angle, in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operation of beidou navigation positioning module for
agricultural machinery of the DEM elevation data and time information, both for
data fusion in the STM32 core controller, farm machinery field of cultivated land
topography DTM data, these data information such as temperature and time
through the GPRS module processing and real-time transmission to the PC software
to compute 3 d visualization display.Through the field experiment results compared
with fixed-point measurement method,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system under the
condition of low speed, temperature, suitable for and fixed-point measu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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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has a good consistency, slope calculated value with the actual measured
values mean error of 0.6 degrees, the maximum error of 1.2 degrees, the offset
distance calculated value and actual measurement value, average error is 12 cm,
maximum error about 23 cm, surveying and mapping accuracy can meet the actual
requirements.

[Keywords] inertial navigation, beidou navigation, DTM attitude Angle data fusion.

一、引言

耕地地形不但影响耕地的空间分布,还影响耕地的质量，是耕地信息中至关

重要的一部分。

然而目前国内的耕地地形信息获取方式还普遍存在着精度低、工作效率低、

人工劳动强度大等问题，对我国“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利用效益,实现耕地总量动

态平衡和持续土地利用”目标的实现造成了诸多阻碍。

为此，我们通过实验设计了一套耕地地形自动测绘模块，其优势主要表现

为： ①其下位机可同时装载于多种农机上，实现多个装置对耕地地形的实时测

量，快速高效的测量出耕地地形，为精准农业、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提供大量数

据，使耕地地形数据的获取和处理趋向智能化和自动化②其下位机体积小巧，

安装方便③其上位机通过 TCP/IP 协议与下位机建立连接，数据传输更为方便，

传输距离大大加长④其上位机能够将收到的耕地地形数据精确地繁衍成三维地

形图，使数据观测更为直观形象。此系统的研制可以使得耕地地形信息的获取

效率取得极大的提高，使耕地地形数据的获取和处理趋向智能化和自动化，该

系统测量的农田地形精度达 0.1°。

因此，智能农田地形信息自动监测系统以其快速、高效、精确地优势具有

巨大的发展和市场前景。智能农田地形信息自动监测系统的出现，将大幅提高

我国在耕地地形测绘方面的技术储备，在与国外同行的竞争中占得先机，对提

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研制意义

1.此系统的研制可以使得耕地地形信息的获取效率取得极大的提高，使耕地

地形数据的获取和处理趋向智能化和自动化，为国家节省下大量的人力资源，

对农业 4.0的实现也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此系统不仅可为我国的土地整理提供更加精确的耕地地理信息，而且在将

来该系统还能应用在军事、工业等地形测绘方面。

3.此系统一旦成熟将使填补我国在耕地地形信息自动获取领域的空白并在

国际上占得一席之地，且由于体积小巧，安装方便，成本低廉，与国外设备相

比将更具竞争力。

4.目前市场对于农业地理信息方面的大数据需求非常大，所以此系统也将拥

有市场潜力和经济价值。

三、耕地地形自动测绘模块设计

3.1模块设计方案

耕地地形自动测绘模块总体设计较为简单，主要设计了一套基于 STM32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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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率、低成本、高精度的耕地地形自动测绘模块，分别将坡度、俯仰角和经

纬度作为数据采集分析的主要目标。基于 STM32的耕地地形数据采集的下位机

利用 GPRS 通过 TCP/IP 协议将数据远程无线发送至上位机。完成对耕地地形数据

的采集和传输。传感器包括 MPU6050 六轴传感器，定位模块为北斗模块，无线

数据传输模块为 GPRS 模块 ，数据储存模块 SD 卡，上位机分为 PC和安卓两个

版本，其系统设计方案框图如图 3-1所示

图 1 系统设计流程图

3.2解决的核心问题：

（1）由于耕地地形数据获取过程是在处于运动状态的农机上进行的，因此

一般的所以下位机的数据获取方式需要较强的抗干扰能力与稳定性，所以一般

的测量静态倾角的方法并不能满足要求，于是如何在运动状态下稳定获取农机

欧拉角变化以及坡度是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2）在稳定获取到欧拉角和坡度后，为了使数据的显示更为直观和形象，

我们决定将耕地地形在上位机以三维地形显示，因此如何将耕地地形准确的在

上位机上还原也将是我们的核心问题之一。

3.3设计原则：

（1）耕地地形自动测绘模块下位机需保证整机结构简单，体积小巧，便于

安装，造价较低，维护操作简便，工作效率高和性能可靠，易于推广。

（2）耕地地形自动测绘模块上位机应具备美观易用，接受数据稳定，兼容

性高等特点。

四、下位机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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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控制器的选择

整个模块中，控制器是实现相应执行机构发生相应动作的核心部分，因此

控制器不仅关系到控制系统设计工作量的问题，而且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控制系

统所能达到的性能指标。

结合设计要求，控制系统需要实现的功能主要包括：数据采集分析以及数

据通信，本课题最终决定选用 STM32F103ZET6单片机作为下位机的控制器。

图 2 STM32F103ZET6 最小系统

4.2下位机数据采集电路

本系统的下位机数据采集电路主要包括 MEMS 倾角传感器，北斗定位模块

和 GPRS无线传输模块。

图 3 北斗定位模块

团队选定中国航天旗下航天恒星科技有限公司（503所）研制的农机 I 型终

端，这是一款专门为现代农业提供卫星定位、测速、数据传输服务的定制型北

斗

卫星导航模块。其相关参数如下：

服务区 定位精度 测速精度 授时精度

84°E ~ 160°E
55°S ~ 55°N

水平 25m
高程 30m

0.4m/s 50ns

在本团队的项目中，北斗导航定位系统应用与下位机--车载耕地地形信息自

动测量装置，在装置运行的过程中核心控制器驱动北斗卫星导航定位模块，实

时检测农机运行的地理坐标、时间、车速、高程等信息，以便后续的三维耕地

表 1 北斗卫星导航模块参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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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的绘制。由于北斗导航定位模块定位精度和运行状态优于 GPS，因此我们选

用北斗导航定位模块来助力我们的耕地地形的测绘。

MEMS 倾角传感器主要使用 MPU650 六轴传感器，它集成了三轴加速度传

感器、三轴角速度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通过 I2C总线与单片机通信。

因为耕地地形数据获取过程是在处于运动状态的农机上进行的，所以下位

机的数据获取方式需要较强的抗干扰能力，因此一般的倾角变化获取方法并不

能满足要求，所以我们利用 MPU6050六轴传感器融合卡尔曼滤波算法实现运动

状态下的农机与水平面之间夹角（俯仰角）和坡度的稳定获取。

图 4 MPU6050 六轴传感器

GPRS 无线传输模块我们选择的是 SIM900A模块，通过串口与单片机建立连

接；采用 TVS 和磁珠保护器件来保护板子，使板子不会受到浪涌、高电压的伤

害；一路 5V 供电电源接口，即使接反也不会烧坏，一路 TTL 接口，支持 3.3V
单片机和 5V 单片机；操作简单，只需通过串口输入 AT指令即可实现 TCP/IP 协

议，达到远程无线通信的目的。

图 5 SIM900A 模块 图 6 SIM900A 芯片

4.3 运动状态下的农机的欧拉角以及坡度如何稳定获取问题解决：

首先，我们利用 MPU6050六轴传感器中的加速度传感器获得传感器上的 X、
Y、Z 三轴的加速度值，然后在利用重力加速度与传感器上的 X、Y、Z、三轴的

分量关系，计算出各轴与重力加速度方向的夹角，从而得出系统倾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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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三轴加速度分量与倾角关系图

上图为传感器三轴加速度分量与倾角关系，由此我们可以推导出倾角解算

公式为：

（1）

其中 、 、 为重力加速度在 X,Y,Z三轴的分量。

根据这三个值，我们可以知道物体在空间中的姿态，但是由于此角度值是

利用重力加速度与传感器上的 X、Y、Z、三轴的分量关系所解算出来的，所以它

只在静止状态下测出的的角度比较精确，而一旦涉及到动态角的测量，精度就

会大幅下降。

为解决此问题，我们通过 MPU6050中的陀螺仪测得的 X、Y、Z三轴的绕轴

角速度来修正数据，使得系统能在动态角的测量中能有好的表现。

图 8 绕轴角速度示意图

上图为绕轴角速度示意图，通过三轴的绕轴角速度和传感器的采样频率我

们就能够得到系统的倾角变化情况，方法是用角速度对时间积分，公式如下：

（2）

其中 为变化的角度， 为 X轴的绕轴角速度,T为采样时间。

在此前，吕印新等[1] 提出用四元数描述姿态的互补滤波算法，解决了角度

的奇异性问题可输出的角度精度不高。而张丽杰等[2]将陀螺仪、加速度计和磁

强计数据用卡尔曼滤波算法进行融合，提高了输出角度的精度。

所以最后，我们利用卡尔曼滤波姿态角估计算法将由两种方法融合，得到

四元数的方法描述姿态。

（1）对采集到的原始数据进行误差补偿和滤波，降低传感器 自身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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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将根据陀螺仪计算的姿态角作为卡尔曼滤波器的预测值，并估计过程

噪声协方差 Q ；

（3）将加速度计计算出的姿态角作为测量值，并结合陀螺仪误差估计测量

噪声协方差矩阵 R 。

通过卡尔曼滤波实现了多传感器信息的融合，确保了姿态估计的准确性。

卡尔曼滤波方程包含两个部分：时间更新方程和测量更新方程。

时间更新方程包括：

（3）

（4）

这两个式子根据 k-1步的状态和协方差估计预测了将要到来的第 k步的状态

和先验协方差。

状态更新方程包括： （5）

（6）

（7）

图 9 卡尔曼滤波完整过程

算法流程

(1) 参数初始化，初始状态即 k=1 时，在 MEMS 传感器处于静止状态下，

通过三轴加速度计和三轴磁强计计算出三个初始角度。

(2) 在 k=2 时，利用陀螺仪输出的三轴角速度数据预测当前角度，根据前

期陀螺仪数据实验，求的先验误差协方差−kP 。

(3) 按照公式(3-10)或公式(3-13)计算卡尔曼增益 K 。

(4) 根据 k=2 时刻加速度计和磁强计测量的姿态角值更新预测值，按公式

(3-14)和公式(3-15)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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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计算 k+1 时刻的预测值。具体方法：通过采集 k+1 时刻的陀螺仪输

出的角速度数据，求解四元数微分方程，求出该时刻姿态角作为预测值。然后

重复(3)和(4)两步[3]。

图 10 算法流程图

四元数与姿态角之间的转换公式得到欧拉角如下：

（8）

其中 为四元数，、和分别为横滚角、俯仰角和航向

角，而我们只取其中的便可绘制三维地形图，取和即可通过公式

计算出坡度。

4.4 北斗模块信息的筛选

计算完毕之后，由于北斗模块接受的信号有多帧数据，而我们通常并不会

全部利用，且每帧帧头不尽相同，所以为了节省单片机资源，我们只需通过判

断帧头就可以提取出其中我们想要的数据，其流程大致为：

（1）将北斗模块通过串口传输的信息全部储存在一个缓冲区内；

（2）读取缓冲区内的数据，对其帧头进行判断，若为希望获得的数据，则

读出，并清空缓冲区，否则直接将缓冲区清空；

（3）由于北斗信号中特定的一帧中各信息的位置是一定的，所以可以直接

将经纬度、速度等信息提取出来，并与欧拉角、坡度合成。

4.5信息的储存及传输

接着通过 STM单片机将这些数据通过 FATFS文件系统储存到 SD卡中并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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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

其中 FATFS是一个完全免费开源的 FAT文件系统模块，专门为小型的嵌入式

系统而设计。完全用标准 C 语言编写，所以具有良好的硬件平台独立性。可以

移植到 8051、PIC、AVR、SH、Z80、H8、ARM 等系列单片机上而只需做简单的

修改。它支持 FATl2、FATl6 和 FAT32，支持多个存储媒介；有独立的缓冲区，可

以对多个文件进行读／写，并特别对 8 位单片机和 16 位单片机做了优化。

它的特点有以下几点：

1. Windows 兼容的 FAT文件系统（支持 FAT12/FAT16/FAT32）
2. 与平台无关，移植简单。全 C语言编写。

3. 代码量少、效率高。

4. 多种配置选项

√支持多卷（物理驱动器或分区，最多 10个卷）

√多个 ANSI/OEM代码页包括 DBCS
√支持长文件名、ANSI/OEM或 Unicode
√支持 RTOS
√支持多种扇区大小

√只读、最小化的 API 和 I/O 缓冲区等

√当我们需要在项目中用到 FATFS 文件系统我们只需要根据平台和存储介

质编写移植代码就行。

FATFS移植步骤

（1）数据类型：在 integer.h 里面去定义好数据的类型。这里需要了解你用

的编译器的数据类型，并根据编译器定义好数据类型。

（2）配置：通过 ffconf.h配置 FATFS的相关功能，以满足你的需要。

（3）函数编写：打开 diskio.c，进行底层驱动编写，一般需要编写 6 个接口

函数再利用GPRS无线传输模块通过 TCP/IP协议将经过处理和分析后的数据发送

到上位机耕地地形测绘平台（包括手机 APP和电脑软件两个版本）。

图 11 手机 APP 界面 图 12 电脑软件界面

五、上位机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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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位机耕地地形监测平台的主要功能是将从下位机传送过来的数据通过滤

波算法筛选出有效数据进行耕地地形三维还原运算和显示，并以 excel表格的形

式保存。

5.1耕地地形三维还原问题的解决：

首先，我们需要将接收到的地理坐标(λ,φ)转换为直角坐标(x,y)，这一过程

称为正算，反之称为反算。

图 13 地理坐标向直角坐标转换原理图

地理坐标向直角坐标转换原理图假设目标地理坐标为(λ,φ),即经度为λ、

纬度为φ,直角坐标原点的地理坐标为(λ0,φ0),直角

坐标系为该点的切平面,其中正北为 X 轴,正东为 Y轴,如图 3-11 所示。

首先考虑高斯——克吕格(Gauss Krǜger)投影,最后给出一个简化公式。高

斯——克吕格投影公式如下所示:

（3-9）

（3-10）
其中：

a = 6378245.0000m为地球长半轴

= 0.006693421623为地球扁率

为转换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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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1.0050517739
B = 0.00506237764
C = 0.00001062451
D = 0.00000002081
采用近似求解法,当投影范围(即Δλ、Δφ)较小时,可视λ、φ为直线,此时

可以近似认为(λ,φ)处坐标系与(λ0,φ0)处重合,相当于两坐标系只进行了平移

[4]。
根据我们的应用需要,取投影公式的第一项。若需进一步提高精度,可适当增

加项数。即有:

（11）

（12）

同时由于在工程应用中使用 GPS 卫星定位系统采集到的数据是 WGS-84
坐标系数据，而目前中国测量结果普遍使用的都是以 1954年北京坐标系或是地

方（任意） 独立坐标系为基础的坐标数据。因此必须将 WGS-84 坐标转换到

BJ-54 坐标系或地方 （任意 ）独立坐标系 。（参看地心地固直角坐标系与参心

空间直角坐标系模型图或布尔莎模型图）

图 14 地心地固直角坐标系与参心空间直角坐标系模型图或布尔莎模型图

目前采用布尔莎 Bursa 公式（七参数法 ）完成地心地固坐标系 WGS-84 到

北京参心坐标系 BJ-54 的转换 ，得到 BJ-54 坐标数据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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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平移参数 δX,δY,δZ 与旋转参数 εX,εY,εZ 及尺度参数 k 合称为转换

参数（即七参数）

采用布尔莎七参数法完成地心地固坐标系 WGS-84 到地方任意独立参心坐

标系 DFR 的转换，得到 DFR 坐标数据[5]

（16）

（17）

（18）
平移参数δX,δY,δZ 与旋转参数εX,εY,εZ 及尺度参数 k 合称为转换参数

（即七参数）

在获得当前经纬度坐标转换后的直角坐标后即可通过作差算法得出农机行

进轨迹上相邻两点之间的水平距离之差 ，结合之前得到的θ（农机与水

平面之间夹角），可通过以下公式得到两点之间的高程差

: （19）

至此，各点空间坐标信息已知，只需将其导入绘图函数即可还原出三维地

形图。

六、设计总结及创新点

6.1设计总结

针对现有耕地地形测绘设备笨重、测量精度低、地形测绘效率不高、测量

成本过高以及不利于全面推广的问题，我们设计了一种基于北斗导航的车载式

耕地地形自动测绘系统，包括车载耕地地形信息自动测量装置和耕地地形信息

管理平台，该系统主要由 MPU6050六轴传感器、北斗导航模块、SD 卡储存模块、

GPRS无线传输模块等组成，可以实现耕地地形的自动测绘作业。

6.2作品现状

本作品现已完成初步的开发和设计，正在进行一系列的实验室实验、野外

实验以及调试。于此同时本作品已申请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获批准。

http://www.baidu.com/link?url=g-gfVlaCUJcxlHiv-xboufedyCLWei6Apy1x93mLV75X13_EPQCYAHxnMZvM4Vy4zcs7FKkpGM367BowVY_sZEV-q9wH248McmCZPc9dN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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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发明专利实质审查 图 16“东方红”获一等奖

图 17 实用新型证书 图 17“TRIZ”杯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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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作品创新点

1.巧妙地将 MPU6050 惯性导航模块和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结合起来并运用到

耕地地形的测量中，

2.以卡尔曼滤波算法为核心实现了复杂运动状态下坡面因子的稳定精确采

集。

3.利用单片机编程实现了耕地地形的自动监测，提高了信息获取效率，节省

了人力；

4.使用matlab上位机编程和Android设计能将获取到的耕地地形数据用三维

图形实时显示；

6.4作品应用

现有研发极限

原有研发极限

老技术

现有技术

新技术

突破

突破

性
能
参
数

发展时期

图 18 系统进化生命曲线

技术系统的进化一般按照如图 11 的生命曲线进行，技术系统的进化就是指

现实技术系统功能的各项内容，从低级向高级变化的过程。属于技术系统范畴

的任何一种人工制造物（产品、工艺和技术），随着时间的变化，都在不断地向

着更高级的方向发展和进化，在过程上，他们都会经历相同的阶段，形成如图 7

的生命曲线。

图 19 本系统生命曲线图

随着我国精准农业和农业现代化的不断发展，耕地地形的测量成为必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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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的农业系统数据，但现有的耕地地形测量方法往往存在周期长、作业效率低、

精度低等问题，因此我们决定在原有的耕地地形测量上进行改进，得到耕地地

形智能监测系统。此系统由于刚刚开始研发，处于试验阶段，此系统的单个利

润不大，但根据市场上的需求量而言，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本装置的整体利润

还是巨大的，所以它目前虽然处于生命曲线的婴儿期，但是该装置的应用前景

是可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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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监测校园空气质量的灵巧监测仪的设计与实验

作 者：艾辛平

指导教师：闻新、史超

学 校：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摘要】在智慧校园的背景下，为帮助学生规划户外活动，提出一种基于北斗

导航卫星定位的校园 PM2.5 的实时监测方案，并在遵循简单、低成本和便携等

设计特征和原则下，研制出了集 Arduino 控制器、激光传感器检测模块、ESP8266
模块、手机于一体的原理样机；介绍了激光传感器测量雾霾的原理，在任务与

功能分析基础上，给出了 BD 模块与激光测试模块采集数据的程序；实现了将采

集数据传输到 OneNET 平台上，不仅验证了测试结果良好，而且还实现测量数据

和相应位置的可视化功能。

【关键词】 北斗定位；Arduino；单片机；PM2.5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mart campus, in order to help student plan
outdoor activities, a kind of monitoring scheme is put forward based on BD
positioning scheme of real-time monitoring of PM2.5 campus, and its design
features and principle are a simple, low cost and portables. The principle prototype
of set Arduino controller, laser sensor detection module, ESP8266 module and
mobile phone is developed.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principle of measurement of
haze by laser sensor, and on the basis of task and function analysis, the program of
data acquisition of BD module and laser test module are given. The data is
transmitted to OneNET platform, which not only validates the test results, but also
realizes the visual function of measurement data and corresponding position.
[Keywords] Beidou Positioning；Arduino; Singlechip；PM2.5

一、引言

2013年，“雾霾”成为年度关键词。根据有关资料报告，中国 99%城市没有

达到世界卫生组织的空气质量标准，而且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国占 7
个。当下，雾霾对人们生活危害极大，特别是正在成长的青少年。尽管校园绿

树成荫，但大部分学校，特别是高校，都位于雾霾严重的大城市里，所以生活

在校园里的青少年学生，及时了解雾霾分布情况是自定每天户外活动的重要前

提，比如今天是否举行篮球活动、校园什么地方雾霾最严重，什么地方不严重

等等。

本项目结合智慧校园环境建设的需要[1,2]，提出一种用于监测校园空气质

量的、低成本的、灵巧的监测仪，其目的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为那些兴趣

的学生自己动手搭建一个自动雾霾监测装置；另一方面是引导一些学生在本文

基础上，采用北斗导航卫星系统，提出更新颖的设计方案，参加一些科技创新

竞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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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气雾霾的测量

目前，PM2.5 的检测方法主要有震荡天平法、电化学检测法、称重法等，

但这些方法检测大都存在检测灵敏度较低、功能单一、智能化程度低等不足。

另外，具备多种颗粒物和气体检测功能的大型检测仪器，相对价格昂贵、

体积庞大，便携性不适用于在公共场所、办公室及家庭持有和使用。随着激光

应用技术的不断发展，基于激光测量以及传感的应用取得重大突破，所以本文

采用激光传感器作为雾霾策略模块。

2.1 激光传感器的结构

激光传感器，也称为激光粉尘传感器，它是利用激光散射原理将 PM2.5 颗

粒物散射的信号进行光电转换，并将电信号放大，进而显示出采集到的粉尘浓

度[5]。激光粉尘传感器主要由机械部分和电路测量两个部分构成。机械部分包括

风扇、支架和外壳等；电路测量包括光耦隔离电路和信号传输单元等。激光传

感器结构组成如图 1所示。这种传感器是基于激光散射原理，对空气中的 PM2.5
粉尘颗粒进行统计，其统计结果以数字信号输出。

图 1 激光粉尘传感器的结构组成

2.2 激光散射的测量原理

当光线照射到 PM2.5 颗粒时，会产生光的散射。散射特征取决于 3个条件：

（1）散射角度，即散射光和入射光的夹角，这里用 表示；

（2）PM2.5 颗粒的复折射指数 ；

（3）光的衍射参数 ，表示为：

(1)

其中， 为 PM2.5 颗粒半径， 定义为衍射光的波长，而激光的衍

射特性主要取决于光的衍射参数 。

当满足条件 时，激光的散射符合米氏散射理论；当 时，

PM2.5 粉尘颗粒的大小，与波长相差较大，并且激光衍射波长与 PM2.5 粉尘颗

粒的浓度呈现出正相关的变化关系。

当 时，PM2.5 粉尘颗粒的大小远远小于波长，此时衍射光的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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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PM2.5 粉尘颗粒的浓度成反比。

令 为散射光入射的强度， 为一阶贝塞尔函数， 为观察

点到 PM2.5 粉尘颗粒的距离，那么 可以表示为：

(2)

单个 PM2.5 粉尘颗粒的散射光强度 可以描述为：

(3)

假定单位体积大气内含有的 PM2.5 粉尘颗粒的数量为 ，则 PM2.5 粉尘

颗粒的分布函数可以表示为 ，那么在不同激光衍射角度 和

内，全部 PM2.5 粉尘颗粒的散射光强度 可以表示为：

(4)

由以上公式(2)至公式(4)计算得出的结果可得到粉尘质量浓度 ：

(5)

其中， 激光散射比例系数，在 PM2.5颗粒浓度采集及光电转换的过程

中系统会产生的数据上的波动，需要在软件程序上做出一定的应对措施[6]。

三、灵巧记录仪的设计

校园环境空气质量的灵巧监测仪是利用北斗卫星与 Arduino 电子平台的结

合，通过硬件集成和软件处理形成一个组合系统，实现对空气中的 PM2.5 含量

进行检测。组合系统的工作过程是利用北斗定位模块获得位置数据，通过 PM2.5
检测模块获得校园环境空气中雾霾的实测值，然后通过 ESP8266 模块将检测到

的信息（信息包括环境雾霾实测数据、北斗模块定位位置数据）发送到 OneNET
平台，用户可以在手机或者电脑终端进行数据回放。以信息流程为主线，根据

各个模块功能、各个节点之间的信息交互关系，构建检测仪器的信息流图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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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PM2.5 灵巧监测仪的信息流程图

1） Arduino 控制器

控制器选用 Arduino UNO R3[3,4]，它是一块具有 USB 接口的电路板，控制

器为 ATMEGA328。电路板有 14个数字 I/O 引脚（其中 6 个引脚可作为 PWM 输

出）、6 个模拟输入、1个 16MHz 晶体振荡器、1 个 USB 链接、1 个电源插孔、1
个 IC5P 接头和 1个复位键。

2）北斗定位模块

北斗定位模块（BD）选用 UM-220-III 模块[5]，默认 9600波特率，波特率可

调，串行接口为 TTL 和 RS232，通讯协议为 NMEA0183及扩展协议。冷启动时间

为 32秒，跟踪灵敏度达-160dBm，数据更新频率可调。

3）PM2.5 检测模块

PM2.5 检测模块选用 DSL-03，它是一款激光数字式 PM2.5 传感器，内置激

光器和光电接收组件，采用光散射原理，激光在颗粒物上产生散射光，由光电

接收器转变为电信号，再通过特定算法计算出 PM2.5 质量浓度。

4）无线通讯模块

无线通讯模块选用 ESP8266[5]，它通过一个 6P的 2.54mm 间距排针与外部连

接。它支持 STA/AP/STA+AP 三种工作模式，可使用官方提供的 SDK 作二次开发，

也可以直接利用官方出厂提供的固件直接 AT指令配置模块使用。

5）OneNET 平台

OneNET 是中国移动物联网开放平台，在 TCP穿透模式下，ESP8266模块将

采集到的数据通过无线网络上传到 OneNET 服务器上，然后在 OneNET 平台的应

用管理中添加需要的图标，并选择经纬度以及 PM2.5 两段数据流接入，便能创

建出所需的应用。

四、软件设计

4.1 软件设计任务分析

从图 2 的信息流程可以看出监测仪器的工作过程为：首先进行初始化，然

后读取 UM-220-III模块的经纬度测量数据、读取激光传感器 DSL-03模块的 PM2.5
测量数据；采集数据由 Arduino 控制器处理，处理后按照 ESP8266通讯模块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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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进行数据调制；调制后启动 ESP8266 无线通讯模块，发射到 OneNET 平台；

OneNET平台接到数据后会自动解调数据，并在交互终端界面显示出测量结果；

软件流程如图 3所示。

图 3 软件设计流程图

4.2 程序设计

1）基于 Arduino 开发环境的北斗定位子程序

void readBD()//该函数用于读取和记录两条 NMEA数据

{
clearBD();//串行端口可能有旧数据或损坏数据，因此需要清除以前的数据

delay(100);
while (!BD.newNMEAreceived())//接收 NMEA规格的数据

{
c = BD.read();//从北斗系统中读取字符

}
BD.parse(BD.lastNMEA());//解析 NMEA数据

lat_temp = BD.latitudeDegrees;
while (!BD.newNMEAreceived()) //接收另一条不同的 NMEA数据

{
c = BD.read();

}
BD.parse(BD.lastNMEA());
lon_temp = BD.longitudeDegrees;

}
利于 Arduino 编程的过程中，主要采用的是 readBD( )函数，该函数用于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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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定位模块上的采集的经纬度信息。

2）基于 Arduino 开发环境的 PM2.5 检测子程序

void pmRead()//该函数用于 PM2.5 数据的处理

{
uint8_t data2[] = {0xAA, 0x02, 0x00, 0x00, 0x00, 0x00, 0x01, 0x67, 0xBB};
mySerial2.write(data2, 9);
delay(100);
for (int i = 0; i < 9; i++)

{
if (mySerial2.available())
{

data2[i] = mySerial2.read();
}

}
if (data2[0] == 0xAA && data2[8] == 0xBB)
{

pm25 = data2[4] * 256 + data2[5];
pm10 = data2[2] * 256 + data2[3];

}
}

五、实验结果

按照上述方案研制出 PM2.5 检测仪的原理样机，课题组成员携带这款原理

样机在校园内反复实验，测试结果会呈现在百度地图上，如图 4 所示。课题组

将实时测量的雾霾信息与气象部门给出的信息比较，结果是一致的，证明了样

机测量的准确性；但在有些避风的地方，测量值略高或略低于当天气象部门给

出的数值，这是因为空气不流动的原因。另外，课题组通过 OneNET 平台的可视

化界面，给出每次记录的 2D实验数据图像，图像横轴为时间（测量单位为秒），

纵轴为 PM2.5 测量值，如图 5所示。

图 4 实时监测的 PM2.5（左图）和原理样机校园实验路径（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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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PM2.5 数据记录界面

六、结语

本文给出了一种用于监测校园空气质量的灵巧监测仪的设计方案，通过低

成本实现了个人位置信息测量、PM2.5 监测，以及测量数据可视化等多项功能，

并且实现了测量数据与物联网 OneNET 平台连接。此外，本文给出的设计理念、

软件代码和硬件应用架构，也适合于学生学习 Arduino 环境下编程与设计，进一

步拓展创新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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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的多目标高精度智能定位系统研究

作 者：陈浩波、胡文兴、敖诗裴

指导教师：江超

学 校：上海电力学院

【摘要】北斗定位的理论精度能达到 10 米级以内，由于外界干扰，定位精度远

远降低了，不足于用于良好的定位系统中。为了提高北斗定位的精确度，本项

目提出了使用多目标高精度定位的智能系统。

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通过超长时间定位所获得的数据来实现定位优化，得

到高精度的位置信息，基于北斗的多目标高精度智能定位系统以 BDS 定位与基

于 RSSI 的 Trilateration定位相结合，运用优化算法，以多目标节点为基础，通过

增加单位时间内的定位数据量，实现对位置信息的处理，优化, 进而实现高精确

度定位。

有别于传统定位优化系统对单一目标节点进行定位数据的优化，多目标高

精度智能定位系统通过 RSSI 可以得到两两目标节点之间的相对位置信息，可以

实现对全部目标的交互定位，即任意一个目标节点都可以通过其余节点进行高

精度定位，最终实现多目标的高精度智能定位。

在实际场景中，目标节点越多，定位数据量越大，基于北斗的多目标高精

度智能定位系统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多目标的高精度数据，具有良好的实际应用

价值。

【关键词】北斗、多目标 、高精度

[Abstract] The theoretical accuracy of Beidou positioning can reach the level of 10
meters. Due to external interference, the positioning accuracy is much lower than
that in the good positioning system.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Beidou
positioning, this project proposes a smart system with multi-objective and high
precision positioning.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sense of the positioning data through a long time
to realize positioning optimization, get the location of high precision, the
Multi-objective intelligent High-precision positioning system based on Beidou to BDS
positioning combined with of Trilateration localization based on RSSI, using
optimization algorithm, based on the multiple target node, by increasing the amount
of location data per unit time, the implementation of locatio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optimization, thus achieving high precision positioning.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positioning optimization system for a single target
node to locate data optimization, Multi-objective high accuracy intelligent
positioning system by RSSI can get the relative position between two target node
information, can realize the interaction of all the target location, or any one target
node can be through the rest of the nodes for high precision positioning, finally



第九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520

realizes the high precision of intelligent positioning.
In practical scenario, the destination node, the more the positioning data

volume, the greater the Multi-objective intelligent High-precision positioning system
based on beidou can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to get the high accuracy of data, has
the good practical application value.

【Key words】Beidou、Multi-objective、High-precision

一、背景及意义

（一）背景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使我国能够在地

理信息如此重要的战场上不用受控于他国。它是我国自主控制的，也就是说在

这个领域中，中国已经无惧美国的垄断——要知道，美国曾在海湾战争时置欧

洲盟国于不顾而强行关闭对欧 GPS 服务，而在现代战争中，如果失去了对定位

系统的掌握，那么也就基本意味着是任人宰割。并且北斗拥有着短报文通信服

务的原创功能，能够定位他人的位置，非常有利于营救。与 GPS 不同的是，北

斗不需要等待整个系统建成后才能使用，仅仅发射了 16 颗卫星，就已在亚太地

区正式开通运行。而且使用三频信号，可以更好的消除高阶电离层延迟影响，

提高定位可靠性，增强数据预处理能力，大大提高模糊度的固定效率。在局部

加强，逐步成熟的进程下，北斗的未来无可限量。但现在处于劣势的是，目前

北斗的水平精度理论值能达到 10 米级以内，但是由于外界环境的诸多干扰，定

位精度远远降低了，单一北斗定位数据用于定位远远不够。

（二）意义

诚然，北斗于军事上的精度已经可以达到很高的水平，但是运用于其上的

芯片造价昂贵，技术复杂，在现基础上想要使其在民事领域实现是非常不现实

的事情。但在民事领域上，精确定位又是非常需要的，包括精细农业、灾害监

测、土地水利、智能电网、移动通信等方面定位技术都大有可为，比如智慧城

市中的关键环节——交通，在有了厘米级技术之后，就能在地图上完全显示实

际行走路线，对重点运营车辆、工程车辆、大货车、校车等进行精确监控，对

非法超车等行为进行实时智能化监管等等。

本文由此出发点开始，以 UM220 北斗定位模块的基础为研究背景，在用 BDS
测得观测点的位置坐标的基础上，通过多节点的辅助平面定位，经计算后就能

够得到更为精准的位置坐标。此方法成本低廉，容易实现,并具有较好的使用价

值，为提高北斗的定位系统提供了新思路。对于类似导航定位的应用可以减少

反馈时间，定位精确，得到更加可靠的信息。

二、设计方案原理

以往对北斗定位的优化计算常采用两点确定一点的方法来减小误差，但经

实践后发现此方法的误差减小程度仍远远不够，因此我们采用了一种新型的定

位算法来达到提高定位精确度的目的，并实现多目标高精度定位。

（一）BDS 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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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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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模块。模块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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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卫星的位置精确可知，在接收机对卫星观测中，我们可得到卫星到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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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使用 UM220-III 模块之后，

我们可以直接读出所需的经纬度等数据，无疑省去许多繁复的计算。

（二）RSSI 定位

无线传感器网络作为一种新型的信息获取、数据处理的设备，在应用中，

节点位置信息是在目标识别、监控、跟踪等应用方面的前提和基础，故可以实

现目标定位等应用，可以弥补 BDS 等卫星定位系统获取定位不准确的弊端，可

以提供目标在中短距离内的实时位置信息。

基于接受信号强度的方法 RSSI（Received Signal Strength Indicator）方法是一

种基于测距（Range-based）的节点定位算法。RSSI 测距技术利用接受节点收到

的信号强度（RSSI）计算出信号的传输损耗，根据据理论和经验模型将传输损耗

制作出距离模型，再根据定位算法和距离模型来实现目标节点定位。一般基于

该测距技术的定位算法按照图 1流程实现

图 1 基于 RSSI 的定位方案

基于 RSSI 的定位成本低，精度高，但是实际环境中容易受到隔离物天线增

益、气象等因素的影响；这里选择 Trilateration 三边测量定位算法来进行二维坐

标系的定位。

（三）多目标高精度定位

图 2 多目标高精度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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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S 定位可以得到经纬信息，RSSI 定位可以得到较为精确的平面位置信息，

综合基于 BDS 定位和 RSSI 定位，提出多目标高精度定位的概念，如图 2所示。

当存在多个节点目标时，两两节点通过 RSSI 得到节点间的距离，通过 BDS
定位，得到这些节点的经纬度，把这些节点的经纬度转换位平面坐标，选取其

中一个节点作为盲节点，其他节点作为锚节点，通过 RSSI 定位得到盲节点的多

组位置信息，再根据 RSSI 定位数据以及 BDS 定位得到的原始坐标数据进一步更

准确地计算出盲节点的实际位置信息。

多个节点共存时，通过上述模式，可以对每一个节点都进行优化定位，节

点间的交互定位可以最终实现多目标的高精度定位。在实际应用场景中，可以

选取更多的节点，得到更多的数据，从而精度就会更高。

三、算法模型

（一）BDS 数据模型

BDS 数据遵循 NMEA-0183 协议，统一标准格式 NMEA-0183 输出采用 ASCII
码，其串行通信的参数为；波特率=4800bps，数据为=8bit，开始位=1bit，停止

位=1bit，无奇偶校验。

数据传输以“语句”的方式进行，每个语句均以“$”开头，然后是两个字

母的“识别符”和三个字母的“语句名”，接着就是以逗号分割的数据体，语句

末尾为校验和，整条语句以回车换行符结束。NMEA-0183 有十几种数据信息，

根据需求只选取使用 BDGLL 语句。

$BDGLL 语句格式如下：

$BDGLL,<1>,<2>,<3>,<4>,<5>,<6>,<7>*61
<1>纬度：ddmm.mmmmmm——0000.000000~8959.999999
<2>南、北纬——北纬 N，南纬 S
<3>经度：ddmm.mmmmmm——0000.000000~8959.999999
<4>东、西经——东经 E，西经 W
<5>UTC时间——hh:mm:ss
<6>数据状态——A 有效，V 无效

其中，我们只选取前四段语句，提取出相应的经纬度。由于从 NMEA 中度

到的经纬度跟实际中不相符，需要对模块输出数据进行单位转换。

假 设 模 块 输 出 数 据 为 Data ， 需 求 数 据 为 rData ；

满足 ddmm.mmmmmm 的单位，需求数据

rData是十进制数据，需要满足 。

综合 Data和 rData数据可以得到一下转化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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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地坐标和平面坐标转换模型

大地坐标是球面坐标，当测区范围较大时，要建平面坐标系就不能忽略地

球曲率的影响。把地球上的点位化算到平面上，称为地图投影。高斯投影是较

为通用的投影方式，如图 3 所示。高斯投影正算公式可以由大地坐标（L，B）
求解高斯平面坐标（x，y），而高斯投影反算公式可以由高斯平面坐标（x，y）
求解大地坐标（L，B）。

图 3 高斯投影模型

1、高斯投影正算公式：

其中：角度为弧度

B为点的纬度； ，L 为点的经度， 为中央子午线经度；

N为子午圈曲率半径；

为基本常量，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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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本常量，计算公式如下：

2、高斯投影反算公式：

其中： 为中央子午线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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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RSSI 距离模型分析

在基于 RSSI 定位中，已知发射节点的发射信号强度，接受节点根据收到的

信号强度，计算出信号的传输损耗，接受节点根据收到的信号强度，计算出信

号的传播损耗。选择对数-常态分布模型来获取距离信息，如下式：

其中， 表示距离为 d 时的接受信号功率，常数 A 是信号传输 1m

远时接受信号的功率，n表示与环境有关的路径损耗指数，大小取决于无线信号

传播环境，。 ：平均值为 0，标准差为 的高斯分布。

通过 RSSI 距离模型可知盲节点和锚节点的距离越近，由 RSSI 测距的绝对误

差越小，当距离增加时， 对 RSSI 值的影响就增大，RSSI 测距的值波动较

大，绝对误差变大。

（四）Trilateration三边测量定位算法模型

假设盲节点定位坐标为 ，在其通信范围内，任意选取 3 个锚

节点的信号，如图四中的 ， ， ；这 3 个锚节点对应的坐标

为 ，坐标值由 BDS 定位提供，对应的 RSSI 值为 ，

， 。

图 4 三边测量定位模型

Trilateration 三边测量定位；根据 RSSI 值求出对应的 3 个距离值

，可列方程组:

对上式进行化简，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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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

化简式可以改写成矩阵的形式 ，在理想状态下，式子存在唯一解，

如图 4中位置 所示；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存在诸多外界影响，使方程组

无解，这属于最小二乘的过确定问题。

最小二乘法是一种数学优化算法。它通过最小化误差的平方和寻找数据的

最佳函数匹配，使得这些求得的数据与实际数据之间误差的平方和为最小。利

用最小二乘法可得到方程组的解为：

如图 4中的位置 。

（五）多目标高精度定位模型

当节点数为 n+1个时，选取其中一个节点作为盲节点，如图 5 中左图所示，

理论坐标假设为 ，其余 n 个节点作为锚节点 ，通

过 RSSI 定位， n 个锚节点对盲节点可以定位出 个盲节点坐标

；通过北斗定位和坐标系转换，得到平面定位坐标 BDS，如

图 5中右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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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多目标高精度定位模型

以 BDS 定位和 Trilateration定位得到的数据为基础，通过重心法得出盲节点

的相对精准算法坐标 ：

综上，可以实现算法 的坐标无限趋近于理论坐标 如图 5中

右图所示。最后再通过坐标系转换，使平面坐标系转化到大地坐标系，得到更

为精准的经纬位置信息。

四、实验设计及其结果分析

（一）实验设备

四块 UM220 北斗定位模块，主控开发板，上位机。

（二）实验步骤

图 6 实验模型

如图 6所示，在一个空旷区域，任意选取分散的四个节点 、 、

、 ，四个节点分别放置一块 UM220 北斗定位模块，同时进行 BDS

定位，采集四个节点在不同时段，不同气象的自然环境下进行定位数据；将采

集数据制表、计算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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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分析

采集了大量数据并制作了表格，完整的数据及相关数据处理的见附页。

在数据组中选取 5组数据，进行计算、比较。

以 、 、 的实测值作为锚节点，通过 Trilateration 定位计

算出盲节点 的理论计算值，与 的实测值进行比较，计算误差，如下

表格。

编

号

S1 实测值 S2 实测值 S3 实测值

N E N E N E
1 31.05030042 121.7857364 31.05029273 121.7855432 31.05044223 121.7858691
2 31.05030033 121.7857367 31.0502931 121.7855422 31.05044197 121.7858692
3 31.05030035 121.785737 31.05029347 121.7855414 31.05044188 121.7858694
4 31.05029928 121.7857361 31.05029367 121.7855401 31.0504417 121.7858694
5 31.05029748 121.7857339 31.05029415 121.7855394 31.05044155 121.7858692

编

号

S4 实测值 S4 理论计算值 误差

N E N E N E
1 31.05037657 121.7856725 31.05037592 121.7856621 2.0933E-8 8.5395E-8
2 31.05037682 121.7856743 31.05038012 121.7856392 3.8389E-8 2.8821E-7
3 31.05037555 121.7856769 31.05037145 121.7856999 1.3204E-7 1.8887E-7
4 31.05037375 121.7856791 31.05037369 121.7856801 1.9323E-9 8.2111E-9
5 31.0503

7158
121.785683 31.0503

7189
121.7856891 9.9837E-9 5.0088E-8

根据表格数据得 的理论计算值和与 的实测值误差极小，所以通

过 Trilateration定位得到的理论计算值，可以用于定位优化，近似为真实坐标。

S4 实测平均值 S4 理论计算平均值 误差

N E N E N E
31.05037442 121.7856781 31.05037449 121.7856783 2.259440E-9 1.642229E-9

由附录数据表可由 70组数据得到 的实测平均值，根据上述表格可得

S4的理论计算平均值。理论上 的实测平均值远比单个实测值的的精度高，

更趋近于真实坐标，而 的理论计算平均值仅仅通过 5 组数据就得到非常

趋近于 的实测平均值的值，既可以大幅缩短定位时间，又能保证目标节

点的定位高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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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发展前景

（一）静态多目标定位

UM220 自身的定位有着 50~100 米的范围误差，需要通过一段时间内卫星对

接收机的不断反馈来获得大量的位置坐标，由此提高精度。此方法大程度上运

用了概率统计的思想，得到的数据越多，推得的位置坐标也就越发的精确。而

使用多目标高精度智能定位是在同一时间获得大量数据进行处理，使用数学思

想来根据辅助节点推算出观测节点的位置，不仅提高了精度而且缩短了时间，

更加高效率。

（二）动态多目标定位

使用动态多目标高精度定位与静态多目标定位相比有着更大的优势，北斗

自身的定位需要时间获得多组坐标，从而取得较为精确的值，但目标在不断运

动，无法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准确的定位出当时目标的位置，的这就导致了误差

的增大。而多目标定位则大大地减少了在时间上的误差，它通过在一个时间点

获取观测点及其辅助节点的大量位置数据进行处理并迅速返还，使得观测点的

位置坐标更为精确。

（三）民用化

北斗的高精度定位大多价格昂贵，往往多为军事所用，但使用基于北斗的

多目标高精度智能定位则非常大程度上减少了成本，UM220芯片以及 RSSI 测距

都拥有着高性价比，对民用来说价格能够承担且精度足够。而北斗在民用方面

的发展恰恰是非常需要的，不仅因为它在精细农业、灾害监测、土地水利、智

能电网、移动通信等方面大有可为的定位技术发展潜力，也因为北斗本身的价

值若只用于军事太过于可惜，其昂贵费用仅仅由国家承担是不够的，发展商业

价值十分必要。

六、总结

北斗定位的实际精度不足于用于良好的定位系统中，为了提高北斗定位的

精确度，提出了基于北斗的多目标高精度智能定位系统。通过 BDS 定位与基于

RSSI 的 Trilateration定位相结合的多目标高精度定位系统能够大大地提高北斗定

位的精度。相比于传统定位优化系统，本项目有两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点, 基于北斗的多目标高精度智能定位系统以多目标节点为基础，通过

算法优化，增加了单位时间内的定位数据量，进而实现高精确度定位，比传统

定位优化系统能大幅节省定位时间。

第二点，基于北斗的多目标高精度智能定位系统通过得到两两目标节点之

间的相对位置信息，进行交互定位，可以实现对全体目标节点的高精度智能定

位。

本项目在获得多目标的高精度定位时，兼顾了高实用性、高效率和低廉的

成本，拥有着民用化的巨大潜力，也为提高北斗定位精度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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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测数据表

实验中使用的四块 UM220 北斗定位模块

UM220 模块的使用说明

实验地点描述图



第九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537

一种基于北斗定位技术的 DEM 测绘系统设计

作 者：邰凡彬、华昭杰、黄晓钰、浦奕星

指导教师：刘 恒

学 校：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摘要】数字高程模型（DEM）的建立对于完善现代高精度地理信息基准，提

高工程应用中的计算精度以及工作效率有着重要作用。设计针对现有遥感卫星

图像处理、人工操作水平仪、车载 GPS 测量等几种主流 DEM建立方案优势和不

足提出一种互补方案——基于北斗系统和物联网技术的数字高程测绘系统。 该

方案以履带车作为移动平台，STM32F103单片机为主控，采用 BD/GPS 双精度定

位模块以及 4G 无线通信网络，结合摄像头和智能算法能够实现超远距离的履带

车手动控制和无人情况下的自主巡航，同时将采集到的地理数据上传给云端服

务器，由云端服务器进行计算，用户可通过地面站登录云端获取相应平台的实

时数据。实验表明该系统在土地利用、防洪减灾、水电工程规划与设计选址、

地质灾害评估、宏观分析地形地貌等领域可发挥重要作用。

【关键词】数字高程模型 物联网 自主巡航

【 Abstract 】 The establishment of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DE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erfecting modern high-precisio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benchmarks and improving calculation accuracy and work efficiency in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 The paper proposes a complementary scheme based on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several mainstream DEM established programs, such as image
processing by remote sensing satellites, manual operation level, and on-board GPS
measurement, which are digital elevation mapping systems based on the Beidou
system and the Internet of things technology. The program uses a tracked vehicle as a
mobile platform, STM32F103 microcontroller as the main control, through the use of
BD / GPS double precision positioning module and 4G wireless communication
network, can achieve long-distance manual control and autonomous operation and
cruising under no one's circumstances, at the same time The collected data is
uploaded to the cloud server, which is calculated by the cloud server. Users can log in
to the cloud through the ground station to obtain the real-time data of the
corresponding platform. Experiments show that the system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such fields as land use, flood control and disaster reduction, hydropower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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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ning and design site selection, geological disaster assessment, and macroscopic
analysis of topography and landform.

【Key words】digital elevation model; Internet of Things; autonomous cruise

一、引言

地面数字高程模型的建立，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和现代

高精度地理信息基准，提高工程应用中的计算精度以及工作效率。在城市规划、

土地利用、防洪减灾、水电工程规划与设计选址、地质灾害评估、宏观分析地

形地貌和地质构造等领域有着重要作用。

现有地面数字高程模型建立方式主要包括三种：遥感卫星图像处理法、人

工操作水平仪法、车载 GPS 测量法。其中遥感卫星图像处理法测量的规模大、

效率高，但匹配度低、复杂地貌难以测算；人工操作水平仪测量精准、匹配度

高，效率低、自动化程度低；车载 GPS 测量自动化程度高，但是在复杂地形中

车辆难以进入。

针对上述方法的不足，本文提出一种新型的地面数字高程测绘系统方案。

该方案包含位置地理和场景信息采集、通信、地面站三个子系统，运用 PID 控

制算法、惯导融合算法等算法实现硬件履带车平台的自主巡航、数据通信、远

程操控以及数字高程模型（DEM）的建立。

本测绘系统包括用以采集地理信息的履带车，用以远程通信的云端服务器，

以及用以计算显示田面 DEM 和控制履带车的 PC 客户端。共有两种操作模式，

分别是手动控制与自动巡航模式。当有人时可以在 PC客户端通过物联网技术远

程控制履带车移动采集信息，建立地面 DEM；当无人情况下，主控单片机

STM32RCT6可以控制履带车按规定路线自动巡航，采集相应的信息传回 PC客户

端，建立地面 DEM。而且在这两种模式下，都可以在 PC客户端通过履带车上摄

像头传回的图像信息实时监控履带车的状况。

二、创新点

本测绘系统使用 BD/GPS双精度模块进行经纬度以及地面高程测量，采用北

斗定位技术提高测量精度。

本测绘系统在自主巡航功能中，运用 PID 控制算法、惯导融合算法，实现

履带车的精确导航。

本测绘系统可以自动实现测绘，建立地面 DEM，具有效率高、自动化程度

高等特点。

本测绘系统通过物联网方式，采用云端服务器通信，可实现远距离通信。

本测绘系统采用模块化设计，适合多项应用场景。若是产品化，也易于维

护和升级，使产品能快速应对市场变化。

三、地面 DEM测绘系统原理设计

3.1 系统硬件框图

本测绘系统由地理信息数据采集、通信以及地面站三个子系统组成，如图 1
所示。其中地理信息数据采集子系统以航模电池供电，包含主控单片机

STM32F103RCT6，BD/GPS双精度模块，带 USB 摄像头的树莓派，九轴 MPU，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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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小车平台（编码电机）；通信子系统包含带 WIFI 模块的树莓派，4G 路由器，

阿里云服务器；地面站子系统为 PC客户端，同时在数据采集子系统中留有预留

接口，可根据要求自行选择添加测量模块，系统硬件见图 2。

图 1 系统硬件框图

图 2 系统硬件实物

3.2 地理信息采集子系统

本设计主要的信息采集为 BD/GPS 模块的地理位置和地理高程信息的采集，

用以绘制地形图，同时利用摄像头实时获取履带车的周围视场信息，如图 3 所

示。履带车的控制有两种模式：上位机规划好路线自主巡航和根据摄像头的视

场手动确定行走路径。同时采集摄像头的图像上传至地面站，以在客户端实时

查看履带车的状况，同时在该数据采集子系统中留有预留接口，可根据要求自

行选择添加测量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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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地理信息采集子系统

3.3 通信子系统

本设计的通信子系统如下图 4 所示，主控 STM32单片机和树莓派之间通过

串口通信，树莓派 WIFI 模块通过 4G 路由器，以 UDP 协议连接阿里云的云服务

器 ECS。主控 STM32单片机采集的地理信息与树莓派采集的图像信息，通过 4G
传给阿里云服务器，PC客户端可以请求相应设备的视频数据和采集数据。同时

客户端可以发送命令控制相应的设备，并且一个客户端可以通过物联网技术控

制多台设备。

图 4 通信子系统

图 5 数据包结构

在 Internet网络中传递的数据以二进制流进行传输，方便各种系统的移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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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本测绘系统中数据包结构如下图 5 所示，数据包包括随机 ID 号（2 字节）、

命令号（2 字节）、数据包总包数（2 字节）、当前包号（2字节）以及数据包本

体内容。

3.4 地面站子系统

PC客户端如图 6 所示，可以将传回的地理信息通过相应的算法处理得到地

面 DEM，并且可以实时显示履带车第一视角的视频信息。同时在手动模式时，

可以通过键盘按键控制履带车的移动方向。

图 6 PC 客户端

四、DEM 测绘系统算法技术设计

4.1北斗定位系统介绍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简称北斗系统(Bei 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BDS)，
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全球导航系统，该导航系统具备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且性

能达到全球领先水平，可为全球用户提供稳定授时、定位、导航等服务。

根据几何知识可知，在平面中，不平行的两条直线可以确定一个点。而在

空间中，首先需要两个相交的曲面确定一条曲线，然后再利用第三个曲面跟曲

线相交确定两个点，北斗系统就是利用这个原理定位解算的。

实际情况中，如式(1)所示[2]，可计算定位点在空间坐标下的具体位置。

2 2 2( ) ( ) ( )ui i i ix x y y z z c T        
（1）

式（1）中， ui
表示定位点在空间坐标下的具体位置。 ( )x y z， ， 代表定位

点在空间中的坐标， ( )x y z， ， 表示第 ( 1 2 3)i i  ，， 颗卫星在空间坐标下的位置，

为光速， 为系统和定位点实际接收信息上所存在的误差时间。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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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方程，四个未知数的式子，还需额外加入一颗卫星用来定位，这样，即可

通过四组数据确定一个位置点。这便是北斗定位的基本原理。

4.2 PID控制算法分析

为有效的控制履带车的移动，通过 PID 控制算法，用于矫正航向角，使航

向角朝向目标地点，并辅以阈值约束。

如式（2）所示， PID 控制算法的核心：

0

1 ( )( ) ( ) ( )
t

p D o
I

de tu t K e t e t dt T u
T dt

 
    

 


（2）
离散化后，式（2）表示为：

0

( ) [ ( ) ( ) ( ( ) ( 1))]
j k

D
p

jI

TTu k K e k e j e k e k
T T





    
（3）

式（2）和（3）中， pK 表示比例系数； lT表示积分时间常数； DT 表示微分

时间常数，T 表示采样时间间隔， ( )e t 为 t 时刻目标值和测量值的误差。

PID控制算法的比例、微分以及积分分别对应下述控制功能：

比例对应控制功能：在 PID控制系统中，内部传递的信号能满足某种比例，

若此比例造成一定偏离，而形成新的信号 ，则 PID控制器将即时控制系

统，使系统重回正常比例信号。

积分对应控制功能：在 PID 控制系统中，系统信号因为多环节的传递而产

生偏差，为削减偏差引入积分参与控制，以提升系统精度。其中，积分时间常

数 决定了积分控制在整个系统中的削减偏差的能力与 成负相关。

微分对应控制功能：在 PID 控制系统中，在比例控制时产生的信号偏差随

时间的变化而增大，为避免偏差信号过大而严重影响系统精确度，需用微分控

制在偏差产生初期开始迅速进行矫正。

通过上述技术设定参数，以 PID 控制算法矫正了履带车航向角，有效控制

了履带车的移动。

4.3 惯导融合技术分析

为了提高了履带车的即时反应能力，使自主巡航中的路线稳定、准确，本

系统采用惯性导航技术。

惯性导航（简称惯导）技术是一种涉及电子、机械、控制、材料及计算机

技术等多学科的综合技术。惯导利用惯性传感器（如陀螺仪、加速度计等）测

量系统的运动信息，再通过对运动信息的解算得出系统相对于全局参考坐标系

的姿态航向、位移及速度信息。惯导系统能够不依赖外部信息，同时也不对外

福射能量，是一种完全自主的导航系统。

捷联式惯导系统因其体积小、易安装、维护等优点，成为现代惯导系统的

主流，已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海洋航行、移动机器人等领域。本文采用捷联

式惯导系统，利用陀螺仪进进行数据采集。捷联惯导的位姿解算方法如图 7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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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图 7 捷联惯导位姿算法

通过陀螺仪的角速度积分得到姿态航向信息，利用姿态航向信息将加速度

计测得的加速度信息换算为全局参考坐标系信息，在对重力加速度进行补偿得

到全局加速度，全局加速度的一次积分得到速度，二次积分得到位移。在导航

定位中，姿态航向是一种直观的欧拉角描述方法，欧拉角包括滚动角、倾斜角

和航向角，其中滚动角和倾斜角合称为姿态角。

惯导在利用陀螺仪测量的的角速度数据计算姿态航向的时候，由于角速度

存在误差，并且任何时刻的姿态航向更新都是在前一时刻结果的基础上进行的，

因而姿态航向误差会随时间不断累积，并最终导致计算结果与真值之间的偏差

越来越大。

因而在本设计中，采用 Rehbinder H 和 Hu X 所提的方式，利用卡尔曼滤波

器将陀螺仪信息和加速度计信息进行融合，增加了外部参考来对误差进行修正。

在原本的加速度值的基础上，通过互补滤波算法，引入加速度校正量，与原加

速度线性叠加得到融合后修正的加速度值，继而通过积分运算推导出速度、加

速度的修正值。

4.4 自主巡航算法分析

在设计自主巡航算法时，对于通过北斗系所得坐标数据，需要通过一定的

算法修正，结合陀螺仪等惯性元件以得出履带车具体的行驶距离、行驶方向。

在具体修正算法中，引入墨卡托投影图，加以计算纬度渐长率
L 。式（4）

中， 为纬度， ee 为地球椭圆体的偏心率， e为自然常数。

2

10
17915.70447 log

4 2 1

e

e

e

e sinL tan
e sin

 


 
            

 




（4）

通过两坐标点之间的纬度渐长率差，结合两坐标点的经纬度值即可得出履

带车由一点出发巡航至另一点之间的行驶距离、行驶方向。

4.5 物联网技术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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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统在整体设计中，引入了基于互联网发展而出的物联网技术。物联网

技术主要是利用各种传感器采集各种设备的各种运行状态，并且通过通信技术

传到云端或者其他数据共享中心进行处理。

在本系统中，以履带车搭载各类传感器，远程连接互联网，通过云端处理

数据，最终提供至客户端，将客户端作为用户平台，履带车可在用户远程操控

下，实现手动控制和规划路径自主巡航，提供智能管理的完整系统平台。

4.6 DEM测绘算法分析

对于传回的地理位置以及高程信息，本测绘系统可以按照测量要求设置相

应的测量精度，如可以按照测量间距为 5 米为精度读取地理信息，并将其绘制

成三维的地形图。其中该测量间距可换算成经纬度之间的关系，计算原理如下：

地球是一个近乎标准的椭球体，它的赤道半径为 6378.140千米，极半径为

6356.755千米，平均半径 6371.004千米。如果我们假设地球是一个完美的球体，

那么它的半径就是地球的平均半径，记为 。如果以 0 度经线为基准，那么

根据地球表面任意两点的经纬度就可以计算出这两点间的地表距离。设第一点

的经纬度为
 LonA LatA，

，第二点 的经纬度为
 LonB La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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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ngitude
，北纬取 900-纬度值

 090 -Longitude
，南纬取 900+纬度值

 090 +Longitude
，则经过上述处理过后的两点被计为

 MLonA MLatA，
和

 MLonB MLatB，
。那么根据三角推导，可以得到计算两点距离的如下公式：

         sin sin cos cos cosC MLatA MLatB MLonA MLonB MLatA MLatB     

（5）
1cos ( )Distance R C  （6）

式（6）中，R 和 Distance单位相同，在采用 6371.004km 作为地球半径值时，

R 和 Distance的单位可都取 km。

最后结合 4.2、4.3、4.4 节中所提的 PID 控制算法、惯导融合技术、自主巡

航算法，可完成履带车在设定地点的巡航测绘工作。

五、DEM 测绘系统功能及应用

5.1 自主巡航功能

本文设计的 DEM测绘系统能够实现自主巡航功能，即按照事先设定好的路

径智能移动，采集相关地理信息数据。首先，通过北斗定位系统获得位置坐标

信息，然后结合车载陀螺仪、加速度计、编码器等惯性元件测算具体地形下的

位移、速度等数据信息，进一步对履带车作出准确定位。最后，在坐标定位基

础上，采用 PID 算法，实现履带车在设定的路线下进行自主巡航，同时在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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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航过程中采集相关地理信息。特别地，本系统采用了物联网技术，实现了用

户远程控制，可以在客户端通过联网对完整实现对履带车功能的使用，设定坐

标使其自主巡航。此外，本系统也支持客户端手动远程控制履带车移动，因此

在面对自主巡航测绘的突发情况时，具有良好的紧急应对措施。

如下图 8 所示，当设定好巡航路径后，履带车可以在地图选中的点之间进

行自主巡航。

图 8 自主巡航

5.2 云端数据分析功能

本系统可通过车载系统预留接口接入测量模块，在测绘过程中，采集当地

环境的其他数据信息。同时提供了云端计算能力，可实现云端数据分析，并最

终将处理所得信息反馈至用户客户端。如采集当地各地区的温湿度信息，分析

气候变化与地理位置的关系。亦或是更进一步地，具体分析各个区域的环境，

提供适宜种植何种作物的相关参数信息，通过参数信息进一步又能够商业化，

为用户提供合理的地区种植作物布局设计，优化产出，提高利润。

5.3 田面 DEM测绘应用

DEM测绘系统有广泛的工程应用前景。在农田的土地平整作业中，需要对

土地平整前后的地面高程进行测量，而本系统结合先进的北斗卫星定位技术替

代传统的人工水准仪测量方法对数字高程模型(DEM)进行测量具有较好的可行

性。从而有利于改善田面的平整度，有效地提高地面灌溉系统性能指标，产生

明显的节水增产效果。

在该项应用中，利用 DEM测绘系统采集相应的地理位置以及地面高程信息，

以及履带车第一视角拍摄的图片信息，通过其云端服务器传至 PC客户端，再由

PC客户端相应的算法处理得到田面 DEM。本系统能够实时显示履带车第一视角

的图片，同时支持客户端手动远程控制履带车移动，因此在面对田面测绘的突

发情况时，具有良好的紧急应对措施。

如图 9所示，图为一次测试中传回客户端的地面高程信息，横坐标位时间，

纵坐标为地面高程，同时实时显示最新采集的高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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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地面高程

将此次测量的地面高程信息每隔五米取数据，进行处理即可得到如下图 10
所示的 DEM，为一个三维立体图，X、Y、Z 轴方向分别对应测量点的经度、纬

度、高程信息，通过图就可以快速得到地理信息。

图 10 地面 DEM
此外，考虑到履带车地面移动的局限性。测量的太过崎岖的地形将导致履

带车移动困难，从而无法测绘。在实际应用中，可进一步改进本系统，考虑使

用无人机替换履带车，以低空飞行方式移动来测量地理信息，进行相应 DEM 测

绘。

六、总结

本报告设计并制作了一种基于北斗定位技术的 DEM测绘系统，本测绘系统

主要由地理信息数据采集、通信、上位机三个子系统组成。结合了北斗定位技

术、自主巡航算法、惯导融合技术、DEM测绘算法、物联网技术，最终实现了

DEM测绘系统的多功能应用。其智能化的自主巡航功能、云端数据分析功能有

广泛的工程应用前景。报告中，以田面 DEM测绘应用为例，作出了相关应用介

绍和测量结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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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北斗定位的交通预警装置

作 者：张 波、黄照全、龙 鑫、钟世豪

指导教师：许辉熙、蒲仁虎

学 校：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摘要】这是一种基于北斗定位的交通预警装置，由交通预警装置、中心腔、

第一警示件、第二警示件、北斗定位件、切换按钮、电源开关、照明件等组成。

其特征在于使用中，可以通过至少两个警示件来指示事故的严重程度或事故类

型。具体的，可以通过警示标记颜色的深浅来指示事故的严重程度或类型；还

可以通过警示标记的

形状来指示事故的严重程度或类型。在交通预警装置上设置定位件，定位

件与定位系统相连后，有利于指示事故的位置，便于救援行动的顺利进行，也

有利于向后方车辆提前进行预警。增加了交通安全性为救援行动争取了一定时

间。

【关键词】北斗定位 交通预警装置 警示件

【Abstract]】this is a traffic warning device based on Beidou, by the traffic warning
device, the central cavity, the first warning, second warning, Beidou, switch button,
power switch, lighting components. Characterized by using, by at least two warning
to indicate serious accident the degree or type of accident. Specifically, by warning of
the depth of color to indicate the severity of the accident or type; but also through the
warning mark shape to indicate the severity of the accident or type. Set the
positioning member in a traffic warning device, positioning and positioning system is
conducive to indicate the location of the incident, It is convenient for the rescue
operation to proceed smoothly, and it is also beneficial to the early warning of the
backward vehicles. The increase of traffic safety has made a certain time for the
rescue operation.

【key words】Beidou positioning, traffic warning device, warning piece

一、引言

1.1研发背景

目前我国道路交通事故死亡数量居全世界第一，全国道路安全形势严峻。

针对事故处理现场的安全防护措施缺失，由此造成的二次事故更是让人堪忧。

现有技术主要是通过一个警告牌标志来进行预警，后方车辆不能够通过警告牌

来大致掌握前方事故的情况，尤其是在大雾天气或是雾霾较严重的时候。因此，

容易造成二次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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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发意义

基于北斗定位的交通预警装置解决了为救援有关部门提供了事故的位置，

便于救援行动的顺利进行，也有利于向后方车辆提前进行预警避免了二次交通

事故的发生。增加了交通安全性。

1.3前期研发基础

（1）了解交通规则；

（2）学习交通的有关知识；

（3）北斗导航定位系统的了解；

（4）学习预警装置的相关知识；

（5）了解警示件以及照明件的作用；

（6）了解警告牌标志的作用及其使用方法；

（7）学习电路连接相关知识；

1.4研发范围和总体目标

研发范围是基于北斗定位的预警标志；总体目标是通过北斗与警示标志相

结合为救援有关部门提供了事故的位置，便于救援行动的顺利进行，也有利于

向后方车辆提前进行预警避免了二次交通事故的发生，降低事故的发生率。

二、技术沿革与新技术研发

2.1基于北斗定位的预警标志的技术发展

考虑到现有技术的上述问题根据本项目的一个方面，公开了一种基于北斗

定位的预警标志。包括警示件、电源件和开关，开关与警示件相连；警示件的

数量为至少两个，警示件中设有照明件，电源件与警示件相连，各警示件能够

形成形状或颜色不同的警示标记。

本项目提供的警示件的数量包括至少两个，警示件由电源件供能。使用中，

可以通过至少两个警示件来指示事故的严重程度或事故类型。具体的，可以通

过警示标记颜色的深浅来指示事故的严重程度或类型；还可以通过警示标记的

形状来指示事故的严重程度或类型。

作为本项目的优选方案，还包括定位件；警示件与定位件相连，定位件用

于与定位系统相连以指示交通预警装置的位置。

在交通预警装置上设置定位件，定位件与定位系统相连后，有利于指示事

故的位置，便于救援行动的顺利进行，也有利于向后方车辆提前进行预警。

作为本项目的优选方案，定位件为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定位芯片。

具体的，定位件的型号可以选择为 SAM2825-MTBD，该型号的芯片为北斗

模块，可以与北斗导航系统相连。

作为本项目的优选方案，警示件上形成容置腔，定位件置于容置腔中。

警示件上形成用于安装定位件的容置腔，使定位件能够免于风雨的侵蚀，

提高定位件的使用寿命。

作为本项目的优选方案，第一警示件围成容置腔，第一警示件上能够形成

三角形结构的警示标记，第二警示件设于第一警示件外侧。

具体的，第一警示件可以形成三角形结构警示标记，这种警示标记与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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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警示牌类似，以免对后方驾驶员造成不必要的干扰。第二警示件设置于第一

警示件外侧，同样选用三角形结构。当然，警示标记还可以选择为其他的结构

形式，而不仅限于三角形。

作为本项目的优选方案，还包括切换按钮，切换按钮与第一警示件和第二

警示件相连。

切换按钮用于切换第一警示件和第二警示件中照明件的发光状态。例如：

在第一警示件中的照明件发光时，按下切换按钮，使第一警示件中的照明件关

闭，第二警示件中的照明件开启；在第二警示件中的照明件发光时，按下切换

按钮，使第二警示件中的照明件关闭，第一警示件中的照明件开启。

作为本项目的优选方案，还包括光致储能夜光粉，光致储能夜光粉设于警

示件的表面。

在警示件的表面上设置光致储能夜光粉，使得在照明件没有能量供应的情

况下，光致储能夜光粉能够发光以起到警示作用。

2.2技术发展方向

在使用中，可以通过至少两个警示件来指示事故的严重程度或事故类型。

具体的，可以通过警示标记颜色的深浅来指示事故的严重程度或类型；还可以

通过警示标记的形状来指示事故的严重程度或类型。在交通预警装置上设置定

位件，定位件与定位系统相连后，有利于指示事故的位置，便于救援行动的顺

利进行，也有利于向后方车辆提前进行预警。

2.3研发方案

2.3.1预期目标

本课题目标是研发一种基于北斗定位的交通预警标志，是一种通过北斗定

位与警示标志相结合的交通预警标志，有利于指示事故的位置，便于救援行动

的顺利进行，也有利于向后方车辆提前进行预警。为救援相关部门节约一定的

时间，方便救援行动顺利进行，便于后方车辆能及时警醒。降低交通事故发生

率。

2.4系统原理

2.4.1结构示意图

图 1是本项目的结构示意图。

图标：1-交通预警装置；11-中心腔；12-第一警示件；13-第二警示件；112-
定位件；132-切换按钮。

2.5实施方案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项目作详细的说明。

为了使本项目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

施例，对本项目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

用以解释本项目，并不用于限定本项目。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交通预警装置 1，这种交通预警装置 1包括开关、电源

件、定位件 112、切换按钮 132、第一警示件 12和第二警示件 13。
第一警示件 12为三角形结构，第一警示件 12 中部形成容置腔 11，第二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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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件 13设于第一警示件 12外侧。

第一警示件 12 和第二警示件 13 中设有照明件。照明件与电源件相连，电

源件用于为照明件提供电能。照明件能够使第一警示件 12 和第二警示件 13 呈

现不同颜色的警示标记。具体的，第一警示件 12 上能够形成鲜红色的三角形警

示标记，第二警示件 13 上能够形成暗红色的三角形警示标记。两种警示标记分

别代表两种不同程度的事故或两种不同类型的事故，从而能够让后方驾驶员做

好充分准备。

开关用于打开和关闭照明件。具体的，照明件为灯管。

切换按钮 132 与第一警示件 12 和第二警示件 13 相连。切换按钮 132 用于

切换第一警示件 12 和第二警示件 13 中照明件的发光状态。例如：在第一警示

件 12中的照明件发光时，按下切换按钮 132，使第一警示件 12 中的照明件关闭，

第二警示件 13 中的照明件开启；在第二警示件 13 中的照明件发光时，按下切

换按钮 132，使第二警示件 13中的照明件关闭，第一警示件 12中的照明件开启。

第一警示件 12 和第二警示件 13 的表面设有光致储能夜光粉。在电源件无

法为照明件提供电能时，光致储能夜光粉能够发光以起到警示作用。

容置腔 11中设有定位件 112。定位件 112为定位芯片。具体的，定位芯片

的型号可以选择为 SAM2825-MTBD，该型号的芯片为北斗模块，可以与北斗导

航系统相连。

本实施例中，容置腔 11 中还可以设置显示器，通过显示器来显示事故的具

体类型。

本实施例提供的交通预警装置 1的工作原理在于：

该交通预警装置 1 能够在两个警示件上形成不同的警示标记，从而对后方

的驾驶员做出事故类型或事故严重程度的提示，以降低二次事故的可能性；

该交通预警装置 1 上设置了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定位芯片，能够迅速指示

事故的发生位置，便于救援，也便于提示距离事故现场较远的驾驶员；

该交通预警装置 1 上还设有光致储能夜光粉，在电源件无法为照明件提供

电能时，光致储能夜光粉能够发光，从而不影响交通预警装置 1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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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北斗定位的交通预警装置

三、结论

本项目涉及交通领域，具体的说是一种基于北斗定位的交通预警标志。在

对交通事故救援和处理的现状调查之后发现:现有的交通事故救援处理是通过人

为拨打电话并告知地点进行救援，在交通事故现场摆放相应的警示牌。现有技

术不能让救援部门及时的了解到事故发生地，从而导致救援时间的延长。现有

技术不支持在大雾以及雾霾天气进行工作，在大雾以及雾霾天气工作会让后方

车辆不知道情况，从而造成二次交通事故的发生。本项目针对现状进行了交通

事故的救援和处理的研发，将北斗运用于警示标志上让救援部门能快速的找到

交通事故发生地，为交通部门节约了大量不必要的时间；本项目还在警示牌上

装有照明件以及警示件能让后方车辆在大雾以及雾霾天气都能提前清晰了解到

前方事故的类型，避免了二次交通事故的发生，增加了交通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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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仿生型混合驱动水下滑翔机

作 者：陈 畅、马开开、康亚涛、李 可

指导教师：李陈峰

学 校：哈尔滨工程大学

【摘要】本文主要在国内外研发的各类常规水下滑翔机及仿生机器鱼的基础上，

将仿生鱼尾鳍推进与水下滑翔推进两种驱动机制相融合，提出一种基于北斗导

航系统的仿生型混合驱动水下滑翔机，能较好地实现混合驱动，融合了两种驱

动机制的优点而弥补了两者的不足，具有功耗低，续航时间长，机动性强，噪

音低，外形阻力小等优点。其设计尺寸小，制造成本低，非常适合作为近海、

河流、湖泊甚至池塘等浅水域的传感监测作业平台，亦可以较好的胜任军事侦

察作业任务。

【关键词】仿生 北斗导航 混合驱动

【Abstract】Based on the various types of conventional underwater glider and bionic
robotic fish developed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integrates the two driving
mechanisms of bionic fish tail fin propulsion and water down-gliding propulsion, and
proposes a bionic system based on 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underwater glider
hybrid drive, the drive can achieve better mixing, it combines the advantages of the
two drive mechanisms up for the lack of both, with low power consumption, long life
time, high flexibility, low noise, small outline resistance Etc. With its small size and
low manufacturing cost, it is ideally suited as a sensing and monitoring platform for
shallow waters in coastal areas, rivers, lakes, and even ponds, as well as being able to
perform military reconnaissance missions.

【KeyWords】Bionics, BeiDou Navigation, Hybrid-driven

一、作品研发背景

目前国内外研发的各类水下滑翔机，其依靠浮力与水中俯仰姿态调节，进

行剖面滑翔运动，能耗极低，续航力强，噪音低，在海洋监测中获得了极大应

用。但现有的常规水下滑翔机有其巨大的限制性.第一，常规水下滑翔机只能在

水下进行锯齿形剖面运动或螺旋转弯运动，机动性差，运动精确度不高；第二，

常规水下滑翔机尺寸一般在长 2m 左右，重 50KG以上，工作水深一般在几百米

几千米水深，这极大地限制了水下滑翔机在内河湖泊近海等浅水或小面积水域

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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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国外研发的三种水下滑翔机

近年来技术不断成熟的仿生机器鱼，通过机体摆动变形或者仿鱼鳍类附属

物摆水前进，较好的模拟了鱼类在水下的灵活游动，舵机及电机作为驱动器，

易于控制和快速响应，机动性较高，控制灵活，运动及定位精确度也较好。普

通的仿生机器鱼，需要连续不断地提供驱动力，能耗较高，导致续航力不足，

难以胜任长期大航程的监测作业任务。

图 2 国内研发的仿生机器鱼

团队在国内外研发的各类常规水下滑翔机及仿生机器鱼的的基础上，提出

一种将仿生鱼尾鳍推进与水下滑翔推进两种驱动机制相融合的新思路，开发出

一种新型的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仿生型混合驱动水下滑翔机——“海翼二号”，

能较好地实现混合驱动，同时具有水下滑翔推进和仿生尾鳍推进两套推进系统，

融合了两种驱动机制的优点而弥补了两者的不足。该仿生型水下滑翔机具有功

耗低，续航时间长，机动性强，噪音低，外形阻力小等优点，其设计尺寸小，

制造成本低，非常适合作为近海、河流、湖泊甚至池塘等浅水域的传感监测作

业平台，亦可以较好的胜任军事侦察作业任务。

二、作品设计方案

（一）作品整体设计

仿生型混合驱动水下滑翔机主要包括六部分，首部前舱帽与后面壳体隔离，

内部放置外皮囊，主要用于辅助吸排水；前舱耐压壳体内部安装了浮力驱动模

块；中前段安装俯仰姿态调整机构；中部用来安装控制电路及测量传感器；后

舱耐压壳体内安装了横滚姿态调整机构；尾部安装了仿生驱动机构并使用后盖

拧动密封。各舱段之间连接采用了混合驱动水下滑翔器的壳体连接机构。仿生

型混合驱动水下滑翔机由以下六大个模块组成，如图 3所示：

(1）水下仿生滑翔机器人外壳

(2）姿态调整系统

(3）浮力驱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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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仿生驱动机构

(5）控制与通讯系统

(6）传感部件

图 3 载体外形和结构布局设计图

（二）作品各部分设计

2.1 外部结构设计

如图 3 所示，长度为 90cm, 外壳主要由碳纤维材料制成，能够承受较大的

水下压力。采用鱼形形状的流线轮廓设计，减小阻力从而达到降低能耗的目的，

滑翔机翼的设计是为了提供足够的水动力产生滑翔力和力矩。所设计外形结构

不但能使滑翔机在航行时受到较小的水阻力，同时能够产生合适的升力，保证

较大的水平速度，以实现尽可能远水平距离的稳定滑翔。

2.1.1 前舱帽设计

前舱帽用于安装外部皮囊和部分测量传感器且和后面舱段分离，其结构设

计如图 4 所示，其中，为了保证整个水下滑翔机的流线型外形，在前舱帽上设

置了引流孔，通过引流孔外部水体能够直接与外皮囊相接触，外皮囊内部的液

态介质是通过位于加强筋板中间的孔与内部单向阀、换向阀、液压泵及内油腔

连接的。

图 4 仿生滑翔机前舱帽

2.1.2 水平升降翼设计

升降翼用于在浮力驱动模式下提供升力，对于滑翔机能否实现滑翔运动影

响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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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仿生滑翔机锯齿形滑翔时要周而复始地潜浮，升降翼平面应平行于滑

翔机器人主轴线。从升阻比大小考虑选择升降翼外形，应选择直板形，且宜选

用轻而硬的材料，以尼龙材料最为合适。参照飞机机翼，水平升降翼包括两个

设计参数：有效弦长、翼展，其中，有效弦长是指升降翼的前后宽度，而翼展

是指从左翼翼尖至右翼翼尖的距离，取有效弦长 c =100mm，翼展 SPAN
=1200mm，将升降翼安装在主体长度 60％左右处较为合适，考虑到仿生滑翔机

的总长度为 1558mm，因而最终将升降翼置于浮心偏后 150mm，如图 5 所示。

图 5 水平升降翼 图 6 垂直稳定翼外形示意图

2.1.3垂直稳定翼设计

垂直稳定翼主要用于稳定航向，取垂直稳定翼前缘后掠角(垂直稳定翼前缘

与机身轴线的垂线之间的夹角)为 21.1 度。后缘后掠角(垂直稳定翼后缘与机身

轴线的垂线之间的夹角)取 0 度，厚度为 4mm，边缘均有倒角，且为了便于与耐

压壳体连接，在底部设计了与壳体表面相同曲率半径的弧度连接板，并设计了

四个螺纹孔，如图 6，由于垂直稳定翼内部安装仿生驱动机构，且壳体的安全厚

度为 6.5mm，将垂直稳定翼下方的壳体厚度设计为 17mm，以便既能够起到固

定垂直翼的作用，又能够保证壳体的校核厚度。

2.2俯仰调整机构设计

仿生型混合驱动水下滑翔机的俯仰姿态通过齿轮齿条机构实现，如图 7 所

示。齿条通过导轨固定在壳体上，齿轮与驱动电机固定在由电池组组成的配重

上，电机驱动齿轮带动配重块沿滑翔机器人轴向移动，改变重心和浮心在纵向

上的相对位置，实现俯仰姿态的调节。

图 7 俯仰调节机构整体装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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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定常滑翔状态的受力分析图

俯仰结构设计主要针对导轨、导轨固定座、电机及齿轮等构件进行。

为了防止电池包的转动以及保证俯仰机构的定位精度，将导轨的外形选为

长方体形，如图 11 所示。俯仰电池组的前后移动通过齿轮齿条啮合传动来实现，

考虑到水下滑翔机内部装配空间及实际运动等问题，在俯仰机构一侧端盖上安

装齿轮，在导轨上安装齿条较为合理。在导轨纵向中央设计通孔，可将其作为

布线通道，避免产生走线零乱的问题，考虑到电源线和数据线的根数及直径，

将通孔直径设计为 12mm。

图 9 方形导轨结构示意图

为了满足方形导轨的强度要求，选择 45#钢作为方形导轨的材料。方形导轨

上的齿条定位槽槽深设计为 1.5mm。为了保证方形导轨的强度要求，将方形导

轨的外部截面尺寸定为 20×20mm，长度为 500mm。为了将导轨固定在加强筋

板上，又便于拆装，设计了导轨固定座，材料选为 45#钢，如图 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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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导轨固定座 图 11 俯仰传动调节机构示意图

通过参考每节电池及端盖等构件重量，在前后两个端盖之间以两节电池为

一组放置 12节电池，可以在平衡位置前后 6厘米范围内移动，最大速度可至 0.01
米/秒。为了将 12 节电池固定在两端盖之间，在两侧端盖上设计 6 个电池定位

槽，两侧端盖通过五根螺纹拉紧杆拉紧，为了减轻重量，将电池包端盖材料选

择为 ABS。俯仰机构采用的锥齿轮齿数都为 17，模数为 1，齿宽 5mm，分锥角

为 45°，与齿条啮合的直齿轮齿数 z=22，模数 m=1。选用直流伺服驱动电机

RE26(18W)驱动锥齿轮，通过两个锥齿轮的啮合来改变传动方向，因为左侧锥齿

轮与直齿轮同轴转动，从而通过直齿轮与齿条的啮合，使得俯仰调节电池组在

导轨上移动。

2.3横滚调节机构设计

横滚调节机构由齿轮副及偏心质量块组成，如图 14 所示。大齿轮通过导轨

固结在机体上，驱动电机、小齿轮及偏心质量块安装在旋转轴上，通过电机驱

动小齿轮沿大齿轮运动，改变滑翔机重心相对于其浮心的横向位置，实现横滚

姿态精确调节。

图 12 横滚调节机构整体装配图

在横滚机构左右两个端盖之间，以两节电池为一组，将 14节电池夹在中间，

并可实现绕导轨的正负 90度的偏转，将全部电池尽量置于旋转轴一侧，使得旋

转机构偏心距较大，以便仿生滑翔机在转向时，由旋转机构重力产生的力矩更

大一些，更好地满足设计要求。

在两个端盖边缘，分布着五根拉杆，可以起到拉紧和支撑的作用，但是不

能保证两个端盖的同轴度，因此，为了确保两边端盖及其电池定位槽的同轴度，

应设计中心定位筒，由于中心定位筒两端分别有四个插头，将插头对应插到两

个端盖上的定位处，就可防止端盖相对转动，从而确保同轴度，中心定位筒如

图 13所示，中心定位筒内部与方形导轨存在配合关系的是一个内方外圆的零件，

称之为内筒，如图 14 所示，它的主要用途是配合轴端定位件，使得整个横滚机

构在方形导轨的轴向上实现定位，并且使得横滚机构能够绕着方形导轨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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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横滚机构中心定位筒 图 14 横滚机构内筒

2.4浮力驱动系统设计

浮力调节机构由外部皮囊、内部油腔、单向阀、二位二通换向阀、高压泵

等组成，其原理是在保持滑翔机总重量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外部皮囊的伸缩，

改变其排水体积，实现浮力调节，调节原理如图 15所示。需要增大浮力时，二

位二通换向阀截止，通过高压泵将内部油腔中的液压油输送到外部皮囊，增大

滑翔机排水体积；反之，高压泵停止工作，二位二通换向阀导通，通过内部油

腔与外部皮囊之间的压差驱动液压油回流，减小滑翔机排水体积。浮力调节机

构的整体布局图如图 16 所示。

图 15 浮力调节系统原理图

图 16 浮力调节机构整体布局图

仿生滑翔机的浮力调节装置放在前舱耐压壳体内部，外部皮囊放置在前舱

帽内，放在头部的好处是：当要求仿生滑翔机下潜时，液压油在内外油囊压差

和大气压力的作用下由外皮囊流入内油腔，使得仿生滑翔机整体排水量变小，

前舱帽内因灌水而略向下倾，此时再调整俯仰机构或横滚机构，从而使得仿生

滑翔机以一定的俯仰角下潜，上浮过程同理可知。

我们将油箱设计成可压缩的波纹管皮囊，材料为 1mm 厚的橡胶，在皮囊里

面的波峰和波谷处分别加圆形钢环，钢环的直径为 0.8mm，使其在轴向伸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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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一直保持圆形。外壳上开有导向槽，使后端盖在导向槽内滑动，以确证皮

囊收缩时的直线移动，外壳材料选择为聚四氟乙烯，外壳与前端盖之间采用过

盈配合，油箱的整体结构图如图 17。

图 17 油箱整体结构图

2.5仿生尾鳍设计

仿生驱动机构沿机体径向布置，由磁耦合联轴器、平衡活塞、仿生尾鳍组

成，如图 18所示。仿生驱动的原理是通过舵机驱动磁耦合联轴器实现驱动力矩

的输出，带动仿生尾鳍摆动，达到改变尾鳍与滑翔机轴线之间的夹角，进而改

变其所承受的水动力和水动力矩，实现快速小半径转弯的目的。

仿生驱动机构设计主要包括上部磁力传动输出和下部压力补偿机构。

传统水下机器人使用动密封，在输出轴与壳体之间选用 O 型圈，以防海水

泄露，该方法中由于输出轴与壳体间的摩擦力，会影响传动效率，且存在漏水

的危险，防水效果不好，我们选用磁力传动输出，即采用带有隔离罩的磁耦合

联轴器将舵机输出轴的转动传递给尾鳍，不仅能够去除干摩擦，保证了传动效

率，同时，由于隔离罩和壳体间的静密封，可以实现严密的防水。

图 18 仿生驱动机构原理示意图

2.6控制系统设计

仿生滑翔机的控制系统采用模块化的设计思想，主要有四大模块，分别是

电压转换模块、通信模块、直流电机驱动模块、步进电机驱动模块自下而上的

设计思路进行开发，以保证系统开发的可靠性。系统的各个功能模块分开设计，



第九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562

通过模块间的接口组合成整个系统。控制系统的总体框图如图 19所示。

图 19 控制系统框图

2.6.1 北斗导航定位系统

由于水下滑翔机作业区域较为广阔，部分情况下操作人员无法目视知识控

制，为此本团队为该水下滑翔机安装一套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主要由地面

控制基站与安装在机器人上的北斗导航定位模块组成。

北斗导航系统信号强度较强，具备抗干扰能力，可实现较为稳定信号传输。

位于地面控制基站的工作人员通过接收北斗导航卫星系统的信号精确掌握目标

滑翔机的经纬度，航速，航向，海拔高度等位置信息，为下一步的作业提供精

确信息。

2.6.2尾柄关节直流电机驱动电路设计

尾柄关节的直流电机用来驱动尾鳍的来回摆动以此击水产生前向推进力，

本文对滑翔机的直线前进和转弯控制实际上就是对尾部直流电机的控制。

PMW调速原理即脉冲宽度调制，简称脉宽调制，是一种常用的直流电机调

速控制方法，通过 PWM 控制电机电枢电压，实现调速。

图 20 直流电机 PWM 调速原理

图中是利用开关管对直流电机进行 PWM 调速的原理图和输入输出电压波

形。当开关管V1的栅极输入高电平时，开关管导通，直流电机电枢两端加载电

压Us；t1秒后，栅极输入变为低电平，开关管截止，电机电枢两端电压为零；t2

秒后，栅极输入重新变为高电平，开关管的动作重复前面的过程。这样直流电

机电枢绕组两端的平均电压U0 为

占空比 a 表示了在一个周期 T 里开关管导通的时间与周期的比值。a 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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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0≤a≤1，由上式可知，在电源电压Us不变的情况下，电枢的端电压平均值U0

取决于占空比 a 的大小，改变 a 的值可以改变端电压的平均值，从而达到调速

的目的。

2.6.3步进电机的驱动控制

由于步进电机角位移与输入脉冲数严格成正比，只要给定步进电机的脉冲

数就可以控制电机的角位移，因此步进电机的开环控制也能达到较高的控制精

度，这样的开环系统大大节省了成本，控制起来也更简单。鉴于此，我们采用

了步进电机的开环控制系统。

典型的步进电机开环驱动控制系统主要有如下 3 部分组成：步进控制器、

步进驱动器、步进电机。步进电机控制系统的驱动电路如图所示。

图 21 步进电机控制电路图

2.6.4通讯电路设计

仿生水下滑翔机在水下要完成的直线加减速、转弯和升潜等动作，是通过

远距离遥控来实现的。由于是在水下运动，水对发射信号有较强的吸收作用，

所以不能采用红外传输，只可采用无线遥控。设计中为了使滑翔机下潜到水中

也能接受到遥控信号，采用类似鱼漂原理，将接受模块的接受天线放置在板状

泡沫上，使其始终漂浮在水面上，并与水保持绝缘，这样保证了信号收发的正

常工作。

图 22 遥控信号接口电路

2.6.5电源控制电路设计

仿生滑翔机控制系统采用内部锂电池供电，由于滑翔机直流电机与步进电

机驱动都由该铅酸电池供电，功耗会比较大，所以密封后的滑翔机应该留有外

接充电系统，将充电导线放置在滑翔机的顶部位置，并用密封圈将其密封，以

防止进水烧毁整个硬件控制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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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电源电路图

三、驱动模式介绍

仿生滑翔机的水中运动主要为两种驱动模式：水下滑翔驱动和仿生尾鳍驱

动

（一）水下滑翔驱动

滑翔机的水下滑翔驱动又分为两种运动形式：定常锯齿形剖面滑翔和三维

螺旋形滑翔。

1.定常锯齿形剖面滑翔

图 24 水下定常锯齿形剖面滑翔运动示意图

仿生滑翔机依靠浮力调节与俯仰姿态调节完成定常的锯齿形剖面滑翔，实

现极地低功耗的长航程运动。

2.三维空间内螺旋形转弯滑翔

仿生滑翔机的设计创新点之一，在于采用尾鳍偏置法，即通过伺服电机输

出力矩使尾鳍与机体中心轴线形成一定角度，结合水下浮力调节系统与俯仰调

节机构，实现三维空间内的小半径螺旋线转弯滑翔。相比于传统水下滑翔机

30-40米的转弯半径，仿生滑翔机转弯半径仅为 0.5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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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水下三维空间内螺旋状滑翔示意图

（二）仿生尾鳍驱动

1.直航状态

仿生滑翔机尾部摆动推进机构，在鱼类尾鳍的形体基础上进行了设计优化，

较好的实现了高效率、高机动性，响应迅速，驱动灵活。

2.水中转弯状态

仿生滑翔机自主动力航行时，通过尾鳍偏置摆动，形成偏向力，从而形成

转弯力矩，实现水中小半径转向。

四、支撑作品的现有理论与技术

4.1水下滑翔机的工作原理

水下滑翔机在锯齿形滑翔中一个周期内的运动过程为：

1）通过电机驱动平移质量块沿主轴向艏部移动，使得水下滑翔机逐渐的转

变位姿，艏部向下倾斜；

2）通过浮力调整系统中的液压回路使得外部皮囊中的液压油回流，从而外

部皮囊体积缩小，浮心减小，水下滑翔器重力大于浮力，滑翔机开始缓缓下潜，

并慢慢至定常滑翔运动状态；

3）当到达目标深度时,通过上述液压回路使得外部皮囊胀大，浮力增大，并

至和重力近似相等，水下滑翔机开始在外部水阻力作用下减速下潜至停止滑翔；

4）调整平移质量块向艉部移动，改变水下滑翔机俯仰位姿，使得艏部慢慢

上升；

5）通过调节浮力驱动装置，使得外部皮囊胀大，浮力增大，水下滑翔机浮

力大于重力，滑翔机开始上浮，并逐渐地达到定常滑翔运动状态；

6）当水下滑翔机运动至水面时，一个周期的滑翔运动结束，垂直面内的锯

齿形滑翔运动通过连续重复上述过程即可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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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纵向滑翔示意图

4.2定常滑翔运动方程

定常滑翔运动的控制输入为净浮力质量 ，俯仰调节机构质心位置矢

量 ，壳体重心位置 三个参数，输出变量为攻角 、轨迹角

、航速 V。

仿生水下滑翔机的定常滑翔运动指的是在锯齿形滑翔过程中，其所受合力

和合力矩都等于零，也即在定常滑翔运动中侧滑角β、角速度和横滚角都为零。

根据定常滑翔运动的特点，可得如下方程：

然后计算定常滑翔运动时所受的合外力 及合外力矩 ，由于

定常滑翔运动中尾鳍静止且尾鳍偏置角为零，故由其产生的外部推力、侧向力

与滚动力矩 、偏航力矩 都为零，由此可得合外力 为：

合外力矩 为：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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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叉乘运算方法，可知

由横滚调节角 可知：

由 可得：

由 且横滚角为零，可得

式（10）-（17）即为仿生滑翔机在垂直面内做锯齿形滑翔运动时的动力学

模型。

4.3仿生尾鳍推进的力学模型

采用正弦公式对其进行拟合建立尾鳍推进的力学模型，利用下式对其进行

（

（

（

（

（

（

（

（

（

（

（

（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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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合：

式中 ——尾鳍摆动产生的瞬时推进力(N)；

——推进力波动幅度(N)；

——推进力初始相位，为无量纲量；

——一个周期内推进力的平均值(N)；

f——尾鳍摆动频率(Hz)。

同理，尾鳍摆动产生的侧向力及力矩可也分别由正弦公式进行拟合，但由

于侧向力和力矩在一个周期内的平均值均为零，因此在拟合公式中将不包含均

值项，同时考虑到侧向力和力矩的变化频率与尾鳍摆动频率相同，因此分别采

用下式对侧向力和力矩进行拟合：

式中：

——尾鳍摆动产生的侧向力(N)；

——尾鳍摆动产生的绕质心力矩(N·m)；

——侧向力波动幅度(N)；

——力矩波动幅度(N·m)；

——侧向力初始相位，为无量纲量；

——力矩初始相位，为无量纲量。

影响尾鳍摆动推进性能的因素包括尾鳍面积 s、尾鳍的运动参数如摆动幅度

A、摆动频率 f以及周围流体介质的密度ρ等。

4.4 运用 CFD 模拟仿生滑翔机的受力情况

我们使用 CFD 计算器模拟仿生滑翔机的受力情况，首先，将仿生滑翔机的

攻角设置为零，模拟其稳定滑翔运动，在 SolidWorks 中建立模型，我们使用

Gambit 创建一个网格文件，然后将模型放置在水通道中，以虚拟水洞为仿真工

作空间，用 FLUENT 求解器模拟仿生滑翔机周围的流体流动和压力分布，得到以

下结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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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对仿生滑翔机模型进行网格划分

图 28 尾鳍无偏角时静态压力仿真 图 29 一定尾鳍偏角下的静态压力仿真

五、应用前景

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仿生型混合驱动水下滑翔机以其低能耗，长续航，高

机动，低噪音，造价低等优点，可以广泛应用于一些环境监测、水下作业、科

学考察以及军事侦察任务：

1.仿生滑翔机尤其适合近海、河流、湖泊甚至池塘等浅水域环境下，长航程

或长周期的监测观察以及水下作业任务，如水环境监测，内河湖泊巡航，水下

结构物检修排查等。

2.仿生滑翔机以其较好的的隐蔽性与机动性，可以胜任一些军事侦察巡航任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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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的低空开放无人机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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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空中管理存在的问题，模拟研究开发一种由

基于北斗定位的机载监测终端和飞行监管中心构成的无人机飞行监管系统终端

以低成本高可靠的 STM32F407为控制单元，采用 UM220 北斗接收机获取无人

机的状态信息，通过 GPRS 移动通信方式把状态信息回传到监管中心平台在

Visual Studio 2010 平台上以 Visual Basic．NET 语言开发监管中心平台，通过调

用百度地图 API，实现无人机的实时飞行监控，并将回传信息存入 MySQL 数据

库。对利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实现无人机的监管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北斗定位 无人机低空监测 STM 32 GPRS Visual Basic．NET

【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flight management of
unmanned aerial vehicle,an UAV flight supervision system composed of an airborne
monitoring terminal based on Beidou positioning and the flight supervision center is
developed.The system adopts the low -cost and high-reliability chip STM32F407 as
the terminal control unit and the UM 220 Beidou receiver to acquire the status
information of UAV，and the status information can be transmitted to the super
vision center via the general packet radio service (GPRS) mobile communication.The
super vision center developed on the Visual Studio 20 10 platform with Visual
Basic.NE T(VB.NET) is used for real-time monitoring by calling the Baidu map API and
saving the data to the MySQL database．The design has a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flight supervision of UAV in 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Key words】Beidou positioning；monitoring low-altitude UAV；STM 32；GPRS；
Visual Basic．NET

一、研究背景

1.1 北斗系统简介

1.1.1 北斗系统结构

北斗采用有源双向通信方式，能利用指挥机和子用户之间的关系，迅速构

建基于北斗的广域位置报告和短报文数据通信指挥控制网络。其典型应用系统

拓扑结构如图 1.1 所示。系统由一 台或多台指挥型用户机及多台低速飞行器、

车辆 、舰船、人员携带的终端北斗用户设备组成其硬件系统。系统指挥型用户

机供有一定用户数量的上级集团管理部门使用，通过卫星的简短通信功能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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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呼”，它分三级，其中一级指挥型用户机所辖用户为普通型用户机 ；二级

指挥型用户机所辖用户为一级指挥机用户：三级指挥型用户机所辖用户为二级

指挥机用户。系统指挥型用户机可对集团用户实施总体指挥控制与管理 ，能监

控最多 100 个子用户的通信、定位数据。

图 1.1 典型的北斗系统结构

Fig 1.1 Typical Beidou System
1.1.2 北斗工作范围

北斗覆盖范围为 E。。 145~70 ， N。。 55~50 即涵盖我国全境，西太平洋海域 ，日

本，菲律宾，印度 ，蒙古，东南亚等周边 国家和地区，可看出北斗覆盖范围

可以适应在亚洲范围内的无人机适航，完全胜任在国内的无人机监控工作。

1.2 我国无人机监控现状

1.2.1 无人机发展现状及带来的问题

近年来，民用小型四旋翼无人机在航拍、植保、物流、电力巡线等场合得

到了普遍的应用。四旋翼无人机的操作和使用人门槛已经降低到了平民化的水

平，然而随着其在民用领域的普及，各种问题和矛盾也层出不穷。如无人机黑

飞、擅闯禁飞区、干扰民航航班、撞击高压线、意外坠落伤人等。因此，监管

部门需要完善相应的规章制度以规范民用无人机的飞行。通过技术手段对无人

机的飞行进行实时监管，从源头上避免事故的发生。

1.2.2 全球其他国家无人机监控解决方案

无人机监管存在问题已引起国内外的普遍关注，国外各大公司争相开发相

应 的监控，产品美国航空航天工业公司 Exelis与 NASA 合作推出低空无人机监

控系统，可以跟踪无人机的飞行，确定无人机位置的低空数据。国内研究主要

集中在管理机制和政策法规方面，尚未见相关飞行监管系统的报道。本文拟设

计一套地面站系统。包含机载模块、无线通信链路和地面站三个模块，能够在

GSM／GPRS 信号覆盖范围内实现对无人机的实时监控。

1.2.3 空中交通管理

2016年九月，中国民用航空局空管行业管理办公室发布《民用无人驾驶航

空器系统空中交通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同时，2009 年发布的原

《民用无人机空中交通管理办法》废止。

《管理办法》共分为总则、评估管理、空中交通服务、无线电管理和附则

共五章。适用于依法在航空航线，进近（终端）和无人机管制地带等民航局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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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空域管理范围之内或者对以上空域范围之内存在影响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

器在系统活动的空中交通管理工作。规定了民用无人航空驾驶航空器仅允许在

隔离空域飞行。由民航局指导监督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的空中交通管理工

作，地区管理局负责本辖区内空中交通管理服务的监督和管理工作，空管单位

向其管制空域内的无人驾驶航空飞行器提供空中交通管理服务。

在《管理办法》中，规定了除满足最大起飞重量小于等于 7 千克、机场净

空等全部限制条件外，开展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飞行活动，应通过地区管

理局评审；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应在隔离空域内飞行，为防止无人机与其他航

空器活动互相穿越空域边界的具体安全措施。针对无人机违规飞行影响日常运

行情况，空管单位应与机场军航管制单位等建立通报协调关系、制定信息通报。

评估处置和恢复运行的方案，保证安全，降低影响。

二、北斗无人机监控系统的设计

2.1 工作原理分析

2.1.1工作原理简介

在无人机上安装用于监管的监控模块，配合地面站上的监控软件，能够有

效地改善目前无人机无序放飞的现状，实现对无人机的监控就需要搭建无人机

系统与地面站系统之间的通信链路，使无人机的飞行数据能够实时地传输至地

面站。

目前，常见的小型四旋翼无人机与地面站之间一般使用数传电台的方式传

输数据。这种方式的最大传输距离通常在 1km 以内，传输距离较短 ，严重限制

了监控系统的作用范围。为了扩大监控围增强系统的普遍适用性， 在此所设计

的监控系统以 GSM／GPRS无线通信网络作为通信链路，也就是说无线通信覆盖

的区域都能够实现无人机监控。无人机系统如图 1所示。

图 2.1 无人机监控系统示意

Fig 2.1 UAV monitoring system diagram

2.2 硬件设计与实现

2.2.1 硬件设计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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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载监测终端系统原理框图如图 1 所示，由 STM 32 主控模块、北斗定位模

块、GPRS通信模块、电源模块、LC D 显示屏模块和扩展接口组成。STM 32主控

模块负责控制各个模块，即采集定位数据、控制 GPR S 通信模块、液晶屏显示、

BD／GPS 接收机模块负责接收卫星信号。GPRS模块负责建立数据通信链路，通

过无线链路完成与地面飞行监管中心的数据通信。LCD 液晶屏用来显示相关信

息，方便设计开发时的人机交互。扩展接口即预留数据接口用于采集记录无人

机工作状态信息等。

图 2.2 机载系统的原理框图

Fig 2.2 The diagram of the airborne system
2.2.2 电源模块

机载终端系统中电子设备种类繁多，设备内部电路的供电需求各异，需要

多个电源转换器进行电压转换。降压稳压电路将锂电池输出的 28 V 电压转换为

12 V 电压，再采用线性稳压器 LM 2596S-5得到 5 V 电压后再经过低压差稳压器

MIC29302、AM S1117-3.3 分别得到 4.1 V 、3.3 V 电压。采用滤波法来抑制电源

引入的干扰，保证了供电的稳定性，提高了抗干扰能力。

2.2.3 STM32主控模块

主控模块是机载监测终端的核心，负责完成定位数据采集和通信传输模块

控制等工作。设计中选择高性能、低成本、低功耗的基于 ARM Cortex M4 内核

的 ST公司的 STM 32F407ZG T6 微控制器 。STM 32F407 采用先进的内核，拥有

丰富的资源，片内 SRAM 多达 192KB ，主频高达 168MHz，处理能力非常强，

并集成了多通道 UART。本终端各部分模块的通信以串口为主，STM 32F407 可

以同时满足多个串口设备的通信。STM 32F407 还提供丰富的外设功能，使得终

端有很好的可扩展性。

2.2.4 北斗定位模块

定位模块负责接收卫星信号，为机载监测终端提供有效准确的位置、状态

信息。考虑到目前 GNSS 四大系统 GPS、GLONASS、GALILEO 和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的实际情况，设计中选择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导航接收机作为导航

定位接收模块。本设计选择和芯星通的 BDS／GPS 双系统模块 U M 220-IIIN ，

其采用和芯星通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低功耗 GNSS SoC芯片——Hum bir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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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M 220-IIIN 模块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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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支持 BDS B1 和 GPS L1 两个频点，标准 NMEA 0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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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输出。

2.2.5 通信协议解析模块

机载监控模块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解析从飞控收到的 MAVLink 数据包。

M A V Link 是基于串口的高层开源通讯协议。为小型飞行器与地面站或者小型飞

行器之间进行通讯制定了一种数据收发规则，并加入了校验功能。使用该协议

进行数据通讯的基本单位是消息帧，其格式如图 3所示。

图 2.3 MAVLink协议格式

Fig 2.3 MAVLink Protocol format
除了载荷数据 (PAYLOAD)，其余部分的长度均为 1B。每个消息帧由 9 部分

组成，它们分别是：

① STX 为起始标志位。长度为 1B 。

② LEN 为 MAV Link 消息帧的有效载荷数据以校验数据是否完整。

③ SEQ为本次序号，以得出通信链路的信号强度。

④ SYS 为设备的系统编号，用于接收端区分数据来源设备。

⑤ COMP 为设备的单元编号，用于接收端区分消息来源的设备单元 。

⑥ MSG 为有效载荷中消息包的编号，与 SEQ 有所区别，接收端要根据该

标志位来鉴别消息帧数据里携带了什么消息，从而依据该标志位使用相应的流

程来处理消息帧数据 。

⑦ PAYLOAD 为有效数据载荷，长度不定 ，范围为 0～255。
⑧ CKA 为消息校验位 ，校验和 (checksum )的低八位 ：

⑨ CKB 为消息校验位 ，校验和(checksum )的高八位 。

要使 STM 32F103 微控制器具有解析 MAV Link 消息帧的能力，应将 MAV
Link 源代码移植到微控制器中。首先，从 MAV Link 官网上下载 MAV Link
Generator源码生成器：打开软件后，单击“Generate”按钮，生成协议源代码：

将生成的文件添加到 STM 32 工程中，再编译、连接生成二进制文件烧写到微

控制器。至此完成了 MAV Link在 STM32F103上的移植。

2.2.6 GPRS 通信模块

GPRS 通信模块在无人机飞行监管系统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用于实现无

人机和地面站监管中心之间的信息传输。本设计采用 SIM Com 公司提供的 SIM
900A 模块 ，内嵌强大的 TCP／IP 协议栈，支持 AT指令，全功能 UA RT接口，

方便与 STM 32 通信。SIM 900A是紧凑型、高可靠性的无线模块，采用 SMT封
装的双频 GSM ／GPRS 模块解决方案 ，采用功能强大的处理器 ARM 9216EJ-S
内核，功耗低、尺寸小、价格低廉，能满足低成本、紧凑尺寸的开发要求。

STX SEQLEN SYS COMP MSG P L ACKA C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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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机载监测终端主程序流程图

Fig 2.4 airborne monitor system main programme flow chart

2.3 软件设计

2.3.1 机载监测终端主要软件设计

机载监测终端的北斗定位模块、GPRS 通信模块都采用串口与主控模块

STM32 通信。GPRS 通信模块 SIM 9OOA 支持 TCP／IP 协议，可确保回传信息的

实时性和可靠性。机载监测终端主程序流程图如图 2.4所示。首先系统完成各模

块的初始化任务，初始化完成后 ，GPRS 模块采用 TCP／IP 协议连接网络 ，

与监管中心建立连接。监测终端与监管中心连接成功后，主动向监管中心发送

注册请求，为装有终端的无人机进行注册，注册成功后才能与监管中心进行通

信。北斗接收机全天候接收卫星信号，按设定的时间间隔输出 NEMA 格式的导

航电文。STM32 对电文进行处理 ，提取出经纬度、高程、速度、实时时间等，

通过 GPRS 通信模块 SIM 900A 回传定位信息给监管中心。向 SIM 900A 发送相

应的 AT指令，就可以完成相关数据的发送 。

2.3.2 监控中心上位机软件设计

飞行监控中心软件采用面向对象的模块化结构设计，其功能结构图如图 2.5
所示。最底层是 Ethernet／Internet／GPRS 网络硬件。其中 Ethernet／Internet
／GPRS 网络采用 以太网驱动。数据收发模块包括 Socket 侦听和 GPRS 数据收

发。监控中心应用软件处理模块有无人机信息管理、无人机控制管理、位置、

高度与速度信息管理等模块。监控中心应用软件处理模块通过百度 API 接口与

百度地图匹配监控模块建立连接，百度地图匹配监控模块主要负责实时显示终

端位置信息；通过 SQL 命令与 MySQL 数据库管理模块建立连接，MySQL 数据库

管理模块负责数据的管理。监控中心应用软件处理模块通过界面控件命令与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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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显示建立连接，界面显示主要实现良好的人机交互界面。

图 2.5 监控中心上位机架构图

Fig 2.5 architecture of monitor center host application
2.3.3 Socket通信设计

飞行监管中心系统采用 Socket通信进行侦听连接请求，并完成监控与管理

应用软件与终端之间的连接。Socket通信流程图如图 4 所示。客户端套接字(已
知地址和端口号)提出连接请求。当服务器端套接字监听到客户端套接字的连接

请求，则立即响应请求，建立一个新的线程，连接就建立成功。当客户端与服

务器端连接成功后，服务器端套接字会继续侦听和接收其他客户端套接字的连

接请求。

图 2.6 Socket 通信流程图

Fig 2.6 Socket communication Flow-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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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百度地图 API 接口及加载

百度地图依托百度位置大数据和高精尖定位技术，提供业内最优秀的定位

服务产品。具有定位精度高（综合定位精度 40m）、覆盖广（完美支持全球定位）、

流量小（小于 0.3K）、速度快（首次定位 200ms）、内存/CPU占用率低等特点。

图 2.7 百度地图定位优势

利用百度大数据分析挖掘能力，分析用户常驻点信息，在保证定位精准度

的基础之上，提供离线定位能力。 利用离线定位能力，不仅定位速度进一步提

升，同时也完美解决无网络环境下的位置获取难题。

图 2.8 离线定位技术

利用定位依据实时建库技术和百度大数据分析挖掘能力，开放高精度 IP 定

位服务。定位综合成功率在 65%以上，定位误差可有效控制在 350m 以内， 定

位速度达到 5ms。满足 Web应用开发者对位置获取的需求。

图 2.9 高精度 IP 服务

2.3.5 MySQL 数据库管理系统

MySQL 数据库管理模块主要用于管理终端的注册信息、注销信息、位置、

高度、速度信息等。该系统的基本功能包括对这些信息的录入/查询/修改。

三、北斗无人机监控系统性能评估

3.1 北斗无人机监控系统的优势



第九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579

3.1.1 性能优势

结合北斗应用系统的典型结构，北斗系统应用于无人机后，对无人机定位

精度、机动性能、可靠性、各无人机之间及与指挥所之间相互协调能力等都有

很大的提高，具体体现在：(1) 为无人机系统快速提供准确的位置信息和进行实

时导航为无人机提供位置信息是北斗导航系统的首要任务。其双星系统能消除

大部分传输路径延迟，每次定位时间不少于 0.6 秒，一次性定位成功率为 95％。

北斗定位原理是主动式双向测距二维导航，由地面中心控制系统解算，为用户

提供三维定位数据。其授 时精度约为 100ns，平面定位精度在标校区达 20 米，

与民用 GPS 定位精度相当,而高程数据 (用户位置距海平面高度) 采用无人机自

身测试结果，如利用无线电、电子气压计等手段获得高程数据。但单独采用北

斗导航系统时，其定位精度不高，故一般将北斗与 IN S、GPS 等进行组合导航，

从而获得精度更高、稳定性更好的导航效果，并且解决了北斗本身只能二维定

位的不足，组合前后各性能如表 l 所示。
表一 导航监控性能对比

水平 高度 测速 姿态 航向

BD 20m 10m - - -

INS BD 混合 15m 20m 0.2m/s 1 角分 2角分

3.1.2 功能优势

此外，（1）由于北斗具有快速定位功能，如配以数字化地图库和高速计算

机处理，则可使北斗具备实时导航能力可在电子地图上标注出无人机的实时位

置、机动方向、行进速度和时间等，更好地对无人机进行实时监控。对于禁飞

高度与禁飞区实施电子围栏。(2 )增强无人机处理突发事件能力和生存能力，采

用北斗后，可设置一些专用命令或保护装置，在发生意外事故后设备能自动地

或被动地接受指令后发射位置信息，通过指挥机对子用户的定位监收，能迅速

确定无人机的出事地点，这对快速搜寻飞机和侦察资料提供了有利的技术保障，

从某种程度上也提高无人机系统的可靠性和生存能力。(3)可加强地面人员设备

与无人机系统的信息交流并提高对无人机的测控能力地面遥控站作为备用遥控

遥测链路，使无人机机动范围大大增强，对无人机实施测控提供了方便。此外，

地面测控站在安装北斗指挥型用户机后，能为地面提供准确的位置信息，通过

计算机上的电子地图功能为地面测控站导航提供了有利的手段。

四、结束语

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无人机飞行监管系统通过采用模块化设计，有效降低

终端功耗，减小终端体积。测试表明，定位信息准确，通信稳定可靠，易于扩

展应用。机载终端能够报告自身的位置等状态信息，可实现无人机飞行参数的

显示、记录以及地面监控系统对无人机控制指令的传输。文中研究的无人机飞

行监管系统对进一步提高无人机导航系统的定位性能以及促进我国北斗导航定

位系统在无人机中的应用具有一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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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导航的全域泊位共享手机导航平台

作 者：冯思羽、阎鸣鹤、卢雪梅、李逸玚

指导教师：

学 校：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摘要】针对全域车位资源利用不足和城市停车难的社会顽疾问题，设计实现

了该平台。平台以北斗导航技术为基石，兼以智能地锁、车位检测和互联网技

术实现车位自动管理，以改进蚁群算法实现路径规划，以多源信息组合导航技

术实现手机室内外精确定位。面对全域车位拥有者，提供车位出租、智能管理

等服务；面对停车用户，提供停车位搜索、车位预约、路径规划、停车指引、

反向寻车和自动扣费等服务。“北斗+停车”将成为未来汽车泊位发展趋势，从

而节约大量人力和时间成本，促进智慧城市建设。

【关键词】北斗导航 车位自动管理 共享

一、背景和意义

根据中国产业信息网发布的数据，2003年到 2017年间，我国汽车保有量迅

速增长，从 2400万辆增长到 1.84亿辆，按照国际城市建设经验，停车泊位应达

到机动车保有量的 1.1 至 1.2 倍。以 1.1 倍测算，我国停车泊位理论需求量将从

2008 年的 5609.57 万个增长至 2020 年的 30936.55 万个，可见我国车位缺口很

大，停车位建设前景辽阔。

业内调研统计我国传统式停车位占总车位比例的 95%左右，传统停车场停

50辆车需要 1650 平方米，造价约 750万元，存在极大的资源和钱财的浪费。随

着一系列智能化的停车管理系统的涌现，传统停车场已经逐渐不占优势，在未

来将失去市场前景以及经济前景。

我国城市建设用地资源稀缺，智能停车场建设将在十年内成刚性需求态势。

据了解，智能停车场的单个造价远高于传统停车场，因此建设一个投资成本低、

市场前景开阔的停车位共享平台具有很高的研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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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预定之后实现室外导航，顺利到达停车

场。当有车位的车主进入停车场时，手机 APP 转入室内导航，生成室内路径指

引，方便地到达预定的车位。对于车位拥有者还可以将车位租赁，一方面自己

可以赚取一定收益，另一方面可提高空余车位利用率。通过上述措施，在更大

程度上实现了车位资源的复用，停车位的利用率大大提高，“停车难”问题将会

得到较大程度的解决，更加有效地解决了传统停车场的管理中存在的效率低下

问题，而且实现了车位共享功能。综上所述，本产品具有较高的使用价值。

该平台与其他同类产品相比，利用国产北斗导航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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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582

二、市场分析

2.1市场状况

“北斗+停车”通过互联网把分散的停车场联接起来，破除信息孤岛，实现有

限停车资源的优化配置。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外停车 APP远超 100个。如表 2-1所示。
表 2-1 国内外主要停车 APP

2.2 市场竞争分析

目前，国内一些公司采用 iBeacon蓝牙定位方案，使用蓝牙技术实现邻边信

息、三边测距定位，定位精度在 2-10m 之内。但是， iBeacon蓝牙定位方案受

限于蓝牙信号传输距离短等缺点，难以在实际中广泛应用。

我们的竞争优势：

（1）利用国产北斗导航系统，提高安全性。

（2）INS/iBeacon 组合导航算法：INS 与 iBeacon 蓝牙信标的无迹卡尔曼滤

波（UKF）组合导航算法的设计与实现。

（3）定位方案：采用手机惯性器件和低功耗 iBeacon蓝牙信标，实现一种

信标少、成本低、定位精度高的室内定位方案。

（4）改进蚁群路径规划算法：实现通用室内停车场地图识别和路径规划方

法，并且移动互联和地图共享，实现路径规划、停车指引和反向寻车

（5）智能地锁：在地锁端加入微控制处理器作为主控 MCU，蓝牙模块接收

手机端 APP发送过来的数据，实现地锁的升降功能。

2.3 产品的市场前景

初期，建立基础用户群体和完善系统功能，较迅速地取得较高的市场定位。

中期，提高认可度，有望在手机室内和室外停车场导航市场上占有一大份

融资企业 投资机构 技术精度 应用场合 特点

飞泊通 个人投资 亚米级 机场停车 技术成本低

易米停车 前海首润投资 亚米级
城市公共停

车场

智能硬件+SAAS 云平台+用

户端 APP

E 代泊
赛马资本、国信君安

创投
不详 机场代泊 注重汽车后服务市场

ETCP 停车
海纳亚洲、源码资

本、经纬创投
不详

城市公共停

车场
车场管理一体化解决方案

停车宝
梅花天使投资、明势

资本
不详

城市公共停

车场

注重提升停车场进出口通

行速度、车位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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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到达成熟时期，掌握很国内大部分的用户群，也拥有了极大的室内室外停

车场地图资料。

2.4 市场定位

一款利用北斗导航系统，基于手机惯性传感器、蓝牙室内定位、超宽带定

位等技术，把碎片化的停车资源整合起来，实现车位共享，盘活闲置的停车位

资源，提高车位和车主的供需匹配效率的泊位共享平台。

三、系统设计和要求

3.1 设计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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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预定之后实现室外导航，顺利到达停车场。当有车位的车主进入停车场时，

手机 APP 转入室内导航，生成室内路径指引，方便地到达预定的车位。对于车

位拥有者还可以将车位租赁，一方面自己可以赚取一定收益，另一方面可提高

空余车位利用率。通过上述措施，在更大程度上实现了车位资源的复用，停车

位的利用率大大提高，“停车难”问题将会得到较大程度的解决，更加有效地解

决了传统停车场的管理中存在的效率低下问题，而且实现了车位共享功能。

3.2设计组成及要求

本产品利用北斗导航系统，兼以智能地锁、车位检测和互联网技术实现全

域车位自动管理，以改进蚁群算法实现路径规划，以多源信息组合导航技术实

现手机室内外精准定位。

以停车位搜索、车位预定和室内外导航技术为核心，以网络服务器平台作

为信息沟通的桥梁，为私人车位、路边车位和大型停车场提供车位共享方案和

管理方案，还具有路径规划、停车指引、反向寻车和智能扣费等功能。对于私

人车位还具有地锁控制功能，提高车位使用的效率性。产品组成如图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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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产品功能框图

四、硬件部分

4.1 智能地锁

智能地锁可实现泊位拥有者对泊位的便捷控制。在智能地锁内部配置有蓝

牙模块、微控制处理器和电机，手机和蓝牙模块连接实现数据的传输，以此通

过手机端来实现对智能地锁的上升与下降。当智能地锁上升时，可以有效防止

非车位拥有者占用车位；当智能地锁下降时，可以方便将车子驶入泊位。同时，

可以通过地锁的升降状态检测车位的使用状态。智能地锁如图 4-1 所示。

图 4-1 智能地锁

4.2 车位检测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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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超声波测距来进行车位检测，将测得的距离与实际距离比较得到一个

相对理想的误差值。同时通过 RS485 总线将数据传输至主机，与服务器通信，

并显示出当前各车位的使用情况。如图 4-2 所示。

图 4-2 车位检测子系统

大型停车场室内应用硬件部署图如图 4-3所示。当用户进入室内停车场时，

根据北斗导航系统会得到室内地图，通过车位检测器会检测到空余车位的数量

并且将车位数据经过 RS-485 总线发送到车位信息处理终端，再利用显示屏将车

位信息显示出来。车位信息处理终端还可以和服务器之间实现车位数据的互相

传递。服务器和手机通过无线网实时传递车位数据，更新车位数据，车主可方

便地知道在停车场内部是否有空车位。

图 4-3 大型车停车场室内应用硬件部署图

五、软件部分

5.1 大型停车场管理方案

方案实施如下：

（1）自主开发停车场手机导航 APP，在室外，利用北斗导航系统，通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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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软件公司的 API 接口，调用高德地图，实现室外定位导航及市内停车场搜索；

（2）利用自动检测和网络通信技术，实时更新服务器数据库的停车场车位

信息，通过智能手机可实时车位搜索、预约和智能扣费；

（3）利用智能手机连接北斗导航系统，从而完成停车场室内地图读取。地

图识别时，通过 RGB 颜色识别、信息提取和骨架优化步骤，完成停车场道路信

息采集；

（4）利用改进蚁群算法完成路径规划。路径规划时，先基于停车场地图建

立数学模型，然后通过改进蚁群算法找到满足特定参数要求的停车指引路径；

（5）利用北斗导航系统、INS/iBeacon 蓝牙信标信息融合定位技术及最优路

径规划实现室内导航。通过智能手机加速度和角速度等惯性数据，以及 iBeacon
蓝牙信标的伪距定位算法，进行无迹卡尔曼滤波融合处理，实现组合导航定位

结果，得到手机终端载体实时位置。

图 5-1 停车场手机导航平台原理结构图

5.2 私人车位共享方案

对于拥有私人车位的车主，在不使用车位时可以通过本产品的手机 APP 发

布车位信息，该信息包括车位地址、车位租赁的时间段和车位租赁的价格等，

发布的车位信息将会通过网络数据库进行信息整合。对于需要车位租赁的用户

可以通过手机 APP搜索并预定车位，待成功预定车位之后实行定位和导航服务。

利用北斗导航系统，规划导航路线到达指定车位之后进行用户信息识别，

数据库会核对租赁客户的身份。个人信息不匹配，地锁不打开；如果信息正确，

则地锁开启，客户停车，网络自动扣费，以此完成车位共享。

5.3 室内车位导航与共享方案

当租赁客户进入室内停车场时，通过北斗导航系统会得到室内导航地图，

根据租赁客户预定的停车位会生成室内导航路径。在车位前有智能地锁，在成

功通过用户信息匹配之后，租赁客户便可以通过手机 APP 打开智能地锁，进入

车位完成停车。如图 2-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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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室内车位导航与共享方案

5.4 室外车位导航与共享方案

当车主需要停车时，通过手机 APP 进行车位搜索，搜索到空车位可以选择

租赁车位服务，确定租赁车位的信息之后进行路径导航。到达停车场之后会有

语音提示来指引停车场方向。听取语音提示到达指定停车位，再进行车主信息

确认，完成确认之后打开地锁，进入车位完成停车。如图 2-6 所示。

图 5-3 室外车位导航与共享方案

5.5 核心技术与创新点

5.5.1 关键技术

本平台的主要核心技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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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入智能地锁，通过手机蓝牙连接控制地锁的升降。

（2）使用超声波测量车位是否空置，并将检测到的数据传送到上位机显示。

（3）通过互联网技术将车位的地理信息、空置状态和出租价格等信息上传

到服务器，实现信息共享。

（4）改进蚁群算法实现路径规划。

（3）以北斗导航系统为基石，利用多源信息组合导航技术实现手机室内外

精确定位。

5.5.2 手机导航系统

通过车位检测子系统或地锁升降状态来检测车位的空闲状态，再将车位状

态传递给服务器。在本系统的手机 APP 上可以实时收到来自服务器的数据，了

解车位的信息。

（1）个人账户

分为普通停车用户和车位持有者用户两种来处理。

A.普通停车用户

用户通过注册账户而保存所需信息。这些信息保存在网络数据库中，用户

登陆账号后可以根据需求而保存信息、调用信息、分享信息。app的个人信息主

页面和用户注册界面。

B.车位持有者用户

对于车位的拥有者，可以将车位地址、车主租赁时间段和租赁费用等信息

通过手机 APP 发布到数据库，数据库会将所有的信息进行整合，提供给需要租

赁的用户。

图 5-4 用个人信息主页面和注册界面

（3）室外定位与车位搜索

用户登陆账户后可以选择进入到室外导航页面，在该页面上 APP 根据相应

API 接口调用高德地图，利用北斗导航技术实现用户室外实时定位，如图 5-5 室

外实时定位主页面所示。

用户在室外导航主页，可以选择搜索方式：其一，范围搜索可以选择搜索

的半径；其二，关键字搜索；系统便会根据搜索内容利用高德地图显示停车场

车位实时使用情况,并会提供从目前为止前往目标停车场的导航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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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5-5 搜索停车场所示。

图 5-5 室外实时定位主页面和搜索停车场

（5）进入室内环境

当用户到达室内停车场入口时，手机 APP 收到停车场入口设定的 iBeacon
信标触发而进入的室内导航定位界面，如图 5-6 所示。

图 5-6 iBeacon信标触发进入的室内导航定位界面

在室内导航定位界面有停车场简介、车位预定、设置定位、清除位置及清

除所有五个选项。其中，停车场简介包含该停车场的车位总数及收费情况等信

息；设置定位选项用以控制定位的方式；清除位置及清除所有选项用来清除位

置等信息；车位预定选项作用是对车位进行预定。室内导航定位界面和停车场

简介界面图 5-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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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 室内导航定位和停车场简介界面

（6）车位租赁

在当前界面选择车位租赁服务，即可进行车位租赁，如图 5-8 所示。

用户可以将自己的车位进行租赁，需要提供自己拥有车位的相关证明、车

位的地址、租赁时间段和租赁费用。这些信息将会由无线网上传至服务器，进

行数据汇总和整理。

另外用户还可通过搜索空余车位来得到空余车位的信息，包括空余车位的

地址、租赁时间段和租赁费用等，确定租赁之后将会执行路径指引等功能。待

租赁用户完成停车之后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在扣除一定手续费后会转到车位

拥有者的账户上。

图 5-8 车位租赁界面

（7）车位预约

当点击车位预定选项时，会进入到车位预定界面，在预订车位界面可搜索

当前停车场的空车位。“车停哪”APP与服务器通信获得空余车位信息，这些信

息是车位检测子系统实时检测和上传更新的，如图 5-9搜索空余车位所示。在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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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的车位中，红色车位代表使用中， 而绿色代表当前空

闲车位。选中需要预定车位按钮， 即弹出相应的对话

框，点击“确定”键即可预订车位。

2图 5-9 搜索空车位和预订车位

（8）停车指引

在界面中输入已预定的车位编号，对停车位位置进行搜索。点击导航选项，

则界面能实时显示用户所在位置、预订的空车位位置以及规划出来的室内导航

路线。用户按照导航路线行车时，已行驶过的部分显示为绿线，未行驶的部分

显示为红线。在行车定位时，本平台使用到的定位算法是手机惯性导航和蓝牙

信标组合导航算法，实时的定位精度在 3m 内。点击右上角的显示轨迹选项用于

确定是否显示行驶路径。停车场室内导航如图 5-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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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0 停车场室内导航

（9）反向寻车

在本平台中，用户车位信息已经被存储在数据库中，当用户查询自己的预

订记录时，系统调用已有信息，即可找到车辆的位置，并规划出适合的寻车路

线，在反向寻车的应用中，本平台使用的定位算法为行人导航与蓝牙信标的组

合导航算法，实时定位精度为 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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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1 停车场反向寻车

（10）智能扣费

当车主从车位上取车之后，本平台利用到达车位时间和离开车位时间计算

出车位的实际使用时间，然后按照对应停车场收费标准进行自动收费。

图 5-12 收费标准和自动扣费

5.5.3 网络服务器平台

网络服务器是由 Java EE 编写开发，主要组成部分有 servlet、web service、
TCP/IP、jsp 和数据库。PC 端通过 Internet 实现对网络服务器的管理、维护和数

据通信。手机客户端可以通过移动数据等无线网络实现与网络服务器之间的数

据交互。当手机端用户需要室外定位时，还可以获取高德地图 API 服务，从而利

用北斗导航系统，如图 5-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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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3 网络服务器平台

六、结束语

本文设计乐一种基于北斗导航的全域泊位共享手机导航平台，面对全域车

位拥有者，并设计出与之配合的 app，实现了车位出租、智能管理等服务；面对

停车用户，实现了停车位搜索、车位预约、路径规划、停车指引、反向寻车和

自动扣费等服务。使用简单，易于操作。

我们相信，“北斗+停车”将成为未来汽车泊位发展趋势，从而节约大量人

力和时间成本，进一步促进智慧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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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导航的水平姿态载物爬楼智能机器人

作 者：文 浩、吴 迪、岳雯倩、尧小华

指导教师：侯世英、王鹏飞

学 校：重庆大学

【摘要】基于我国北斗卫星系统高精度、高可靠定位，导航、授时服务等的实

现，快速定位、精准定点等功能普及到人类社会生活环境中；为实现物流智能

化，机器人智能定位精准送货的功能，本团队自主设计了一款基于北斗导航的

水平姿态载物爬楼智能机器人。该机器人是一种具有高度灵活性的可载物型自

动化机器，其能够根据用户需求，有效利用北斗导航系统进行路径规划和智能

导航，在运送过程中可实现无线局域网遥控、载物、特征识别、图像识别跟踪、

攀爬楼梯等功能，自主为用户提供中小型物品的配送服务。

在技术方面，该机器人采用 STM32单片机和 PC机作为控制单元，利用上位机和

下位机之间的串口通信来实现对于整个智能机器人的控制。将大力矩伸缩杆和

减速电机结合作为动力装置，使用超声波距离传感器作为测试装置，应用北斗

模块实现定位和寻迹功能，增设图像识别技术，可跟随特定物体前进；更拓展

了无线局域网控制功能，用户不仅可通过遥控 APP 控制该机器人的运动，更可

以利用“类体感模式”对小车的前进方向进行调节；利用自动控制闭环调节可

实现机器人在不同尺寸楼梯上自主爬行前进的功能。该机器人的设计意义旨在

解决快递、外卖的最后一公里难题。

该机器人采用铝合金材料作为框架结构，稳定性和载重能力强；利用北斗定位

技术，大幅提升了定位和寻迹的精准度；更对无线局域网客户端 APP 进行优化

设计，手动控制模式的实时性和流畅性有了质的飞跃。

【关键词】北斗导航 智能机器人 爬楼 送货

一、设计背景与应用前景

2.1 设计背景

•1.高层建筑增多、高层楼梯使用率低，城市地形复杂化

根据高层建筑与城市住宅协会(CTBUH)统计显示,2017 年中国新增 200 米及

以上建筑 77座，再次雄踞全球榜首。高层建筑的增多，是当下中国城市的发展

和人口的日益增加背景下的必然趋势。高层建筑仍然都保留了楼梯的设计，一

方面作为电梯故障时的安全通道，另一方面作为紧急状况的疏散或其他情况。

楼梯使用率低，为爬楼送货机器人开辟了应用渠道。另外，我国地形复杂多样，

普通的送货机器人无法满足坡道、楼梯等复杂路径的要求。

・ 2.超市、外卖、快递自营点的送货需求日益增大

外卖、快递等服务的重要理念在于为人们节省时间，带来生活上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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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学校内的公共空闲时间里，教学楼与宿舍往返的人流量极大，取件人数多，

耗费在上下楼、排队等待的时间不可预估。同时，人类日常生活中超市购物等

同样产生了搬运物品的需求。当货物的重量过大、或者人力所不能及的情况下，

更是一个难题。

・ 3.高精度的北斗定位与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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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短报文的通信能力；已经初步具备区域导航、定位和授时能力，具有极高

的精确性。

・ 4.机器人的优越性

机器人作为一种自动化的机器，也具备一些与生物相似的能力，可以说机

器人就是具有生物功能的实际空间运行工具。因此可以代替人类完成一些危险

或难以进行的操作、任务等。该机器人不仅具有载重、运动能力，还具备寻迹

和自主越障的功能，能在遇梯级时攀爬楼梯，并且利用北斗模块进行定位导航，

可通过图像识别技术，跟踪某一特定物品，达到图像识别跟踪的效果；结合用

户需求，可使用手机 APP 遥控、“类体感模式”控制方式对机器人进行控制，机

器人响应速度快，动作灵敏、准确。

2.2 应用前景

结合现状，本团队设计了一种基于北斗导航的水平姿态载物爬楼智能机器

人。

1.它能够适应多种地形地貌的要求，有效规划路径，合理应对斜坡、楼梯等

复杂情况；合理利用楼梯空间运输货物，达到提高运输效率的效果；极大程度

缓解电梯的使用压力，节省电力；利用楼梯空间多层次、高效率的特性，能在

短时间内满足大量用户的需求。

2.有效解决了超市购物、户外活动等情况下产生的搬运需求。例如：老人在

市场、超市购买物品后，智能机器人可自动追踪寻径，运送物品。

3.智能送货机器人作为一个水平姿态移动平台，其载重能力较强，运行稳定；

基于此机器人可以衍生出很多相关产品，例如：

1)用于上下楼搬运，楼梯清扫等楼梯间作业以及在人不便到达的环境中进行

作业的机器人；

2)用于工业中险难作业的越障机器人。在该应用下，机器人不仅可提高产品

的质量与产量，而且对保障人身安全，改善劳动环境，减轻劳动强度，提高劳

动生产率等有重要意义；

3)灭火和抢险救援的消防机器人。消防机器人能够通过实现自动寻径、追踪、

载物等功能，代替消防救援人员进入易燃易爆、有毒、缺氧、浓烟等危险灾害

事故现场进行数据采集、事故处理、信息反馈等；

4)在军事活动中，载物机器人可以代替人力进行危险物品、战备物品的运送。

相较于一般的运载车辆，具有小型、轻便、无需人工操控等多种优点。

随着送货、载物机器人需求市场的扩大，大多数外卖巨头公司、电商企业

都争先研发送货机器人等，并在国内投放使用，好评如潮。但目前市面上的机

器人局限于平地、小坡度路段行走，且速度缓慢（约 13-16Km/h），送货效率不

高，并不能完全满足用户需求。基于对快速送货及送货上楼等诸多需求，我们

做出展望并付诸行动，自主设计并制作了一款基于北斗导航的水平姿态载物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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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智能机器人。

图 1 作品展示图

二、功能介绍

就机器人的实用性能来讲，要实现机器人自主送货，机器人需要具有载重

运动的能力，还需要具有寻迹和自主避障的功能；就趣味性而言，多种遥控模

式将提升用户的使用体验。所以我们的机器人主要实现了如下功能：

自主越障：通过超声波传感器测距，判别并避开前方障碍物；更能在遇梯

级时开启攀爬楼梯功能；

图像识别：通过图像识别技术，机器人还可跟踪某一特定物品，达到图像

识别并且跟踪的效果；

北斗定位与导航：利用北斗模块进行定位，并合理规划路径；

无线局域网控制：用户在自身所需情况下可使用两种方式对机器人进行控

制，①手机 APP 遥控，可控制机器人前进、后退、转弯、爬楼等；②“类体感

模式”控制方法，利用手机与机器人上的方位判别模块，实现机器人的前进方

向在容差 5°的范围内与手机方向保持一致。

灵活性：机器人的各种运动动作流畅、连贯，且在无线局域网控制模式下

机器人响应速度快，动作灵敏、准确；机器人具有很高的灵活性。

三、设计方案

送货机器人的设计中的首要任务就是对其机械结构的设计，通过对以往爬

楼车的分析比较分析，我们取长补短，采用复合式爬楼机器人——轮腿式，该

结构满足爬楼机器人移动速度快、运动灵活、重心、结构稳定的特点。

该机器人采用 STM32单片机和 PC机作为控制单元，系统主频高，反应灵敏

迅速。将大力矩伸缩杆和减速电机结合作为动力装置，保证爬楼动作的稳定、

可靠；使用超声波距离传感器作为测试装置，可实时检测机器人各部位与楼梯

的水平距离及垂直距离；利用自动控制闭环调节可实现机器人自主爬行前进的

功能，提高了机器人在不同尺寸楼梯上爬楼前进的适应能力。运用超声波测距

模块通过对人车之间的距离进行测量，更通过图像识别技术使机器人识别某一

特定物体，进而实现车对人的跟踪。同时，本团队还自制了手机 APP 作为辅助

控制装置，使控制更加便捷，用户操控简单；拓展了“类体感模式”操控方法，

使机器人的操作乐趣性更强。

3.1 机械结构设计及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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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机械结构图

该机器人采用铝合金材料作为框架，结构稳定，外形美观；采用双组轮腿

复合式结构：下平面是尺寸为 70*42 的矩形，固定两组共四个可伸缩轮腿，带

四个有驱动能力的电机，保障结构的稳定性；上平面为 50*60cm 的矩形，置于

主平面之上，其上固定有两组共两个可伸缩轮腿，该组轮腿分布在副平面上，

穿过主平面的空槽，轮子为无驱动力万向轮，使得攀爬、转向等运动更加灵活；

在上平面之上固定有 12V 的供电电源，下平面固定有机器人的硬件电路（图中

未标识）；电机驱动轮，在爬楼过程中提供水平方向的推动力，且带有传感器能

感知电机转速和运动状态；在静止状态时，机器人高度为 52cm。铝型材料保证

了框架结构的坚固度，各轮腿相互配合形成梯形、三角形，保障整体结构的稳

定性。

3.2 运动策略及控制方案设计

3.2.1 爬楼功能

以 7个超声波模块测距，通过判定前方障碍的距离执行动作进行爬楼动作；

以下是我们对爬楼动作的控制:

图 3 超声波测得的轮地距离 伸缩杆 A B C 车轮 a b c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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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超声波测距爬楼过程

装置前进,当①小于 5cm（搭台成功），A 完全收缩，装置前进；

当②小于 5cm，A，C伸长，当③大于 15cm（一级台阶高度），装置前进；

当①小于 5cm（搭台成功），同时 A 缩短，装置前进；当③小于 5cm，A、
B伸长，当④大于 15cm，装置前进；

当①和④小于 5cm，A、B同时缩短， 当②和③大于 15cm，装置前进；

当②和③小于 5cm，A、B同时伸长，当①和④大于 15cm，装置前进；

循环 3、4 步骤，实现连续爬楼。

下楼过程为爬楼过程的逆过程。

3.2.2 图像识别跟踪

为实现机器人图像识别跟踪的功能，机器人的轮腿分布呈现三角形，其中

最后一个位置的轮子为万向轮，该结构保证了机器人具有转向功能的硬件支持；

另前方两个驱动轮具有各自驱动的能力，且其驱动能力很强。

机器人的前端水平地安装了三个超声波测距模块，各自测量人车之间的距

离，运用反馈调节，当某一个方向的距离值偏离了设定的阈值时，此时驱动电

机使人车距离保持在阈值内，因此，只要设置了合适的阈值，就可以比较好的

实现机器人对于人的图像识别跟踪。

3.2.3无线局域网控制

该智能机器人增设无线局域网控制功能，用户可通过手机端 APP 发送指令

对机器人进行遥控，可操控其前进、后退、左转、右转、爬楼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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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手机 APP 控制界面

除去手机遥控方式外，本团队另给该机器人增设了“类体感模式”控制方

法：读取并计算手机端指南针角度数据与机器人角度数据的差值，利用该差值

作为控制条件，使机器人的运动方向在 5°的容错范围内与手机的方向保持基本

一致，即用户通过左右晃动手机便可控制机器人的前进方向。

3.2.4 北斗定位与导航

该机器人通过北斗模块进行定位和导航，合理规划路径。ATK-S1216F8-BD
GPS/北斗模块是一款高性能 GPS/北斗双模定位模块。该模块采用 S1216F8-BD 模

组，体积小巧，性能优异；模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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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带 IPX 接口，可以连接各种有源天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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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电源断开后，

可维持半小时左右的 GPS/北斗星历数据的保存，以支持温启动或热启动，从而

实现快速定位。

图 6 ATK-S1216F8-BD GPS 北斗模块外接有源天线

3.2.5 硬件设计

机器人采用高性能 STM32F103ZET6芯片作为处理单元，工作频率达 72MHz，
系统反应迅速，实时性强；

机械装置采用 12V大力矩电动推杆作为动力装置，单杆力矩为 400N(根据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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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可选择更大力矩)，整体载重最大可达 1200N，负重能力强；

驱动模块采用 12V/7A/160W 双路直流电机驱动模块，控制逻辑为 H桥 L298
逻辑。带负载能力强，和推杆搭配使用达到最佳动力效果；

传感器采用 HC-SR04 超声波测距模块，通过外部中断的形式触发单片机测

距程序，精度较高，满足装置的测距需求；

该机器人通过 GPS/北斗双模定位模块进行定位和导航，自带可充电后备电

池，性能优异，使用方便，合理规划路径，从而实现快速定位；

3.2.6 控制框图

图 7 控制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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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设计性能测试

表 1：智能机器人性能表

整体尺寸 70*42*52cm

空载重量 20kg

运载能力 100kg

最大功率 150W

充电电压 220V

爬楼速度 5s/阶

行进速度 2m/s

五、创新性

1）采用 STM32单片机和 PC机作为控制单元，系统主频高，反应灵敏迅速；

2）使用超声波距离传感器作为测试装置，可实时检测机器人各部位与楼梯

的水平距离及垂直距离。同时对人车之间的距离进行测量，实现进行调节，进

而实现车对人的跟踪；

3）利用自动控制闭环调节可实现机器人自主爬行前进的功能，提高了机器

人在不同尺寸楼梯上爬楼前进的适应能力；

4）采用铝合金材料作为机器人的框架材料，使结构稳固，外形美观；

5）载物平台设计合理，更好适用于平稳送货需求；

6）采用轮腿式方案，实现在楼梯与平地的路况下自如地转换，移动速度较

快，运行过程中重心平稳，优化爬楼动作；两组轮腿交替前行爬楼，大大提高

了爬楼效率；

7）机器人的伸缩杆可视环境而改变，可以在不同尺寸楼梯上爬行的功能，

环境适应性强；

8）采用手机 APP无线局域网控制机器人的运行状态，可实现前进、后退、

转向及爬楼等功能，有更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9）拓展“类体感模式”遥控方法，通过晃动手机即可调节机器人运动方向，

有更强的智能性和灵活性。

10）自制 PCB 电路板，更符合本团队硬件电路所需，使得线路布局更加简

洁、合理。

六、总结

智能机器人作为一种包含相当多学科知识的技术,几乎是伴随着人工智能所

产生的。而智能机器人在当今社会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多的领域和岗位都

需要智能机器人参与、这使得智能机器人的研究也越来越炙手可热。

本团队所开发的基于北斗导航的水平姿态载物爬楼智能机器人，受快递、

外卖的最后一公里难题的启发，最初目的是实现爬楼、图像识别跟踪、送货的

功能。我们的机械结构设计在初期基础上做出了如下改进:
①本机器人使用铝合金材料结构，使结构更加坚固，外形更加美观；②两

个平面之间用两根由电动推杆驱动的滑块导轨连接，可实现两平面之间的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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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调整推杆之间的相对位置，以适应不同尺寸的楼梯，实现爬楼功能，增

强了机器人的环境适应能力，提高爬楼速度与效率；③增设了总电源开关，便

于在突发状况下将整体电路断电，使机器人立即停止工作，防止造成不必要的

困扰与损失；④该机器人通过 GPS/北斗双模定位模块进行定位和导航，GPS/北
斗双模定位模块自带可充电后备电池，性能优异，使用方便，可合理规划路径，

从而实现快速定位。

经过不断地改进，该机器人的稳定性、对楼梯尺寸的兼容性及负重能力都

大大增强，还增加了特征识别、无线局域网控制和北斗导航定位的功能。

在整个团队的不懈努力下，通过对该机器人设计、制作以及不断调试，使

结构与控制策略逐步精简化，基于北斗导航的水平姿态载物爬楼智能机器人已

完全能实现北斗定位与导航、载物、自主越障、图像识别跟踪、爬楼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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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定位系统的矩阵式空天一体飞行器研究与应用

作 者：詹浩然、王浩浩、李 新、王 瑞

指导教师：闻 新

学 校：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摘要】随着科技的发展，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防实力也在不断突破。

为了满足在军事活动中更多的需求，未来飞行器也在不断创新。本文设计了一

种基于北斗定位功能的矩阵式空天一体飞行器。利用北斗定位系统对矩阵式空

天一体飞行器的每一个子飞行器进行定位，精准快速的实现作战目标和任务，

同时利用北斗定位系统的通讯功能实现子飞行器之间信息的传递，加强了协同

作战的能力，进而充分发挥矩阵式空天一体飞行器的威力。

【关键词】北斗定位 未来飞行器 空天一体化 信息传递

【 Abstract 】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a's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has been continuously enhanced, and the national
defense strength has been constantly breaking through. In order to meet more
demand in military activities, future aircraft are also constantly innovating. In this
paper, a matrix air space vehicle based on beidou positioning function is designed.
Use beidou positioning system on matrix space one aircraft to locate each child
aircraft, precision fast achieve operational objectives and tasks, at the same time
using the beidou positioning system communication function to realize information
transfer between aircraft, strengthened the ability of cooperative engagement,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matrix space which the force of the aircraft.

【 Key words 】 beidou positioning, future aircraft, aerospace integration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一、背景及意义

1.1北斗定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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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ttp://baike.baidu.com/view/90050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53076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77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2877.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490727/2106694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449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2540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2138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00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503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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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系统用户终端具有双向报文通信功能，用户可以一次传送 40-60 个汉字

的短报文信息。可以达到一次传送达 120 个汉字的信息。在远洋航行中有重要

的应用价值。北斗系统具有精密授时功能，可向用户提供 20ns-100ns 时间同步

精度。

1.2矩阵式空天一体飞行器设计灵感来源

大多数组合式飞机群的灵感主要来源于对社会的昆虫、鱼或者哺乳动物等

这些自然群体在现实生活中相互配合机制的研究。这些群体的规模从居住在小

自然区域的几个个体到可能占据大领土并由数百万个个体组成的高度有组织的

群体。在群体中出现的群体行为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和稳定性，如路径规划，

巢穴建设，任务分配和在各种不同的自然群体中表现出的其他复杂的集体行为

（如图 1.1 所示）。我们设想在未来的空天领域，无论是军用飞行器集群作战还

是在太空上实现多功能生活平台，智能化拼接式飞行器已经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需求。

空天一体化飞机的产生就是为了满足在未来复杂战场上多任务的需求。空

天一体化飞机由加油机，轰炸机，侦察机，两个歼击机组成。在人机控制方面，

利用北斗定位系统功能，主控制室可实时掌控各机的精确位置，这样可以更有

效的调动子飞机，完成作战任务。在子飞机与子飞机之间，通过北斗通信功能

及定位功能时间子飞机之间的交流，这样不仅可以节省时间，更重要的是在一

些突发事件中，子飞机可以更及时地自主解决问题。

图 1.1 昆虫与动物群居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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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空天一体飞行器（俯视图）

图 1.3 空天一体飞行器（正视图）

二、作品设计的介绍

2.1 基本原理

我们所设计的基于矩阵式空天一体飞行器是一种基于北斗定位系统可以在

大气层内外相互转化的一种多用途飞行器（如图 2.1 所示）。飞行器的外观设计

为菱形，其设计灵感主要来自于 B-2 轰炸机，整体外形光滑圆润，减少了雷达波

折射角，驾驶舱呈圆弧状，照射到此处的雷达波会绕舱体外形爬行扩散，而不

会被反射回去，密闭式的舱体在制造时掺有金属粉末，使雷达波无法穿透舱体，

造成漫反射。整个空天一体飞行器纵向长度 42米，横向长度为 32 米，高度为 8
米。菱形头部的包覆物有不规则的蜂巢式空穴，可以吸收雷达波，整个空天一

体飞行器的四周菱边可使来自任一方向的雷达波无法反射回去。外壳采用结构

型纳米吸波复合材料，不易反射雷达波，不同的材料经高压压铸而成。

图 2.1 空天一体飞行器（俯视图）



第九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607

图 2.2 空天一体飞行器（俯视图）

并且随着我国发动机技术的不断的成熟，基于矩阵式空天一体飞行器在发

动机选用上有了一个新的突破，空天一体飞行器主要采用的是涡轮基组循环发

动机（TBCC）和火箭基组合循环（RBCC）组合为飞行器提供动力，在飞行器起

飞与爬升阶段使用涡轮发动机，爬升到一定高度后加速到冲压发动攻击开始工

作状态，冲压发动机投入工作后逐渐关掉涡轮发动机，利用冲压发动机将飞行

器加速到高马赫数，当飞行器突破大气层时飞行器逐渐关闭冲压发动机并转换

为火箭基组循环发动机（RBCC）并在外太空高速飞行，两类发动机在布局上相

互独立，实现并联布局（如图 2.3所示），在燃料方面我们用碳氢燃料的涡喷或

涡轮冲压发动机作为 M4 以下的飞行动力，碳氢燃料的冲压/超燃冲压发动机将

飞行器加速到 M7~8 或 M12~15（氢燃料）。为了使两组推进系统能更广泛的运

用其最大效能，我们将进排气口设计成矩形可调节机构，在不同飞行状态时会

对其进行微调。

图 2.3 发动机并联式布局

基于矩阵式空天一体飞行器使用了结构型纳米吸波复合材料（如图 2.4 所

示），它是将吸收剂分散在由特种纤维增强的结构复合材料中所形成的结构复合

材料，具有承载和吸收雷达波的双重功能。飞行器的蒙皮由玻璃纤维增强塑料

制成，其气动外形由未填充吸收剂的刚性泡沫材料来保证；刚性泡沫体的内侧

涂敷填充了铝粉的涂层，可以使部分入射的电磁波散射到其他方向，而不回到

雷达接收站；泡沫材料中填充有吸收剂，并且呈一定的梯度以便更好地衰减入

射电磁波；整个结构主要由翼梁支撑。同时在机腹部分的刚性泡沫外侧布置高

温表面绝热瓦，在飞行器前端以及飞行器两侧前缘布置强化碳-碳复合材料（如

图 2.5所示），起到高温隔热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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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结构型纳米吸波复合材料 图 2.5 碳-碳复合材料

2.2 北斗模块的使用

2.2.1 北斗定位原理

与 GPS 系统类似，北斗卫星导航采用的是无源定位方式。通过导航卫星向

外发射北斗导航电文，其终端在接收到来自卫星的导航数据后，提取卫星时间

信息，计算可得出用户和卫星间的时间差，最后通过导航数据便可以解算得到

卫星发射北斗信号时所在位置的三维坐标。因为空间中任意两点之间的公式是

2
1

222 )( cbad  ，所以可以列出三个方程式，对这个方程式求解便可以得到北

斗用户终端所处位置的三维坐标。

例如假设已知卫星坐标为：

（x1，y1，z1），（x2，y2，z2），（x3，y3，z3）
卫星与终端接收机之间的时间差为：

t1，t2，t3
则求解终端的坐标（x，y，z），解三元方程式：

      2
1

22
1

2
1

2
1 *tczzyyxx 

（2.1）

      2
2

22
2

2
2

2
2 *tczzyyxx 

（2.2）

      2
3

22
3

2
3

2
3 * tczzyyxx 

（2.3）
即最终得出终端的具体位置。（如图 2.2.1所示）

图 2.2.1 北斗定位原理假想图

2.2.2 设计思路

将矩阵式空天一体飞行器与北斗定位系统结合起来，实现作战指挥员对每

一个飞行器的位置进行掌握，同时建立子飞行器之间的相互联系，进而根据作

战需要和任务需要，通过遥控使得某个子飞行器到达指定地点进行作战。

2.2.3 设计方案

首先，给每一个子飞行器安装一个北斗定位模块，系统指挥者可以随时掌

握每一个飞行器的位置。如果作战任务，环境极其复杂，侦察机可以通过摄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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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等装置将当地的地貌结构反馈给指挥者，如果需要进行作战，指挥员可迅速

控制轰炸机和战斗机进行准确作战。

图 2.2.3 子飞机分布情况

2.2.4 基于北斗通信功能的应用

为了加强子飞行器之间的信息传递，实现人工智能化的协同工作，轰炸机，

侦察机，歼击机都必须与加油机建立联系。当油量即将用完时，将会触发北斗

模块，然后以短信的方式发送当前的位置信息和自身情况，加油机一旦接受到

此类短信，将会立即启动加油救援模式，将会立即前去目的地实现加油任务。

同时，歼击机和歼击机也要建立联系，如果一号歼击机遭到袭击，将会立即触

发北斗模块，发送代码给二号歼击机，请求援助，二号歼击机一旦受到此类代

码，将会立即触发飞行模式，进而前去救援。子飞机之间信息交流图如图 2.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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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4 子飞机之间通过北斗系统进行信息交流

三、空天一体化飞行器创新点

3.1 菱形外观

未来空天飞行器的发展主要是趋于一种隐身与超高速飞行的特性，而现有

航天飞行器往复运送物品效率不高，并且能源消耗过大，因此需要提出一种航

天飞行器，在军用上既可以成为一种可战斗式飞行器，在民用上又可以成为空

天一体运载载具，而菱形式空天一体飞行器契合了这个想法，几何式的菱形外

观可能更适合拼装式组合。菱形的四边有可动翼班，用来控制飞行姿态，其四

边的中部具有可控永磁铁，可使空天一体飞行器在大气层外进行拼装组合，形

成矩阵，且在菱边具有加油口和通讯数据接口（如图 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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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长航程攻击编队

3.2动力装置

飞行器在动力上主要采用了涡轮基组循环发动机（TBCC）和火箭基组合循

环（RBCC）组合可以很好的实现从起飞到爬升到超高速飞行状态的快速转换，

发动机采用的并联设置，当其中一座发动机出现故障时不影响其它发动机工作，

在进出气道也可以根据发动机最大功效尽行调节。

3.3材料使用

飞行器在材料上采用了结构型纳米吸波复合材料，可同时满足承载和吸收

雷达波的双重要求。并且在机腹和机翼前缘部分布置了隔热材料，可以保护飞

行器在高速状态下减少热损伤。

3.4北斗定位的使用

基于北斗定位系统的矩阵式空天一体飞行器充分的使用了北斗的定位功能

和信息传递的功能，增强了子飞行器之间信息交流与传递，使空天一体飞行器

在进行实施作战任务时，能够更好地进行协同工作，增强了战斗力与完成作战

任务的效率。

四、未来与展望

1.基于北斗定位系统的飞行器智能适应战场的变形转换技术可应用至一个

灵活的飞机系统，该系统能够将飞机分解成适应战场需要的多架多功能飞机，

对于较长的航程，也可以把多架子飞机组合成为一架组合式飞机，从而实现节

省燃油、增加航程的目的。

2.在实施作战任务时，一旦组合式飞机到达目标上空，子飞机可再次分离，

利用北斗定位系统的定位功能和通信功能，灵活执行战场监视与侦察、进攻防

御、空投物资等多种功能性任务。这种方式创造了具有终极适应能力的无人机

智能组合战术，组合式飞机能够进入任何未知战场，快速组合、分解成为可适

应多种任务的多架子飞机，以不同形态投入多个战场用途。

3.在民用方面，基于北斗定位系统的可拼接式飞行器可以当做一种生活载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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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交通工具的功能，也能同时实现节省能源，并可在飞行器内部实现交互功

能，因为此类飞行器可在外太空使用，我们大胆设想将飞行器在拼接成一个大

型矩阵式方舟，并且可以根据万有引力定律使人们在外太空生活或者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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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的家居智慧生活服务系统设计

作 者：赵志杰、宣 茜、王全山、张 裕

指导教师：胡立夫

学 校：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摘要】为解决传统智能家居功能单一、集成度差等缺陷，设计了新型的基于

北斗的家居智慧生活服务系统，系统采用多种传感器全方位监测家庭中各项环

境信息，利用 GPS/BDS双模定位模块进行空间与时间上的准确定位和时间同步，

并利用 GSM 无线通信模块将获取的信息发送至 PC 监测平台以及用户的 App。
App 亦可通过无线网络控制家居设备。研究了系统的软硬件设计，并给出了测

试结果，结果表明，该系统实现了环境实时监控与设备高效控制。

【关键词】环境信息监测 北斗定位授时 无线通讯网络 社区 PC 监测平台

手机 App

一、引言

智能化家居是将嵌入式技术、无线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与家居设备结合

并协同工作的有机闭环系统，其目的是为了实现了家居的数字化统一管理与维

护，满足了人们对舒适、便捷家居生活的需要[1]。传统的智能化家居设备只是

针对单一品牌的单一家电的控制与管理，无法实现对多方面家电的综合管理与

控制，无法利用多家电综合去营造某种环境氛围，并且无法去感知家庭环境的

变化，对人们的有效控制造成很大的麻烦；目前智能化家居系统大多利用红外

去控制以实现家电的自动化，然而红外控制系统容易受各种热源、光源、射频

辐射、热气流的干扰，有时会造成短时失灵[2]；且目前智能家居系统只关注于

生活舒适度的提高，没有建立一套安全的家居监管系统，是系统的巨大缺陷。

针对当前智能家居系统存在的种种不足，我们提出了基于 Android的智能化家居

系统。

二、系统总体设计

研究的系统主要完成对家庭中的各项环境信息以及时间、空间信息的获取，

并将信息传送给远程的社区 PC 监测平台以及用户手机 App，用户手机 App亦可

通过 WIFI 网络控制家居设备。该系统由家庭环境监测终端、社区 PC监测平台、

模拟化家居设备以及手机 App四部分组成。家庭环境监测终端由 Arduino微处理

器、UM220模块、DHT11温湿度传感器、GP2Y1010AU0F光学空气质量传感器、

BH1750FVI 光强度传感器、MQ-2 烟雾传感器、火焰传感器、LCD1602 液晶显示

屏以及 GSM 无线通讯模块构成；社区 PC 监测平台由 Arduino 微处理器、GSM
无线通讯模块以及 PC监测软件构成；模拟化家居设备主要由排气扇、音响、闪

光灯、加热器以及窗帘构成；手机 App共包含信息获取、单项控制、多项控制

以及定位求救这四大功能，使整个家居系统构成了完美的闭环系统。系统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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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原理图如图 1所示。

图 1 系统硬件的组成原理

家庭环境监测终端通过 UM220模块出色的定位与授时功能，完成北斗信号

的接收，获取家庭的时间、空间信息，并利用数字光强度传感器 BH1750FVI、灰

尘传感器 GP2Y1010AU0F等传感器分别家庭环境的光强度、粉尘浓度、可燃气体

的浓度、温度、湿度、火苗，并利用 Arduino将各项环境信息显示在液晶显示屏

上，同时控制 GSM 模块 SIM900A 将环境信息传送给远程的社区 PC 监测平台与

手机 App。
社区 PC 监测平台的 GSM 模块是一信号接收端，主要用于接收家庭环境监

测终端中 GSM 模块发出的信号，通过 Arduino 将信号解析，提取相应的时间信

息、空间信息以及环境信息，并分别对各项信息进行处理，通过 UART串口将处

理后的信息传给 PC端的监测软件。PC软件提取经纬度信息调用百度地图，将家

庭位置精确打点于电子地图，并根据测出的高度分辨出楼层，随后显示测出的

家庭的环境信息。

模拟化家居设备有由 WIFI 模块 ESP8266、Arduino 微处理器以及模拟设备组

成，手机 App通过连接 WIFI 模块在 AP 模式下产生的热点信号，发送控制字符。

Arduino 可对字符进行识别，根据控制字符的不同的进而控制家居设备。

手机 App有家庭环境信息获取、单项控制、多项控制、定位求救四个界面，

共由单项控制模块、多项控制控制模块、信息获取模块、定位求救模块、短信

模块、WIFI 服务模块构成。单项控制模块可实现对不同设备的控制。当用户输

入目的 IP 地址和 PORT并确认连接时，启动 SERVICE，实现控制信息传递。获取

信息模块可将 SERVICE 发送过来的消息实时显示在 TEXTVIEW 中。多项控制模块

提供了不同模式的控制选项，用户可以选择多个控制按钮，将各种控制信息整

合，通过本地广播发送到 SERVICE。WIFI 服务模块在接到其他模块的控制信息时，

若 SOCKET 已经连接，则将控制信息发送到服务器。定位求救模块可以调用百度

地图，获取当前手机的位置信息，并在地图相应位置打点。短信模块可 GSM模

块发送过来的信息，通过 INTENT 将信息传递给获取信息界面，并实现界面跳转。

三、系统的详细设计

3.1 家庭环境监测终端

家庭环境监测终端由 Arduino 微处理器、传感器、UM220 模块、显示模块

以及无线通讯模块构成，实现了信息的获取、显示与传输，下图 2 为监测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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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路连接图。

图 2 监测终端的电路连接图

3.1.1 UM220模块

UM220 模块通过 U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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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串口将数据送至处

理模块做进一步处理[3]。为了得到需要的时间与空间信息，采用北斗/GPS 双模

输出的 GNRMC、GNGGA 以及 GNZDA消

息，其中 GNRMC的消息格式为

$GNRMC,hhmmss.ss,A,ddmm.mmmmmm,a,dddmm.mmmmmm,a,x.x,x.x,ddmmyy,x.
x,a,a*hh<CR><LF> ,设计中需要提取的有用信息包括经度和纬度，信息中的第 3、
4、5、6 字段为需要提取的字段，这些字段分别代表纬度格式、南（北）纬、经

度格式、东（西）经。同理，提取$GNGGA 信息中的第 11、12 字段的信息，这

些字段所含的信息为大地水准面起伏高度、大地水准面起伏单位（m），通过该

条信息可以获取模块距离水平面的高度，进而知道用户家庭处于的楼层位置。

提取$GNZDA 中的 1、2、3、4 字段信息，这四条字段分别代表当前的时间

（hhmmss.ss）、日（00-31）、月（00-12）、年（0000-9999），通过该条信息，可

以得知当前的具体时间。下面以 GNRMC信息为例对数据进行说明

$GNRMC,025615.000,A,4155.271667,N,12324.141653,E,0.000,353.670,201215,,E,A
*3F，其具体的说明如表 1 所示。

表 1 消息格式说明

名称 格式 含义

UTC 时间 025615.000 时分秒.

毫秒定位状态 A/V A=有

效，V=无效 纬度 4155.271667

度 分 . 分 纬 度 方 向 N/S

N-北纬，S-南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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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环境测量模块

光学灰尘浓度检测传感器内部有成对角分布的红外发光管和光电晶体管，

利用光敏原理工作检测特别细微的颗粒。传感器根据输出脉冲的幅值的大小来

判断颗粒浓度的高低[4]。电路中的电阻 R2 起到限流的作用，R2 为 10K，R3 和

R4 起分压作用，分别为 10K，R1、C1 分别为 150Ω和 220uF 的电解电容，晶体

管 Q1 可以增加 LED脚的驱动能力。Arduino 单片机的 9 号引脚作为 PWM脉冲

的输出管脚，为传感器提供输入信号，A5引脚为单片机内部 ADC 的 5 号模拟

输入管脚。

MQ-2传感器所处环境中存在可燃气体时，传感器的电导率随空气中可燃气

体浓度的增加而增大 [5]。烟雾的浓度越大，导电率越大，输出电阻越低，输出

的模拟信号就越大。MQ-2 模块与 Arduino 的 ADC 端口 A1 相连，获取传感器传

输的模拟信号，根据模拟量的大小判断空气中可燃气体的浓度。

温湿度传感器 DHT11包括一个电阻感湿元件和一个 NTC测温元件，并与一

个高性能 8 位单片机相连接，响应速度快且抗干扰能力强，可以精确测量温湿

度[6]。DHT11模块与 Arduino 的数字量端口 7 相连，获取传感器传输的数字信号，

通过处理获取当前的温湿度。

光强度传感器 BH1750FVI 由控制单元、A/D转换模块、数据存储单元等模块

封装组成，传感器通过 A/D 转换模块将光强度的模拟值转换为数字信号，并通

过控制单元对数据进行处理，最后将数据通过 IIC 总线传给微控制器，通过微处

理器的处理得到当前的光强度值。传感器通过 IIC 总线与 Arduino 相连，按照 IIC
协议读取传感器传入的数值，经过计算得到当前环境的光强度值。

红外火焰传感器可用来探测火源或其它一些波长在 760 纳米～1100纳米范

围内的热源，探测角度达 60 度，其中红外光波长在 940纳米附近时，其灵敏度

达到最大，利用特制的红外线接收管捕捉火焰中的红外波长来检测火焰，并将

火焰的温度转化为高低变化的电平信号传送至微处理器。火焰传感器与 Arduino
的数字引脚 6相连，当检测到火焰时接收到的电信号为低电平，反之为高电平。

3.1.3 GPRS/GSM无线通信模块

采用 GSM/GPRS 模块是 SIM900A GSM/GPRS 模块。其中，基带信号处理器是

G600通讯模块的核心部分，它的作用相当于一个协议处理器，用来处理外部系

统通过串口发送过来的 AT指令。射频部分主要实现信号的调制与解调，实现外

部射频信号与内部基带处理器之间的信号转换[7]。GSM 模块与 Arduino 的虚拟

串口 2（TXD）、3（RXD）相连，通过串口间 AT指令，实现信息的传递。

3.2 模拟化家居设备

模拟化家居设备由Arduino微处理器、WIFI模块 ESP8266以及模拟设备组成。

模拟设备分别由电机风扇模块、三色 LED 灯模块、MP3 音乐播放模块、聚酰亚

胺发热片以及电机模块构成。Arduino 微处理器通过处理 WIFI 模块接收的控制字

符信息，实现对家居设备的控制。下图 3为其电路连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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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模拟化家居设备的电路连接图

电机风扇模块与窗帘通过 L298N电机驱动模块分别连接在 Arduino 的 0、1、
2、3、4、5 引脚上，其中 0、1、3引脚连接驱动的 IN1、IN2 与 EN1引脚，可通

过设置 3 引脚的 PWM输出值来控制排气扇的转速，通过设置 0、1 引脚的高低

电平变化实现风扇的启动与制动；2、4、5 引脚分别与驱动的 IN3、IN4、EN2 连

接，通过设置 IN3 与 IN4 引脚的高低电平实现窗帘的启动与制动，通过设置 5
引脚的 PWM输出值来控制窗帘打开的速度。LED模块的 RGB引脚分别与 Arduino
的 PWM引脚 9、10、11相连，通过控制 9、10、11 引脚的 PWM 输出值进而控

制灯的颜色，以营造不同的环境气氛。MP3 音乐播放模块选用 DFPlayer Mini 模
块，该模块可通过串口指令与控制器进行通讯，以实现音乐的播放。模块的 RXD
与 TXD引脚分别于 Arduino 的虚拟串口引脚 7（TXD）、8（RXD）相连，利用 UART
串口指令实现了音乐的播放。聚酰亚胺发热片是一发热电阻片，其温度可在

0-200度变化，该电阻片与 Arduino的 PWM引脚 6 相连，通过控制 PWM 值的变

化实现了对环境温度的不同作用效果。

选用 ESP8266模块作为 WIFI 通讯模块，该模块通过串口 AT指令实现与处理

器的交互，该模块共包含 3 种模式——STA模式、AP模式、STA+AP 模式 [8]，选

用 AP 模式作为控制的最佳模式。利用 UART-TTL 模块利用 AT指令对 WIFI 模块进

行配置，首先发送“AT+RST”进行模块复位；发送“AT+CWMODE=2”设置为 AP 模式；

发送“AT+CWSAP=“Smart Home”,“12345678”,1,3”，设置 WIFI 名称为 Smart Home，
密码为 12345678。随后将 WIFI 模块连接至 Arduino 的虚拟串口 12（RXD）、13
（TXD）处，通过串口发送 AT指令“AT+CIPMUX=1”设置模块为多路连接模式，发

送“AT+CIPSERVER=1，8080”开启 SERVER 模式，端口号为 8080。此时便可以在手

机 App端通过输入模块的 IP 地址与端口号与模块进行连接，通过发送不同的控

制字符实现对不同设备控制。

四、系统软件设计

系统软件设计主要包括以下几个任务：GPS/北斗模块输出数据的接收处理、

家庭环境信息的获取、GSM模块发送与接收信息、PC端软件的设计、WIFI 模块

信息的发送与接收、手机 App的设计。系统的整体工作流程如图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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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监测终端工作流程图 (b)PC 监测平台工作流程图

图 4 系统整体工作流程图

图 a 为监测终端的工作流程，当传感器以及 UM220 模块获取完信息后，便

将信息通过 GSM 模块发送至 PC平台以及手机 App。图 b为 PC监测平台的工作

流程，当 GSM 模块接收到信息后，便对信息进行解析，通过串口发送至 PC 软

件，PC软件调用百度地图，并显示家庭环境信息以及时空信息。下面主要介绍

北斗信息的获取、GSM模块信息发送与接收、App的设计。

4.1 定位信息的获取

GPS/北斗模块正常工作时能接收到 8 种不同类型的导航电文，而设计中只

用到了3种导航数据，因此，事先配置GPS/北斗模块，令其只输出GNRMC、GNGGA
以及 GNZDA导航数据信息。接收并处理导航信息的流程为：首先初始化串口，

当 GPS/北斗模块接收到信号时，将变量 flag_rec 赋值为 1，串口产生中断，并判

断是否是有效定位$GNRMC，若是有效的定位，将以“，”为数据节点，将数据存

入变量 flag_data，并对变量 flag_data 中的数据进行处理，其中变量 byte_count
用来存储数据中检测到“，”的次数，以此决定该条数据是否已经解析完毕[9]。
其程序流程如图 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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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GPS/BDS 数据接收流程图

4.2 GPRS/GSM模块程序

GPRS/GSM模块程序主要包括信息的发送与接收程序两部分。传感器组获取

的环境消息以及北斗模块接收的时间、位置信息经打包后，由 GSM 模块以发短

信的形式发出。首先发送指 AT+CSCS=“GSM”，设置 TE字符集为缺省字符集；后

发 送 指 令 AT+CMGF=1 ， 设 置 短 信 息 的 模 式 为 文 本 格 式 ； 后 发 送

AT+CMGS=“photo”，该指令用于发送短信，在“GSM”字符集下，最大可发送 180
个字节的英文字符,其中 photo为需要发送至手机的手机号码；其后可以输入短

信的信息[10]；最后发送结束指令“1A”，将信息发送至 PC监测平台以及手机 App。
PC 监测平台中的 GSM 模块接收到信息后，首先发送指令 AT+CMGF=1，设

置短信息的模式为文本格式；后发送 AT+CSCS=“GSM”，设置 TE 字符集为缺省字

符集；后发送 AT+CNMI=2,1，设置新消息指示，当收到新消息，且 SIM 卡未满时，

SIM900模块会返回数据给串口，存储在 SIM卡，此时可以发送指令AT+CMGR=？，

查看存储在 SIM卡的消息内容，并读取信息。

4.3 App设计

Eclipse是著名的跨平台的自由集成开发环境（IDE），它本身只是一个框架平

台，但是众多外挂程式的支持使得 Eclipse 拥有其他功能相对固定的 IDE 软体很

难具有的灵活性[11]。基于 Eclipse 的程序开发的优越性，利用 Android 进行软件

开发，以 Eclipse为开发平台，制作了“Smart Home”App。该款 App有家庭环境信

息获取、单项控制、多项控制、定位求救四个界面，共由单项控制模块、多项

控制控制模块、信息获取模块、定位求救模块、短信模块、WIFI 服务模块构成。

单项控制模块：界面中用到了三种控件 EditText、Button、ImageButton 用

户在 EditText 中输入服务器的 IP 和 Port 点击连接后通过 Intent创建 Service，将

创建结果通过 Toast显示。连接服务器成功时，用户点击控制按钮，将控制信息

通过

LocalBroadcastManager.getInstance(context).sendBroadcast(new.Intent(ACTION_LO
CAL_SEND))函数发送给 SERVICE。

多项控制模块：用户点击的命令按钮的命令通过 List记录，当用户点击确认

按钮时，将 List中的命令取出整合为一段命令通过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56375&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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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BroadcastManager.getInstance(context).sendBroadcast(new Intent
(ACTION_LOCAL_SEND))函数发送给 SERVICE。

信息获取模块：当 LocalReceiver接收到 service 发来的广播时将其信息显示

到 EditText中。当用户点击 ImageButton请求更新信息时，向 service 发送本地广

播请求更新消息，若 service 未连接则发送短信给 SMS硬件模块。

定位求救模块：用户可以在 EditText中输入手机号码并绑定。若 EditText中
的号码为 11 位，则将其保存在 sharedprefences 轻量级数据储存类中。下次打开

定位求救界面时若 sharedpreferences 中含有手机号码，则将其显示在 EditText
中。定位求救模块调用百度地图时，在打开界面后通过 LocationManager 获取当

前用户的位置坐标，并通过 LocationManager.requestLocationUpdates 监听位置变

化每 5秒/10米更新位置，并在地图上打点并更新。当用户需要向他人求救时，

发送当前的位置坐标和求救信息给 EditText中的电话号码。当收到短信模块发来

的求救者位置坐标时，将求救者位置在地图上打点，将求救信息在 EditText中显

示并提醒用户，用户也可点击按钮自行从短信数据库中读取求救位置的短信，

并更新地图显示。

短信模块：静态广播监听短信数据库，若短信数据库发生变化时，截取短

信，若短信中含有求救标识符，将其中的位置坐标提取出来，并将短信和位置

坐标都用广播发送给定位求救模块。若不含标识符，且为服务器发来的短信，

则将其发送给获取信息模块，当用户需读取短信时，用 ContentProvider 读取短

信数据库中含有求救标识符的信息，并将其发送给定位求救模块。

WIFI 服务模块：当使用服务时开启多线程，并根据创建服务时传入的 IP 和

Port 创建 Socket 套接字连接。连接成功向界面发送“isconnected”信息并监听

socket.getInputStream()，若 socket.getInputStream.length()>-1 则将信息广播发送

给获取短信界面。当收到其他界面发过来的控制信息，若 Socket为连接状态，

则向 socket.OutputStream()写入控制命令。

五、测试结果与分析

打开 PC 社区监测平台与模拟化家居设备，令其初始化完毕，后启动手机

App，使其连接模拟化设备中的 WIFI 热点信号，随后打家庭环境监测终端。家

庭环境监测终端打开后，显示屏上可以显示监测到的家庭环境信息以及时空信

息，同时将信息发送至 PC社区监测平台以及手机 App上。下图 6 为 PC 社区监

测平台的测试结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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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PC 社区监测平台的测试结果图

图 6 中地图显示当前的位置为银杏金庭小区 12 号楼，在“接收”框中显示了

当前的楼层为 501 户，时间为“2017 年 9 月 27 日 13 点 25 分 56 秒”，当前用户

的家庭温度为 10 摄氏度，湿度为 23%，光度为 95lu，可燃气体浓度较低，PM2.5
值为 23，空气状况为优，没有火苗产生。图 7 为手机 App的测试结果图。

(a)信息获取界面

(b)单项控制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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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多项控制界面

(d)定位求救界面

图 7 手机 App 的测试结果图

图 a 中显示了与 PC监测平台同样的时间信息与环境信息；图 b 为单项控制

板界面，通过输入“192.168.4.1（模块 IP 地址）：8080（端口号）”连接至模块的

WIFI 热点，按住相应的按键即可对相应的家居设备进行控制。图 c 为多项控制

界面，用户可根据需要设置多种模式；图 d 为定位求救界面，通过调用百度地

图将目前为止打点于电子地图上，可在最上面的文本框中输入求救号码，并进

行绑定，当需要求救时，可在下面的求救文本框中输入求救内容，点击“发送”
即可将求救信息以及位置信息发送至绑定的手机号码，同时该单元也可以读取

求救信息，当收到求救信息时，点击“读取信息”按钮即可截取求救信息中的经纬

度，并打点于电子地图上，同时在求救文本框中显示求救内容。

综上所述，家庭环境监测终端、PC社区监测平台、模拟化家居设备以及手

机 App 配合工作实现了环境信息、时间空间信息的获取、显示、传输，以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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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居设备的闭环控制。

六、结论

文中研究了环境信息的监测、北斗模块位置时间信息的获取、数据的无线

传输、手机 App等方面的内容，对系统的硬件和软件进行了详细设计，并对系

统进行了实验测试。结果显示：该系统实现了环境信息、时间空间信息的获取、

显示、远程传输、接收，对家居设备的闭环控制以及危险求救等功能。该智能

化家居系统功能完备，通过硬件与软件的结合实现了信息监测、安全防范与家

居控制。通过该系统的建立提高人们生活的舒适度与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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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系统的自主航行乌龟

作 者：于连杰、宋梓诚、刘伊鹏

指导教师：王 卓

学 校：哈尔滨工程大学

【摘要】当今世界，信息化和自动化成为时代发展的潮流。本作品利用仿生原

理，制作自主航行乌龟，并将其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相结合，实现精确定位，

准确工作。自主航行仿生乌龟具有体积小、成本低、机动性好等优点，可以由

水面舰艇、潜艇等大量携带，批量投放，实现作业任务。基于北斗系统的自主

航行乌龟兼容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和 GPS 卫星导航系统，可以在水面以下几十米

的范围内接收卫星信号并正常工作。在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由于采用三频

信号传输，因此精度更高，而且由于双向传输的功能，使得自主航行水下机器

人能够实现和卫星之间的信息交流。鉴于实际的市场状况，选用北斗/GPS 双模

芯片。处于信息安全等方面的考虑，主要使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模式。本作品

可用于水下资源探测、海洋地形勘探、军事打击任务，甚至休闲娱乐产品。适

合我国当下信息化的改革需求，如能投入批量生产，将会大大提高水下作业的

安全性和工作精度，帮助海洋部门以及军事系统完成任务，如环境监测、军事

侦察等。

【关键词】北斗系统 自主航行 仿生 水下机器人

【Summary】In today's world, information and automation become the trend of the
times. This work uses the bionic principle, makes the independent navigation turtle,
and combines it with the 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realizes the accurate
localization, the accurate work. The Bionic turtle has the advantages of small size,
low cost, good maneuverability and so on, which can be carried by the surface
warship, submarine and so on, and realize the task of operation. Based on BeiDou
system, autonomous navigation turtle is compatible with 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and GPS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and can receive satellite signals within
dozens of meters of water surface and work normally. In our country, the 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uses the three-frequency signal transmission, so the
precision is higher, and because of the bidirectional transmission function, the
autonomous navigation underwater robot can realize the information exchange with
the satellite. In view of the actual market situation, choose BeiDou/gps Dual-mode
chip. In the information security and other aspects of consideration, mainly using
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model. This work can be used in underwater
resource exploration, marine topography exploration, military strike mission, and
even recreational products. Suitable for the current information reform needs in
China, if can put into mass production, will greatly improve the safety of under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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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ons and work accuracy, to help the marine sector and the military system to
complete the task, such as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military reconnaissance.

【Key words】BeiDou system, autonomous navigation, bionic, underwater robot

一、背景及意义

随着国家信息化、自动化进程逐步推进，自主航行的仿生龟技术将成为未

来使用和研究的热点。要建立全球眼光和精准的工作效果，就势必要与卫星系

统结合，我国自主研制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以其开放性和自主性的特点，越来

越被广泛使用。北斗卫星系统在我国范围内精度很高，使用三频信号，控制精

度更高，有利于水下信号传输。此外，北斗系统采用双向传输，有利于满足自

主航行的需要。本作品将自主航行仿生龟与北斗系统结合，可以实现精准工作，

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和军用打击能力。

作为一种新型的水下运载器，与传统推进器相比较，仿生龟以其效率高、

机动性好、噪音低、对环境扰动小的优势将在以下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1．要求作业时间长、范围大，但本身承载能力或承载空间有限、不能加载

太多能源的场合，如环境监测、军事侦察等。

2．要求机动性能高的场合或空间狭窄、空间结构复杂的场所。如管道检测，

管道内部结构复杂，采用小型仿生龟可较好地完成作业任务。

3．海洋生物观察。常规螺旋桨推进器噪声大．对环境扰动大，使水下运动

装置很难接近所要观察的海洋生物，采用静音驱动的机器鱼有望解决这一难题。

4．海底勘探及海洋救捞。采用仿生推进方式可以容易地进入环境复杂的海

洋空间，如沉船内部，珊瑚礁群，完成常规潜水器所不能完成的作业任务。

5．军用方面。一方面，利用仿生推进技术可制造小型潜航武器、无人驾驶

仿生袖珍潜艇。另一方面，由于仿生龟体积小、成本低、机动性好，可以由水

面舰艇、潜艇及飞机等大量携带，成群投放，将在攻击、侦探和扫雷等方面发

挥重大作用。此外，可利用其体形小、不易被声纳所探测的特点，平时化整为

零在特定海域游弋，当遇到敌方舰队时迅速集结，重点攻击，以较小的代价重

创敌方。

二、设计方案原理

2.1系统设计方案

机器人内部配置了北斗/GPS 双模芯片，既可以接收卫星发送的定位信息，

又可以向卫星发送文本、数字等形式的信息，地面站可以对这些信息进行分析

汇总，从而得到海底地形等有用信息。

为实现自主航行的目的，本作品结合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并对本项目的

总体方案进行了设计，对于机器人的机械系统、推进机构系统、动力系统、控

制系统、传感系统、通信系统、供电系统进行了选择，最终确定自主航行仿生

龟的系统组成。机器人外部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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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内部结构示意图

1．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的通信系统：

对于在水下的作业，一般的电磁波能量很快被水体吸收，难以达到很深的

水下，而低频率的电磁波对水有更好的穿透性，因此作品采用大功率低频率电

磁波发射信号，并编制程序，实现海龟在复杂水域的自主避障。

基于北斗系统双向传输的特点，在仿生龟内部放置北斗/GPS 双模芯片，一

方面接收导航系统的定位信息，另一方面向卫星发送地图信息，地面接收站再

对仿生龟上传的信息进行处理。

由于本作品完全在水下作业，因此密封问题特别重要，主演是推进系统（舵

机）的防水及控制芯片的水密，采用密封盒加以解决。北斗/GPS 双模芯片内软

件程序如下：

/*
Turtle program 01 ,2015-04-27
*/

#include <Servo.h>

Servo myservo1;
Servo myservo2;
Servo myservo3;
Servo myservo4;

int s1,s2,s3,s4,s5,s6;//读取脉冲

int k1,k2,k3,k4,k5,k6;//舵角输出

int m,n,i;
double pi;

void setu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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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ial.begin(9600);

pi=4*atan(1.00000);

myservo1.attach();
myservo2.attach();
myservo3.attach();
myservo4.attach();

pinMode(,INPUT);
pinMode(,INPUT);
pinMode(,INPUT);
pinMode(,INPUT);

myservo1.write();
myservo2.write();
myservo3.write();
myservo4.write();

delay(100);

}

//***********************************

void foward()
{
do (i=1;600;i++)
{
k1=s3+400*cos(2*pi/600);
k2=1500+400*sin(2*pi/600);

k3=s3+400*cos(2*pi/600);
k4=1500+400*cos(2*pi/600);

myservo1.writeMicroseconds(k1);
myservo2.writeMicroseconds(k2);
myservo3.writeMicroseconds(k3);
myservo4.writeMicroseconds(k4);

delayMicroseconds(1500);
}

}



第九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628

void turnleft()
{
do(i=1;600;i++)
{
k1=s3+400*cos(2*pi/600);
k2=1500+400*sin(2*pi/600);

k3=s3+400*cos(2*pi/600);
k4=1500+400*cos(2*pi/600);

myservo1.writeMicroseconds(k1);
myservo2.writeMicroseconds(k2);
myservo3.writeMicroseconds(k3);
myservo4.writeMicroseconds(k4);

delayMicroseconds(1500);
}

}

void turnright()
{
do(i=1;600;i++)
{
k1=s3+400*cos(2*pi/600);
k2=400*sin(2*pi/600);

k3=s3+400*cos(2*pi/600);
k4=400*cos(2*pi/600);

myservo1.writeMicroseconds(k1);
myservo2.writeMicroseconds(k2);
myservo3.writeMicroseconds(k3);
myservo4.writeMicroseconds(k4);

delayMicroseconds(1500);
}

}

void goback()
{
do(i=1;600;i++)
{
k1=s3+400*cos(2*pi/600);
k2=400*sin(2*pi/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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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3=s3+400*cos(2*pi/600);
k4=400*cos(2*pi/600);

myservo1.writeMicroseconds(k1);
myservo2.writeMicroseconds(k2);
myservo3.writeMicroseconds(k3);
myservo4.writeMicroseconds(k4);

delayMicroseconds(1500);
}

}

//***********************************

void loop()
{
// s1=pulseIn(,HIGH);//通道 1, 865--1510--2136
// s2=pulseIn(,HIGH);//通道 2, 850--1450--2090

s3=pulseIn(,HIGH);//通道 3, 1107--1855
s4=pulseIn(,HIGH);//通道 4, 854--1470--2110
s5=pulseIn(,HIGH);//通道 5, 1000 to 2000

// s6=pulseIn(,HIGH);//通道 6, 1000 to 1510

if(s3>=1800)
{s3=1800;}
if(s3<=1200)
{s3=1200;}

if((1500<=s5<=2500)&&(1250<=s4<=1750))
{foward();}

else if((500<=s5<=1500)&&(1250<=s4<=1750))
{goback();}

else if(s4<=1250)
{turnleft();}

else if(s4>=1750)
{turnright();}

dela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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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太阳能供电系统：

仿生龟机器人自身携带有太阳能光伏系统，在非工作状态下，机器人漂浮

在水面将太阳能转化成电能存储到蓄电池中。在水下作业过程中，载体监测蓄

电池的电力状况，根据需要上浮到水面，利用太阳能发电系统为载体内蓄电池

充电，以确保机器人能顺利完成作业任务。 同时太阳能水下机器人又可以像滑

翔机器人一样通过浮力驱动，实现上浮和下潜。

图 2.2 鳍外表面图

目前在光伏系统领域中，比较实用的太阳光电池有单晶硅太阳能电池、多

晶硅太阳能电池、非晶硅太阳能电池。 太阳能水下机器人的储能过程是在水面

进行的，周围环境变化对其充电效果影响很大，因此要求太阳能电池的转换效

率要高，同时要求对不同的光线都能保持良好的转换效率，因此选择单晶硅太

阳能电池。 单晶硅太阳能电池是当前开发得最快的一种太阳能电池，它的构造

和生产工艺已定型，产品已广泛用于空间和地面。由于其有较好的弱光性，在

阴雨天比较多阳光相对是很充足的南方地区，采用单晶硅太阳能电池为好，因

单晶硅太阳

能电池电性能参数比较稳定。

图 2.3 太阳能发电单晶硅板 图 2.4 太阳能发电薄膜

前方的两个拍动鳍能偶进行二自由度运动，通过控制鳍拍动与转动与转动

的配合实现前进后退，上升下潜运动。拍动运动与转动运动均为正弦形式，彼

此有 90度相位差，当平均攻角大于 0度时，鳍有前进里与上升力，平均攻角小

雨 0度时，产生前进力和下潜力；改变拍动与转动相位差，可实现反方向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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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后退。后面尾鳍控制稳定航向。

3．仿生水翼法推进系统

某些体型较大的脊椎动物，如海龟、企鹅等，它们在水中的游动既不靠身

体（鳍肢）周期性摆动产生反卡门涡街以获取单线射流，也不靠肌肉急速喷射

产生高密度反向涡流环，而是通过翼状前肢进行上下挥拍，利用柔性形变不断

改变其前缘的上翘与下沉姿态以调节击水攻角，使水流产生反作用力推动身体

波动前进。如图 所示为帝企鹅水翼法游动示意图，其翼状前肢在挥拍过程中分

别产生了方向正交的阻力和（负）升力，促使身体连续受力前进。因此，水翼

法推进是一种融合了阻力推进和升力推进的复合式推进方式，这种推进方式从

生物学角度融合了动物飞行和鱼类游动两种运动形式，基本动作更接近于扑翼

飞行，故得名“水翼法”游动，其流线型运动执行器官（前肢）亦称为“水翼

（hydrofoil）”。生物水翼法游动属于肌肉有氧呼吸运动，推进效率较高，据估算

其基于阻力的推进效率为 33%，而基于升力的推进效率可达 80%，Triantafillou
等认为水翼在一定的频率和振幅等参数组合

图 2.5 企鹅运动示意图

下推进效率可接近 90%，因此采用水翼法推进的生物运动速度较快，水族

馆内的企鹅游动速度为 3.4m/s，海龟为 2.0 m/s，海洋环境下海龟科（cheloniid）
动物最高游速据估可达 7～9 m/s。此外，生物水翼法推进因采用了双肢协同运

动方式，还克服了鱼尾单鳍摆动过程中的侧向力和重浮心偏移问题，使生物体

运行更加平稳。

图 2.6 仿生鳍示意图

4．推进机构系统

海龟前肢水翼运动状态变化如图所示，从大量的观测和分析得出，水翼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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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轴线及其垂直线旋转是水翼的 2 个基本运动，简称位旋和拍旋，拍旋轴线随

位旋而改变方位。水翼运动大致可分为下拍，俯旋，上挥，仰旋 4个阶段，由 2
个旋转运动耦合而成。

图 2.7 水翼运动示意图

5．基于多红外传感器的自主避障系统

红外传感器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接近传感器，利用红外线的定向传播和反射

能力检测前方是否有障碍物，常被用于机器人系统中探测临近或突发运动障碍。

由于光的方向性好，红外传感器具有方向性好，反应灵敏，结构简单等有点。

由于单个红外传感器探测范围有限，为了得到周围环境更多的信息，可以

在乌龟的表面安装多个红外传感器，组成红外传感器环。按照传感器安装位置，

分为 5 类：前部红外传感器、左侧红外传感器、右侧红外传感器、顶部红外传

感器、底部红外传感器。这五类传感器分别探测机器鱼前方、左侧、右侧、顶

部、底部的障碍物。各个方向传感器的数量和安装位置，应该确保这些传感器

之间不存在相互干扰。通过红外传感环提供的环境信息，依据规定的运动策越

实现自主运动。

图 2.8 红外传感器布置图

6．基于舵机的运动控制系统

海龟在水中游动时，主要依靠前肢划水产生推力，而后肢只起到舵的作用。

主要以海龟前肢运动为仿生对象，以实现肢运动模式为目标。海龟有 3 种基本

的前进游动方式：水平直线运动、转向运动和升沉运动。其中以水平直线运动

最具典型性，转向运动和升沉运动只不过是海龟在直线运动的基础上，左右前

肢拍水频率和幅度不一。同时配合后肢而做出的动作。海龟水平直线运动过程

中扑翼其实在做 3 种旋转运动，分别是：绕 X 轴、绕 Y 轴、绕 Z 轴的三种旋转。

绕 Y 轴的运动使扑翼产生上下的拍水运动，绕 X 轴的运动是扑翼产生翻转运动，

绕 Z 轴的运动角度很小，使翼产生了一个很小幅度的前后划水运动。这三种运

动有机的结合起来，使得海龟获得连续向前的推力。海龟水翼尖运动轨迹在 y-z



第九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633

平面内投影为瘦 8 字形轨迹。本作品设计了一套二自由度仿生水翼推进机构，

该机构由 6 个舵机分别驱动水翼上下拍水及绕水翼轴自身翻转，相互结合近似

实现海龟前肢扑翼运动。

图 2.9 舵机运动示意图

7．控制与传感系统：

本项目采用左右两组推进器，如何实现通过两组组推进器之间的协调控制

以实现本作品在水下的多自由度的运动是本作品的一大关键技术。本作品需要

用到深度传感器，加速度传感器视频信号采集器等多种传感装置，设计合理的

编程以实现对各种信号(如北斗系统的导航信号的接收)的合理处理。

关于电源管理模块，系统采用可充电锂电池作为供电电源，其输出电压为 8
V 左右。经过降压稳压，为系统的各个外围设备提供 3.3 V、 5 V 和 8 V 等供

电电源。其中，3.3 V 为 nNRF2401 无线模块和无线视频模块电源，5 V 为单片

机及电机驱动芯片、达林顿芯片、电子罗盘等外围设备电源，而 8 V 的电池电

压则作为电机的直接供电电源。系统电源管理模块框图如图所示。

图 2.11 电源模块框图

2.2 作品创新特色

1．工艺创新：

本机器人拍动鳍翼外壳采用 catia 3D 软件设计完成，使用 3D 打印机加工，

具有尺寸精度该，质量轻便，强度较高的优点。

2．设计创新：

将海龟鳍较为复杂的运动简化为二自由度拍动运动，使仿生拍动鳍的实现

具有可行性，拍动鳍具有灵活多样的运动组合形式，可以实现机器人升潜，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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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进退的灵活运动。

3.结构创新：

机器人整体化设计，组装拆卸容易，可更具需要增加相应模块。机器人外

形呈现流线型，符合流体动力学原理且具有艺术美感。

4.通讯控制创新：

将水下机器人同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相结合，卫星传输给仿生龟位置信息，

用以控制机器人的方向等信息。

三、发展前景

3.1 北斗系统的广泛应用

北斗系统是我国自主研制开发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由于采用三频信号传

输，在我国领土范围内精度甚至比 GPS 系统更高。此外，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具

有双向传输的功能，更适合水下机器人在水下工作时的信息交换。由于本作品

采用低频信号传输系统，因此仿生龟可以在水下数十米内收到卫星定位信号，

并将采集到的信息上传至北斗卫星系统，再通过地面站分析数据。

图 3.1 北斗系统示意图

自主航行龟可以定期浮出水面，向卫星发送信号，以实现更精确的定位，

这是一种偏安全的运行方式。本作品将成为信息化建设的应用产品，无论是在

民用还是军用方面都大有可为。

3.2 与自主航行乌龟的紧密结合

大多数仿生机器人在仿真程度上还可以提高，而且高效性、低噪性和机动

性还有待提高。如何提升系统的效率、机动性并降低噪声一直是水下机器人研

究的重要问题. 传统的依靠螺旋桨推进的水下机器人在推进过程中会产生侧向

的涡流, 增加能量的无功消耗, 降低其推进效率, 并会产生较大的噪声. 而乌

龟，作为地球上出现最早的脊椎动物, 经过数亿年的自然选择, 进化出了非凡的

水中运动能力, 其游动具有推进效率高机动性强隐蔽性好噪声低对周围环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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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小等优点。正是鱼类这些运动特点引起生物学家力学家浓厚的兴趣, 深入研究

其运动机理以揭示形成鱼类这些运动特点的内在原因;通过模仿海龟的运动方式,
不断研制和完善具有海龟运动特点的仿生海龟，以期构建采用高效，高机动游

动、灵活方式的新型水下机器人系统。

图 3.2 水下乌龟航行图

将这类仿生水下机器人与北斗导航系统相结合，将是未来的发展方向。相

信在这类领域，自主航行仿生龟将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四、总结

本小组在进行样机制作时，从实际出发，配置了北斗/GPS 双模芯片，分阶

段进行制作。首先进行理论验证，进行基本材料的购买与加工。而后制作拍动

鳍，进行机器人基本结构组装，记下第一次下水航行，以获得本作品的相关数

据。加装相关传感器及处理芯片，并进行整机调试。调试正常后，再进行整机

改进、优化，实现自主航行。

投入产品化生产后，将会根据具体的应用领域进行相关改进。随着北斗卫

星系统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自主航行仿生龟将会更加精确的工作，为我国军

事和民用领域创造更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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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导航系统在东北各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的实际应用调

查

作 者：肖乐乐、董春丽、黄 河、邢钰彬

指导教师：逯家辉、张 玲

学 校：吉林大学

【摘要】习近平主席五大发展理念中，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理念是核

心，居于首要位置。针对工业 2.0规划中智能制造，智能交通、互联网与大数据

等，将北斗导航系统与吉林省高校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相结合，

即我们着眼社会发展的前沿，立足吉林省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拟主题、制路线，

组成了我们的社会观察实践团，深入吉林省的各大高校——以吉林大学和东北

师范大学为代表的高校进行了一系列实地调研，同时，我们还在吉林省伪满皇

宫、东北沦陷史陈列馆、第一干部中心、长春八中，希望高中等地进行实际调

查，另外，在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等为代

表的全国知名高校进行分据点线上线下调查与宣传。本项目使用了实地走访、

网上问卷的方法 ，亲眼见证了北斗导航系统在当代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应用的实

际情况、听取了来自全国各大名校不同群体的声音对未来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

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发展的愿景。通过结合调查所得数据和问卷结果，

绘制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对当地经济发展的贡献权重图表，反

映近年来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的增长盈亏等，同时发现大学生

创业项目的创新性、开放性、实际可操作性，运用数据分析等方法，最终对大

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的现状进行分析及建言献策。在实践过程中

我们坚定了走国家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的创新

发展道路，同时增强了志愿服务理念、解读了社会发展进程、提升了个人综合

能力、提高了团队协作水平、增强了对外交流能力，这些经历为我们日后发现、

解决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项目面向社会群体，进行网络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 314 份；采访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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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大学学生、东北师范大学学生、伪满皇宫工作人员与游客、东北沦陷史陈列

馆相关人员等； 本项目执行团队一行 8 人（清华大学 1人、北京大学 1 人、浙

江大学 1 人、剑桥大学 1 人、吉林大学 4 人），于 2016 年 8 月 1 日至 2016
年 11月 12日,赴各地完成实地调研、网上问卷调查、数学建模分析结果等工作,
项目微博被多次转发、新闻稿被吉大师大微信公众号多次发表，且项目结题论

文初步入选国家级刊物《神州》。

【关键词】北斗导航系统 大学生创新创业 五大发展理念

[Abstract] in the five development ideas of President Xi Jinping, the concept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Based on the 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is the core
and is in the primary position. According to the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2
planning,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Internet and big data, the 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and college students in Jilin Province Based on the 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is the combina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we focus on the forefro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Jilin Province
Based on the actual, quasi theme, business line, composition of the social practice
group our observations, in-depth Jilin provinc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 Taking
Jilin University and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University conducted a series of field research, at the same time, we are still in Jilin
Province, northeast of the Palace Museum, the history of the first central, Changchun
eight, hope high school and the actual investigation, in addition, sub line stronghold
cut in the well-know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singhua University, Peking
University, Xi'an Jiao Tong University,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ese University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Check and publicize. This project is using the method of
field visits, online questionnaire, witnessed the 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the applica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mong college
students listened to from the major schools of different groups of voice based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the 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of 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based on vision. By combining the survey data and questionnaire
results, drawing students of 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 economy contribution weight chart, reflect the college
students in recent years based on the 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growth such as profit and loss, also found that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project innovation, openness, maneuverability, the use of data
analysis methods the final suggestions for students to carry out the analysis and
suggestions of 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based o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practice we firmly go countries to promote public entrepreneurship, innovation,
the release of new demand,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to create a new road supply,
while strengthening the concept of voluntary service,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process
of social development, enhance the comprehensive ability, improve the team
cooperation level, enhance the ability of communication, these experiences provide
the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us to solve problems after the discovery.

Project oriented society, the network survey, a total of 314 va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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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naires; interview with Jilin University students, students of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the puppet palace staff and visitors, northeast History Museum
related personnel; the project team line of 8 people (1 people, 1 people of Tsinghua
University, Peking University, Zhejiang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
people, 1 people Jilin University, 4), from August 1, 2016 to November 12, 2016, to
go around the completion of field research, Internet survey, mathematical modeling
analysis results, micro-blog was repeatedly forwarded a press release by WeChat, has
repeatedly issued a public university of Chittagong, and concluding the project the
preliminary selected national publications "Shenzhou".

[Key words] the 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Five concepts for development

第一章 绪论

“五大发展理念”是新时期的我国快速发展的总号角，也是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决胜纲领的灵魂。因此，为了响应李克强总理提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 的口号，建造中国经济新的发动机和新引擎，考虑到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

创新创业的特点，提升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者的能力和创业的成功率

成为当务之急。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是世界各国都高度关注的领域，

不仅关系到国家未来可持续发展，而且牵动着整个经济大势、间接影响着人们

的生活质量，可谓是国家发展必须重视的一环节。而创业，作为我国当前最为

时尚且最为重要的大学生择业形式之一，其重要性与必要性不言而喻。

改革开放之初，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倡摸着

石头过河，鼓励人们大胆试、大胆闯。这在特定时期确实有功，甚至功不可没。

但时过境迁，在倡导科学发展观的今天，不应该再摸着石头过河。社会的开放

度已然充分高、市场规则也基本建立、信息传播也非常便捷，人们的基本生活

需求也得到了多方面的满足。现在不是市场到处空白的年代，不是商品极度匮

乏的年代，不再是石头缝里都能捡到金元宝的时代。创业只要有激情就能成功

的年代已经过去。大学生创业往往白手起家的居多，经不起反复的失败和折腾。

摸着石头过河，显然不能成为我们的选择。所以创业应该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

发，做实际情况能做到的事情，资金少，就要做资金少的工作，创业应该是一

个摸索自己所在行业套路的过程，不在于资金的多少，而在于怎样根据自己的

实际情况出发，去选择创业，这就是五大发展理念中位居首要的创新战略，而

创新在当代大学生身上的缩影就是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之路。

吉林省作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主战场之一，其地位不言而喻，而

吉林省最为著名的两大高校当属吉林大学与东北师范大学，调查两校大学生基

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实际情况显得尤为关键。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

创业作为新生事物，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任何事物都有其存在，发

展直到灭亡的情况，我们只有掌握好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这一

认识的必然王国，才能达到彻底了解掌握直到理解的自由王国。我们团队正式

立足这一点，挑选吉林省两大名校——吉大、东师作为实践调查地。虽然此项目

和我们的专业并不挂钩，我们能想敢做，遇到一个又一个问题都是通过队员间

合作攻克解决，极大地锻炼了我们面对挫折的应对本领，增加了对当代大学生

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发展规律的认知。我们团队本着“务实求真”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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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严谨负责地对待实践的立项、实践、结题三个过程，到目前为止,尽管我们

的活动尚未彻底结束,但我们已能得出一些可靠的结论,通过我们为付出精心努

力的实践活动,我相信我们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第二章 项目内容

一、实践的目的

１.学术目的：

１）收集和掌握吉林省具有代表性的部分高校学子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

新创业现状的一手数据，探究其发展的规律，评估近年来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

系统的创新创业发展状况，预测未来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行业走势。

２）通过政策了解，洞察国家关于“五大发展理念”中“创新”发展理念

的新方向与新状况。

３）通过此项活动,通过从实务到科研再到实务的全方面训练,掌握所需的各

项 技能。

４）通过实践活动,对社会发展和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知识

进行深层次的理解。

２.社会目的：

１）团队精神的培养:在实践活动中,成员集体意识被显著强化,做到能担当、

能关心团队；成员的动手、创新能力被显著强化。

２）个人能力的培养:在实践活动中,个体的如人际交往能力、语言表达能力

和多媒体制作能力、新闻稿件写作水平得到显著提升;
３）回报社会、服务社会，展现当代大学生学子风采。

二、实践开展方法

１.首先诸事需提前做好准备，《礼记·中庸》有言：“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

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
２.强化团队意识，时刻提醒团队：我们是一个团队，要有担当，遇到困难

不能想着逃避，不要怕没有经验，“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有了路”。
３.明确工作任务，及时分配，精准下放，严格考核，互相激励，珍惜实践

的宝贵机会与时间。

４.实地调查访问东北沦陷史陈列馆、伪满皇宫、一干中心、吉大、东师等

地，准确记录实际数据，采集社会各阶层关于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

创业的数据。

５.审核数据：剔除不符合的数据，保证数据真实性与可靠性。问卷使用区

分有效/无效问卷的机制，以便筛选有效问卷，整合数据。

６.依据创业者胜任力理论与模型以及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绩效管

理模型系统分析当代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的实际情况，科学性、

精准性做出预测与评价，具体包括：逆商（ＡＱ）、情商（ＢＱ）、智商（ＩＱ）、

体商（ＢＱ）这四大因子之间联系的构建，原始数据的预处理。

７.基于回归分析模型，利用 MTLAB软件统计工具箱中的回归分析命令绘制

相应图像与预测检测数据，拟定采用“有进有出”的逐步回归分析，分别建立单量

非线性回归模型和多元回归预测模型。

８.基于经济学与管理学量化模型，分别从预测与决策的角度给出实际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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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ＳＰＳＳ软件与ＥＸＣＥＬ依据数据分析处理结果，预测大学生基于北斗

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相关问题，为当代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发

展建言献策。

９.依据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等名校学子三个

月线上调查与线下调研得到的数据检验模型，依据工程管理中预测与决策的角

度，给出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的风险性评估模型，预测大学生

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的成功概率与实际问题。

10.分析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失败案例，从中系统归纳出大

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的经验教训，运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分析原因，

采用运筹学的模式给出建议。

三、项目具体内容

１.参加培训,掌握方法技巧：

在活动开展之前,我们集体参加了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系列的讲

座，之后集体商讨，根据组内人员分工的不同，我们有针对性地选择了网上观

看不同的调研讲座，如：费孝通先生的乡村社会实践视频讲解等。同时我们为

此专门学习有关于社会实践调查研究方法的书籍，如：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袁方的《社会研究方法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范伟达的《现代社会研究

方法》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郝大海的《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等书籍，

为以后的实践活动做了充足的准备。

２.听取指导老师意见：

活动开展初期,老师阅读了我们的关于五大发展理念的策划书后,指出我们

的主题范围较为宽泛，实行起来可能会相当复杂且工作量不是我们学生可以完

成的。根据老师的意见反馈，我们回来后进行了认真的讨论，重新审视项目，

明确了目标，清晰了思路，这对我们后续的工作相当有帮助，感谢指导老师的

中肯的意见。

３.制作调查问卷：

经过大量的网上文献查阅和新闻搜集学习,对当代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

的创新创业的发展情况有了深入的认识，同时学习了制作问卷的相关知识，注

重引语以及措辞、加入有效问卷筛查机制，确保了问卷的完整性，创新性地制

作出关于我们实践目的的详细问卷,多次试验并根据反馈意见修复调查问卷，受

到了被调查者的肯定。

４.开展实地调研：

这是我们实践活动最重要的一环,也是准备时间最长,执行过程中最考验应

变能力的一个环节,它代表着整个实践活动的根基。团队分别到东北沦陷史陈列

馆、伪满皇宫、一干中心、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地做了实地调研，我们

由没有任何经验到轻车熟路，是从鼓起勇气迈出第一步开始的。

5.数据分析：

将实地调研得来的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得到最真实的一手数据之后,用专

业的数学知识与经济学、管理学乃至于丰富的政治学分析处理数据，同时参考

网上问卷调查的统计结果，绘制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对当地经

济发展的贡献权重图表，运用数学建模、预测决策、经济学原理、管理学理论

等方法综合分析、评价、预测当代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实际情

况以及未来发展状况，最终对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的现状给出



第九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641

合理有效的建议。

６.成果汇编：

经过前、中、后期的精心努力，实践获得了宝贵的成果，欣喜之余不敢懈

怠，团队又加紧完成高质量论文报告，负责人同时自学了视频剪辑，再吸取前

辈团队的经验的基础上，加工加点、不断修改，最后终于完成。完整、有效坚

持了的实践全过程百分之百付出的理念，做到了善始善终。

四、项目可行性分析

优势（strength） 劣势（weakness）

1.活动目的符合团队的目标：团队组成都是大学

生，对吉林省有着深厚的感情，此次活动是深入我省

基层，观察社会经济发展，为吉林省的发展贡献大学

生的一份力，得到组内一直认可。

2.资金较为充足：我们注意实际控制成本，力求

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效益，整个项目实施阶段，

资金较为充足，得益于小组内成员统筹安排，认真负

责。

3.团队成员对当地环境熟悉：团队中均为吉林大

学在校２０１５级成员，不存在语言沟通障碍，对社

会文化和思维模式也有一定了解，方便调查的进行。

4. 合理的团队结构：为使本次实践正常有序地进

行，团队针对不同专业及个人性格进行分工分组，形

成的团队结构较为合理，可以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特长，

保证方案顺利有效地进行。

1.地域限制：因路途遥远，住宿不便，不能

使组内全部成员都赶赴目标地区，针对这个情况，

我们将合理调整组内分工，发挥组内人员优势能

力，消除地域限制。同时针对吉林省其他高校以

及全国其他地区的高校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

的创新创业的状况采取线上调查与宣传。

2.大二学生社会实践胆量缺乏锻炼：成员进

行实地调查，开头需要足够的勇气和适当的自信。

如被拒绝，极有可能打退堂鼓。面对这个问题，

我们要求队员在活动开始前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3. 团队合作经验缺乏：以往的学习和活动都

是以个体为单位，即使是合作也是微型短时合作，

而此次活动历时久，工作量大，对每一位队员和

组长来说都是不小的挑战。为此，组长要积极了

解组员想法，带动气氛，组员之间要积极配合组

长，相互体谅。

机遇（opportunity） 威胁（threat）

1.学校和地区之间达成共识：吉林大学与吉林省

众多高校均有合作关系，能够得到各大吉林省高校的

支持，为我们大学生提供一个更好地参与服务社会，

促进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的机会。

1.参与活动人员的安全问题等突发情况：如

秋冬时期吉林省大学纷飞，遇到危险分子等，针

对这些情况，我们决定在去遥远偏僻的目的地时

由大人陪同。

2.队员自身态度：团队队员可能出现缺乏一

定的吃苦耐劳精神、执行力不足等问题，以致达

不到预期效果。

五、项目结果

项目成果清单

成果内容 说明

关于当代大学生创业创新的

问卷调查统计报告

将问卷结果用表格、饼状图、

柱状图进行的分析



第九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642

项目成果清单

社会实践总结（论文）报告
运用数学建模等方法处理数据、

分析预测，共 20 页

社会实践纪录照片和视频
完整真实展示实践重要时刻，

照片 20 张，视频 3 分钟

实践项目展示演示文稿 用于答辩

实践新闻稿、微博稿数篇 宣传长征队社会实践的有效载体

社会实践结题报告书 完整详细的实践总结

社会实践心得体会 结合所见所闻所想表达真情实感,传递正能量

第三章 项目研究论文

东北各高校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的实际应用调查

——以吉大师大等长春高校学子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状况为例

二零一八年三月 制

当代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现状与预测的分析

【摘要】此项目通过问卷调查、与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众多吉林省高校

学子交流、线上线下分据点（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国科学

院大学等知名高校）、市场走访统计等多种方法调查当代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

统的创新创业发展情况与实际效果。利用收集整理得到的科学合理的数据，同

时参考问卷调查的结果，绘制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对当地经济

发展的贡献权重图表，运用数学建模，预测决策，经济学与管理学等的方法最

终对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现状给出合理有效的建议。

【关键词】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曲线拟合 经济学原理 管理学原理

预测与决策

【Abstract】this project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Jilin University,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and othe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Jilin Province
students exchange, online and offline classified (Tsinghua University, Peking
University, Xi'an Jiao Tong University stronghold, China academy university and
other famous universities), a variety of statistical methods of investigation visit
market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based on the 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and actual effect. Using the collected
scientific data, and reference the results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drawing students of
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 economy
contribution weight chart, using mathematical modeling, forecasting and
decision-making methods,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etc. finally give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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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status of the 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is
effective and reasonable suggestions based on.

[Key words] Based on the 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urve fitting economics principle management principle
prediction and decision

一、宏观上看吉林省吉大、东师等高校学子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情况

1.吉林省高校学子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人数变化分析

（1）2015年吉林省高校学子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人数呈现先下滑

之后基本稳定的趋势，2015年吉林省高校学子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的

人数整体呈现前弱后稳的趋势。其中吉林大学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人

数较为稳定，人数位居四所高校首位，长春理工大学、吉林农业大学基于北斗

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人数涨跌幅度较大。截止 2015 年 8 月 17 日吉林省四所高

校中，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人数最多为 340 人，最低价格为 145 人。

数据来源于吉林大学吴爱民的博士学位论文《多案例的大学生创业机会识别影

响因素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刘志的博士学位论文《大学生创业意向的结构、影

响因素及提升》等研究吉林省各大学校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情况的资

料等，表格如下：

表 1 吉林省四所高校学子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人数表

高校名称/年份 2012 2013 2014 2015

吉林大学 257 264 272 340

东北师范大学 168 147 159 145

长春理工大学 212 214 237 226

吉林农业大学 161 145 183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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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吉林省四所高校学子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人数变化

表１可以清晰看出吉林大学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学生最多，这一

方面是因为吉林大学积极响应李克强总理倡议的“万众创新，大众创业”的号

召，目前吉林大学有自己的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服务网 ，网址

http://jdjyw.jlu.edu.cn/cyfw/index.php，且 2013 年吉林大学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

创新创业教育学院举行揭牌仪式，这是东北地区诞生的第一所基于北斗导航系

统的创新创业教育学院，还包括刘延东副总理视察由吉林大学主办的互联网＋

大赛等等，充分说明吉林大学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资源与平台在长春

市各大高校中独居翘楚；另一方面，吉林大学作为中国共产党布置在东北地区

的一所对地区发展起着主导作用的国内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本身招生人数、政

策扶持等都起着关键的作用。

表１中反映出长春理工大学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人数位居第二，

这也不足为奇，翻开长春理工大学的历史：长春理工大学由吉林省人民政府、

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长春市人民政府共建，入选国家“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

设工程”、“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是一所以光电技术为特色，光、机、电、

算、材相结合为优势，以工为主，工、理、文、经、管、法、艺多学科协调发

展的吉林省省属重点大学，享有“中国光学英才摇篮”的美誉。学校原名长春光学

精密机械学院，1958年由中国科学院创办。著名科学家、两院院士王大珩为学

校创始人、第一任院长。建校以来，学校先后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国防科委、

五机部、机械委、机电部、兵器工业总公司，享有“中国光学英才摇篮”的美

誉。应该可以肯定长春理工大学对于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也较

为支持。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农业大学次之。

从图 1 中可以发现吉林大学变化显著，吉林大学除了 2012-2013 年略微人

数有所下降之后，其他年份均人数均不断增长，因此，吉林大学基于北斗导航

http://jdjyw.jlu.edu.cn/cyfw/index.php，且２０１３年吉林大学创新创业教育学院举行揭牌仪式，这是东北地区诞生的第一所创新创业教育学院，还包括刘延东副总理视察由吉林大学主办的互联网＋大赛等等，充分说明吉林大学创新创业资源与平台在长春市各大高校中独居翘楚；另一方面，吉林大学作为中国共产党布置在东北地区的一所对地区发展起着主导作用的国内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本身招生人数、政策扶持等都起着关键的作用。
http://jdjyw.jlu.edu.cn/cyfw/index.php，且２０１３年吉林大学创新创业教育学院举行揭牌仪式，这是东北地区诞生的第一所创新创业教育学院，还包括刘延东副总理视察由吉林大学主办的互联网＋大赛等等，充分说明吉林大学创新创业资源与平台在长春市各大高校中独居翘楚；另一方面，吉林大学作为中国共产党布置在东北地区的一所对地区发展起着主导作用的国内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本身招生人数、政策扶持等都起着关键的作用。
http://jdjyw.jlu.edu.cn/cyfw/index.php，且２０１３年吉林大学创新创业教育学院举行揭牌仪式，这是东北地区诞生的第一所创新创业教育学院，还包括刘延东副总理视察由吉林大学主办的互联网＋大赛等等，充分说明吉林大学创新创业资源与平台在长春市各大高校中独居翘楚；另一方面，吉林大学作为中国共产党布置在东北地区的一所对地区发展起着主导作用的国内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本身招生人数、政策扶持等都起着关键的作用。
http://jdjyw.jlu.edu.cn/cyfw/index.php，且２０１３年吉林大学创新创业教育学院举行揭牌仪式，这是东北地区诞生的第一所创新创业教育学院，还包括刘延东副总理视察由吉林大学主办的互联网＋大赛等等，充分说明吉林大学创新创业资源与平台在长春市各大高校中独居翘楚；另一方面，吉林大学作为中国共产党布置在东北地区的一所对地区发展起着主导作用的国内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本身招生人数、政策扶持等都起着关键的作用。
http://jdjyw.jlu.edu.cn/cyfw/index.php，且２０１３年吉林大学创新创业教育学院举行揭牌仪式，这是东北地区诞生的第一所创新创业教育学院，还包括刘延东副总理视察由吉林大学主办的互联网＋大赛等等，充分说明吉林大学创新创业资源与平台在长春市各大高校中独居翘楚；另一方面，吉林大学作为中国共产党布置在东北地区的一所对地区发展起着主导作用的国内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本身招生人数、政策扶持等都起着关键的作用。
http://jdjyw.jlu.edu.cn/cyfw/index.php，且２０１３年吉林大学创新创业教育学院举行揭牌仪式，这是东北地区诞生的第一所创新创业教育学院，还包括刘延东副总理视察由吉林大学主办的互联网＋大赛等等，充分说明吉林大学创新创业资源与平台在长春市各大高校中独居翘楚；另一方面，吉林大学作为中国共产党布置在东北地区的一所对地区发展起着主导作用的国内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本身招生人数、政策扶持等都起着关键的作用。
http://jdjyw.jlu.edu.cn/cyfw/index.php，且２０１３年吉林大学创新创业教育学院举行揭牌仪式，这是东北地区诞生的第一所创新创业教育学院，还包括刘延东副总理视察由吉林大学主办的互联网＋大赛等等，充分说明吉林大学创新创业资源与平台在长春市各大高校中独居翘楚；另一方面，吉林大学作为中国共产党布置在东北地区的一所对地区发展起着主导作用的国内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本身招生人数、政策扶持等都起着关键的作用。
http://baike.baidu.com/view/176263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98746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84410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84410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81017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93644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08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08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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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创新创业的人数一直处于稳中有进的态势，其余东北师范大学、长春理

工大学、吉林农业大学人数均处于上下波动之中，总体维持在上下基准线之间。

由于吉林大学与东北师范大学是吉林省长春市最为知名也最为关键的两所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因此我们还需要分析吉林省长春市吉大、师大，从中合理

规划数学模型，自然也要分析吉林省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总体

情况

（2）2015年东北师范大学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人数总体呈现跌落

趋势

目前东北师范大学也在积极响应习主席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一直在为

师范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不断奋斗中。日前，东北师范大学举办大

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项目博览会，又与吉林省诚信大学生基于北

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实践能力培养基地共同签署了“吉林省诚信大学生基于

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实践能力培养基地共建条约”。双方确定了从共建基于

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课程模块、人才交流合作体制和人才培养实践基地等

多方面开展战略合作，更好地为东北师范大学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服

务。可见，东北师范大学也在不断进行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政策导向，

但是东北师范大学主要以教育为主，对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这一块目

前还存在一定的缺憾，因此，分析结果显示东北师范大学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

创新创业人数一直不高。

以下建立图表，系统全面的分析东北师范大学三个学院学生基于北斗导航

系统的创新创业情况，其中数据来源于官方公布，具有代表性与可行性。首先

我们以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2012-2016 年的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人数

为范例，图表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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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人数变化图表

从图 2 中可以发现，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人

数一直在减少，其中 2016年度截止 11月份，共 11 人选择了基于北斗导航系统

的创新创业。基于此数据，我们类比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情况，选择东北师范

大学另一学院-历史学院作为研究对象，我们先以文学院为范例，建立文学院基

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人数变化的条形统计图，然后以此类推，分别绘制

其它有代表、作用大的主导学院的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图表，然后我

们再以历史学院为代表，建立基于 2015 年 9 月-2016 年 8 月之间的最新基于北

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人数变化曲线，利用 SPSS 软件制图，利用 MTLAB 软件编

程建模。整体建模思路如下：

第一：分别由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现状

入手分析两大高校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实际情况，再总体分析吉林省

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实际情况。

第二：以吉林大学为代表精选科技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作为范例，

分析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情况，绘制散点图，并拟合曲线。

其中模型如下：

1.2.1 模型的基本假设

研究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大学单一院校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人数，

则该校在一定时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人数仅仅与吉林大学学生自身

专业理论与技能等自身因子（以智商 IQ 为代表）存在关系，与其他因素无关，

比如：政府导向，政策变化，国际局势，学校管理等。

我们实地走访调查的数据具有可行性与真实性，我们会根据我们得到的实

际数据修正官方数据，从而确保更加精确有效。

我们得到的数据除部分剔除外，其余均有效。

1.2.2 模型的建立与求解

图 3 吉林大学全年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人数变化散点图

由图 3 分析，根据吉林大学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人数变化情况，

显然，我们决定选择高斯回归方程，其中我们根据散点图，优先选择三次函数

模型。其中绘制连续曲线如下所示，标准的三次函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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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经过运行，结果如下：

p =-0.1897 1.0809 16.7368 110.1010

根据三次函数模型: y=β1x³+β2x²+β3x+ 可知：吉林大学全年基于北斗

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人数变化基本符合函数：

y=-0.1897x³+1.0809x²+16.7368x+110.1010

通过求该函数的一阶导数判断该模型的极点：

计算结果如下： -3.8467 7.6453

绘图如下：

图 4 理论拟合三次函数图

即 x1=-3.8467,x2=7.6453 时取得极值，由于从一月份到十二月份取值，因此，

x取 7.6453，由于月份为正整数，只能取 7或者 8，当 x=7 时，y=215.1556；
当 x=8 时，y=216.0466，显然，八月份时，吉林大学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

新创业人数最高，为 216.0466，根据高斯函数（取整函数），216.0446近似估计

为 216。对于吉林大学何时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人数变化最快也是我们

较为关注的问题，转化为纯粹数学问题，即求取二阶导数等于零的点，程序如

下：

syms x
dy=diff(-0.1897*x^3+1.0809*x^2+16.7368*x+110.1010,2);
dy=simplify(dy)
输出结果如下：

dy =10809/5000 - (5691*x)/5000
令 dy 取 0，求得 x=1.89931471，显然此时取 x=1 或者 2，经过模拟，发现

x=2 时比 x=1 时增长幅度更快，因此得出结论：在二月时，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

创新创业人数增长趋势最快。

依据此模型可以任意推广任意高校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状况量化

的模式：

1.调查分析数据，得到表格

2.绘制散点图，选择何种曲线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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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编程处理，得到函数表达式

4.编程求解一阶导数，计算得到极值点

6.整体把握该校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人数随时间变化曲线，预测与

决策

现在绘制该曲线，如下图所示：吻合较好，相干性较强。

图 5 三次函数连续图

2.其他高校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变化验证修正高斯回归模型

为了更加科学分析高校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发展状况，小组四人

联络各大高校学生，分别建立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

学、中国科学院大学、西北大学、长安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

国内知名高校分据点调查队伍，统一线上线下调查分析，我们主要挑选工科代

表——清华大学，文科与理科代表——北京大学，高精尖前沿性代表——中国

科学院大学，西北第一高校——西安交通大学，综合性大学——浙江大学进行

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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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五大高校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人数饼状统计图

从图 6 中显然看出清华大学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人数位居第一，

这也说明工科类院校在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领域占据重要位置，甚至

可以说当下的中国社会，工科类院校大学生创业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逐

渐占据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的主导力量。同时也得出结论：像中国科

学院大学这样侧重于高精尖学术科研类型的院校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

新创业人数较少，这主要是由于院校本身的培养计划所决定的，以浙江大学为

代表的综合类院校，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人数居于稳定，一方

面，浙江大学作为综合性大学，学科门类齐全，学科交互联系紧密，这就为培

养创新性人才提供了平台与机会，另一方面，浙江省经济发展迅速，政府可以

提供更多的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方面的合作。作为西北第一高校的西

安交通大学，对于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也一直处于不断发展，不断进

步之中，从图 6 中可以看出来：西安交通大学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

创业力度稍逊其他高校，主要原因在于地理位置，整体上西部地区高校学生基

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实际情况落后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说明地理因素

也在制约着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情况。对于偏重于文科的北京

大学，实际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状况落后于理工科，这也是当今企业

更加重视技术性人才的体现。

为了检验回归模型是否具有可行性，现在以表 2 为代表，检验一元线性回

归模型

季度 1 2 3 4

吉林大学基于北斗导航

系统的创新创业人数
169 193 195 200

表 2 吉林大学 2016 年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人数与季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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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季度 X 为横坐标，2016 年吉林大学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人数 Y
为纵坐标将表 2中的数据点（Xi,Yi)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绘制：

图 7 吉林大学 2016 年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人数与季度折线图

为了更加方便清晰，可以将第一季度的数据剔除，根据一元线性回归方程，

记为:
y=β0+β1x+ε Eε=0，Dε=σ²

Y=β0+β1 称为 y 对 x的回归方程，参量β0、β1 称为回归系数。

回归系数的最小二乘估计：

代入 7，计算可得：β1=3.5 β0=183.5
回归经验方程为： y=183.5+3.5x
现在将拟合曲线与实际曲线绘制于同一直角坐标系：

图 8 吉林大学 2016 年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效果拟合图

由图 8 清晰发现当时间跨度较大时显然一元线性回归方程仅仅能预测大致

趋势，而且在分析一元线性回归方程时，我们剔除了第一季度的数据，从实际

看，拟合效果不佳，因此我们决定优化该模型，选择非线性回归处理长期或时

间间隔较大的煤炭价格情况，一元线性回归方程则用于局部或时间跨度较小时

的情况，这样高斯回归模型更加优化，也更加符合实际情况，根据图 9、10、11
分析，四个季度的走向基本符合短期内高校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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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公式：

（其中 y 表示高校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状况，x

表示季度）

编程,程序运行结果如下：

176.5465
1.6938
即 u=176.5465,v=1.6938,即函数表达式为：y=176.5465+1.6938x²，图像如下：

图 9 多项式函数图像

至此高校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量化模型构建完毕，我们对

于长期情况采用非线性回归模型，对于短期则采用一元线性回归方程。

二、最新高校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 Logistic 回归模型构建与预测

模仿人口阻滞增长模型，基于随机调查吉林大学 200 名学子，统计量化，

绘制表格，其中数据来源于官网与调查结合，与官网并不完全一致，构建 Logistic
模型，模型如下：

2.1 建模与求解

设 x(t)为 t 日的吉林大学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人数，r(x)为 x的线性

函数，r(x)=r-sx.再设自然资源与社会制约之下，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人

数最大增加限度为 ,即当 x= 时，增长率 r( )=0,得到 r(x)=r(1- ),构建

Logistic回归模型：

, .联立，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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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参数估值计算

引入线性最小二乘估计法估算模型的参数 r 与 ，将 Logistic 方程转化为：

，

向后差分，得到差分方程如下：

根据此方程，即可求解参数，当然也可以编程求解，此处略去叙述。

对于此模型，可知，求取 x(t)的二阶导数，二阶导数关系着准确考察 Logistic
模型的性质，结果如下：

由此不难发现：

1. ，也就是无论何时，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人数都

会有最大限度，不会永无止境的增加，因此，高校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

业人数长期变化一定是达到稳恒状态。

2.当 时， >0,x(t)是不减函数，这也意味着近期吉

林大学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人数基本呈现阻滞增长的模式，与实际调

查研究的结果吻合。

3.当 时， ，x(t)为凹函数；当 x> 时， ,x(t)为

凸函数，因此，吉林大学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人数变化率 在

时取得最大值，也就是表明，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人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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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一直处于加速增长阶段，在 之后缓慢增长，最终达到动

态稳定 上下波动。

2.3 模型进一步推广与修正

2.3.1 Malthus 模型在分析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人数变化中的应

用

基本假设：（1）设 x(t)表示 t 日的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人数，x(t)
连续可微

（2）假设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人数平均增长，即 r 为常量

求解过程：t日到 t+ t 日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人数的增量为

得到：

其解为：

根据对吉林大学 200名调查学生调查分析，得到以下表格：
表 3 吉林大学 200 名学子调查结果表

日期 10 月 8日 10 月 12 日 10 月 16 日 10月20日 10 月 24 日 10 月 27 日

吉林大学

基于北斗

导航系统

的创新创

业人数

65 70 72 75 80 83

考察到实际情况，根据平均增长率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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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入计算，得到平均增长率 ，显然初始值 =65，t 取 t-8,得到如下的模

型：

)8(65)( 


 tetx 

该模型确实有其可取之处，短期内拟合的效果不错，但长期来看，预测吉

林大学未来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人数变化不准确，主要原因在于对增

长率 r 因子估计过高，因此，需要修正 r 因子.
2.3.2 修正 r 因子优化模型

我们考虑到 r 因子是常数时，拟合不好，因此，将 r 修正为 a-bx,即加入竞

争项-bx²(规定 b>0),建立方程如下

不难看出该模型仅仅是极限值变为 ，一阶导数为 0 的点变为 ，二阶导

数为零的点变为 而已，较好的模拟了吉林大学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

人数变化情况。

三、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影响因素与转型预测研究

影响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的因素有许多，大学生基于北斗

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也与多方面相关，如下图所示：

图 9 影响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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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9 中可以清晰看出品质、素质、能力、实践这四个方面是影响当今大

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的主要因素，根据社会生产实际总结的经验，

可以得到一下各种常见的指标：

表 4 影响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的因子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变量权重

二级变

量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变量权重

二级变量
c

道德 α1(t) q1(t) 财务管理经验与能力 γ1(t) c1(t)

机遇 α2(t) q2(t) 交流与人际管理能力 γ2(t) c2(t)

创业
创新 α3(t) q3(t) 激励下属能力 γ3(t) c3(t)

务实 α4(t) q4(t) 远见与洞察能力 γ4(t) c4(t)

团队

学习 α5(t) q5(t) 自我激励与自我突破 γ5(t) c5(t)

创业

勤奋 α6(t) q6(t) 决策与计划能力 γ6(t) c6(t)

品质

领导 α7(t) q7(t) 市场营销能力 γ7(t) c7(t)

λ(t) 执著 α8(t) q8(t)
创业

建立各种关系能力 γ8(t) c8(t)

直觉 α9(t) q9(t) 人事管理水平 γ9(t) c9(t)

团队

冒险 α10

(t)
q10

(t)
形成良好企业文化能力 γ10

(t)
c10

(t)

创业

创新意识 β1(t) d1(t) 行业及技术知识 γ11

(t) c11(t)

能力

冒险精神 β2(t) d2(t) 领导与管理能力 γ12

(t) c12(t)

创业
创新意识 β3(t) d3(t) 对下属培养与选择能力 γ13

(t) c13(t)

敬业精神 β4(t) d4(t)
与重要客户建立关系能

力
γ14

(t)
c14

(t)

团队

自制意识 β5(t) d5(t) 创造能力 γ15

(t)
c15

(t)

创业

管理意识 β6(t) d6(t) 组织能力 γ16

(t)
c16

(t)

素质

竞争意识 β7(t) d7(t) 向下级授权能力 γ17

(t)
c17

(t)

μ(t)

应变意识
(t) (t)

个人适应能力
(t) (t)

β8 d8 γ18 c18

法律意识 β9(t) d9(t)
工作效率与时间管理水

平
(t) (t)

γ19 c19

心理素质 β10

(t) d10
(t)

技术发展趋势预测能力 (t) (t)

由表 4 中影响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的因子分析，我们选取

其中的关键因子，忽略次要因子，并且根据社会基本经验与国内外研究大学生

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问题的专家给出的意见，赋予关键因子一定的权

重，得到如下的表格：
表 5 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的实际经验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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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企业收益

高低

个人发展

水平高低

创业可行度

大小
创业风险量化

创业各大商

值高低

创业团队

创业品质

高低

学习能力 0.3 0.1 0.1 0.1 0.4

发展机遇 0.2 0 0.2 0.2 0.4

创业团队

创业素质

高低

竞争意识 0.3 0.15 0.05 0 0.5

管理意识 0.1 0.4 0.1 0.3 0.1

创业团队

创业能力

高低

决策与计

划能力
0.3 0.2 0.2 0.2 0.1

市场营销

能力
0.2 0.3 0.4 0.1 0

创业团队

创业实践

高低

宣传力度 0.1 0.3 0.5 0.05 0.05

社会参与

度
0.3 0.4 0.1 0.2 0

依据权重图标，选择多层次综合评价分析法，程序运行结果如下：

e = 0.2400 0.1240 0.1830 0.1145 0.3385
结果表明：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者各大商值（比如情商、智商等）

与企业收益高低是影响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成败的核心因素，

因此，我们必须分析影响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的各大商值。

考察社会上普遍认同的十种商值，如下表所示：
表 6 国内外普遍认同的十种商值

商值名称 英文简称 各种商值内容定义

德商 MQ 道德人格品质

智商 IQ 智力高低指标

情商 EQ 管理情绪与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

逆商 AQ 面对逆境承受压力能力

胆商 DQ 胆量、胆识、胆略度量

财商 FQ 理财和投资收益能力

志商 WQ 意志品质水平高低

灵商 SQ 顿悟能力和直觉思维能力

健商 HQ 健康能力

旅商 TQ 规划能力

根据国内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权威研究专家任泽中、姚冠

新的论文《大学生创业能力要素模型的构建、演化及应用》中给出如下要素：
表 7 权威专家针对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要素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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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内权威专家分析来看，从国内外普遍认可的十种商值出发，专家指出

逆境商值（逆商）、情商、智商这三个是影响当今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

新创业的核心要素，除此之外，根据生命科学的基本原理：身体是生活的基本

要素，因此，体商也不可忽略，所以，最终选择四个商值作为影响大学生基于

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的关键因子，这是从商值维度出发分析大学生基于北

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情况的，构建商值维度模型：

图 10 智商维度（ＩＱ）影响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关键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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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体商维度（BQ）影响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关键因素

图 12 情商维度（EQ）影响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关键因素

图 13 逆商维度影响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关键因素

基于四种商值的研究，使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对调查回收得到的有效问

卷进行信度分析，并采用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系数对问卷一致

性进行评价，α信度系数：总体为 0.893、逆商为 0.792、情商为 0.803、智商为

0.718，体商为 0.774，预测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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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四大商值影响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胜任力关系图表

使用软件模拟得到如下效果：

表 9 软件模拟效果图

我们分析智商影响因子，主要分析科技创新能力、预测与决策能力和专业

理论与技能，这三个关键因子对当今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的影

响程度，三个关键因子的共同解释度为 86.324，效果良好。再次依据软件模拟，

得到如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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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智商维度因子总体方差分解情况

表 11 智商因子成分矩阵

对于其相关性也是问卷调查效果最为看重的，国内研究大多数采用Ｐｅａ

ｒｓｏｎｄ相关分析法对胜任因子进行相关性分析，从调查问卷得到的实际情

况也能反映出该方法恰当实际，依据双尾检验（２－ｔａｉｌｅｄ），得到表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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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胜任素质因子相关分析结果

从表中清新看出：各大高校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影响因素之间绝

大多数呈现正相关。依据社会学基本原理：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

业者需要同时兼具多项相互影响，相互关联的因子。理论联系实际，实际验证

理论，更好的阐明了本次调查数据的科学性与实际可行性。

表 13 三种商值代码

基于以上对智商维度分析智商各要素对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

业的实际影响情况，分别从总体方差分解情况、成分矩阵、相关性分析的三个

角度入手，系统全面的采取量化的方式研究了智商因子的绝大多数情况，基于

此研究方式，推广到情商，体商，逆商，采取方式完全一致。

由软件模拟，得到以上的关于四大维度对于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

新创业的影响，发现智商与情商的组合对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

影响效果最明显，现在定性分析了智商与情商对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

新创业影响的情况，其中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能力用该大学生

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月平均收入代表，接着我们量化模型，如下：
表14量化分析智商维度与情商维度综合对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的影响效果

大学生基于北斗

导航系统的创新
平均效果 智商维度

基于北斗导

航系统的创新 情商维度 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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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效果 情况
创业收入率 系统的创新创业能力

100 400 1051 52 1728 1530

500 420 1101 50 1715 1380

1000 450 1174 40 1650 1200

1500 480 1244 20 1520 1110

2000 500 1275 12 1468 1000

程序运行结果如下：

y =
1530
1380
1200
1110
1000

f =
1.0e+03 *
6.0006

-0.0007
-0.0031

bint =
1.0e+04 *
-0.0026 1.2027
-0.0003 0.0001
-0.0006 -0.0001

绘制图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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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pu 与 1u p 、 2u p 之间的关系

计算结果如下：

则程序中 bint各行分别为参数 、 、 的 95%的置信区间，其值分别为：

=6000.6， =-0.7， =-3.1。则可得出如下的公式：

这就是我们得到的高校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实际情况与智商维度

与情商维度之间的关系，均为数据模型。

四、基于经济学与管理学构建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风险量化模

型

国内关于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风险量化模型研究较少，依

据程淑芳等《大学生创业的绩效管理分析》中提到：

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有一下几点：

（1）科学性原则：在评价大学生创业团队绩效时，要客观科学的角度，从

具体情况出发，建立符合大学生创业团队特点评价指标体系。

（2）以人为本的原则：在建立大学生创业团队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时，要

从大学生创业团队的主体特点，从鼓励大学生创业为主的角度出发，立足于大

学生创业团队以及社会的实践，以人为本。

（3）创新性原则：大学生创业团体的优点在于大学生本身尚未受到社会过

多的束缚，其创新性处于巅峰时期，而对于大学生为主体的创业绩效评价不能

等同于其他主体的创业绩效评价，要根据大学生创业团队具有创新性的这一特

征，研究出具有创新性的评价体系，更好地评价大学生创业团队的绩效。

（4）实践性原则：在大学生创业团队中，各个学生将自己在学校以及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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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创业的实践活动中去，使其得到验证，而对其结果的评

价则需要通过全面的调查和研究，需要通过对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不同专业

的大学生的创业特点进行分析从而得出其评价体系。

（5）系统性和综合性原则：大学生创业团队的成功与否是取决于多方面因

素的，在评价大学生创业团队绩效时，要综合考虑各种可能存在的主观以及客

观因素，从系统性和综合性原则出发，才会做出更客观公正的评价。

（6）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原则。在建立大学生创业团队的绩效评价

指标体系时，会遇到部分影响大学生创业团队绩效的因素，在基于全面调查的

基础上，要对这不封因素进行标准化处理，进行定量分析，对于部分难以量化

的因素，要采用定性分析，采用专家打分等方法进行评估，从而科学合理地评

价大学生创业团队的绩效。

准确无误的描述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的绩效评价体系显得

尤为关键：

表 15 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绩效评价体系构建

基于管理学的基本原理，可以分析得出以下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

新创业的风险因素：

（１）团队成员个人因素影响团队整体性，团队内部冲突影响团队目标和

成员关系：在团队合作中，团队成员的关系和谐非常重要。

（２）成员搭配不当 、职责不明导致团队混乱：在大学生团队创业中，成

员的能力各有不同，合理的搭配和明确的职责划分才有可能让团队顺利的发展

下去。

（３）基础要素缺乏阻碍团队发展：在大学生团队创业中，成员固然是必

不可少的要素，但是其必要的物质基础，资金等都是必要的存在，缺乏这些要

素，也是阻碍团队发展的原因之一。

（４）大学生创业团队面临着我国经济转型的大的发展趋势，短期内不一

定能避免市场经济带来的危害，甚至不少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

团队因此半途而废，最终导致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失败。

（５）基于此，引入采取马尔科夫链形式的概率向量与概率矩阵的形式分

析预测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风险，基本使用经济学中投资收益

与风险量化模型，主要考虑到大学生实际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效果可

以通过其投资力度与收益效果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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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描述性调查统计结果调查

为了更加深入了解吉林省长春市各大高校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实

际情况与国内其他高校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发展状况的基本信息，我

们采取实地调查与网络调查双向结合的方法，基于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

长春理工大学，吉林农业大学四所高校，联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

院大学，浙江大学，武汉理工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国内知名大学学子线上线

下综合分据点调查。本次调查我们一共收集一千多份问卷，但根据实际情况优

化，最终确定选择共计 306 份调查报告作为我们分析的材料，其中 306 份报告

中，男生有 132人，占比例 43.14%，女生有 174 人，占比重 56.86%，说明大学

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主要是男生为主，这也与心理学中的基本理论：

男性较为冲动，表现出较强的征服欲与占有欲，而女性更加渴望安定的工作，

很少能选择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这条路的。同时我们调查对象，

涵盖全日制学生、生产人员、销售人员等各行各业，具有最为广泛的代表性。

5.1 大学生学历分布调查情况

根据调查问卷反馈的结果可知：高职高专约占 27％，本科生约占 24％，研

究生约占 14％，充分表明我国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大多数属于

生存型创业，风险高，前途依旧难以预料。

5.2 创业学科分布

根据数据分析：理工类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所占比重为

47％，经济类所占比重为 11％，人文类所占比重为 8％，管理类所占比重为 26％，

表明理工类是我国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的主力军，这也与社会

上宣传的“理工科好就业”不谋而合，说明调查问卷实际可行。

5.3 年级分布

调查表明大一学生拥有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想法的约占 17％，大

二学生占 11％，大三约占 17％左右，大四约占 16％，该数据表征了大学生在大

一到大四各阶段对于大学生创业创新的态度与认知，基于社会实践调查可知：

大一学生由于对大学生活情况不了解，对未来发展规划不明显，对大学生基于

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认知不足，容易受权威专家与往届学生的宣扬与感染，

造成对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存在一种盲目追随，盲目跟风，甚

至盲目抛弃学业，一心沉迷于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由此，不

难得到大一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人数较多的结论。大二与大三是

学习的关键时期，因此，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人数较少，甚至

出现断层式的变化，尤其大三学生，学习任务较重，同时面临着保研，考研，

马上考公务员，找工作等实际问题，因此，大多数学生不敢选择基于北斗导航

系统的创新创业。大四学生由于对社会认知逐步完善，思想也较为成熟，学科

基础与专业知识也极其丰富，因此，初步具备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

创业的能力，不少有远大志向的学生毅然决然的选择了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

统的创新创业这条路。

5.4 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的态度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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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各阶层对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态度统计

态度 数据统计 百分比

中立 15 4.9%

认同 225 73.53%

反对 66 21.57%

其它 0 0.0%

表格中体现了社会不同阶层对于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态度

百分比例，从图表可以分析绝大多数人认为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

业很有必要，极个别人认为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大可不必。

5.5 大学生所在学校与所在省份对待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

态度的情况

依据调查得到的大学生所在学校对待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

的情况，得到图表

图 15 各大学对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态度饼状图

从图 15分析，大多数高校对于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均持有

鼓励、赞成、积极引导的态度，有一半以上的院校认为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

统的创新创业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贡献显著，同样也有近四分之一以上的院校

认为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属于不务正业，对其投入力度较小，

基本忽视对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的政策扶持与倾斜。

继续分析各省对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的关注度，其中调查

表明：北京，上海，广东地区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力度最大，从地理

学的角度分析，广州与上海都是东部沿海三角洲地区，经贸往来较为繁荣，其



第九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667

中广东省深圳市更是全国知名的电子信息中心，拥有得天独厚的经济条件，从

而便于广东省同学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上海一直是经贸中心地带，

因此，该地区飞速发展的经济，优秀的人才等等造就了上海学生基于北斗导航

系统的创新创业的力度与现状，北京由于是我国的政治中心，因此，该地区学

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的思维与意识也很强。

5.6 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动机分析

图 16 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动机分析图

图 16中，系列一表示所占人数，系列二表示所占比例。

分析图 16，可知大多数学生主要是由于就业问题，兴趣爱好，朋友启发而

选择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这条路的，当然，还有政策导向等也

不可忽略不计。

由于资金问题是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的首要问题，因此，

我们必须分析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的资金问题，统计表格如下：

表 17 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资金来源调查统计表格

内容 统计数目 所占比例

父母支持 46 14.98%

兼职收入 68 22.15%

银行贷款 151 49.19%

合资募捐 35 11.4%

其他 7 2.28%

由表 17分析，一半的大学生主要依靠银行贷款来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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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由于大学生不具备独立的经济，独立的生活自理，因此，所需资金还主

要以到银行贷款为主，当然，由于亲属关系，父母的扶持也必不可少。

5.7 各地区针对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采取对策与方针

图 17 各地区对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对策统计图

由图 17 可知：扩大融资渠道被民众视为最佳转型对策，其他对策基本持平，

建议各地区根据自身情况给予当地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的政策

倾斜。

六、调查结论

1.企业学习通过动态技术能力、动态管理能力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创业绩

效；自我学习与关系学习通过动态管理能力间接影响创业绩效；机会学习通过

动态技术能力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创业绩效。但是，管理学习对创业绩效没有

显著直接或间接影响。

2.大学生自主创业能力培养是高校开展创业教育的关键所在，也是解决就业

困难和大学生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

3.完善相关支持政策，形成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训练良好教风和学

风。各级管理部门要不断完善和制定相关支持政策和法规，特别是教育行政管

理部门要积极制定相关管理办法和执行细则，提高管理办法的可操作性，把推

进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训练计划落到实处，逐渐形成高校良好的教风

和学风氛围。

加强对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的宣传工作。在实施宣传工

作时，要合理安排风险提示，把失败的可能性提前进行介绍，使学生客观了解

项目和参与项目，推进训练计划项目宣传常态化，促进学生更深刻地认识该计

划项目。

７．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力度最大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

沿海地区。

８.短期内以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为代表的吉林省长春市高校学子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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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人数与绩效符合一元线性回归模型，长期内符合多元

非线性回归模型，依据该模型可以量化分析高校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

新创业状况。

９.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存在大量的风险，依据经济学与管

理学构建的风险量化从定性到定量完整客观的科学预测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

统的创新创业的风险。

10.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的社会效果良好，可以有效解决一

部分就业问题，但是各大高校乃至各地区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

情况相差悬殊，形成了基于本地区特色的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

实际风格。

11.情商、智商、逆商、体商是影响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成

败的关键因素，而其中依据主层次分析法得出结论：智商维度与情商维度最为

重要，是决定性因子，考察具体的智商维度与情商维度影响因素，可以得出若

干关键性结论。

12.影响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的物质基础是资金筹措，其中

调查结果显示：银行贷款与父母出资是当今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

业的主要的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资金来源。

13.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胜任力模型显示：基于相干性检验，

发现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各种因子之间并不是毫无关联的，而

是紧密交融，共同作用于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胜任力之中的。

14.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素质的培养是培养高素质企业家队

伍 ,一方面 ,创业者和企业都各自具有其独特气质 。

15.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者的个性特征影响到企业对于创新的态度

和行为 , 而创新决定了企业的增长潜力。另一方面 ,创业者的知识结构和能力

影响到创业企业的所有权结构的设置和管理制度的规范性和科学性 ,这些直接

影响到企业的管理成本的高低和未来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因此 ,我国的高等

教育要适应大学生创业的要求 ,构建创业教育体系 ,深入开展创业教育 。

七、给高校的几点指导建议

通过以上问卷调查，我们认为各大高校下一步的工作重点为：

1.完善高校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基础信息统计体系，对基础

信息要完善统计措施，大学应建立科学化、透明化的信息发布公共平台，使更

多人能及时、准确地获取信息。

2.建立健全科技创新体系，保证各大高校形成科学合理的以科技创新为核心

的发展主线。

3.建立健全从上而下的培训体系和培训制度，使不同层次的从业人员均能得

到相应的培训机会，同时多方面开源节流，确保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

新创业顺利进行。

4.学校创业教育要发展，必须依靠强有力的师资力量。为此，通过多种渠道

和方式打造有实力的创业师资队伍，对于创业教育的发展和大学生创业能力的

培养是不可或缺的。首先，可以利用学校原有的教师资源，包括利用经济管理

专业和思想政治教育等相关专业的老师，为同学们开通创业必修课和选修课，

提升大学创新力度。

5.随着社会的发展，单一的理论学习带来的学生实践能力不强，千人一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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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越来越严重，而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恰好弥补了这方面

教育不足的问题。反过来，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对专业课程

设置也有一定的要求，特别是对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起到支撑作用的

课程需求强烈，而高校课程体系建设过程中，多是前期制定专业课程设置，分

模块的管理模式和固化的课程体系建设，变动起来的繁琐程序，行政的惰性等

多方面的因素，导致课程和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训练脱节现象的发生。

建立合理科学的灵活的课程体系机制是解决风险的有效措施。

６.对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训练计划认识不足的风险。基于北斗导

航系统的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是针对在校大学生开展的从创新训练到创业训练再

到创业实践的一系列、成体系的计划项目。是为了推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创业的重要举措。高校在实际推广宣传的过程中，对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

创业训练计划正面宣传可以说是铺天盖地，而风险提示则几乎没有，形成了鲜

明对比。在整个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训练体系中，重点是激励学生基

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激情，提高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能

力，为高质量毕业奠定良好的就业和创业基础，在这个过程中必须面对真实的

社会，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有成功的案例，更多的是失败的风险和事

实，因此提示风险和机遇并存的现实，提前做好计划准备显得尤为重要。

７.转变传统的育人观，树立培养“社会人”的教育理念。敢于打破传统的固

化育人观念，把教书育人定义为课堂教学的狭隘观念已经成为过去，时代在变

迁，新时代的教育工作应有顺应时代需求的灵活性。面临巨大的年毕业生数量，

必须树立新型育人观念，力求培养现实社会需求的人才——“社会人”，保障大学

生在校期间已经完成了从学生到就业创业者的心理转变，不断探索社会化的教

育教学手段和方法，鼓励教育工作者积极进行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为培养社

会需求人才提供理论保障。

八、给政府部门的建议

1.多于各大高校沟通，切实做好关于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扶

持政策落实。

2.当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效果不佳发生不稳定情况时做好

对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所建立的企业的保护和政策扶持

3.了解民众对于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的不同看法和需要，为

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能够早日完成打下夯实基础。

4.加大关于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各项工作的宣传力度，政府

切实关注并解决大学生就业难，创业难的实际社会问题，经济发展应多元发展，

以求得收支平衡稳定。

九、结束语

这次宝贵的实践，提升了我们对社会的见识，在我们撇去驳杂思绪而专心

致志地投入到其中的过程中，我们充分认识到实践这个既与理论相对，又与理

论协同的概念，那是劳动。我们的社会实践应具有社会性，只有与社会一起，

我们才能将我们的认知提升到一个清晰准确的高度，只有切身体验，才能更好

地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感谢这次社会实践给我们

带来的宝贵的经历。

这次调查所得资料能够为各地高校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工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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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依据，在一定程度上能提高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的理念

和技术，促进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高速发展；了解了不同社会

群体对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发展的认识、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

系统的创新创业发展的带动和牵连作用、同时我们也了解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前

景，提高了自身多方面素质。

调查结果的出后，我们在第一时间反馈给当地的一些高校部门，我们的建

议获得了他们的肯定和支持，同时也为我们的项目提出了的他们的建议和指导

意见。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各大高校相关人员的支持帮助。

第四章 人员及分工

姓名 职 务

肖乐乐 组长：负责策划，沟通协调组员，及时应变调整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董春丽 后勤：掌管财务，记录支出情况，收集保存支票和收据，打印问卷和论文。

黄河 实地调查：包括采访和随行拍摄并记录访谈内容

邢钰彬 实地调查：包括采访和随行拍摄并记录访谈内容

*注：职务为专项负责，组员和组长有义务协助配合其他各组完成项目任务

第五章 心得体会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肖乐乐

李叔同在《晚睛集》中写道：世界是个回音谷，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你大

声喊唱，山谷雷鸣，音传千里，一叠一叠，一浪一浪，彼岸世界都收到了。凡

事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因它在传递你心间的声音，绵绵不绝，遂相印于心

这次社会实践调查恰好说明这个情况。

2016年 11 月 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后提

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第十二届

人大会议上习近平号号召人们“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

同现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

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我们作为当代大学生，与中国梦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更

应该不断完善自己，为实现中国梦、助推中国发展做贡献。

大学生一代是一支充满活力、朝气蓬勃的集体，是促进中国经济腾飞、社

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我们的历史使命是“富民强国”，我们的历史任务是学习、工

作和奉献。我们是中国今日之责任、明日之希望、民族之未来，是新时代的接

班人。他们正处在黄金时代，应当学会竞争，勇于创新，更重要的是做出贡献。

展望未来的 30 年，中华民族将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应当不断探索，追求

并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从一开始，我们的项目就充满了挑战。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

业，一个我以前从未接触的课题，就需要查阅大量的资料、文献和论文。到了

中期，新闻稿的撰写，微博的推送，还有一系列的投、申报项目，我也是第一

次上手，从陌生到了解，从了解到娴熟，这其中的努力和学习过程不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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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我真正成功的时候，投稿被录用的时候，努力被别人认可的时候，心

里的满足和自豪足以冲刷前期努力的艰辛。就像我们实践一样，心中始终坚定

着“言必行，行必果”的信念，我们的中国梦也一定会因为着我们年轻一代人的努

力而绽放光彩的，为世界之光！

社会实践个人心得

——董春丽

大学的第一次社会实践，作为一个大学生，敢于接受挑战是一种基本的素

质。于是我毅然踏上了社会实践的道路。想通过亲身体验社会实践让自己更进

一步了解社会，在实践中增长见识，锻炼自己的才干，培养自己的韧性；想通

过社会实践，找出自己的不足和差距所在。

这次实践活动对作为工科学生的我们来说，难度比较大,但是我们还是完成

了这次社会实践。我们这次实践主要是调查长春市各大高校大学生基于北斗导

航系统的创新创业现状并了解其未来走向，所以我们几个寝室的小伙伴就自己

立项，着手开始调查。其实，大家的想法很一致，我们都是在吉林大学上学的

孩子，而近几年各种政策的下发，对我们这些一心坚持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

统的创新创业的学子受到了不小的影响，作为吉大的一份子，我们都希望可以

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本着这份热忱，我们坚持到了最后。

回想这次社会实践活动，我学到了很多，从我接触的每个人身上学到了很

多社会经验，自己的能力也得到了提高，而这些在学校里是学不到的。在社会

上要善于与别人沟通。如何与别人沟通好，这门技术是需要长期的练习。以前

没有工作的机会，使我与别人对话时不会应变，会使谈话时有冷场，这是很尴

尬的。人在社会中都会融入社会这个团体中，人与人之间合力去做事，使其做

事的过程中更加融洽，事半功倍。别人给你的意见，你要听取、耐心、虚心地

接受。在工作上还要有自信。自信不是麻木的自夸，而是对自己的能力做出肯

定。社会经验缺乏，学历不足等种种原因会使自己缺乏自信。其实有谁一生下

来就什么都会的，只要有自信，就能克服心理障碍，那一切就变得容易解决了。

知识的积累也是非常重要的。知识犹如人的血液。人缺少了血液，身体就会衰

弱，人缺少了知识，头脑就要枯竭。这次接触的实践活动，对我来说很陌生，

要想把工作做好，就必须了解各方面的知识，有深入的了解，才能更好地应用

于工作中。更重要的是，这次实践让我了解到了许多以前从未了解过的东西，

或许是一个理工科生的不足吧，我从未真正关注过这些事情。而这次实践，给

了我一个弥补的机会，让我学到东西有了用武之地，没有辜负恩师的教导。

这次亲身体验让我有了深刻感触，这不仅是一次实践，还是一次人生经历，

是一生宝贵的财富。在今后我要参加更多的社会实践，磨练自己的同时让自己

认识的更多，使自己未踏入社会就已体会社会更多方面。

社会实践感悟

——黄河

为积极响应指导老师对于五大发展理念的号召，我们通过自主立项的方式，

确立了我们此次社会实践活动项目为调查吉林省长春市各大高校学生基于北斗

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实际状况并预测，虽然短短的实践如白驹过隙一般很快就

过去了，但给我的感触却颇多

实践生活中每一天遇到的情况还在我脑海里回旋，它给我们带来了意想不

到的效果，社会实践活动给生活在都市象牙塔中的大学生们提供了广泛接触社

会、了解社会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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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短暂而又充实的实践，我认为对我走向社会起到

了一个桥梁的作用，过渡的作用，是人生的一段重要的经历，也是一个重要步

骤，对将来走上工作岗位也有着很大帮助，尤其是对像我一样的医学生更为重

要。向他人虚心求教，与人文明交往等一些做人处世的基本原则都要在实际生

活中认真的贯彻，好的习惯也要在实际生活中不断培养。这一段时间所学到的

经验和知识是我一生中的一笔宝贵财富。这次实践也让我深刻了解到，和团体

成员保持良好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做事首先要学做人，要明白做人的道理，如

何与人相处是现代社会的做人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对于自己这样一个即将步

入社会的人来说，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他们就是最好的老师，正所谓“三人行，

必有我师”，我们可以向他们学习很多知识、道理。实践是学生接触社会，了解

社会，服务社会，运用所学知识实践自我的最好途径。亲身实践，而不是闭门

造车。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的飞跃。增强了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为认识社会，了解社会，步入社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还

需我们在以后的学习中用知识武装自己，用书本充实自己，为以后服务社会打

下更坚固的基础！

在此次实践活动初期，我们团队成员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资料搜索，

任务分配，实践流程等等一系列的工作，为后面实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我

们的实践活动有了方向。其次，我们此次的实践地在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

等地，完成此次实践的同时，我们也为吉大更好的发展奉献了一份力量。实践

的第一步，我们进行了线上的调查问卷，初步了解了各行各业不同年龄段的人

对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的了解情况。

在发布问卷的时候，充分利用了各方面的关系，使我们的朋友圈又扩大了

不少。虽然有各种热闹的节目，但我们都没有闲下来，队友们聚在一起将我们

第二天需要准备的东西，注意事项等等又进行了详细的策划。在实地调查时，

我们凭借吉林大学学生的身份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对我们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完

整的回答并鼓励我们要好好学习，做国家发展的栋梁之材，成为吉林大学的骄

傲。通过此次实践，我们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并对相关企业和部门提出了合理

的建议，希望我们的成果可以对吉大的发展起到一点作用。

在本次的社会实践中我们还同诸多群众谈心交流，思想碰撞出了新的火花。

从中学到了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汲取了丰富的营养，理解了“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的真正涵义，认识到只有到实践中去、到基层去，把个人的命运同

社会、同国家的命运的发展联系起来，才是大学生成长成才的正确之路。这次

实践活动，丰富了我们的实践经验，提高了我们的团队合作能力，使我们通过

这次实践更加了解社会，这次实践活动意义深远，对我们的帮助享用一生。同

时，我们要树立远大的理想，明确自己的目标，为祖国的发展贡献一份自己的

力量！

第六章 附录

一、调研问卷样卷

关于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发展的问卷调查

亲爱的朋友：

您好！我们是来自东北地区的学生，这是我们的社会实践项目——调查当代

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发展的现状与前景，目的是在“十三五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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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的背景下，有效倾听社会群体对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的看

法。您作为调查对象，不仅代表您自己，而且代表其他和您类似的人群。本问

卷实行匿名制，所有数据只用于统计分析， 请您放心填写。题目选项无对错之

分，请您按实际情况填写。我们诚挚的邀请您完成一份完整有效的问卷调查，

您的支是我们进步和前进的不竭动力，我们对您的耐心填答表示万分的感谢！

——赴吉林省长春市各大高校社会观察实践服务团

性别： [单选题] [必答题]

○男 ○女

专业级别： [单选题] [必答题]

○理工科 ○文史类

您现在大几： [单选题] [必答题]

○大一，小鲜肉

○大二，小鲜肉

○大三，小鲜肉

○大四，小鲜肉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 *

1.您认为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业是什么 [单选题] [必答题]

○开一家公司
○开一家铺

子

○开发一个项

目
○开创事业

○其他

2.您对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业的看法 [单选题] [必答题]

○认同，是不错的锻炼机会 ○反对，机会时机不够成熟，学习为主

○中立，看机遇

3.国家积极鼓励创业创新，您认为现在的创业环境前景如何？ [单选题] [必答题]

○前景不错 ○前景不大 ○基本没有 ○没前景

4.若您选择创业，您首选的地方是？ [多选题] [必答题]

□家乡

□东部沿海发达城市

□西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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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其它 _________________

5.您学校有举办相关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业基础相关的课程么？ [单选题] [必答题]

○有 ○很少 ○没有

6.若您创业首批资金来源会是： [多选题] [必答题]

□父母支持 □兼职收入

□合资募集 □众筹

□银行贷款

7.您认为大学生自主创业的可靠性有多少？ [单选题] [必答题]

○不可靠 ○2 ○3 ○4 ○5 ○非常可靠

8.您认为大学生选择自主创业的原因是： [单选题] [必答题]

○目前比较热门 ○启动资金少

○与专业相近 ○兴趣所致

9.您认为大学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业最需要什么？ [单选题] [必答题]

○一个有想法的创意团队 ○团队成员的强烈的价值观导向

○大学生科技创业的技术支持 ○得到社会专业化的管理和服务

○学校提供的各类服务 ○团队研究成果或专利

10.您现在所在的省的有开展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业交流会，促进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新创业的发展么？

[单选题] [必答题]

○经常 ○有时 ○没有

11.您希望所在省、市、区政府在改善大学生创业环境做出哪些改造？ [多选题] [必答题]

□放宽贷款利率

□简化创办企业的审批程序

□扩大融资渠道

□税收优惠

□社会舆论与支持

□督促各大高校开展相关活动

12.若您创业，您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创业的目标是： [多选题] [必答题]

□为社会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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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家庭环境

□实现自我价值

□学以致用

□实现对金钱和自由的渴望

13.若您创业，影响您创业的因素： [多选题] [必答题]

□兴趣爱好

□就业问题

□家庭条件

□朋友启发

□学校引导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 *

14.若您有创业想法会去实施么？ [单选题] [必答题]

○立马执行，我的未来我做主

○犹豫不决，与朋友商讨

○不敢执行，现实是露骨的

○肯定不会，想法通常被否决

15.创业需要具备的能力有： [多选题] [必答题]

□知识储备

□丰富的社交经验

□出色的沟通能力

□组织策划能力

□心理承受能力

□敢冒险的能力

□市场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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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与红外热像技术的地震智能搜救仿生机器蛇

作 者：王彬泽、王柯力、陈定华

指导教师：朱 倩

学 校：长安大学

【摘要】本文介绍了一种地震智能搜救仿生机器蛇，仿生机器蛇上搭载的红外

热像仪发现并找到地震压埋人员后，基于北斗及惯导技术对被困者进行精确定

位，并通过对红外热像分析被困者的生理状况，再通过移动通讯技术将信息传

回手持终端，救援人员结合仿生机器蛇提供的信息并辅以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救

援方案决策。该设计能有效提升地震救援的速度及质量，减少对地震被困人员

的二次伤害。

【关键词】北斗/INS 定位 AI技术 红外成像 仿生机器蛇 手持终端 APP

一、背景及意义

2008 年以来，我国地震灾害频发，发生 7 级以上的大地震有“5.12”汶川

特大地震、2010 年“4.14”玉树地震、2013 年“4.20”雅安地震。这些大地震

给人面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极大损失，仅汶川地震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超过

8500亿元，死亡失踪人口达 8 万多人，严重影响了经济社会发展（见图 1）。在

人员被掩埋的情况下，如何快速发现被掩埋人员并尽量避免二次伤害，一直是

地震救援的难点。所以，设计一个能钻入地下，获取人员被困情况的智能机器

设备是十分必要的。本文提出设计一种仿生机器蛇，实现地震被困人员的搜索

定位和生理状况信息采集，提升救援速度和质量，减少对地震被困人员的二次

伤害。

图 1 近几年特大地震伤亡人数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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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救援智能机器设备

2.1 国内外救援智能机器设备现状

（1）废墟搜救可变形机器人

由沈阳自动化所在“十一五”863计划重点项目“救灾救援危险作业机器人

技术”中的“废墟搜索与辅助机器人”课题下研发的废墟搜救可变形机器人（图

2）可进入废墟内部，利用自身携带的红外摄像机、声音传感器将废墟内部的图

像、语音信息实时传回后方控制台，供救援人员快速确定幸存者的位置及周围

环境。同时，还能为实施救援提供救援通道的信息。

图 2 废墟搜救可变形机器人

（2）轮滑式机器人

东京工业大学广濑茂男教授设计的救援机器人（图 3），最大的优点在于它

可以它能够分析地形来选择最佳前进方式。在崎岖路面毫无疑问用“腿”比用

轮子更合适，但是在平坦路面，轮子是当之无愧的选择。为此，广濑茂男设计

了一种可“变形”的机械腿，能够在需要的时候变成轮子，在速度、耗能或者

稳定性方面都更具优势。

图 3 轮滑式机器人

（3）Kinect救援机器人

由英国沃里克大学研制（图 4），采用 Kinect 作为主传感器，相比激光雷达

造价昂贵和低效率性且只能显示二维平面图象，Kinect的测距仪能够传输 3D地

图，这对营救人员搜寻被困人员意义重大。

图 4 Kinect 救援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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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探测呼吸和体温的机器人“Quince”
由千叶工业大学研制（图 5）。这款机器人体积小巧，装配有 4 组履带式轮

子以及 6 个电动马达。其机械臂可以递送食物或者其他补给。Quince 最令人感

兴趣的地方莫过于传感器。它除了红外感应器同时携带了二氧化碳探测器，能

够探测人体呼吸和体温状况，以便及时将被救者身体状况及时反映给救援人员。

图 5 探测呼吸和体温的机器人“Quince”
（5）超性价比机器蟑螂

构造简单，造价便宜，内部构造由废弃的手机和其他电子设备零部件制成，

采用硬纸板制成其外表，搭配低分辨率照相机和一个 Wi-Fi 芯片，同时拥有不可

思议的敏捷性和速度（图 6）。

图 6 超性价比机器蟑螂

2.2 本设计的优势

相比上述已有的救援智能机器设备，本设计具有以下优势：

①搭载北斗定位系统与 INS 深度组合系统。一方面，比起国际标准搜救卫星

精度可能只提供公里级搜救精度，而北斗系统的位置报告和短报文结合可以具

备米级搜救功能，现如今北斗三号工程第三、四颗组网卫星成功发射，北斗卫

星进入密集发射期，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北斗定位系统能为我们提供更精确的

定位服务；另一方面，IN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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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有效解决北斗终端在废墟下掩埋无法收到北斗信号的问题。

②本设计选用蛇形机器人作为载体，相比其它载体更适合于地震救援。蛇

形机器人实现了像蛇一样的无肢运动，而不需要轮子和腿，具有运动稳定性好，

适应地形能力强，适用于震后废墟各种复杂的状况；蛇形机器人结构体积小，

适应地震废墟狭小的环境。

③现有机器蛇搭载的红外摄像机仅用来锁定被困人员方位与对内部环境进

行拍摄成像，在本设计中进一步利用红外成像技术判断被困者生理状况，确定

救援优先级，使救援工作更合理，更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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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在本设计中将救援仿生机器蛇与手持终端 app 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 app
可对仿生机器蛇的行动等做出提前规划与改变，且手持终端 app 的形式操控，

比起现有使用电脑操控更方便快捷。

2.3 技术路线

图 7 技术路线

在地震救灾的过程通常是寻找被困者——对被困者定位——判断生理状况

——救援。该过程中救援仿生机器蛇如何在尽量快速、尽量避免对被困人员造成

二次伤害的前提下，顺利搜索并救出被困人员，需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图 7）：
（1）如何发现被困者？

光学摄像头在黑暗条件下无法寻找被困者，红外摄像头根据人体发出的红

外能量转变为可见的热像图，可以在黑暗的条件下找到被困者。

（2）如何确定被困者的精确位置？

国际标准搜救卫星精度可能只提供公里级搜救精度，而北斗系统具备米级

搜救功能。但是条件要求比较苛刻，必须在空旷的地方才能接收北斗信号，惯

性导航系统是依据牛顿定律进行积分而得到的，不受外界环境的影响，但定位

误差随时间而增大，长期精度差，需要外部的信息进行校准，因此将北斗与 INS
结合是一套可行的废墟下被困人员定位系统。在进入废墟之前利用北斗卫星对

仿生机器蛇的位置进行初始化，在废墟环境下，卫星定位存在盲区，采用微惯

导进行独立定位；在卫星信号较强的区域，两种方式进行融合定位，一方面可

利用北斗/GPS的定位信息对微惯导的误差进行校准，另一方面可通过卡尔曼滤

波输出稳健的高精度的定位结果。

（3）如何判断被困者的生理状况？

地震现场对被困者救援顺序是按照被困者生理状况进行安排的，通常的判

断方式都是以人工的方式，这不仅耗费时间，而且在紧急状况下会有判断错误，

而现代医学中已经利用人体的红外热像图进行健康分析，可以达到准确迅速的

要求。

（4）如何快速处理收集到的数据？

利用手持终端 APP 的方式做展示，做到实时了解内部环境，与被困者语音

通话，向总部汇报现场救援状况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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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何设计最佳救援方案？

人工智能是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通过海量样本的深度学习，AI 技
术就可以接近甚至超过人类的学习能力。在地震救灾的环境下，时间就是生命，

迅速的判断出最佳救援方案以减少被困时间，而救援方案的设计必须依靠有大

量专业知识与经验的专家，因此人工智能的介入能大大提高救援效率。

三、关键技术

3.1 北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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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北斗三号工程第三、四颗组网卫星成功发射，北斗卫星进入密

集发射期。与北斗二号，北斗三号系统不仅覆盖更广，精度更高，而且可靠性

更好。国际标准搜救卫星精度可能只提供公里级搜救精度，而北斗系统的位置

报告和短报文结合可以具备米级搜救功能。【1】
在本设计中，高精度的定位技术对搜索被困人员具有重要作用，直接确定

被困者的位置，方便搜救人员及时发现并展开救援。此外，地震之后通讯基站

受到受到损坏导致手持终端无法正常通信，而北斗的短报文通信功能不受外界

条件影响，稳定可靠，可发送包含 120 个汉字的信息，及时向总部汇报受灾程

度，发送被困者的位置、生理状况等详细信息，这是国外导航系统所不具备的

优势。

3.2 惯性导航技术

惯性导航系统（INS，Inertial Navigation System）也称作惯性参考系统，是

一种不依赖于外部信息、也不向外部辐射能量（如无线电导航那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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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性导航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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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本设计中，当仿生机器蛇进入废墟内部受废墟干扰无法正常接收到北斗

时，由于惯性导航系统不受外界因素影响，可实现在废墟下继续进行正常定位。

3.3 蛇形机器人

蛇形机器人实现了像蛇一样的无肢运动，而不需要轮子和腿，具有运动稳

定性好，适应地形能力强；由于采用模块化结构的特点，可靠性和维护性高；

并且结构体积小，适应各种狭小的环境；关节不外露，可以很好的密封，适用

于水下作业。蛇形机器人在许多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如在有辐射，有粉

尘，有毒及战场环境下，执行侦察任务；在狭小和危险条件下探测和疏通管道

等。

本设计中，由于蛇形机器人具有体积小、身体流线型，善于钻入狭小缝隙

的特点，因而利用蛇形机器人为载体，携带红外热像仪等探测设备进入废墟内

部，收集救援用的关键信息，以减少对废墟的移动或进一步破坏，避免对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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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造成更多的伤害。

3.4 红外热像技术

红外热像技术是用来检测和测量辐射并在辐射与表面温度之间建立相互联

系。所有高于绝对零度（-273℃）的物体都会发出红外辐射。红外热像仪利用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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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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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图像的上面的不同颜色代表被测物体的不同温度。【3】
本设计中，利用红外热像技术不仅可以寻找废墟下黑暗环境的被困人员，

还可以对被困者的生理状况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3.5 移动通讯网络遥控系统

WLAN技术可以实现 100米内最高 54Mbps速率的信息传输，终端机器可用

该技术传回数据，手持控制端也可采用该技术实现对机器的控制。现有应用市

场上存在“快牙”“闪传”等产品，这些产品采用 WLAN技术中的 EEE 官方定义

的 802.11 标准的 WI-FI 联盟持有的 WI-FI 技术，采用 2.4GHz 的射频频段，通过

自建热点形成 WLAN 局域网，从而实现信息传输，并且可以实现多个设备同时

共享信息。手持控制端和机器终端的通信即可采取相同模式。【4】
本设计中，考虑到灾后 CDMA与 GSM 等传统通讯方式基本瘫痪，结合手持

控制端与机器终端对于信息传输的基本要求（短距离、高速率)及灾区实情，选

用 WLAN通讯技术。

3.6 APP技术

APP（application）即应用软件，是装在手持终端上的软件，完善原始系统

的不足与个性化，是手持终端完善其功能，为用户提供更丰富的使用体验的主

要手段。

3.7 AI 技术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英文缩写为 AI。它是研究、开发用于模

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

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它企图了解智能的实质，并生产出一种新

的能以人类智能相似的方式做出反应的智能机器，该领域的研究包括机器人、

语言识别、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和专家系统等。人工智能可以对人的意识、

思维的信息过程的模拟。人工智能不是人的智能，但能像人那样思考、也可能

超过人的智能。

在本设计中，AI 技术的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①人工智能（AI）系统救援

机器人在其自我工作环境中可以在没有数据或者人类经验（与控制端失去联系）

的情况下做出自我判断，对行进路线进行规划并同时采集整理有关信息。②嵌

入手持端 app 中，依据机器端传回数据对救援机器人的环境做出判断，辅助决

策。③手持端和救援机器人都可自行对废墟中可能存在的生命迹象进行判断或

是对已发现的幸存者的生命体征做出初步判断并确定救援等级。

本设计中用到的 APP 主要作用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仿生机器蛇进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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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包括对仿生机器蛇运动姿势、速度、电量、行驶路线、人工设计路线的调

整和设置等功能；二是对仿生机器蛇实时传回的信息进行展示；三是根据传回

的信息进行实时处理，处理功能包括：被困人员生理状况快速分析，决策支持

等；四是通讯功能，包括与被困者进行语音通话；向总部通过短报文实时反映

灾区情况。

四、系统简介

4.1 组成

本设计的垃圾桶组成如图 8 所示，构成的部件包括光学摄像头、红外摄像

头、热像仪、测速发电机、电位器、超声波距离传感器、北斗芯片、惯导传感

器、微机电陀螺仪、麦克风。

图 8 地震搜救仿生机器蛇概念模型

4.2 应用模式

本设计的应用模式如图 9 所示，仿生机器蛇携带的多种传感器获取到的信

息通过 WLAN 网络传输到救援人员的手持终端上，救援人员通过 APP 上的功能

进行信息查看、分析、决策，并实施部分救援功能，流程如下：

①救援人员手持控制端通过使用 WLAN 技术中的 EEE 官方定义 802.11 标准

的 Wi-Fi技术向周围 100米范围内发射 2.4GHz 的射频频段形成自建热点。

②各救援机器通过安装的网卡与手持端热点建立链接。

③建立连接后救援机器人将红外摄像头、光学摄像头、超声波距离传感器

等设备采集的数据级 AI 系统自我判断数据传回到救援人员手持端。

④救援人员手持端装配的 AI 系统对数据进行分析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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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通讯网络遥控示意图

4.3 使用流程

本设计参与救援过程的流程如下（图 10）：
○1 地震发生后，搜查部队携带救援机器人进入重灾区，对机器人设定救援

范围，仿生机器蛇遥控进入废墟内部。

○2 打开红外摄像仪，对废墟内部进行扫描探测是否存在被困者，利用红外

图，结合废墟内部环境，找到被困者的位置。

○3 通过北斗开发板接收北斗定位信号，与惯导系统结合精确定位，手持终

端利用 WLAN 局域网络接收视频、音频、地理位置坐标等信息，将接收到的位

置坐标结合 3S 技术在地图上显示被困人员的位置、仿生机器蛇的行驶路线；通

过手持终端软件对被困者的红外图像分析获得当前生理状况，按生理状况将被

困人员分为四个营救等级——急需营救、需要尽快营救、需要营救、暂时放弃

营救；

○4 软件对废墟内部的环境三维模拟，设计出最佳营救方案，按照轻重缓急

顺序依次营救。最终将处理后的信息以 APP的形式展示。

图 10 工作流程图

五、手持终端操控过程

通过手机 APP 查看当前电量显示当前仿生蛇行动姿势、当前电量、剩余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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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使用时间、使用软件时间、行驶速度，可开启关闭暂时不用的软件，节约

电量。通过手机 APP 查看当前电量显示当前仿生蛇行动姿势、当前电量、剩余

电量、使用时间、使用软件时间、行驶速度，可开启关闭暂时不用的软件，节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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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创新点

（1）首次选用蛇形机器人作为探测器载体设计地震救援设备；

（2）利用红外成像技术判断被困者生理状况，确定救援优先级；

（3）利用北斗/INS 定位的方式确定废墟下的被困者的位置，解决了北斗信

号屏蔽的问题；

（4）将搜寻结果利用手持终端 APP的方式，方便快捷的让救援队实时了解

废墟下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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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导航定位的智能车载终端

作 者：刘忠贺、朱思瑾、付学敏、刘 晗

指导教师：孟兆刚、周琪超

学 校：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一、产品介绍

本产品为一款名为“HICar 驾驶助手”的基于北斗导航定位的智能车载终端，

由硬件和软件两部分构成。

图 1-1 HICar 驾驶助手产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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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HICar 手机 APP 界面展示

本产品在提供传统车载终端功能的前提下，增加主动式安全服务功能，并

在行车过程中对路况行人等情况实时监测，防止危险发生。移动端在实现导航、

防盗定位功能的前提下，提供汽车后服务，满足车主的多元化需求。

图 1-3 产品功能图

二、硬件部分技术

主动安全综合状态数据模型：通过危险驾驶行为分析、车辆状态检测和弯

道行驶侧翻辨识等数据提供安全预警。

车载终端信息采集：包括北斗卫星定位、驾驶员人脸信息识别和车辆运行

参数采集等。

道路环境信息采集：包括路标路况等静态数据和天气交通等动态数据。

三、硬件部分说明

1.基本识别表情的疲劳特征

在 LINUX 系统下，利用 Opencv自带分类器完成面部识别算法的编写，实现

人脸识别。以前 100 帧眨眼闭合程度作为样本，利用黑色像素比例计算函数，

得到样本比例平均值，取接下来每 10帧若闭合程度超过均值次数过高则会报警。

开发板：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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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平均值：

检测疲劳：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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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品功能描述

从行车流程上进行总结如下

上车：

酒精传感器检测加基于神经网络的模式识别技术识别：通过安装在方向盘

内部的酒精传感器对驾驶员进行酒精浓度的测量，加之利用卷积神经网络对驾

驶员的一系列动作行为、人脸微表情的变化图片进行训练，生成一个样本库，

建立驾驶员的一个模型，然后在驾驶员正前方适当位置安装一个可以实时捕捉

驾驶员正面图像的摄像头，利用卷积神经网络（CNN）进行对采集到的图片进行

分析，通过对驾驶员本人的分析给出明确的是否醉酒驾驶的判断。识别判断，

使得驾驶员喝了酒上车就会在第一时间里被识别出来，一旦系统检测出了驾驶

员有酒驾的行为，那么系统自动锁定车辆不能继续使用，我们提供另外的方式

可以进行解锁。

监测的数据主要有：人脸信息检测，其中主要包括脸部微表情的变化、眼

睛开闭频率及时间长短的检测，手的位置检测，主要是检测手放在方向盘上的

位置。动作识别，主要检测动作的时间迟缓以及头部、身体的摆动幅度。

人脸身份检测识别：通过系统自带的人脸识别系统，可以对驾驶员进行身

份识别，可以防止车辆被盗。

行驶中：

疲劳驾驶检测预警：该系统是由多个摄像头以及若干传感器组成的模块，

它由车载终端进行控制。在驾驶员正前方适当位置安装一个可以实时捕捉驾驶

员正面图像的摄像头，利用卷积神经网络（CNN）对采集到的图片进行分析，通

过对驾驶员本人的分析给出明确的是否疲劳驾驶的判断。其次，从驾驶开始时

便对驾驶员的操作行为进行记录，并能够通过识别长途旅行中驾驶操作的变化，

对驾驶员的疲劳程度进行判断。驾驶员转向操作频率变低，并伴随轻微但急骤

的转向动作以保持行驶方向是驾驶精力不集中的典型表现。根据以上动作的出

现频率，并综合诸如旅途长度、转向灯使用情况、驾驶时间等其他参数，系统

对驾驶员的疲劳程度进行计算和鉴别。综上所述，只要有一项检测成立，系统

就会判定您有疲劳驾驶或分心走神的现象，那么这时系统便会有相应的提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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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全程语音导航+实时路况查询和预报：接入互联网，车载终端内置语音模块，

可以做到语音识别，语音人车交互，语音操控终端应用。还提供各种人性化控

制。

车道检测预警：通过车上安装的前摄像头和车载传感器对路面进行信息采

集，只能分析路面的标线，严防跨越禁止标线行驶，以及跨车道行驶，智能提

醒是否可以变道或掉头。

行人以及车道异物检测预警：通过安装在车上的摄像头，对前方一定范围

内的路面进行信息采集，然后通过车载终端的图像识别系统实时分析路面是否

有行人或其他障碍物，并对驾驶员进行实时的提示安全驾驶。

前车实时测距：通过车辆安全距离监测报警装置实时的检测与前车的车距，

如果车距小于给定的阈值就向驾驶员发出提醒。

车辆安全距离监测报警装置：由汽车的 ECU、激光测速仪、超声波测距传

感器、单片机和报警电路组成，单片机可以与车载终端通信，车载终端实时接

收单片机上传来的信号，对其进行分析，并对车辆进行控制。

路标检测：通过安装在风挡和车内后视镜之间的摄像头实时的采集车辆形

式的地面信息，通过图像分析识别路边的路标，从中分析出路标的提示内容，

对驾驶员进行提示，如限速提醒、路口信息提示等。

超速检测预警：通过从汽车中已配置的汽车测速装置中采集即时车速数据

并输出相关信息的车速采集装置获得车辆的实时速度，给驾驶员是否超速的提

示。

驻车滑动检测与控制：通过安装在车上的灵敏传感器，实时监测车辆的滑

动，并给出警告。

车主驾驶习惯分析：通过安装在车内的装置（主要是摄像头：采集车主的

习惯性动作，记录车主在行车过行程中对车辆的操作动作），检测并记录车主的

驾驶行为，通过大数据分析以及神经网络样本训练，从车主的驾驶习惯中捕捉

其可能导致事故的行为，并人性化地通知车主（如通过给车主绑定的邮箱发送

邮件，或其他绑定的账号发送信息），并且可以定期地向车主发送近期行车情况

报告以及爱车的身体状况。

基于 BDS/GPS 卫星定位准确判断路口车辆的速度信息以及交通状况：通过

车载终端自带的导航功能以及路口交通指示灯信息，利用加速度传感器等传感

器辅助计算，将车辆在即将到达下一个路口时所需要的时间与当前速度做出准

确计算，如果在即将到达路口恰好遇到红灯时速度不能减为零，则提前将这一

信息告知车主提醒车主注意，同时将这一信息上报交通信息平台，并通过车辆

广播及时通知在十字路的其他车辆采取防范措施。



第九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693

图 1-4 总体技术路线图

通过研究基于车辆主动交通安全模型、基于 BDS/GPS融合高精度卫星定位、

车辆及道路运输环境信息采集技术，利用现代化的智能车载终端集成与研制技

术，研制面向主动安全的下一代智能车载终端，促进北斗兼容智能车载终端的

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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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车辆参数与卫星定位结构图

3.车载终端集成描述

根据对车辆当前运行状态的检测，判断车辆是否处在危险状态，如果有一

项出现，即可确认为危险车辆，通过在线服务平台，提醒该车驾驶员，此车辆

已被确定为危险车辆和确认为危险车辆的原因，并且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同

时向周围其他车辆发出有危险车辆出现的信息，提醒周围车辆驾驶员谨慎驾驶。

该导航屏具有导航、语音通话、紧急呼叫中心、收发大文本信息、汽车后

服务等功能。

图 1-6 车载终端显示屏功能图

4.主动交通安全预警模型

根据总体技术方案以高精度定位→信息采集→故障诊断→危险辨识→预警

决策→移动通信→预警表达为研究实施路线，研究内容可分为信息采集层、危

险辨识层、预警决策层和成果应用层四个层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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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主动安全预警模型技术路线

图 1-8 主动安全模型技术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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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信息采集层

采用两路 CAN总线实现车辆故障远程诊断功能。终端能够响应平台下发的

指令将请求的 CAN 总线信息 dm1 故障码按照指定的频率上传，并在收到平台下

发的故障指示信息后显示在屏幕上。

五、危险辨识层

研究车辆道路安全行驶车速；研究车辆横摆角速度、加速度、方向盘位置、

弯道横向坡度角、路面附着系数的估计算法，以防止侧翻危险；将安全车速以

数字形式显示在驾驶员可视易视范围内，提醒驾驶员在即将进入弯道时降低车

速至安全范围。

图 1-9 侧翻预警技术方案

六、预警决策层

通过提取电控单元中的故障信息，分析整车以及相关安全部件的运行参数

与车辆危险状态间的关系。经过理论研究和试验验证环节，建立危险状态辨识

模型，根据性能参数的变化趋势和安全阈值范围，依据危险程度评价指标进行

危险状态评定，并定位危险潜在的位置（或部件）。按照部件类型、故障类别、

预警信息可信度等指标建立分级决策模型，对预警信息进行分级。根据车辆危

险状态综合评定结果和当前车辆行驶状态，采用不同的预警级别对车辆运行状

态进行预警决策。

图 1-10 潜在故障分析技术方案

为了满足车主驾驶需求，本团队利用一项明专利作为技术壁垒，计划推出

HICar 驾驶助手系列产品，提供行车过程中的主动式安全服务和导航信息。如醉

酒和疲劳状态检测、行人与车道异物预警和语音导航等功能。首先推出 HICar
的初代产品，日后将随着车主的需求完善产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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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 HICar 驾驶助手 1 代产品

表 1-12 用户需求及解决方案

路口等待时间长，转弯时导航不

精确：

BDS/GPS 双模式导航定位

精确计算等待时间，合理速度提醒

行车过程中绕远路

找不到目的地

全程语音导航，根据车主意愿规划路线，实现人车交

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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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酒状态下开车 酒精传感器检测醉酒状态

醉酒时车辆锁定，无法启动

车辆被盗

小偷开车逃窜

建立车主人脸信息库，车辆启动前人脸识别，非目标

用户无法启动

疲劳驾驶 监控车主人脸状态，进行语音提醒，并引导车主到达

附近停车点休息

路况复杂地带行车安全 摄像头识别车前情况

行人、洼地等情况提醒

路标众多

未看到限速等重要标志

摄像头识别路标

进行减速等语音提醒

雾霾等天气易发生追尾 HICar 车载终端连接前车安全测距装置，实时检测与

前车车距，达到阈值则语音提醒

行车途中车辆抛锚 按下求助键或在 HICar 驾驶助手 APP 上请求服务，合

作公司--北京中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详情见附录三)提供汽车后服务

行车打电话、不系安带等危险驾

驶行为

终端内置主动安全服务模型，识别到危险行为进行预

警提醒

车主对车辆内部运行情况不了

解，有潜在故障

车辆状态参数采集，异常情况语音提醒，并发送到合

作公司服务后台

七、软件部分技术

用户使用的移动 APP（HICar）采用 MySQL 数据库，该 APP基于 C/S 架构，

充分实现用户与服务端的交互，方便用户反馈本产品使用所出现的问题。同时，

有利于服务端推送汽车后服务等增值消息。

八、软件部分说明

在图 1-2 HICar 手机 APP界面展示中可看到软件服务的基本功能，细分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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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方面：

一键求助：APP连接公司服务后台，进入“一键求助”后，选择车辆故障、

交通事故等求助类型，向后台提交求助信息，后台在收到提醒，根据情况联系

相关救援部门。

我的爱车：根据车载终端对车辆运行参数分析，对车辆进行评分，并且显

示车辆行驶里程、位置信息以及被盗或者设备异常等信息。

图 1-13 HICar 车辆评分界面 图 1-14 HICar 车主情况统计界面

车主小贴士：根据车辆分类和驾驶情况，为车主提供切合需求的汽车后服

务。对于车主酒驾和疲劳驾驶等为危险驾驶行为，不仅由车载终端提醒，也在

APP中统计。

九、产品发展前景展望

1.硬件产品优化

1代产品如图所示，已经设计具备基本功能，包括由摄像头实现的复杂路况

检测和疲劳驾驶检测；由酒精传感器检测车主是否醉酒；由北斗/GPS 模块进行

定位和语音导航等。

根据 1 代产品的用户反馈情况，对 2 代产品进行性能升，提高 HICar 车载终

端的稳定性。同时完善车载终端的附加功能，获取车辆发动机、机油等状态参

数，评估车辆潜在故障并向在显示屏上提醒。

在 3 代产品中全面实现 HICar 车载终端功能，完善故障评估、危险行为分析

等主动安全模型，人车语音交互功能，实时道路状态预警。

2.软件服务性能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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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5 移动端升级图

附录（专利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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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的智能灾后救援机器人

作 者：龚志杰、陈立围、阮系标、黄媛妍

指导教师：梁文杰、邓 健

学 校：厦门理工学院

【摘要】近些年，战争、恐怖袭击等突发事件，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发生次

数逐渐递增。为了能够使救援人员快速、高效、安全的进行救援工作，本文研

究设计并制作了一个基于北斗的智能灾后救援机器人。救援机器人进入灾害发

生区域探测，通过传感器规避障碍物，热感应传感器探测活物信息，通过北斗

芯片上传自身位置信息至服务器。服务器通过整合信息，发送至网页终端。网

页终端可设定救援机器人将前往的搜索位置，并实施更新机器人行走路线，当

探测出活物时网页终端接收到北斗信号发出警报。使救援行动能够减小损失且

提高效率。

【关键词】北斗定位 短报文 灾后救援 热感应 超声波感应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number of natural disasters such as war and
terrorist attacks has gradually increased. In order to enable the rescue workers to
carry out the rescue work quickly, efficiently and safely, this paper has designed and
made a smart disaster relief robot based on beidou. The rescue robot enters the
area of the disaster area to detect, and passes the sensor to avoid the obstacle, the
heat sensor detects the information of the living matter, and upload its location
information to the server via the beidou chip. The server sends the information to
the web terminal. The web terminal can set the search location for the rescue robot
to go to, and carry out the update of the robot walking route. When detecting the
living object, the web terminal receives the beidou signal to issue the alarm.
Enabling relief operations to reduce losses and increase efficiency.

【 Keywords 】 BDS positioning; Short Message; Post-disaster relief; Thermal;
Ultrasonic induction

一、背景及意义

在世界各地，由于恐怖活动和各种突发事故等原因，灾难经常发生，给人

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带来了严重的损失。在某些救灾场合，救援人员如果在未

知灾难现场的动态就强行进入进行抢险工作的话，很有可能面临严峻的危险考

验，极易造成新的伤亡，例如经历地震后的建筑物十分容易发生二次倒塌，救

援人员无法深入进行侦查或者救援。但是在灾难救援中，救援人员只有非常短

的时间（约为 48个小时）用于寻找幸存者，否则发现幸存者的概率几乎为零。

所以在灾难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如果能够获取到现场的情况、探明幸存者所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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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对于之后进一步实施救援工作和降低人员伤亡比例十分重要。这时，救

援机器人就可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能够很好的减少人员伤亡和提高救援的

效率。

二、基于北斗的智能灾后救援机器人总体设计

主要分为：救援机器人终端、服务器、管理平台。

工作流程图如图 1所示：

图 1 救援机器人总体设计图

流程图具体说明：

各智能救援机器人终端接收北斗信号，获取当前位置信息；

各智能机器人把位置信息、传感器的等相关数据打包成 JSON数据格式通过

Socekt通信，构造 post请求安全准确的发至服务器；

服务器解析各预警终端发来的数据包，将其中的 gpm 数据转换为高德地图

数据存放至数据库；

用户通过 pc 端登入网页，通过服务器从数据库中获取数据通过高德地图接

口实时查看智能探测机器人的状态；

救援人员通过此地图，便于能够第一时间准确的进行救援，减少了前期的

探查工作，提高了救援人员的工作效率并减少人员伤亡。

三、技术实现

3.1 救援机器人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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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机器人终端，由舵机模块加上多个机械臂组成机器人，添加多个集成

北斗/GPS双模芯片，可以利用 GPRS网络或短报文进行通信，带有超声波模块、

热感应模块进行爬行和探测活物，作为救援探测的载体。

3.2功能介绍

定位功能：利用高精度的北斗/GPS 双模芯片，获取终端设备当前精确的地

理位置信息。

自动驱动功能：确定行驶目的地，接收到北斗的位置信息，终端即开始自

动行驶，并能够感应行驶途中所遇障碍物自行绕开或者跨越。

搜救功能：该终端通过热感应模块探测待救援区域的活物信息，若感应到

活体，则上传警报信息。

通信功能：该终端可以通过 GPRS网络或北斗短报文功能与救援部门进行通

讯。设备可以实时上传当前终端的地理信息至救援部门服务器中，在探测出活

物的时候向服务器发送警报信息。

3.3结构设计

该救援机器人终端的主要功能模块包括：北斗/GPS 双模模块、无线通信模

块、信号放大模块、超声波模块、热感应模块、数据处理模块、arduino 拓展板

模块、舵机模块。

救援机器人实物如图 2所示：

图 2 救援机器人实物图

功能模块设计：

该救援机器人终端功能示意图如图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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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救援机器人终端功能示意图

以下是救援机器人终端各功能模块的详细介绍：

北斗/GPS 双模模块：该双模模块采用以北斗定位为主，GPS 定位为辅的模

式。GPS 定位可以协助北斗定位进行空间偏差校正，并弥补北斗定位服务频度低

的缺点，同时北斗定位采用三频信号，提高了定位服务的稳定性，所以北斗/GPS
双模模块可以对终端设备进行高精度定位，综合使用可以实现对一些地面信号

盲区进行定位，极大提高了应用范围。双模模块内部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双模

射频接收器、双模基带处理器以及电源模块。其模块功能框图如图 4所示。

图 4 模块功能框图

信号放大模块：信号放大模块主要用于在一些地面信号盲区，卫星信号弱

的环境，可以极大的配合双模模块进行精度定位。

数据处理模块：数据处理模块采用 Arduino 单片机作为处理中心，单片机具

有时钟频率高，抗干扰能力强的特点。作为数据处理模块，主要用于处理北斗

/GPS 信号帧的解析，内置加速度传感器数据的处理，以及控制无线通信模块进

行收发数据，处理预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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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通信模块：无线通信模块可以实现两个通信方式，分别为 GPRS网络通

信和北斗短报文通信，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实现自动切换。介于成本，一般默认

使用 GPRS 网络通信，在基站覆盖范围内，GPRS 网络传输速率可以满足数据稳

定上传需求，并且资费低，可以长时间使用。在一些偏远山区，移动信号基站

覆盖不足，受环境天气等影响，GPRS网络波动较大，传输数据过程容易造成数

据丢失，此时适合采用北斗短报文通信功能，短报文通信是北斗独有的实用功

能，可以在没有基站覆盖的地区进行数据传输，将 GPRS网络通信和北斗短报文

通信相结合，可以实现在全疆域内提供稳定无线通信服务，并且具有资费低，

数据传输稳定，应用范围广的特点。北斗短报文通信的原理图如图 5所示。

热感应模块：普通人体会发射 10um 左右的特定波长红外线，用专门设计的

传感器就可以针对性的检测这种红外线的存在与否，当人体红外线照射到传感

器上后，因热释电效应将向外释放电荷，后续电路经检测处理后就能产生控制

信号。这种专门设计的探头只对波长为 10μm 左右的红外辐射敏感，所以除人

体以外的其他物体不会引发探头动作。探头内包含两个互相串联或并联的热释

电元，而且制成的两个电极化方向正好相反，环境背景辐射对两个热释元件几

乎具有相同的作用，使其产生释电效应相互抵消，于是探测器无信号输出。一

旦人侵入探测区域内，人体红外辐射通过部分镜面聚焦，并被热释电元接收，

但是两片热释电元接收到的热量不同，热释电也不同，不能抵消，于是输出检

测信号。

Arduino 拓展板模块和舵机模块：通过给 Arduino 拓展板块编写代码，由其

向舵机发出 PWM(脉冲宽度调制) 经电路板上的 IC 处理后计算出转动方向，再

驱动无核心马达转动，透过减速齿轮将动力传至摆臂，同时由位置检测器（电

位器）返回位置信号，判断是否已经到达设定位置，一般舵机只能旋转 180度。

北

地 面 控
接 北斗通信型

① 发

射 通 信 申

请信号
④

解 读 后

的 用 户

申 请 服

务内容

②

转 发 用

户 机 通

③解

读后的用

户申请服

⑤ 读

取短信
图 5 北斗短报文通信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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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达到控制机械臂运动的效果。

超声波模块：采用 IO 出发测距，给出至少 10us 的高电平信号。模块自动发

送 8 个 40khz 的方波，自动进行监测是否有信号返回。如若有信号返回，通过

IO 输出一高电平，高电平持续的时间就是超声波从发射到返回的时间，即可算

出测试距离=（高电平时间*声速（340M/S）），根据判断是否有障碍物和障碍物

的距离，机器人进行变向等操作，实现避障功能。

3.4服务器和数据库终端

Web服务器由 Node.js 编写，其优势是采用一系列“非阻塞”库来支持事件

循环的方式；其由 JavaScript 编写，从而实现前后端代码统一是其强大功能之一；

Node.js可以在不新增额外线程的情况下，依然可以对任务进行并发处理，Node.js
是单线程的。它通过事件轮询（event loop）来实现并发操作。

数据库使用了 MongoDB，MongoDB是一个介于关系数据库和非关系数据库

之间的产品，是非关系数据库当中功能最丰富，最像关系数据库的。他支持的

数据结构非常松散，是类似 json的 bson 格式，因此可以存储比较复杂的数据类

型。Mongo 最大的特点是他支持的查询语言非常强大，其语法有点类似于面向

对象的查询语言，几乎可以实现类似关系数据库单表查询的绝大部分功能，而

且还支持对数据建立索引。

服务器搭建用于收集救援机器人终端信息，并对信息进行分类存储进数据

库，同时对 web终端进行实时信息推送。

图 6 服务器日志图

web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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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模块设计：

轨迹绘制功能：通过 ajax 向服务器发送请求，获取机器人历史的运动轨迹

坐标，在高德地图上通过 canvas 画布画出轨迹，从而实现对机器人运动路径的

追踪。

规划路径功能：确定救援机器人的始末位置，通过调用高德 API规划行驶最

短路径，提高救援效率。

警报功能：通过 ardunio 板块对北斗信息进行解析，如果发现警报信息，在

平台中对应的警报坐标的位置跳出红色小人，并显示其坐标信息和警报时间，

从而到达警报的效果。

机器人监管功能：通过给机器人上传的信息附上 id 属性，实现对不同机器

人的区分，监管平台通过选择机器人编号，从数据库调出相对应机器人的信息，

对其进行操作和管理。

图 7 实时监管平台

四、创新点及应用前景

4.1 创新点

（1）将北斗定位通信技术加入灾后救援机器人设计中，有效的实现了对救

援机器人地理位置、行驶路线、行驶方向等信息的实时监控。进而实现对救援

机器人的指挥控制和交互通信。

（2）采用以 4G 数据通信为主，北斗短报文通信技术为辅的数据传输方式，

能够应对不同灾难环境下信号未能覆盖、受到阻碍或不稳定的情况的影响。同

时，对北斗短报文通信并采用接收反馈和丢包重传机制保证其可靠性，从而构

建了可靠稳健的远程数据通信系统。

4.2 应用前景

救援机器人的研制及应用，其主要目的之一是减少受灾人员和救援人员的

伤亡，在“以人为本”的社会中，其研究应用意义非常重要。但是救援机器人

的应用技术仍需要改进，才能在救援工作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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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的短距离智能安全专送系统

作 者：薛 睿、郑子秋、李芳州

指导教师：游万江

学 校：西南科技大学

【摘要】目前国内的配送服务已较为广泛，但短距离的智能专送方面却鲜有涉

及。对于经常外出进行商务活动的商务人士和外出旅游的人群而言，短距离智

能专送服务为他们节省时间的同时，安全便捷的服务特点也能为他们带来良好

的旅行体验。相比于普通的配送服务，短距离智能专送服务在运送物件时使用

了需认证的高保密专送箱，并在物件到达时再一次进行了用户的身份验证。在

双重验证的保障下，保证了物件的安全性、隐私性与完整性，给用户提供了更

加方便安全的物件配送选择。

本智能专送系统原理如下：用户通过客户端 APP 下单后，服务器根据客户

下达情况，向最合适专送人员推送配送信息，并在专送人员平台管理端显示北

斗（BDS）提供的位置、预计到达时间、最优路线等信息，平台专送人员携带专

送箱通过服务器根据北斗导航（BDS）规划的最佳路线到达客户预定的位置，专

送人员将客户物品放至专送箱，云端接收到箱子的开始配送信息后在管理端规

划路线，配送员将专送箱送至目的地，配送员将专送箱放至安全储存柜，客户

在安全储存柜扫描储存柜屏幕显示的二维码，从而客户取出物品；或者配送员

将智能专送箱放至酒店或者公司前台，客户可以把 APP 客户端中生成的条码在

专送箱扫描模块中扫描，从而达到开锁的目的。平台标记已取出物品的箱子在

管理端，根据云端算法，安排专送人员回收专送箱。

【关键词】北斗卫星导航（BDS） 安全 专送 短距离物流 智能智慧物流

一、研究动机与研究目标（Motivation and goals）

1.1 研究动机（Study motivation）

商务人士经常面临外出异地进行商务活动，而商务人士在交通枢纽处前往

目的地时，提着行李箱进行商务活动不方便；针对外出旅游的人群，提着行李

箱出行在地铁、公交上也是不方便。如何针对上述目标客户进行物品货物安全

的专送具有重要的意义。

商务人士外出进行商务活动时间宝贵，而商务人士往往先花费大量的时间

将行李运送至预定下榻的酒店，这其中浪费了大量的时间，所以如何挤出更多

的时间让商务人士进行商务活动很有必要；远期外出旅行的人外出必定携带大

量物品，旅游的携带这些行李一是不方便，二是物品安全堪忧。

为了解决商务人士以及外出旅游游客携带物品不方便的问题，尽可能的针

对目标人群的行李进行定制化的安全快捷的运送，于是基于北斗的的智能行李

专送系统的研究便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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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标（Research goals）

目前在长距物流被顺丰，四通一达等大头把持后，诸多细分领域的短距物

流在近年开始多了起来。而针对短距离定制化的行李专送服务有“空手到行李

管家”以及“行李网”这两家互联网公司。但是这两家公司提供的行李专送服

务具有不安全性，通过配送员直接运送货物不加任何防护装置，认证方式不齐

全，从而用户隐私不安全；其次这两家公司提供的服务具有不便捷性，这两家

公司只能双向运送酒店到交通枢纽，不能运送至其他地方。

为了解决目前短距离行李运输不安全、不便捷性，也就是更加安全更加便

捷的给需求客户带来更加舒适的体验，笔者希望设计一种基于北斗的短距离智

能行李专送系统。该系统包括专送智能箱以及智能安全存储柜，通过认证专送

员运送装载行李的专送智能箱，送至放置在流量枢纽智能安全存储柜，或者送

至公司、酒店前台，用户根据二维码或者条码取物，从而达到更加安全更加便

捷的运送行李。

二、背景研究（Background research）

2.1 物流市场（Logistics market）

1-11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 229.9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6.7%；
社会物流总费用 10.5 万亿元，同比增长 9.4%；物流业总收入 7.8 万亿元，同比

增长 11.9%。[1] 物流市场份额逐年不断扩大。

图一 社会物流份额数据

2.2 差异化物流（Differential logistics）

差异化配送是指按产品的特点、销售水平来设置不同的配送作业，即设置

不同的库存、不同的配送方式以及不同的储存地点。差异化配送的指导思想是：

产品特征不同，客户服务水平也不同。当企业拥有多种产品线时，不能对所有

产品都按同一标准的客户服务水平来配送，而应按产品的特点、销售水平，来

设置不同的库存、不同的运输方式以及不同的储存地点，忽视产品的差异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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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不必要的配送成本。

三、所需材料（Required material）

3.1 北斗卫星导航（B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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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精度为：

定位精度平面 10 米、高程 10米

测速精度 0.2 米/秒
授时精度单向 50 纳秒。开放服务不提供双向高精度授时

由于技术设计，对于北斗定位服务，中心控制系统计算出具体的位置后在

发挥用户，期间要经过地球静止卫星走一个来回，再加上卫星的转发，地面中

心的计算，时间延长就更长了，因此对于高速物体定位精度会更差。

3.2 控制器（MCU）

STM32 系列基于专为要求高性能、低成本、低功耗的嵌入式应用专门设计

的 ARM Cortex®-M0，M0+，M3, M4和 M7 内核。

参数

2.0V-3.6V供电

兼容 5V的 I/O 管脚

优异的安全时钟模式

带唤醒功能的低功耗模式

内部 RC振荡器

内嵌复位电路

图二 STM32 开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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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监控安防系统（The monitoring system）

全 IP视频监控系统是摄像机通过内置Web服务器，并直接提供以太网端口。

这些摄像机生成 JPEG 或 MPEG4 数据文件，可供任何经授权客户机从网络中任

何位置访问、监视、记录并打印，而不是生成连续模拟视频信号形式图像。所

有摄像机都通过经济高效有线或者无线以太网简单连接到网络，使您能够利用

现有局域网基础设施。您可使用 5 类网络缆或无线网络方式传输摄像机输出图

像以及水平、垂直、变倍(PTZ）控制命令（甚至可以直接通过以太网供）。

3.4电子锁（Electronic lock）

电子锁具，它也是以 32 系列单片机(STM32F103C8T6)为核心，配以相应硬

件电路，完成密码的设置、存贮、识别和显示、驱动电磁执行器并检测其驱动

电流值、接收传感器送来的报警信号、发送数据等功能。

单片机接收键入的代码，并与存贮在 EEPROM 中的密码进行比较，如果密

码正确，则驱动电磁执行器开锁;如果密码不正确，则允许操作人员重新输入密

码，最多可输入三次;如果三次都不正确，则单片机通过通信线路向智能监控器

报警。单片机将每次开锁操作和此时电磁执行器的驱动电流值作为状态信息发

送给智能监控器，同时将接收来自传感器接口的报警信息也发送给智能监控器，

作为智能化分析的依据。

图三 电子锁

3.5 条码扫描器（Bar code scanner）

平板式条码扫描器、台式扫描枪这类条码扫描器光学分辨率在

300dpi-8000dpi之间，色彩位数从 24 位到 48 位，扫描幅面一般为 A4 或者 A3。
平板式的好处在于像使用复印机一样，只要把扫描枪的上盖打开，不管是书本、

报纸、杂志、照片底片都可以放上去扫描，相当方便。

3.6 串行接口（Serial Interface）

串行接口简称串口，也称串行通信接口或串行通讯接口（通常指 COM接口），

是采用串行通信方式的扩展接口。串行接口(Serial Interface) 是指数据一位一位

地顺序传送，其特点是通信线路简单，只要一对传输线就可以实现双向通信（可

以直接利用电话线作为传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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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DB9 接口

四、方案设计（Design scheme）

4.1 系统流程图（System process）

图五 基于北斗的短距离智能行李专送系统总括流程

4.2 物流部分（Logistics design）

物流是为了满足客户需要而对商品、服务以及相关信息从产地到目的地的

高效、低成本流动和储存进行的规划、实施与控制的过程。物流部分控制了货

物的配送，其中包含了物流定位与物流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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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物流定位（Logistics positioning）
（1）工作原理（Principle of work）
通过分析北斗卫星定位系统、GSM通信系统、GIS 地理信息系统的原理和技

术，利用北斗卫星全方位高精度的定位特性，GSM 覆盖广、低成本的特点，GIS
的电子地图功能，引入移动目标数据库技术（即建立专门应用于对移动目标进

行管理的数据库技术），运用面向对象等设计方法，设计了以北斗卫星为系统定

位技术、GSM 为系统通信、GIS 为地图结合的基于 Internet 平台和移动目标数据

库技术的物流监控系统。监控中心可对移动目标的位置、速度以及运动方向等

参数进行实时查询和监控。此系统提高了车辆物流运输的效率与安全，解决了

物流跟踪与定位等问题。[4]
（2）物流车辆定位管理终端的硬件设计（Hardware design）
系统的硬件部分主要是由 NB-loT 模块组、北斗卫星定位系统模块与 STM32

单片机组成。

卫星的定位信息的接收主要是由北斗卫星定位系统模块来执行，此模块通

过对相关数据的分析从而确定物流车辆的经纬度。

与中心服务器的通信主要由 NB-loT 模块来执行控制，通过此模块可以保证

当前运输的物流箱子的位置信息，从而能够实现及时查询的功能。

数据采集与控制模块是由 STM32 单片机来执行，是其模块的核心。

在中心服务器模块中主要由地理信息系统模块来执行，此模块主要用来显

示物流车辆的即时位置信息。[5]
（3）物流车辆定位管理系统的软件设计（Software design）
编程语言为 C 语言以及汇编语言，根据所需功能，在单片机系统内设计相

应的软件设计流程图和各模块的程序设计。(经过反复调试运行，各模块都能接

收到定位的各种数据，并且每次接收都能够接收到完整的数据。)
4.2.2 物流算法（Logistics algorithm）

（1）箱子配送路线算法（Distribution planning）
智能算法问题空间较大、能够并行运行、特征易提取、通用性较好，如物

流路线问题，可用蚁群算法优化，与专用算法相比而言，更适合解决复杂、指

数规模、大空间、高维度、变化大等特征问题。以蚁群算法为主，辅以遗传算

法、神经网络算法等近似算法来获得一个相对优秀的可行解。

蚁群算法的原理为：用蚂蚁的行走路径表示待优化问题的可行解，整个蚂

蚁群体的所有路径构成待优化问题的解空间。路径较短的蚂蚁释放的信息素量

较多，随着时间的推进，较短的路径上累积的信息素浓度逐渐增高，选择该路

径的蚂蚁个数也愈来愈多。最终，整个蚂蚁会在正反馈的作用下集中到最佳的

路径上，此时对应的便是待优化问题的最优解。

蚁群算法采用正反馈机制，使得搜索范围不断收敛，最终逼近最优解，搜

索过程采用分布式计算方式，多个个体进行并行计算，提高了算法的计算能力

和运行效率。每个个体可以通过释放信息素来改变周围的环境，且每个个体能

够感知周围环境的实时变化，个体间通过环境进行间接地通讯。与此同时，启

发式的概率搜索方式不易陷入局部最优，易于寻找到全局最优解。[6]
（2）预判到达算法（Preliminary judgment）
在云计算环境中，批处理模式比在线处理模式能够更合理的任务分配。但

是，在线处理模式中分配效果较好的最小完成时间分配算法 无法在车流中找到

最合适的资源代理来进行任务分配。所以基于预测的在线处理模式的任务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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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应运而生。

统计车辆在各个路口的转弯概率，从而提前预测车辆的行驶速度和行驶方

向，甚至于资源代理的通信能力。当预测足够精准的时候，通过在线处理模式

就可以像在云计算中的任务分配那样合理的分配资源代理了。

通过预测行驶路径，估算出车载终端与资源代理之间的可用连接时间；通

过最小完成时间算法进行任务分配，并通过仿真实验观察算法分配效果。[7]
（3）中途退订单处理办法（Returning order）
如果客户在中途取消了订单，在配送员收到云端推送消息后，根据线路优

化算法返送给用户。如果是客户的个人原因取消了订单，应结合重量和距离从

而计算出由客户应该承担的赔偿。

（4）认证识别系统（Identification of identity）
在身份认证方面，将身份信息加密后，编制成信息密度高、可加密和自动

识别能力强等特点二维码，并打印在证件上，使用条码识读设备扫描条码，解

密提取出证件上的信息，以验证客户的真伪；或者，利用互联网技术，云端在

APP中生成附带客户信息的二维码，显示在储存柜的屏幕上。使用二维码作为身

份信息的载体，将二维码技术与指纹识别技术相结合，提高了身份验证的效率，

实现了身份信息的加密，能够有效提高身份信息的安全性。[8]
（5）配送识别算法（Distribution identification algorithm）

在路径配送优化方面，通过 Floyd 求最短路径，并利用 Matlab 程序将仓

库点和所有配送点间两两的最短距离求解出来，将出发点与配送点结合起来构

造完备加权图，由完备加权图确定初始 H 圈，列出该初始 H 圈加点序的距 离

矩阵，然后使用二边逐次修正法对矩阵进行翻转，可以求得近似最优解的距离

矩阵，从而确定近似的最佳哈密尔顿圈，即最佳配送方案。同时，可以结合遗

传算法，神经网络算法来解决配送问题。[9]

4.3 通讯部分（Communication design）

4.3.1 串口通讯（Serial communication）
当配送员将箱子放置进柜子时，柜子的卡位设计，柜子与箱子串口间连接

实现通讯，从而柜子中央控制器达到控制箱子的开关。

（1）物理层

RS-232（ANSI/EIA-232 标准）是 IBM-PC 及其兼容机上的串行连接标准。可

用于许多用途，比如连接鼠标、打印机或者 Modem，同时也可以接工业仪器仪

表。

（2）波特率

串口异步通讯中由于没有时钟信号，所以通讯双方需要约定好波特率，即

每个码元的长度，以便对信号进行解码，此系统波特率统一设定为 115200。
（3）起始位、停止位

数据包从起始位开始，到停止位结束。起始信号用逻辑 0 的数据位表示，

停止信号由 0.5、1、1.5 或 2 个逻辑 1的数据位表示，本系统约定为 1。
（4）有效数据

起始位之后便是传输的主体数据内容了，也称为有效数据，其长度一般被

约定为 5、6、7 或 8位长。本系统有效数据统一为 6 位。

（6）数据校验

由于在通讯过程中易受到外部干扰导致传输数据出现偏差，所以在有效数



第九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717

据之后加上校验位解决。本系统结合奇校验（odd）、偶校验（even）、0 校验

（space）、1 校验（mark）来达到数据稳定传输。

4.3.2 联网通讯（Internet communications）
（1）联网环境

1.4G 网络

SIM 卡从基站接入，终端向基站(eNodeB)发送数据以及请求，eNodeB通过

LTE线网架构从而接入到 IP 网络，实现服务器与终端间的互联。

图六 LTE 线网架构

2.NB-IoT
NB-IoT 具备四大特点：一是广覆盖，将提供改进的室内覆盖，在同样的频

段下，NB-IoT 比现有的网络增益 20dB，相当于提升了 100 倍覆盖区域的能力；

二是具备支撑海量连接的能力，NB-IoT一个扇区能够支持 10万个连接，支持低

延时敏感度、超低的设备成本、低设备功耗和优化的网络架构；三是更低功耗，

NB-IoT终端模块的待机时间可长达 10 年；四是更低的模块成本，企业预期的单

个接连模块不超过 5美元。[11]
（2）联网协议

网络代表了一种新颖的通信范例，它将补充传统的蜂窝和短距离无线技术，

以满足物联网应用的各种需求。 LPWA技术提供独一无二的功能，包括低功耗

和低数据速率设备的广域连接，这种连接是与传统无线技术所提供的连接是不

同的。传统的非蜂窝无线技术不是连接分布在大地理区域的低功率设备的理想

选择。这些技术的范围最多限于几百米。因此，这些设备不能随意部署或移动

到智能城市，物流和个人健康保健的许多应用都是需要的任何地方中。这些技

术的覆盖是范围通过使用多跳网状网络连接的设备和密集部署的网关进行扩展

的。因此，大量部署的成本昂贵。3GPP刚好满足蜂窝网络技术要求。[11]
特点：

1.客户机/服务器通信模式

2.分布式网络

3.简单的客户端，将大多数工作放在服务器端进行

4.标准通用标记语言的子集 XML的数据格式

4.4 服务器部分（The server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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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流程图（The flow chart）

图七 云端服务器流程

4.4.2 数据处理（Process the data）
云服务器通过接受专送柜、配送员、安全储存柜随时随地海量数据，然后

分析处理相关数据，从而达到短距离行李安全专送以及行李安全暂储存的目的。

（1）云计算（Cloud computing）
云计算是一种按使用量付费的模式，这种模式提供可用的、便捷的、按需

的网络访问， 进入可配置的计算资源共享池（资源包括网络，服务器，存储，

应用软件，服务），这些资源能够被快速提供，只需投入很少的管理工作，或与

服务供应商进行很少的交互。[2]
大数据必然无法用单台的计算机进行处理,必须采用分布式计算架构。它的

特色在于对海量数据的挖掘,但它必须依托云计算的分布式处理、分布式数据库、

云存储和虚拟化技术。[3]
（2）分布式处理技术（Distributed processing）
分布式处理是为了提高并行处理速度采用的两种不同的体系架构。分布式

处理则是将不同地点的，或具有不同功能的，或拥有不同数据的多台计算机通

过通信网络连接起来，在控制系统的统一管理控制下，协调地完成大规模信息

处理任务的计算机系统。分布式处理系统包含硬件，控制系统，接口系统，数

据，应用程序和人等六个要素。而控制系统中包含了分布式操作系统，分布式

数据库以及通信协议等。

（3）数据存储技术（The data processing）
大数据时代，数据呈爆炸式增长。从存储服务的发展趋势来看，一方面，

对数据的存储量的需求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对数据的有效管理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大数据的存储及处理不仅在于规模之大，更加要求其传输及处理的响应速

度快。这不仅是对于各种应用层面的计算性能要求，更加是对大数据存储管理

系统的读写吞吐量的要求。

大数据由于其来源的不同，具有数据多样性的特点。对于传统的数据库，

其存储的数据都是结构化数据，格式规整，相反大数据来源于日志、历史数据、

用户行为记录等，有的是结构化数据，而更多的是半结构化或者非结构化数据，

这也正是传统数据库存储技术无法适应大数据存储的重要原因之一。因而大数

据的存储或者处理系统必须对多种数据及软硬件平台有较好的兼容性来适应各

种应用算法或者数据提取转换与加载。[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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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柜子部分（Storage cabinet）

4.3.1 流程图（Flow diagram）

图八 储存柜流程部分

4.3.2 身份识别流（ Identification）
（1）配送员身份认证（Identity of the Courier）
配送员需在云端认证备份自己的个人信息，配送员在储存柜上扫描自己身

份二维码，柜子屏幕进入配送员操作界面，显示柜子剩余数量等。

（2）客户身份认证（Identity of the Customer）
用户在 APP 上注册账户时会提交身份证信息，云端加密备份后，当用户需

要取物时，用户通过 APP 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将专送柜扫描 APP 生成的条码，

通过加密将数据上传至云端，云端进行对比认证，云端对比认证成功后，柜子

开锁。

4.3.3 开锁流程（Unlock process）
安全储存柜上安装身份阅读器，当用户需要在储存柜上取出自己的物品时，

用户在手机 APP 上点击取出物品时，云端接收到 APP 用户端的指令后，综合处

理分析，云端给柜子处理下达开锁指令，柜子中央处理器综合处理分析后，将

开锁指令同步到柜子和箱子的两把锁上，达到开锁的目的。

4.4 箱子部分（Safety cabinet）

4.4.1 实现功能（Realize the function）
定位实现功能：北斗接收模块 UM220-III NL
防盗功能：

外壳：铝合金和聚碳酸酯（PC）
门锁：锁用微型减速电机

图像识别：（CCD 图像识别）ov7670摄像头模组（带 FIFO）和 STM32驱动

通信：STM32+SIM900A
报警音效 BEEP蜂鸣器

TFTLCD显示模块 STM32+LI9341 TFT 屏
储存装置串行 flash与 TF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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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模块（3.3V工作电压）磷酸铁锂电池，DCDC（GS1662等），USB接口

定时自检功能软件[12]

图九 北斗接收模块

4.4.2 专送箱系统架构（Delivery system）

（1）工作流程（Workflow）
运输箱的工作流程为：接收到来自云端的工作信号，进行系统自检并保持

待机状态。在接收到用户给予的二维码信息后，运输箱的电子锁打开，供用户

放入需运输的物品。待运输箱闭合后，电子锁自动锁死，进行第二次自检，正

常后进行运输模式，恢复对实现运输功能的部件的供电。运输时，运输箱将实

时定位并上传位置信息至云端。待到达指定运输地点并成功对接货柜后，运输

箱解除锁死，进入待机模式并接受充电。

（2）系统结构（ System structure）
根据运输箱的工作流程，可以将系统结构分为以下六个部分，分别为电源

模块，定位模块，防盗模块，数据传输模块，显示与扫描模块，基础电路。电

源模块负责对控制运输箱的单片机进行供电，定位模块负责对运输箱的实时定

位，防盗模块负责对云端端传输紧急讯息以及发出报警信号，数据传输模块负

责传输云端与终端的信息，显示与扫描模块负责显示工作信息以及扫描用户提

供的二维码，基础电路负责各个模块之间的信息传递。

4.5.3 系统硬件设计（Hardware design）
（1）电源模块设计（Power module）
为了保证城市运输的目标与多次使用的目的，我们采用重量较轻，有较高

寿命并可以多次充放电的磷酸铁锂电池，其标称电压为 3.3V，输出电压为

3.3~3.4V，满足 stm32工作需求，但负责数据传输的 USB 插口的输入电压为 5V，
SIM900A 的工作电压为 4V，磷酸铁锂电池充电电压为 3.6V，所以我们采用总体

供电电压 3.3V，再使用 DCDC 升压输出 4V 电压。同时，DCDC 还将 USB 的 5V输

入电压分别降压至 3.6V与 3.3V 供主板与电池充电使用。

（2）定位模块设计（Positioning module）
定位模块我们采用北斗星通公司旗下的和芯星通公司的 GNSS SoC 芯片

UM220-III NL，该芯片集成度高，并运用 BDS/GPS双模定位，可以作为优秀的 GNSS
模块使用。STM32 将对接收到的定位信息进行处理，储存在 TF 卡中等待下一步

处理。

（3）防盗模块设计（Security module）
防盗模块主要包括运输箱外壳保护设计与单片机报警模块设计。运输箱外

壳我们采用铝合金和聚碳酸酯（PC）双层设计。外层是铝合金，强度高，抗腐

蚀；内层是聚碳酸酯，有优秀的抗冲击性与尺寸安定性。单片机报警模块分为

两个部分，一个 GSM/GPRS 通信模块，负责紧急情况的报警信息发送。一个 B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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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鸣器，负责发出报警音。在出现被盗的或遗失的情况时，运输箱将通过

GSM/GPRS 向云端发出报警信号，并通过 BEEP 蜂鸣器发出警报声。两者相结合

可以满足城市运输环境对被盗情况的报警处理。

（4）数据传输模块设计（Data transmission module）
数据传输模块我们使用 SIMCom 公司的 SIM900A 进行无线通信，同样使用

STM32作为主控芯片，配置使用 AT指令进行交互，用 GPRS 远程传输数据。其

中 SIM900A 作为通信部分与数据传输部分使用，电源与主控芯片由其他部件负

责。[14]
（5）显示、操作与扫描模块设计（Display and scanning module）
运输箱的紧急开启需要用户提供正确的二维码，读取二维码的功能我们决

定通过 CCD 图像识别来完成，分析功能交由 STM32来完成。我们使用带 FIFO的

OV7670 摄像头实现 CCD 图像识别的功能，由于 FIFO 给予了在摄像头与单片机

之间的一个数据缓冲，使得 STM32 可以直接读取来自 OV7670 的信号。而在读

取来自 OV7670 的信号后，STM32将读取其包含的二维码信息同云端提前下发的

二维码信息对比，实现二维码扫描识别的目的。

同时，我们需要一个显示模块来显示运输箱目前的信息，这里我们采用

LI9341 TFT 屏来显示信息，再加上 XPT2046触摸芯片实现对运输箱的简易操作。

[13]
（6）专送柜设计（Delivery cabinet design）
市面上目前丰巢取件柜具有存储物品，以及配送员放至物品的功能，本系

统智能专送柜相比丰巢取件柜设计双重锁，更加安全。

4.5.4 故障处理（Fault handling）
如果运输箱在运送过程中受到了损害导致部分功能受损，对于不同的受损

程度以及不同功能的受损，我们将通过不同的方式达成运输货物的最终目的，

并回收、修复运输箱。

故障的发现（Fault finding）：
①运输箱自检发现故障位置：运输箱自检发现故障（卡口没关上、电源问

题、定位问题、显示器问题、连接云端错误）时，将自主确认故障部位并上报

云端，云端将处理过的信息发送至配送员终端，令配送员去检查运输箱。并拍

照上传云端。如果运输箱无法连接云端，云端在无法接收到来源于运输箱的信

号时，云端将向派送员发送信息。

②配送员发现可能令运输箱无法打开的外壳受损：配送员将受损状况拍下

发送至云端，云端将分析运输箱的受损情况判断其是否适合继续运输。

故障的处理（Troubleshooting）：
（1）处理方式（Process mode）
如果运输箱可以连接云端，当故障影响到运输的时候，运输箱会将定位信

息与受损信息传输至云端，云端将向维修人员发送该信息及经由派送员拍摄的

照片，通知维修人员前往维修。并将受损信息发送至用户的客户端。如果故障

不影响运输过程中的安全性和保密性运输箱将在货物交付后回收维修。

（2）被盗、丢失情况处理（Special situation handling）
运输箱在运输过程中有出现被偷盗或者是被丢弃的可能，为了避免这种情

况和挽回损失，云端将实时分析运输箱与派送员的运动轨迹，并智能分析判断

运输箱所处情况。出现被盗可能时，运输箱会发出警报，并 GSM 紧急通知派送

员，派送员发现被盗或者一段时间不处理将紧急通知用户并报警备案。出现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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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弃可能时，运输箱不会发出警报，但同样会通过 GSM 通知配送员进行检查工

作，如果派送员发现遗失，云端会将其直接视为被盗情况处理。

（3）中途开箱处理（Open case handling）
如果用户要求打开出现故障、未正确到达目的地的运输箱时，用户需向配

送员进行双向的身份认证，先由用户在客户端进行开箱申请，进行验证配送员

信息（验证配送员信息即为授权配送员开箱），用户会收到云端反馈的二维码，

从而通过二维码开箱。

在信号不好的情况下，用户可以通过运送前接收到的云端备份的一份备用

二维码来开启运输箱，这个二维码只能刷一次。

被盗、故障的运输箱在进行未经授权的开箱时，将发出报警声，并通过 GSM
报告给云端与用户，云端处理后作出报警与否的处理。

4.6 软件部分（Software）

4.6.1 客户端部分（Client）
（1）流程图（The flow chart）

图十 客户端功能设计

（2）原型界面设计（Prototype interfac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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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一 客户端主界面 图十二 客户端主要功能

图十三 客户端取物服务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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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管理端部分（Safe manager）

图十四 管理段流程图

4.6.3 软件声明（Software statement）
1、一切移动客户端用户在下载并浏览 APP软件时均被视为已经仔细阅读本

条款并完全同意。凡以任何方式登陆本 APP，或直接、间接使用本 APP 资料者，

均被视为自愿接受本网站相关声明和用户服务协议的约束。

2、APP所需填写的资料均由本 APP用户提供，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合法性

由信息发布人负责。APP不提供任何保证，并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3、APP不保证为向用户提供便利而设置的外部链接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同

时，对于该外部链接指向的不由 APP 实际控制的任何网页上的内容，APP 不承

担任何责任。

4、用户明确并同意其使用 APP网络服务所存在的风险将完全由其本人 承

担；因其使用 APP网络服务而产生的一切后果也由其本人承担， APP 对此不承

担任何责任。

5、除 APP注明之服务条款外，其它因不当使用本 APP 而导致的任何意外、

疏忽、合约毁坏、诽谤、版权或其他知识产权侵犯及其所造成的任何损失，APP
概不负责，亦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6、对于因不可抗力或因黑客攻击、通讯线路中断等 APP 不能控制的原因造

成的网络服务中断或其他缺陷，导致用户不能正常使用 APP，APP 不承担任何责

任，但将尽力减少因此给用户造成的损失或影响。

7、本声明未涉及的问题请参见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当本声明与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冲突时，以国家法律法规为准。

8、本网站相关声明版权及其修改权、更新权和最终解释权均属 APP 所有。

五、创新点（Innovation points）

本项目针对目前物流市场短距离高端配送市场的空缺，实现差异化物流配

送服务。

针对目前物流配送在安全领域上的空缺，本项目通过配送智能箱以及安全

储存柜来达到安全配送的目的。

本项目通过扫描二维码以及扫描手机APP生成的条码达到智能开锁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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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展望（Outlook）

1.本项目仅仅实现了旅行以及商务人士的行李安全智能专送，在后续的发展

的中会接入更多的专送端口，比如：城际私人物品专送服务，贵重物品短距离

专送服务等。

2.将专送配送员由本平台招聘再培训，优化为：多平台接入（京东，顺丰、

韵达等快递公司）再统一培训成为专业配送员。

七、致谢（Convey thanks）

首先感谢西南科技大学和西南交通大学能给为笔者提供优秀的师资资源，

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这是笔者以后献身于国家科技兴国，创业发展的基础，

是笔者人生发展重要里程碑。笔者在研究项目的过程中学到了很多，得到了锻

炼，让笔者对科技更加热爱，对于创业更加热情，愿意为国家的发展做出我们

的贡献。

感谢笔者的辅导员西南科技大学游万江助教，给笔者提供很多宝贵的意见。

游老师建议了笔者项目的发展方向，让笔者少走了很多弯路，游老师的悉心的

指点与建议是笔者研究项目的动力，也是项目成功的基石。

感谢笔者的父母，让笔者能在大学这个象牙塔中学习深造，感谢他们在笔

者研究课题中遇到问题的鼓励，谢谢父母们无私的奉献与支持。

八、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2017 年 1-11 月社会物流总额 229.9 万亿元：同比增长 6.7%[R]，2017

[2] 十种方法保持云中数据安全，2013-08-23

[3] 6 个用好大数据的秘诀，2016-02-02

[4] 基于 GIS/GPRS/GPS 的物流车辆定位管理系统，中国知网

[5] 基于移动目标数据库技术的 GPS/GSM/GIS 物流监控系统，中国知网

[6] 蚁群算法，百度百科

[7] 车载云计算中基于预测的最小完成时间算法的研究，中国知网

[8] 身份识别与条码技术的安全知识，百度文献

[9] 快递员配送路线优化模型，学霸学习网

[10] 大数据存储的特点,新华网，2016

[11] 物联网（IoT）中的低功率广域（LPWA）网络技术设计介绍，金华科技圈，2017

年

[12] 罗卫兵，胡健生.基于 STM32+ucGUI 的北斗导航定位系统设计[J].液晶与显示，

2014(02)

[13] 李大朋，曹国华，陈佶言.基于STM32单片机驱动面阵CCD实时图像显示的研究[J].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01）

[14] 童诗白.模拟电子基础技术[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第九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726

基于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的摩托大军“保驾护航”系统

作 者：尤启旭、吴申尧、冷 强

指导教师：郑 忠、崔林林

学 校：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摘要】针对春节期间农民工摩托大军面临的返程难题，本项目开发了一套保

障农民工返程途中生命安全的系统。该系统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特有的

短报文功能，能够向管理中心实时反馈摩托大军的空间位置，从而保障返程途

中农民工在面临风险时能够得到及时救援。同时，结合移动客户端开发、远程

通信传输、云端系统平台等技术，本系统还具有预警发布、应急救援、行车路

径记录、超速提醒、疲劳驾驶等功能，能够达到春运期间摩托大军保驾护航和

高效管理的目的。

【关键词】北斗 摩托大军风险 短报文 保驾护航

【Abstract】Based on the short message function of 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and
positioning system, a life safety protection system has been developed in this project,
which can minimize the motorbike accident risk of peasant workers on their way
home. By feedbacking the real-time spatial locations of motorbike, the administration
center can dynamically detect the riding conditions of peasant workers. This can be
used to evaluate the risk for peasant workers (e.g., flat tire, fell over, and landslide)
and provide the reliable and timely rescue for peasant workers. Furthermore,
combined with some technologies (e.g., mobile client systems, telecommunications
transmission, and cloud platform), this system has more developed functions (e.g.,
risk-earlywarning, driving-path recording, over-speed remindering, and
fatigue-driving alerting), and can thus achieve the objective of motorbike’s efficient
management during the spring festival travel season.

【 Key words】 BeiDou, Motorbike Accident Risk, Short Message Function,
Convoy Conflict

一、背景及意义

每年到了年末，人们最熟悉的词汇可能就是“春运”，每到这个时候，不管是

在外工作的人，还是在外学习的莘莘学子，都要踏上回家的路。有的人可以选

择坐飞机，舒适快捷的回家；有的人可以选择火车，方便而且便宜；有的人可

以选择自驾回家。除了自驾回家外，都要提前买到机票或者火车票，在春运的

时候，学生可以凭借学生证优先上车，而更多的返乡的民工没有这样的待遇，

可能很多时候就不能在过年前回到家，或者一些民工的文化并不高，他们不会

在网上购买车票，只会在售票窗口前大排长龙，心里祈祷着轮到他们的时候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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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余票[1]。
所以就催生了一个新的词汇“摩托大军”，“摩托大军”最早可追溯到 2000 年

春运，当时许多在珠三角打工的广西籍外来工买了摩托车，平时用于上下班。

春节回家买不到票时，就直接将摩托车骑回家。2003 年春运，随着网络及 QQ
等聊天工具的兴起，部分外来务工人员通过 QQ 联络，开始三五成群结伴骑摩托

车回家。2008 年春运，“摩托大军”第一次吸引了媒体的关注，沿线的地方政府

在“摩托大军”经过的国道边设立休息点，免费提供餐饮服务，甚至还动用警车为

“摩托大军”开路。2011 年春运，“摩托大军”队伍已开始壮大。返桂必经之地肇

庆市，由春运开始时的每天 500多辆增至最高峰的 10000 多辆。当年“摩托大军”
总数超过 20万人，2014 年春运，返乡摩托车流大幅增长，超过 60万外来工选

择骑摩托车返回广西、贵州等省区的老家。肇庆等地每天安排 1000余人，为其

提供志愿服务。2014年春运，返乡摩托大军数量达到顶峰，近几年逐渐减少，

不过返乡摩托大军的数量还是不容忽视。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选择骑摩托车回乡的外来工越来越多，进而就产生了

行车道路上的安全问题：2013 年 2 月 3 日，腊月二十三，又称“小年”，广西与

广东交界的广西梧州境内发生了一起惨烈车祸，一对从广东江门骑摩托车返回

广西平南过年的年轻夫妻，被一辆泥头车撞飞，两人当场死亡，留下老家一岁

男童嗷嗷待哺，身份证显示该夫妇均只有 25 岁[2]。2015年 2 月 12日下午，一

男子驾驶一辆摩托车行至广西鹿寨县时，突然发生爆炸，造成人和车飞出 10余

米，驾驶人当场死亡。据统计，2014年节前 20 天，每天因摩托大军造成的交通

堵塞达 10 多次，最高的一天酿成交通事故 15 起[3]。目前，涉及返乡摩托车大

军的三市肇庆、云浮以及梅州，交警全员上路，保障返乡大军的安全，预计约

50多万辆摩托车返乡。但由于天气原因和摩托车本身特性，截至 11日，三市摩

托车交通事故已达 23宗，造成 5 人死亡，12人受伤[4]。
所以为返乡摩托大军提供进一步的安全保障显得十分重要，在以往，为了

保障返乡摩托大军的行车安全，在摩托大军途经的地方的交通运输、工会、公

安、共青团等部门还将联合在沿线设置服务点，为骑乘摩托车的旅客提供热水、

食品、简便医疗、交通引导等多项志愿服务，及时为摩托车返乡人员排忧解难。

同时，针对“摩托大军”的公益行动也越来越多。最近几年，为帮助“摩托车返乡

大军”顺利安全回家，不少企业发起关爱行动，在务工人员骑摩托车返乡途中，

为他们提供饮食药品、御寒物品、修车工具等。但是“摩托大军”规模不小，光靠

企业或者公益组织只能满足极小部分群体的需求，而且一般公益组织都缺乏资

源优势。而本系统的开发是为年末在外务工的返乡摩托大军提供进一步的安全

保障，利用北斗卫星系统的定位和短报文功能，监测每一位返乡人的位置变化

情况。当人的位置在一段时间没有变化时（若遇到危险可手动触发警报），以警

报的形式提示返乡路上其他同伴，并联系最近派出所，能以最快的速度帮助到

返乡路上的同伴，处理各种突发情况，比如：车胎漏气，路滑摔倒，遇到山体

滑坡以及车上人员身体状况出现问题等都能及时得到解决。

二、设计方案原理

2.1 系统设计方案

本系统分为三部分，分别是手机客户端、远程传输系统、云端系统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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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云端系统平台主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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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记录用户的行车

路径和时长。

（3）接收求救信号

功能介绍：接收其他客户端的求救信号。

（4）发送求救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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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介绍：向其他客户端发送求救信号。

天气预报、预警发布、应急救援、路径规划、超速提醒等。

2.1.2 远程传输系统主要功能

（1）位置信息传输

功能介绍：利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短报文功能进行远程通信，实现实时

向卫星发送位置信息。

（2）求救信号传输

功能介绍：在摩托车上人员出现紧急情况时也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发卫星发

送求救信号，确保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救援。通过短报文的功能向服务器

实现远程通信，及时将移动客户端的求救信号发送至服务器，再由服务器发送

至其他移动客户端，及时传递求救信息。

（3）信息精确传输

功能介绍：不受天气以及地区的影响，能够保证信息的在传递时的完整性

以及做到信息的精确的发送，不会出现信息的缺失、错误发送和天气以及地区

的原因发不出消息而导致求救人员不能得到及时救助的情况。

2.1.3云端系统平台主要功能

（1）信息存储

功能介绍：运用虚拟化技术存储用户的基本信息，存储全国地区的路况地

图，保存气象部门每天更新的 24 小时天气状况和预警信息，以及全国地区的应

急救援电话号码。

（2）信息安全管理

功能介绍：对用户数据进行公有云服务管理，采用银行级的安全加密体系，

从终端数据采集，网络传输，云端存储，运营商级机房管理，全球安全认证扫

描。五重全方位安全保护体系，让黑客无任何可趁之机。

（3）路径存储

功能介绍：通过北斗卫星随时检测摩托车的位置并保存下摩托车的行驶路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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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摩托车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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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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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移动客户端可以接收来自服务器以及其他移动客户端的求救信号，能

够及时地对其他摩托车上人员进行帮助。

（5）当行车时间过长时，移动客户端接收来自服务器的信息，提醒驾驶员

已经进入疲劳驾驶状态，应及时休息。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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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求助信息。

（2）北斗卫星接收到短报文后，又将求助信息发送给服务器，服务器又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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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助信息发送给由北斗卫星筛选过的，距离求助信号最近的几位用户以及最近

的相关安全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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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至服务器，由服务器发送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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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车路径记录、应急救援、疲劳驾驶提醒、

超速提醒、服务查询、预警发布和天气预报等七项。

3.1行车路径记录

（1）基本介绍

摩托车驾驶员在出发前用移动客户端登录注册好的账号后，便可实时记录

他的行车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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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应急救援

（1）基本介绍

紧急求救功能是为了当摩托车以及车上人员发生紧急情况时，向最近救援

部门（如医院、消防队等）或者同伴发送求救信号。

（2）功能规则

在驾驶员打开移动客户端后，北斗卫星就开始实时获取手机终端的位置信

息，并与服务器连接。当摩托车以及车上人员发生紧急情况，用户可以通过点

击移动客户端上的快捷键发送紧急求救信号，北斗卫星接收到紧急求救信号后，

立即处理求救信息并将驾驶员的位置发送给服务器，服务器获得事故发生的位

置过后立即在云端分析找出离该位置最近的救援部门，向该部门发送信息请求

救援。同时服务器也会将求救者的位置发送给距离求救信号最近的其他用户，

让伤者得到及时救援。

3.3疲劳驾驶提醒

（1）基本介绍

疲劳驾驶提醒功能是为了防止驾驶员疲劳驾驶，提醒驾驶员应及时休息，

避免发生安全事故。

（2）功能规则

当驾驶员注册登录后，驾驶员的移动客户端、北斗卫星和服务器之间任何

时刻都保持连通状态。移动客户端向北斗卫星发送驾驶员的实时位置信息，然

后传递给服务器。服务器通过北斗卫星一直记录驾驶员行驶的时间长短。当驾

驶员行驶时间超过 4 个小时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

例》第六十二条第七项规定），服务器会向移动客户端发送停车休息指令，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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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接收指令过后，会以语音播报的形式，提示驾驶员已进入疲劳驾驶，必

须休息至少 20分钟[5]。

3.4超速提醒

（1）基本介绍

超速提醒功能是为了提醒摩托车驾驶员控制好行驶速度，避免出现行驶过

快而导致的意外。

（2）功能规则

当摩托车驾驶员打开移动客户端后，北斗卫星就开始对移动客户端进行定

位，在一定时间间隔内向移动客户端发送位置消息，移动客户端分析位置变化

情况，来计算行驶速度，当速度过快时，移动客户端就通过震动以及语音提示

驾驶员降低行驶速度，做到安全行驶。

3.5服务查询

（1）基本介绍

服务查询功能是给摩托大军提供结束一天行程后，找到附近餐厅、旅馆等

的一项功能。

（2）功能规则

摩托大军在一天行程结束后，可通过移动客户端上的服务查询功能对附近

的餐厅、旅馆等进行查询，尽管在信息覆盖较差的地方也能够进行查询，能够

在一天的行驶后休息充分，避免疲劳驾驶，避免在返乡途中出现不必要的意外。

3.6预警发布

（1）基本介绍

预警发布功能是为了让农民工随时了解到该地区的天气状况，避免遇到极

端天气（如暴雨、冰雹、下雪等），提前做好防护措施，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

（2）功能规则

北斗卫星通过短报文功能定位驾驶员的实时位置，同时将信息发送到服务

器，服务器获得驾驶员的位置后，通过云端获得该地区实时天气状况。服务器

将信息发送至移动终端。当服务器从云端获取预警信号时，服务器会紧急处理，

并且在第一时间将预警信息发送到移动客户端，让摩托车驾驶员及时做出相应

应对方案（降低驾驶速度、增添衣物等）。

3.7天气预报

（1）基本介绍

天气预报功能是为方便长途行车中的紧急天气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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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员小心驾驶、降低车速，且有语音提示该

添加衣物，注意保暖，做好防护措施。

3.8手机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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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常规手机配置与设置

图 4 用户注册界面 图 5 登录界面

图 6 系统设置界面 图 7 功能界面

说明：图 1、2 为注册登录界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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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中能够进行自动上传位置、自动更新天

气、匹配手机通信录和附近的人等设置，接受的推送信息可从手机上方弹出。

3.8.2 路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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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路径规划 图 9 路径详细图

说明：图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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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们早日平安到家。

四、结论与展望

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保驾护航”移动客户端具有七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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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当驾驶员发生安全事故时（特别是在偏僻的道路），驾驶员可以通过装

有“保驾护航”移动客户端发送紧急救援信号。

5、当驾驶员连续几小时行驶或者超速行驶，“保驾护航”移动客户端的疲劳

驾驶提醒功能和超速提醒功能可以解决问题，从而把事故风险降低。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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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驾驶员提前做出应对措施。

7、“保驾护航”移动客户端提供查询服务，能够及时的解决驾驶员的饮食和

住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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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和 GIS 的共享电动车创新管理方案设计与实现

作 者：韩继冲、刘 泰、吴 超、谢紫菁

指导教师：邵怀勇、刘恩勤

学 校：成都理工大学

【摘要】近两年来共享单车飞速发展，其已成为中国创造的代名词。共享电动

车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但是共享电动车在方便人们绿色出行的同时，却存在乱

停乱放等许多不足，而北斗卫星导航系统（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BDS）和地理信息系统（Geo－Information system，GIS）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

很好的技术支持。本文针对共享电动车在日常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创新性地结

合北斗系统和 GIS 技术，设计出了的一套应用解决方案，并基于该方案开发了集

共享电动车实时定位、查找电动车最佳停靠点以及最优路径导航等功能于一体

的系统，并以校园作为实例区，取得了很好的体验效果。此设计方案不仅解决

电动车乱停放等问题，而且可以提高共享电动车的使用效率和管理秩序。对北

斗的推广、共享电动车使用和管理、低碳经济以及城市居民生活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地理信息系统 共享电动车 优化管理

【Abstract】 In the past two year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hared bicycles have
become the symbol of Chinese creation. Shared electrical vehicles (shared ev) are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which are convenient for people to travel green.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a great many deficiencies ,such as,parking in disorder ,etc. Fortunately,
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BDS) an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provide favorable technical support as solutions. In this paper, aiming at existing
problems of daily application of shared ev and based on the set of application
solution, we innovatively combine BDS and GIS technology and develop a useful
system which includes functions such as real-time tracked positions of the shared ev,
finding the best stopping points, navigation of the shortest path, etc. Taking the
campus as a case-study, we achieved favorable consequences. This design scheme
can not only solve parking in disorder, but also enhance the efficiency and
management order of the shared ev, etc.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promotion
of BDS, the application and management of shared ev, low-carbon economy and the
life of urban residents.

【Key words】 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hared electrical vehicles、Optimal management

一、背景及意义

近年来机动车数量的不断增长，各大城市普遍存在的交通拥挤的现象，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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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人们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共享电动车的出现方便了人们的出行。随着资本

的大量涌入以及用户需求显现，共享电动车行业得到快速发展，电动车数量也

迅速增加，但随之也带来了诸多问题。首先，共享电动车车内安装有定位装置，

用户可通过移动 APP 端获取车辆位置信息。用户虽然可以通过 APP 获取电动车

的位置，但是 App 却不能自动为用户寻找综合成本最低的车辆。因此，往往出

现用户花费多余的时间在寻找电动车上的现象，这受到了许多人的诟病。其次，

无桩特点导致乱停车现象屡见不鲜（图 1）[1]。

图 1 电动车乱停放现象

各电动车公司虽然针对乱停放问题提出了电子围栏等改进措施，但是电子

围栏的区域范围往往过大，如某共享电动车软件（图 2），该电子围栏的区域包

含了建筑、河流等不易停放的区域，从而不利于电动车的精细化管理。此外，

共享电动车软件并未提供到目的地的路最优径规划功能。针对以上问题，许多

地方政府也出台了许多政策，例如《成都市关于鼓励共享电动车发展的试行意

见》、《南京市促进网约自行车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北京市鼓

励规范发展共享自行车的指导意见（试行）》等。而以上政策落实的关键问题在

于单车停放点的选择。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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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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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简介）[2-4]。北斗定位系统对促进共享电

动车的的精细化管理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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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某公司共享电动车软件的电子围栏

本文为以上 3个核心问题设计了一种解决方案，该方案结合北斗导航系统、

GIS 技术和移动数据通信等技术实现了最近车辆的选取、最佳停放点的选址和最

优路径的规划。用户通过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发出信号，移动数据通信将信号传

输给指挥中心。指挥中心结合电动车的北斗定位及其它属性信息采用 GIS 技术将

得到规划的信息（最近车辆、最佳停放点、最优路径）传递给用户。由于数据、

设备等有限，本文将该设计方案应用在校园内。

本文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阐述：

图 3 阐述方案

本方案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与发展意义。一方面它使得电动车管理更智能

化、多功能化，提升用户体验，有利于共享电动车的推广与发展，另一方面共

享电动车产生的数据可以帮助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进行规划，缓解城市交通压

力，树立良好的城市形象。

二、前期准备

2.1 实验所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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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学校影像数据、道路数据、遥感影像地图等，并将数据进行入库操作。

本系统采用 visual studio 2013 软件，基于 ArcEngine 10.2二次开发平台提供

的相关接口和 CSkin 皮肤库进行设计开发。

2.2 规划最佳停车点

针对目前共享单车 App软件在电子围栏规划中存在范围过大而造成的不利

于精细化管理的问题，本文基于 GIS 技术和层次分析法提出一种优化停车区域选

址的方法。考虑到实际情况，电动车的停靠区域有多方面的要求，如停靠区域

不能阻碍交通，且人口活动密集，如商店、教学楼和居民区等以提高电动车的

经济效益。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是 20 世纪 70 年代运

筹学家 Saatty 教授提出的在模糊问题中进行相关合理决策分析，是一种将定性

与定量分析方法相结合的多目标决策分析方法。该法的主要思想是通过将复杂

问题分解为若干层次和若干因素，对两两指标之间的重要程度作出比较判断，

建立判断矩阵，通过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以及对应特征向量，就可得出

不同方案重要性程度的权重，为最佳方案的选择提供依据[5]。因此，利用层次

分析法合理的赋予不同选址指标权重，然后利用 GIS 叠置分析技术得到适合电动

车停靠的最佳区域。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数据获取原因本方案设计中的电动车停

靠点以校园内校方划定的区域为例。

图 4 层次分析法结构图

三、设计方案

3.1 系统设计方案

本方案主要包含三大模块：

模块一：自动寻找距离用户最近的电动车位置，并规划最优获取目标电动

车路线

模块二：自动查找距离目的地的最佳电动车停靠点

模块三：寻找最佳电动车停靠点并规划到目的地的导航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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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技术流程图

3.2 具体工作流程

（1）载有 UM220-IV N 导航定位模块的电动车，不断从北斗获取自身的位

置信息。通过无线网络，电动车将自己的位置状况传递给指挥中心。

（2）用户需要寻找电动车时，打开 App，用车请求信号通过移动网络传递

到指挥中心。指挥中心根据用户传递来的请求信号，获取用户所在位置。

（3）指挥中心根据 GIS 网络分析技术进行分析，寻找到距离用户最近的电

动车，并规划好到达该电动车的路线并通过网络将信息传递给用户，显示在用

户 App上。

（5）用户根据手机显示内容，根据获取到的最小成本路径寻找到目标电动

车。

（6）用户在获取电动车后，在 App上输入目的地信息，指挥中心根据目的

地位置信息利用 GIS 技术查找距离目的地最佳的电动车停靠点（停靠点由 AHP
和 GIS 叠置分析技术得到）。

（7）指挥中心根据用户获取电动车的位置信息、查找到的停靠点位置信息

以及道路信息利用 GIS 网络分析功能规划好最短路径，并将规划结果传递给用

户，在 App上显示。

（8）用户根据手机 App上显示的信息将电动车停靠到最佳停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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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工作流程图

3.3 硬件设计与实现

UM220-IV N双系统导航授定位模块：

北斗导航模块是本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是整个系统的中心。本系统使用

的是北斗星通公司的 UM220-IV N BD2/GPS 双系统导航授时模块。

图 7 UM220-IV N 双系统导航/定位模块

模块简介：

●车规级产品,芯片符合 AEC-Q100,生产符合 TS16949
●卓越的导航、定位性能， 支持单系统独立定位和多系统联合定位

●抗干扰设计， 模块可于复杂电磁环境下稳定工作

●低功耗设计

●支持 A-GNSS、D-GNSS
●兼容主流 GPS模块，节约替换成本

●SMD表面贴装封装方式，方便客户生产

来源于：http://www.beidou.gov.cn/yy/jccp/bk/201712/t20171226_10983.html
表 1 UM220-IV N 技术指标

性能指标

频率 BDS B1 跟踪-162dBm

定位模式 单系统独立定位 定位精度 2m CEP ( 双系统水平)

物理特性

http://www.beidou.gov.cn/yy/jccp/bk/201712/t20171226_109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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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 16.0 x 12.2 x 2.4mm 温度 工作温度 -40°C~+85°C

封装 24 引脚，SMD 表面贴装 存储温度 -45°C~+90°C

电气指标

电压 2.7V ~ 3.6V DC

LAN 馈电 LNA 馈电

功耗² 16mW@3.0V

功能特性

有源天线、无源天线、D-GNSS*、A-GNSS *

功能接口

数据接口 1 个串口
1 x 1PPS 输

出
NMEA 0183（兼容北斗）

四、软件设计与展示

4.4.1 设计概述

基于上述设计方案，我们使用 Visual Studio 2013 基于 .Net 平台并结合

ArcEngine 10.2 二次开发平台、Cskin 皮肤库进行了共享电动车系统的设计与开

发。系统主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 8 系统主界面图

该系统主要具备以下功能：

① 结合北斗模块，实时为用户展示附近共享电动车位置信息

② 运用 GIS 网络分析技术，为用户匹配最近电动车并规划好到到该车辆的

路线

③ 基于 GIS 分析技术，为用户寻找离终点最佳的电动车停靠点

④ 根据起点、终点、停靠区域位置信息，综合分析并规划出用户出行的最

短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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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软件元素组成结构图

4.4.2 设计详述

（1） 获取附近共享电动车点功能设计

此功能是对北斗定位模块的实际运用。首先通过串口连接系统与定位模块；

继而系统获取并解析定位模块传回的定位信息，提取出电动车的位置信息；最

后将电动车位置信息展示给用户。功能实现的关键代码如下所示：

① 系统连接共享电动车的 BDS 定位模块

private void 连接 BDSToolStripMenuItem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try
{
//创建串口对象

SerialPort _port = new SerialPort()
{

PortName = "GPSCOM", //串口名

BaudRate = 4800, //波特率

DataBits = 8, //数据位

Parity = Parity.None, //奇偶位检验

Handshake = Handshake.RequestToSendXOnXOff
};

//绑定接收处理方法

_port.DataReceived += new
SerialDataReceivedEventHandler(DataReceived);

//开启串口对象

_port.Open();

//更新状态栏提示

this.bdsStatus.Text = "已连接 B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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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ch (Exception e1)
{

this.bdsStatus.Text = "未连接 BDS";
MessageBox.Show("连接 BDS失败！");

}
}
② 通过网络通信技术将电动车坐标定位信息传递给指挥中心

③ 指挥中心解析传回信息获取电动车坐标

private void DataReceived(object sender, SerialDataReceivedEventArgs e)
{

//获取 BDS 定位信息字符串

string bdsText = _port.ReadExisting();

//非完整信息不使用

if(!bdsText.EndsWith("\n"))
return;

//提取运输定位数据帧

int index=bdsText.IndexOf("$GPRMC");
string posString=bdsText.Substring(index,70); //帧长度为 70
//根据分隔符提取分段信息

string[] infoString=posString.Split(',');

//第 4、6段分别记录纬度和经度信息

double lat=Convert.ToDouble(infoString[3]);
double lon=Convert.ToDouble(infoString[5]);

//转换经纬度坐标至当前投影坐标系，并记录坐标点

_gpsPosition = axMapControl1.ToMAppoint((int)lon,(int)lat);
}

④ 在地图上显示附近单车位置信息

public void DisplayPosition(IPoint point)
{

ISimpleMarkerSymbol markerSym = new SimpleMarkerSymbolClass();

//设置相关属性

markerSym.Size = 20;
IRgbColor color = new RgbColorClass();
color.Red = 255;
markerSym.Color = color;

//在地图控件上刷新定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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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raphicsContainer graCon = _mapControl.ActiveView as
IGraphicsContainer;

IElement ele = markerSym as IElement;
ele.Geometry = point;
graCon.AddElement(ele, 0);

_mapControl.ActiveView.PartialRefresh(esriViewDrawPhase.esriViewGraphics, null,
null);

}

图 10 共享电动车定位分布图

（2）最近电动单车查找和最短获取路径规划功能设计

最近单车点查询功能运用了 GIS 的网络分析功能。该功能以距离成本耗费为

条件，在众多可能结果中查找出成本最小即距离最近的电动车。

寻找最近共享电动车关键方法

public void FindClosestFacility(string targetFacility, string cutOff, string
costAttributeType, bool isOneway)

{
//创建最近设施点分析对象

INASolver naSolver = naContext.Solver;
INAClosestFacilitySolver naClosestFacilitySolver = naSolver as

INAClosestFacilitySolver;

//设置对象属性

if (cutOff!=null)
naClosestFacilitySolver.DefaultCutoff = int.Parse(cut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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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se
naClosestFacilitySolver.DefaultCutoff = null;

//需查找电动车数量

if (targetFacility!=null)
naClosestFacilitySolver.DefaultTargetFacilityCount =1;

else
naClosestFacilitySolver.DefaultTargetFacilityCount = 1;

//需生成路径条数

naClosestFacilitySolver.OutputLines =
esriNAOutputLineType.esriNAOutputLineTrueShapeWithMeasure;

//行驶方向

naClosestFacilitySolver.TravelDirection =
esriNATravelDirection.esriNATravelDirectionToFacility;

// 设置代价类型

INASolverSettings naSolverSettings;
naSolverSettings = naSolver as INASolverSettings;
naSolverSettings.ImpedanceAttributeName = costAttributeType;
IStringArray restrictions = SettingRestriction(isOneway,

naSolverSettings);
naSolverSettings.RestrictionAttributeNames = restrictions;
//允许 U 型转弯

naSolverSettings.RestrictUTurns =
esriNetworkForwardStarBacktrack.esriNFSBAllowBacktrack;

//忽略无效位置

naSolverSettings.IgnoreInvalidLocations = true;

//更新分析上下文

naSolver.UpdateContext(naContext,
NetDataOperate.GetDENetworkDataset(naContext.NetworkDataset), new
GPMessagesClass());

//执行分析

IGPMessages gpMessages = new GPMessagesClass();
try
{

naContext.Solver.Solve(naContext, gpMessages, null);
AddNetworkAnalysisLayerToMap();

}
catch (Exception ex)
{

MessageBox.Show("发生异常，无法找到最近设施点！！", "警
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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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用户及附近电动车位置定位显示

图 12 自动寻找到最近的电动车，并规划好获取路线

（3）查找距目的地最近电动车停靠点功能

距目的地最近共享电动车停靠点即以目的地为起点，沿道路网络向周围查

询最近的共享电动车停靠区域。我们以目的地为中心，以距离长短为比较依据；

找出距离目的地最近的停靠点，该点即是理想电动车停靠区域。该功能与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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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车点寻找原理类似，此处不再展示关键方法。

图 13 目的地及附近单车停靠点位置定位显示

图 14 寻找距离目的地最近的停靠点

（4）最优路径分析功能设计

用户出行路径规划是本系统的核心功能之一。结合 GIS 的网络分析功能，查

找出由起点经停靠区域抵达目的地的所有可能路线；之后比较各可能路径的距

离耗费大小，选择出耗费最小的路径；该路径即为最优路径。注：本软件设计

中的最短路径采用 Floyd算法。

最短路径分析关键方法

public static bool ShortestRoute(IMapControl2 m_MapControl,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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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bfileName, string featureDatasetName, string dataSetName, IDictionary<string,
DecorateRouteFeatureClass> featureClasses, bool isShowDataBase, bool
isShowNalayer, ref ILayer routeLayer)

{
//首先判断输入的参数要素类是否合法

if (!FeatureClassKeyIsRight(featureClasses))
{

throw new Exception("参数字典错误");
}
//打开工作空间

IFeatureWorkspace pFeatureWorkspace =
NetDataOperate.OpenWorkspace(gdbfileName) as IFeatureWorkspace;

if (pFeatureWorkspace == null) { return false; }
//获取网络数据集

INetworkDataset pNetworkDataset =
NetDataOperate.OpenNetworkDataset(pFeatureWorkspace as IWorkspace,
featureDatasetName, dataSetName);

if (pNetworkDataset == null)
{

Debug.Print("无法获取网络数据集");
return false;

}

//获取网络分析上下文

INAContext pNAContext
=LoadNetData.CreateNAContext(pNetworkDataset,AnalysistType.NearestPath);

//打开节点图层 一般和网络数据集放置在一起 名称是

xxx_Junctions
IFeatureClass pVertexFC =

pFeatureWorkspace.OpenFeatureClass(dataSetName + "_Junctions");
ILayer pLayer = null;
// 显示网络数据集图层

if (isShowDataBase)
{

INetworkLayer pNetworkLayer = new NetworkLayerClass();
pNetworkLayer.NetworkDataset = pNetworkDataset;
pLayer = pNetworkLayer as ILayer;
pLayer.Name = "公路网";
m_MapControl.AddLayer(pLayer, 0);

}

//创建网络分析图层

INALayer naLayer = pNAContext.Solver.CreateLayer(pNAContext);
//显示网络分析图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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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isShowNalayer)
{

pLayer = naLayer as ILayer;
pLayer.Name = pNAContext.Solver.DisplayName;
pLayer.SpatialReference = m_MapControl.SpatialReference;
m_MapControl.AddLayer(pLayer, 0);
IActiveView pActiveView = m_MapControl.ActiveView;
IMap pMap = pActiveView.FocusMap;
IGraphicsContainer pGraphicsContainer = pMap as

IGraphicsContainer;
m_MapControl.Refresh();

}
INASolver naSolver = pNAContext.Solver;
//插入相关数据

foreach (var value in featureClasses)
{

LoadNANetWorkLocations(pNAContext, value.Key,
value.Value.FeatureClass, value.Value.SnapTolerance);

}
//插入经过点

LoadNANetWorkLocations(pNAContext,"Stops", stopFeatureClass,
30);

//插入障碍点

LoadNANetWorkLocations(pNAContext, "Barriers",
barriesFeatureClass, 30); IGPMessages gpMessages = new
GPMessagesClass();

SetSolverSettings(pNAContext);

//寻找最优路径

try
{

naSolver.Solve(pNAContext, gpMessages, new CancelTracker());
routeLayer = naLayer.get_LayerByNAClassName("Routes");
routeLayer.Name= "最短路径";
m_MapControl.AddLayer(routeLayer, 0);
IActiveView pActiveView = m_MapControl.ActiveView;
IMap pMap = pActiveView.FocusMap;
IGraphicsContainer pGraphicsContainer = pMap as

IGraphicsContainer;
m_MapControl.Refresh();

}
catch (Exception ex)
{

Debug.Print("无法找到最短路径:" + ex.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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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ug.Print(ex.Message);

return false;
}

//显示最优路径

m_MapControl.Refresh();
return true;

}

图 15 到达地点的最优路线规划

4.4.3 系统操作展示

（1）提取位置信息-功能展示

指挥中心运行程序，通过北斗定位模块获取到各共享电动车的定位信息；

然后解译定位信息提取出电动车的坐标信息。提取出的某区域电动车坐标信息

如表 2所示。
表 2 本实验中共享电动车定位点坐标

单车点 X Y 单车点 X Y

1 35428463.9143 3396347.6020 8 35428416.6638 3396300.6889

2 35428467.0051 3396343.4558 9 35428530.4618 3396590.6721

3 35428569.0892 3396319.1602 10 35428562.6193 3396576.6952

4 35428415.9940 3396294.7615 11 35428603.0152 3396547.5574

5 35428477.7879 3396270.8600 12 35428621.8505 3396356.6877

6 35428616.7373 3396362.4890 13 35428628.8207 3396348.7796

7 35428597.9307 3396552.7485

最后，系统将电动车位置分布情况展示在主界面中。电动车位置分布情况

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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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电动车位置分布图

（2）最近电动单车查找和最短获取路径规划-功能展示

用户向指挥中心发送位置信息，指挥中心依据用户需求为其匹配最近的电

动车点并规划由用户位置到该电动车的最佳路径。最佳路径如下图所示，其中，

紫色方块点为用户位置，紫色圆点为电动车位置，紫色线段为最短路径。

图 17 最近电动车分布及最短路径图

（3）查找距目的地最近电动车停靠点-功能展示

用户向指挥中心发送目的地信息，指挥中心获取目的地位置，并为用户匹

配距目的地最近的停靠点，停靠点位置以其中心点坐标表示。本实验所使用的

停靠点点坐标及其位置分布如下表 3所示：
表格 3 停靠点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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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点 X Y 停车点 X Y

1 35429192.3942 3395880.20995 4 35429215.8262 3395775.50625

2 35429241.7985 3396090.81561 5 35429447.117 3395914.30906

3 35429321.6874 3396063.1256 6

图 18 停靠点位置分布图

紧接着，指挥中心基于最近停靠点位置规划出由停靠点抵达目的地的路径。

规划出的路径如下图所示；其中，绿色方块且中心为圆形的元素代表停靠点位

置，绿色方块代表目的地，绿色线段代表规划好的路径。

图 19 最近停靠点到目的地的路径规划结果图

（4）最短路径分析功能设计-功能展示

为用户规划好最近的电动车点、停靠点、最佳电动车获取路径、停靠点到

目的地的最佳路径之后；指挥中心根据电动车点、停靠点的位置信息，运用 GIS
网络分析技术，规划出由电动车点到停靠点的最短路径。由最佳获取路径、停

靠点到目的地最佳路径以及电动车点到停靠点的最短路径所组成的路径即为指



第九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752

挥中心所规划出的最优路径。规划出的最优路径如下图所示：

图 20 最优出行路径图

五、总结及展望

本文针对目前共享电动车存在的问题，创新性地将北斗卫星定位导航技术

和 GIS 技术相结合，提出一套共享电动车的优化管理方案，并以此设计出一套软

件。从用户角度考虑，该方案设计功能可以根据用户需求为用户自动寻找最优

车辆，减少用户寻找单车的时间，提高单车使用效率。此外自动查找距离目的

地最近的停靠点并规划最优导航路径，可以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从共享电

动车公司的角度考虑，该方案设计可以减少单车的管理费用，能够做到单车的

精细化管理，规范单车的停放秩序，从而降低经营成本。

由于资金缺乏及时间等原因，该设计方案虽未在移动终端上实现，却也为

其实现提供了一种可靠的思路。本文中基于北斗定位系统及 GIS 技术设计的软件

在校园中的成功实验，充分证明了其合理性与可行性。与此同时，随着人们绿

色环保出行理念的不断增强，共享单车的发展将会越来越迅速，该方案设计将

具有更为广泛的应用市场。需要指出的是，将北斗和 GIS 相结合不仅可以运用于

共享电动车，它还可以推广到各行各业，其应用范围十分广阔。

本文方案旨在引导人们采用文明的出行方式。电动车的正确停放，不仅是

个人素质的体现，更应是社会的福音。相信这种文明出行方式将会为人们所接

受，从而为和谐社会、文明国家的建设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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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的无人机高速公路监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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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经济与城市规模的发展，道路交通安全问题愈发严峻。高速公路

由于范围广、车流量大、车速快等特点，因而其监管在应用范围、实时性和可

靠性方面具有更高要求。传统城市交通监测手段难以满足高速公路监管要求，

因此我们提出基于北斗的无人机高速公路监管系统。系统由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无人机群、地面控制中心和快速充电站四个部分组成。以无人机作为移动化交

通信息采集载体，设计充电站完成自主充电。利用无人机群搭载云台摄像机，

同时结合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从而实现大范围、高精度的道路

监测。利用 4G网络实现无人机与地面控制中心的数据交互，并且设置远程操控

模式以进行现场监测和远程执法，提高了道路监管的实时性和快速性。设计自

动巡航模型，并且对路面及车辆分别设置图像识别算法，自动识别道路异常，

实现了高路公路智能化监管。此外，利用北斗特有的短报文功能作为备用通讯

渠道，有效防止无人机失联，避免了经济损失和安全事故的发生，提高了系统

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关键词】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高速公路监管 无人机 图像识别算法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urban scale, the problem of
road traffic safety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Expressway supervision has
higher requirements in its application scope, real-time performance and reliability.
Traditional monitoring methods of urban traffic cannot meet all the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Therefore, we put forward an expressway supervisory system of UAV
based on BeiDou. The system consists of 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group, control center and fast charging station. We take
UAV as a mobile carrier, and design a self-charging module. Combined with BeiDou
which is independently developed by China, we achieve a wide range and
high-precision monitoring. By using 4G Network, we realize data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UAV and the control center. And we set remote control mode for on-site
monitoring and remote enforcement, which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We also design
automatic navigation and image recognition algorithms to achieve intelligent
supervision of the expressway. Besides, we use the short message which is a unique
function of Beidou as a backup communication channel. It effectively prevents the
loss of UAV which may cause economic losses and security risks, and improves
system reliability and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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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1.研究背景

当今经济与城市规模不断发展，交通事故、交通拥挤和交通环境恶化等已

经成为国家道路运输方面的普遍问题。据有关报告指出[1]，仅 2014 年，全国共

发生公路交通事故 196812 起，造成 58523 人死亡，211882人受伤，死伤率高达

34.3%，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交通安全问题越来越严峻。因此，如何实现有效

的交通监管，以提高运营效率、预防交通事故、快速处理突发情况、减少交通

拥堵，是目前道路交通发展所必须考虑的问题。而其中，高速公路作为道路交

通运输的重要组成部分，相较于普通城市道路而言，具有范围广、车流量大、

车速快等特点。因而高速公路监管在应用范围、实时性、可靠性方面具有更高

的要求。

2.研究现状

近些年来，城市道路交通环境下的交通信息获取技术已经相对成熟，主要

有移动通讯定位技术、地面检测器技术、浮动车应用技术[2]等。
表格 1 现有道路检测手段

检测手段 特点 局限性

移动通讯定位技术 通过手机信号定位 定位精度低、准确性差

地面检测器技术 利用地磁线圈、微波等 范围小、不便安装和维修

浮动车技术 通过机动车传输信息 稳定行差、成本高

由于高速公路检测对应用范围、实时性和可靠性方面具有较高要求[3]，上

述城市道路的交通信息采集技术均很难直接应用于高速公路交通环境。因此，

探寻更加适用于高速公路的检测手段迫在眉睫。

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无人机发展迅速。除军事应用外，无人机因其

灵活、安全、智能等优势，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在信息采集、灾

害防御、环境监控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智慧城市建设做出重大贡献。

二、研究意义

针对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高精度高可靠性等优势，并考虑到无人机在交通监

管方面的巨大潜力，本文提出了一套基于北斗的无人机高速公路监管系统，其

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系统以无人机作为移动化交通信息采集载体，通过其安装的高清摄像头对

高速公路的图像进行采集，并通过数据传输模块传回地面控制中心，从而实现

对大范围路网的连续交通流信息进行采集。

系统选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实现无人机的自定位，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能够

提供全天候、全天时、高精度的定位，为系统相关功能的实现提供了条件。

系统通过北斗导航提供定位信息与无人机上气压计提供的高度信息，利用

航迹跟踪算法，引导无人机进入并稳定在预定的航迹上，从而实现高速公路自

动巡检，减少了地面控制中心的人工成本，并且可以实现大范围的多机巡航。

系统采用 4G 网络实现数据与图像的传输，第四代移动通信系统（4G）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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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集成的宽带移动通信系统，其最高可支持 100Mbps 的传输速度，从而实现

高速公路图像的高质量实时传输。

系统分别采用车辆异常检测算法和路面异常检测算法，对道路以及车辆进

行自动识别和筛选，省去了人工观察与判别的过程，提高了控制中心的工作效

率。

系统无人机上搭载有喇叭、照明补光等功能模块，能在异常情况下有效疏

通高速公路，获取第一手的监控违法情况，在地面反应人员到达前远程执法。

在无人机群巡逻航线上配备快速充电站，可自主充电。其利用光伏发电存

储电量，解决了巡逻无人机的续航问题，也减少了系统的运营维护成本。

三、基于北斗的无人机高速公路监管系统

1.系统整体构架

该高速公路监管系统主要由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无人机群、地面控制中心

和快速充电站四个部分组成。系统主要工作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1）无人机根据接收到的北斗导航定位信息确定当前位置和速度，按预设

航线飞行并利用摄像头获取路面影像信息。

（2）无人机将图像和位置信息传输至地面控制中心。若接收到来自控制中

心的控制信号，则按控制命令执行；否则保持原航线继续监测。

（3）地面控制中心对接收到的图像信息进行处理和筛查。若发现异常路段，

则控制无人机进行实时监控和远程执法。必要时派遣执法人员前往现场处理。

（4）若传输信号异常中断，地面控制中心和无人机通过北斗短报文临时通

讯，保证无人机安全返回和降落。

工作示意图如下：

图 1. 系统工作示意图

为实现大范围监管，设置无人机群工作。根据单架无人机的续航能力，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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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划分为若干路段，每架无人机负责监测其中一个路段，并在每个路段

设置一个充电站以保证无人机持续工作。

图 2. 某高速路段无人机群及充电站分布示意图

四、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1.基本原理和特点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全球卫星定位与通讯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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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提供定位、导航、授时、短报文通讯服务。目前已免费向亚太地区提供公开

服务，定位精度优于 10 米，测速精度优于 0.2米/秒，授时精度优于 50纳秒[4]。
随着技术开发和新型卫星的发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将有望为全球用户提供更

高精度和可靠性的服务。

作为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有其特有的优

势和特色：

（1）采用三种轨道卫星组成的混合星座定位，抗遮挡能力更强，相较于其

他卫星导航系统，该系统能够为中国区域及周边范围提供全天候、更高精度的

PNT（导航、定位、授时）服务；

（2）具有兼容特性，提供多个频点的导航信息，能够实现和其他导航系统

的互操作，通过多频信号组合提高服务精度；

（3）拥有绝对的自主权和高强度的保密性，保证了 PNT 服务的稳定性和可

靠性；

（4）创新性融合了导航与通信能力，其短报文功能实现用户位置报告和信

息共享，在公共通讯网络中断等特殊场合发挥重要作用[5]。

2.北斗在无人机高速公路监管系统中的作用

(1)定位与测速

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上述优势，利用其为无人机进行定位、跟踪和测速，

可实现高速公路异常情况快速精确的检测和定位。具体功能及实现流程如下：

Step1:地面控制中心根据道路情况为无人机预设航行路径（包括路径经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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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航线高度，航行速度）；

Step2:无人机获取北斗卫星定位信号，并据此计算当前航行位置及速度；

Step3:无人机将位置和速度信息结合图像信息传输至地面控制站；

Step4:地面控制站检测到异常路段，根据其位置信息控制无人机进入异常路

段，必要时遣派人员前去现场处理。

定位与测速示意图如下：

图 3. 北斗定位和测速应用示意图

(2)临时通讯

在正常工作下，无人机与地面控制中心通过 4G 网络进行信号传输和控制。

若因特殊情况网络中断，那么无人机与地面控制中心的通讯也就中断，无人机

将会失联。这将为道路检测系统带来损失，更给高速公路安全埋下巨大隐患。

为此，我们充分利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短报文通讯功能，为无人机与地面控

制中心建立临时通讯通道。

短报文通讯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特有的优势，最高通讯频率为 1 秒/次，传

播时延约为 0.5 秒，每次可发送 140字的信息。以无人机作为发送方，地面控制

中心作为接收方为例，其通信流程大致分为 4步[6]：
Step1:发送方终端（无人机）从北斗卫星接收到符合 NMEA-0183 标准的导

航电文，并对报文进行解析获得该终端的位置、速度等信息；发送方终端将包

含发送方 ID、接收方 ID、位置信息和其他表示特定含义的通讯申请信号进行加

密后通过卫星转发给北斗卫星地面站；

Step2:北斗卫星地面站接收通讯申请信号，对信号进行解密处理；

Step3:北斗卫星地面站对信号进行再加密，将其加入到出站广播电文中，经

卫星广播发送给接收方终端（地面控制中心）；

Step4:接收方终端接收出站信号，对出站电文进行解调、解密，从而获取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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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信息。

工作原理图如下：

图 4. 北斗短报文工作原理图

五、监测无人机设计

本系统中监测无人机的工作环境为高速公路路段上空，工作任务为多机协

同持续获取道路交通信息。既需要一定的续航能力，同时也要有自充能力。因

此本系统中的无人机采用电动式四旋翼无人机。

无人机的工作模式分为两种：一为自动飞行模式：在特定高速公路路段上

空巡航，监测与获取交通信息。二为人工控制模式：若发现道路异常，地面控

制中心发送指令切换模式，控制无人机进行实时监控和远程执法。

工作流程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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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无人机工作流程图

无人机系统的整体结构图如下：

图 6. 无人机系统结构图

1. Pixhawk 飞控

本系统中无人机使用 Pixhawk 作为飞行控制器。Pixhawk 飞控的处理器为

32-bit ARM Cortex M4 主处理器与 32-bit ARM Cortex M3 协处理器。主处理器工

作频率为 180MHz，同时配备有 MPU6000、LSM303D、L3GD20H陀螺仪加速度计

与磁力计，其优秀的性能可以满足监测无人机的控制需要。并且 Pixhawk 所有的

总线与外设都是引出的，共有 5 个 UART 串口、2 个 CAN 总线接口、I2C接口、

SPI接口、USB 接口等[7]。这为无人机系统中其他模块如北斗定位模块、云台摄

像头模块、4G 数据传输模块等的开发提供了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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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Pixhawk 飞控结构框图

2. 自定位模块

自定位模块的工作任务是完成对监测无人机的经纬坐标、高度与速度的测

量，这些测量数据将用于地面控制中心对无人机运行状态的监控、无人机自主

航线跟踪以及道路异常点位置的记录。

由于目前卫星定位模块的定高误差较大，因此自定位模块由北斗定位模块

与气压计共同组成。

（1）Pixhawk 飞控中自带有 MS5611气压芯片，其定高最大分辨率为 10cm，

转换时间小于 1ms，通讯接口为 I2C 或 SPI 总线，在使用时，MS5611 芯片会同

时采集环境气压值与温度值，并在气压解算前进行温度补偿，MS5611芯片的结

构框图和工作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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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MS5611 结构框图

图 9. MS5611 工作流程图

（2）北斗定位模块设计选择使用 NEO-M8N 定位模块。该模块内置 HMC5983
电子罗盘，定位精度可以达到 1m，速率精度可达到 0.05m/s，定位更新频率最

大为 18Hz，完全符合监测无人机定位所需的性能需求。使用时，将模块接头 1
的数据输入输出分别接在 Pixhawk 飞控定位接口的 TX 与 RX 引脚，接头 2 罗盘

SCL 时钟引脚和 SDA数据引脚接在 I2C接口的相应引脚上。

3. 图像采集模块

监测无人机的飞行高度一般为 70 米-100 米，可在 250米-300 米的圆形区域

内进行拍摄。为保证图像的清晰度，摄像机选取 500万像素以上的高清摄像机。

为实现摄像机在飞行过程中的自稳与人工控制模式下观察的方便，摄像机安装

在云台上，这里为了消除无人机螺旋桨振动造成的果冻效应，需要在摄像机上

安装软橡胶、矽胶。

云台摄像机具体接线方式为将云台舵机控制信号线连接在 Pixhawk 的辅助

输出引脚（AUX），连接倾斜（pitch）至 aux 信号输出脚 1，roll 连接到 aux 信号

输出脚 2，地线连接到 aux 信号输出地线上，然后通过地面站软件如 Mission
Planner 配置云台，设置舵机限值、角度限值等，从而实现对云台的控制。

图 10. 云台摄像机接线示意图

4. 数据传输模块

系统中地面控制中心与无人机之间主要传输的数据有无人机位置数据、高

速公路图像数据以及远程控制信号，数据量较大，传输距离也比较远。目前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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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机上常用的数传模块[8]有 433/915MHz 的 3DR Radio Telemetry 数传模块、

Microhard P900 OEM 数传模块等，这些模块的使用距离较短，且不稳定。考虑

到目前 4G 无线网络最大传输速度可以达到 100Mbps，并且已经基本实现了对高

速公路的全覆盖，本系统采用宇时 4G 数传电台实现数据的传输，4G 数传电台

的接口直接与 Pixhawk 飞控的 radio接口相连，配置数传波特率为 57600 波特。

整个 4G 数据传输系统由三部分组成：宇时 4G 数传电台、网络服务器、地

面站软件。在地面站软件如 Mission Planner 中支持 TCP 协议的数据连接，地面

站作为 TCP 协议的客户端，去连接服务器的主机(SERVER)端。4G 数传电台接入

网络后，就会向服务器发送数据，服务器接收到数据，经过数据的转发，把数

据转发到指定的端口，这时候如果有地面站请求数据，那么这个数据就会发送

给地面站，完成了 APM-->4G 模块-->服务器-->地面站的数据链路。相反的，地

面站同样可以根据该数据链路发送控制信号数据给服务器，由服务器转发给 4G
数传电台。

该模块数据链路图如下：

图 11. 数据传输模块数据链图

5. 扩展功能

系统中监测无人机不仅要对高速公路交通信息进行采集与监控，同时在发

生突发事件时要能够第一时间处理异常情况，疏通高速公路，获取第一手的监

控违法情况，在地面反应人员到达前远程执法。所以，无人机上配备有喇叭、

警示灯、反光条等功能模块，以满足执法功能的需求。

6. 短报文通信模块

系统采用北斗短报文通信模块 M0538 实现无人机与地面控制中心的临时通

讯。M0538 内部集成了北斗 RDSS 射频收发芯片 DT-A6、RDSS 基带芯片 TD1100A、
5W 功放芯片 LXK6618 及其他 LNA 电路，可实现北斗 RDSS 的短报文通信功能和

卫星定位功能，集成度高，功耗低，适用于系统性的大规模应用需求。

该模块提供 2 个串口与上位机进行连接，串口通信速率设置为 115200；RDSS
串口支持 2.1版本协议并且兼容 4.0 版本协议。其功能框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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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M0538 模块功能框图

六、地面控制中心

1. 路线规划与轨迹跟踪

由于每个无人机负责监控高速公路一个固定路段，因此只需根据该路段的

实际路况选取若干航迹关键点。采用贝塞尔曲线拟合[9]即得到该无人机的预定

航线。

为满足飞行任务并保证路面影像的完整性和可靠性，无人机需要有较强的

自主飞行控制能力。无人机飞行模态主要包括航线飞行、定点盘旋、指点飞行、

返航等[10]。对于进行高速路监测的无人机，主要考虑其轨迹跟踪能力和指点飞

行能力。

无人机通过接收到的北斗导航定位信息，解算出自身的位置、速度、航向

等飞行数据。结合预定航线，无人机可计算出当前偏差角和偏航距，利用反馈

控制快速贴近预定航线，并通过不断地修正保持航线跟踪飞行。

当出现道路异常情况时，无人机需按照控制命令前往指定位置；远程控制

结束之后，无人机还需返回预定航线继续监测。在这一过程中，无人机进行直

线规划，并实时调整航向，按最短距离完成目标飞行。

2. 图像处理

高速公路可能出现的异常情况主要为车辆异常行为和路面损坏等。地面控

制中心在接收到无人机传输的路面影像信息之后，需要对图像进行处理，找到

疑似异常的路段并根据特点进行分类，以便于做出及时有效的判断和应对。

相较于传统监控摄像头，无人机拍摄视频的最大差别在于运动背景。结合

无人机运动速度，采用 Vibe阈值自适应背景更新算法[11]可实现动态背景提取，

进而解算出画面中车辆的运动速度[12]。车辆运动速度过低甚至为零的路段即为

异常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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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车辆异常检测算法流程图

除车辆异常行为外，道路本身也可能出现异常，如路面塌陷、道路裂缝等。

针对此类情况，建立道路样本数据库，提取 hog特征并训练和测试制成 SVM分

类器，最后通过滑动窗口检测针进行检测，找到存在异常情况的路段。

图 14. 路面异常检测算法流程图

3. 快速反应

当地面控制中心在对无人机传回图像处理后发现异常情况后，地面控制中

心将给相应的无人机发送控制信号，该无人机将从自动巡航模式进入人工控制

模式。此时地面控制中心人员可以远程操作无人机下降高度，对异常情况进行

进一步的勘察，及时拍照取证，并且对现场进行评估，决定是否出警处理。在

必要情况下，可通过无人机机载喇叭对现场人员或进行疏导与指挥；通过警示

灯与反光条警示后方来车，远程执法，在高速公路警察未到达现场时，尽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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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现场，将异常情况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当高速公路警察达到现场或者异常情况已经解决后，地面控制中心可以还

原无人机工作模式为自动巡航模式，无人机将评估自身电量，自主选择立即充

电或继续巡航。

七、快速充电站

本系统中，监测无人机需要在高速公路路段上长时间巡逻监测，但是无人

机携带电池电量有限，需要不断更换电池或者充电来满足正常工作需要。但由

于该系统中无人机数量较多，人工更换电池的成本高，且不易实现，因此，采

用在无人机巡逻航线上建立适当数量的光伏充电桩，实现自主充电。

1.充电原理

目前，无人机充电桩多采用电磁感应式无线充电，如 Wibotic 公司开发的集

成无线充电板，以及 SkyX 公司开发的 xStation 无人机充电站[13]。

2.结构组成

充电站主要由识别信标、通信单元、充电平台和光伏发电板[14]组成。其中，

识别信标用于充电站自定位以及无人机识别；通信单元作用是与无人机进行无

线握手对接，判断无人机是否满足充电要求；充电平台利用电磁吸附力吸附住

无人机并为其充电；光伏发电板利用光伏发电为充电站提供电能。

图 15. xStation 无人充电站

3.充电流程

无人机判断是否需要充电，若需要充电则寻找最大剩余续航能力内的可用

充电站并前往充电，充电完毕后重新回到原巡逻航线进行巡航监测。

充电流程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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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充电流程图

七、软件仿真

为直观展示本高速公路检测系统的工作流程，我们利用 unity3D软件制作了

仿真程序，模拟无人机高速公路监测过程中的巡航、实时监测和远程执法、充

电等主要过程。

1.仿真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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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仿真初始界面

上图为仿真初始界面。软件界面主要分为 4个部分：

(1)影像视角：主视角为无人机摄像头拍摄视角，右下角视角显示无人机当

前姿态和所处的环境。

(2)状态信息：界面右上角显示无人机当前所处的经纬度坐标以及当前的日

期和时间。

(3)控制指令：界面左侧为软件的控制指令（暂停、退出、起飞）和远程操

控指令（现场抓拍、警告语音、返回巡航）。

2.自动巡航模式仿真

点击起飞按钮，无人机即进入自动巡航模式。在此模式下，无人机按预定

轨道定速飞行。

图 18. 自动巡航状态

当检测到电量不足时，自动前往充电站充电；充电完成后自动返回巡航航

线。

图 19. 自动充电

3.远程控制模式仿真

当发现路面出现异常情况时，无人机自动进入远程控制模式。此时按键控

制无人机移动，鼠标控制摄像头转动。

图 20. 远程控制状态

操作无人机进入异常区域之后，进行现场抓拍、语音警告等实时监控和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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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执法工作。软件自动保存现场抓拍的画面。

图 21. 无人机现场抓拍画面

现场情况得到控制之后，点击返回巡航按钮，无人机返回巡航航线，重新

进入自动巡航状态。

图 22. 返回巡航状态

八、功能初步实现

本系统为一整套大规模的高速公路检测系统，为更具体地阐述系统的功能

并验证可行性，我们对系统的两个主要功能部分进行了初步实现和检验。

1.无人机图像获取与传输

图像获取与传输是系统最主要的功能之一，其重点在于拍摄稳定的影像，

获取精确的定位信息，以及完成实时的图像传输。

2.无人机装配

为实现飞行和控制等基本功能，我们搭建了一个四旋翼无人机，选用了

Pixhawk 飞控作为无人机控制器。

无人机基本结构框图，以及各模块的型号和功能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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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无人机结构框图

表格 2 各模块功能及型号

模块名称 硬件型号 模块功能

定位
U-Blox NEO-M8N 支持

北斗卫星定位
确定无人机的经纬度坐标

遥控器接收机
与控制无人机的遥控

器 FS-i6 配套
支持人手动遥控无人机

电池 Lipo 电池 给无人机各模块供电

电机
1806-KV2300

无刷电机
电机转动连带桨，桨转动推动空气，使无人机实现起飞

电调
XRotor 20A 40A

调速器
调节电机的转速，实现无人机的运动控制

无线数传
X-ROCK

数传电台 V3

与地面站上数传模块互相传输数据，达到地面站查看无

人机参数和控制无人机飞行的目的

为实现影像拍摄和图像传输功能，我们为无人机安装了图传模块。其基本

结构框图和型号、功能如下所示：

图 24. 图传部分结构框图

表格 3 图传部分各模块功能及型号

模块名称 硬件型号 模块功能

OSD 3DR Mini OSD
与飞控通过串口（Telem2）连接，

可将飞行数据叠加在视频信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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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机
FPV 航拍摄像头

PAL 显示制式
拍摄路况，与 OSD 连接

发射机 TS832 发射机
发射视频信号，与 OSD 连接，

发射的视频信号和飞控的数据

接收机 RC832 接收机 接收发射机传来的视频信号

显示屏 7 寸液晶显示器 显示接收机接收到的视频

装配完成的无人机如下图所示：

图 25. 无人机展示图

3. 测试流程及效果展示

测试流程主要为以下三个步骤：

无人机上电，在 mission planner 地面站软件上确认无人机是否正常工作，

此时在 mission planner 界面上观察到如下图所示的信息：

图 26. 软件界面

软件显示无人机正常工作。接下来给显示屏和接收机供电，将发射机和接

收机设置为同一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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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锁无人机，在定高模式下起飞。飞行现场如下图所示：

图 27. 无人机飞行现场图

保持无人机飞行状态，观察显示屏，查看无人机航拍传回的图像以及定位

信息。显示屏显示情况如下：

图 28. 显示屏

显示屏显示了清晰的路面影像，以及飞行点的经纬度坐标。可以看到无人

机稳定飞行情况下成功实现了持续且高清的路面拍摄，以及图像和位置信息的

实时传输。

车辆异常检测算法实现

我们对低空域动态背景下高速公路以及车辆实现了初步识别。

低空域动态背景下的高速公路识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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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检测

由于车道线和道路边界的颜色是白色，为了检测出道路边界，首先要把彩

色图像灰度化。由于人的眼睛对蓝色的敏感度最低，对绿色的敏感度最高，采

用加权平均值法来将彩塑图像灰度化。

图 29. 原图像

图 30. 灰度化图像

车道线具有明显的边缘特征，为了对道路的局部特征进行强，本文使用

Laplace 算子[15]对灰度图像进行边缘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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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Laplace 变换

阈值分割

基于车道线的颜色信息把 Laplace 变化后的灰度图像进行二值化，保留车道

特征，去除无关信息。

图 32. 二值化图像

由图 32可以看出，二值化后的图像中车道线的特征比较清晰，但其内部存

在黑色的空洞，会为后续的直线检测带来不便。因此利用了膨胀与腐蚀的操作，

减小空洞，消除噪声。



第九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775

图 33.膨胀腐蚀后图像

霍夫变换

霍夫变换是一种经典的边缘检测算法，也可以广泛地应用于检测图像中的

任意几何形状。本文采用了霍夫变换进行直线检测，以此达到检测车道线的目

的。

由于背景比较复杂，通过霍夫变换进行直线检测可能得到多条直线。为了

提升检测率需要对于直线进行筛选，其流程图如图 34所示。

图 34. 直线筛选算法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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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道路检测

可以看到，图 35中由浅到深标注了四条车道线，表明道路检测成功。

九、ViBe 背景更新算法

无人机拍摄的视频与固定摄像机拍摄的视频有很大区别。一、它的背景是

运动的，与传统的静态背景下的运动目标检测不同，它需要克服运动背景的影

响；二、它是低空对地的视角，存在较为复杂的背景，背景占有图像的大部分，

前景车辆只占很小一部分。因此，基于无人机的车辆检测有两个很重要的技术

难点，一个是如何消除运动背景的影响，另一个就是如何在复杂背景下寻找目

标车辆。

1.节通过高速公路识别方法提取出感兴趣区域，有效消除了复杂背景带来的

干扰。本文使用了 ViBe 背景更新算法对背景进行动态建模，得到包含运动车辆

的前景。

图 36. ViBe 算法处理的二值效果图

车辆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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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道线去除

由上文可知，高速公路上的车辆与车道线一同被检测为前景，因为车道线

对车辆检测有很大的干扰，所以要去除车道线。车道线的几何特征是非常细长

的，与车辆存在明显的区别，所以本位使用了了腐蚀与膨胀的形态学优化来剔

除车道线。

图 37. 腐蚀与膨胀后的二值图像

车辆轮廓分割与提取

经过车道线去除后，我们得到了比较准确的前景背景分割掩码图像，所以

只需要检测图像中的轮廓即可得到比较准确的车辆位置。如图 36，其中红色区

域为检测到的车辆。

图 38. 车辆检测效果图

实验结果

本文使用了一段无人机拍摄的高速公路视频作为测试对象，实验效果如图

39、图 40，其中四条深浅不同的直线为检测到的车道线，蓝色区域为检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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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

图 39. 实验效果图(1)

图 40. 实验效果图(2)

十、创新点和应用前景

1.创新点

(1)相比于传统的交通信息采集工具，系统以无人机作为移动化交通信息采

集载体，结合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对无人机进行定位，进而实现自主巡航并且完

成异常路段的精确判定。设置机群工作，并保证自主充电。实现了高速公路大

范围高精度的检测。

(2)系统充分利用 4G 网络覆盖范围广、速度快、成本低的特点，通过 4G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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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电台完成地面站与无人机之间的数据交互。同时为无人机可切换为远程操控

模式以进行现场监测和远程执法。实现了高速公路异常情况的实时检测和快速

处理。

(3)设计无人机自主巡航以及地面站图像处理算法。利用北斗短报文功能作

为备用通信渠道，有效防止无人机出现失联情况。保证了高速公路检测的高效

性、可靠性和安全性。

2.应用前景

中国地域辽阔，高速公路作为连接各城市的重要纽带，具有重大的经济与

政治意义，截至 2016年底，中国大陆高速公路的通车总里程达到了 13.10万公

里。庞大复杂的高速公路网为交管部门的管理与监测能力提出了巨大挑战。目

前，高速公路的管理与监测主要通过传统固定式交通信息获取技术以及高速公

路巡警完成，但运营成本大，巡逻效率低，监测范围小，对突发事件无法做到

第一时间处理。

因此，本文提出了一套基于北斗的无人机高速公路监管系统，辅助高速交

管部门进行高速公路的管理与监测，实现自主巡航、自主监测道路异常情况，

同时对异常情况进行远程管控。有效提高了交管部门的工作效率，降低了高速

交通警察的工作压力，同时更好地保障高速公路的正常运行以及广大人民的生

命安全和财产安全，体现了高速公路管理的信息化、智能化，是打造“智慧城

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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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定位技术的机场特种车辆碰撞预警系统模型的设计与

制作

作 者：宋 迪、雍从建、刘志鑫、徐鹏飞

指导教师：杨 通

学 校：中国民航大学

【摘要】本系统运用北斗卫星的定位功能面向机场特种车辆碰撞预警问题，设

计了一套智能碰撞预警系统，包括数据采集装置、中央处理装置以及智能预警

装置。通过北斗定位，配合机场地图，实时监测出特种车辆与飞机之间的相对

距离，实现智能预警，并通过无线通信技术实时将数据信息传递给监控室。

【关键词】北斗定位系统 碰撞预警 差分定位

一、课题背景

1.1研究背景

随着中国民航的日益发展，各大机场的运输压力变大，客流量迅速增长。

在机场中飞机的起飞降落以及机场内的特种车辆来往频繁，飞机与飞机、特种

车辆与飞机的机身机翼等地方时常发生刮碰现象。2016年 1 月 27日，两架东航

航班在上海虹桥机场停机坪发生机翼擦碰事故，两架飞机机翼受损。如图 1 所

示这些刮蹭事件可能会使飞机的蒙皮、机翼以及其他重要的地方受到伤害，造

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甚至是严重的民航事故。

图 1 两架飞机“握手”

1.2国内外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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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技术的限制以及重视的不足，国内外对于该类型事故的防范体系不够

完善，目前还没有一套切实有效的防范应对方案。我国对于该问题的解决方法

仍旧是现场人工目测，在降落时人工现场指挥，但是由于人的视野的局限性，

不能够多方位的观察飞机周围的车辆来往情况，在机场飞机刮蹭事件仍频繁发

生，因此研究与解决这一问题有重要的意义。

北斗导航系统三维定位精度约几十米，授时精度约 100ns。北斗三维定位精

度 p码目前己由 16m提高到 6m，c/a码目前己由 25-100m 提高到 12m，授时精

度日前约 20ns。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 GEO 卫星有五颗，以及 IGSO 卫星和 MEO
卫星，单卫星进行北斗定位即可见星达十颗左右。如图 2 所示。本系统利用北

斗卫星的定位定向二者结合，通过在工程车与飞机上安装北斗模块，实现可移

动物体的精准定位，并加入智能报警系统，就能够很大程度上避免飞机以及特

种车辆之间的刮蹭等事故。

图 2 北斗卫星定位图

1.3系统简介

本系统包含三个部分，分别是数据采集装置，中央控制中心，以及预警装

置。具体的系统结构图如图 3所示.

图 3、系统总体结构图

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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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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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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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处理器

ARM 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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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数据

接收模块

ARM
处理器

北斗卫星

定位

系统

机场地

图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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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键技术

2.1、北斗卫星预警距离测算技术。用于测算飞机与工程车之间最佳预警距

离。

预警距离的确定对于机场的安全至关重要。传统的预警方式大都是通过人

工观察，存在着误差较大、消息传递不及时、浪费人力等缺点，相比之下，利

用北斗卫星进行距离测算误差小，预警及时，成本低易维护。与人工观测方式

不同，用北斗卫星能够获得相对准确的坐标信息，进而进行距离测算，其误差

不会累积，受环境影响较小，所以本系统使用北斗卫星预警距离测算技术来进

行预警距离的测算。

2.2 差分定位技术。用来消除北斗的误差，提高定位精度。

差分定位，也叫相对定位，它是消除误差方面提供了精确的算法支撑，可

以很好地解决北斗卫星在定位上存在一定的误差的问题，与普通的定位技术相

比，差分定位技术具有定位精度高、可靠性高、可用性强等优势[1]。

2.3、2.4G无线通信技术。用于实现北斗模块与中央控制中心的无线通信，

实时反馈车辆与飞机运动状态。

2.4G 是一种工作频率为 2400MHz～2483MHz 的无线通信技术。这个频段是

国际规定的免费频段，不需要向国际相关组织缴纳费用，这为 2.4G无线技术发

展提供了有利条件[2]。通过独特的代码序列建立信道进行无线数据传输。它的

抗干扰能力强，抗衰落能力强，通信持续稳定。并且与 433M相比，应用点是基

于其高速的传输速率而发展起来的组网协议，通信距离远，覆盖范围大，成本

低。利用 2.4G 进行数据远程通信，可以实现对各种定位参数的实时了解，以便

做出应对措施。如图 4所示。

2.4、同步数据传输技术。用于北斗模块与监测中心之间数据传输的同步有

效性。

同步技术是使两个或两个以上信号的某一参量(频率、相位、时间)保持固定

关系的技术，是调整通信网中的各种信号使之协同工作的技术，利用同步技术

可以消除不同采样点之间数据传输的时延性。在相对传输距离不同的两个物体

之间加入同步技术，可以使信息保持即时有效性，确保中央控制中心做出及时

有效的决策。

三、关键技术研究

3.1、处理模块

主控芯片：ARM cortex-A9处理器

本系统采用了 ARM cortex-A9 处理器。ARM cortex-A9 处理器是基于指令集

ARMv7 的 A 系列处理器，以及最先进的推测型八级流水线，该流水线具有高效、

动态长度、多发射超标量及无序完成特征。参数可达 2.0 DMIPS/MHz，最高可配

置 2MB 的缓存内存 Cortex-A9MPCore 的针对性应用能够在有限的功耗下维持移

动设备的正常运转，从而为移动设备带来优于现有解决方案的峰值性能。数据

处理器如图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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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数据处理器

3.2预警距离测算技术

3.2.1预警距离测算流程图

预警距离的测算对于预防机场中两个物体的碰撞至关重要，为此，我们设

计了较为严密的预警距离测算流程图。如图 4所示。

北斗卫星

北斗差分定位模块

飞机与特种车辆

行驶速度的测算

坐标信息同步传输技术

驾驶员的平均反应时间

得出最大安全距离

建立相对运动方程

判断是否

可正常预警

预警距离矫正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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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预警距离测算流程图

3.2.2预警距离的具体测算

在测算预警距离时，飞机在地面的滑行速度，特种车辆的行驶速度，数据

传输的延时以及飞机车辆驾驶员的反应时间都将影响着预警距离的测算。因此

我们可以结合差分定位技术，来进行预警距离的精准测算。

1）调查飞机与特种车辆在机场行驶时的速度。

通过调查，飞机在着陆时候的速度主要与飞机自身的重量、飞机的载重，

风速风向跑道表面的摩擦以及重心位置等因素有关。为了减少在跑道上滑行时

间，一般的客机的落地速度都有严格的要求，大致是 120 节~140节，客机着陆

后即收油门、打开减速板和反推减速然后脱离。客机一般抬头速度起飞为 140
节到 166节。

根据民用机场航空器活动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则，机场管理机构可根据

本机场的实际情况，实行分区限速管理，但最高时速不得超过 50公里。因此为

了安全起见这里假设其时速为 50公里[3]。
2）建立正交分解方程

在机场中，飞机与特种车辆走的路径不一定是在同一水平线上，而发生碰

撞事故是由于二者在同一水平线上的相对距离小于安全距离，因此我们要将飞

机滑行距离与车辆行驶距离转化为同一水平线上的相对速度。具体实现方法如

下。

以二者将要碰撞的方向为横坐标，与其垂直且与地面平行方向为纵坐标，

做出平面直角坐标系。如图 5。

V
i

Vi1

V
i2

V
j

Vj1

Vj2
飞

机

车

辆

a b

图 5 飞机与车辆速度正交分解

由上二维坐标表可知，可将飞机与特种车辆的速度分为水平方向上的和竖

直方向上的，以上表为例，那么飞机与车辆二者的有效速度方向为水平方向，

竖直方向速度为正常行进速度，其大小为：

进入下一历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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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1=Vi*sin∠a; 式 1
Vi2= Vi*cos∠a; 式 2
Vj1= Vj*sin∠b; 式 3
Vj2= Vj*cos∠b; 式 4
式中：

Vi 代表飞机滑行时的速度；

Vj代表特种车辆行驶时的速度；

Vi1代表飞机滑行时垂直方向上的分量；

Vj1代表特种车辆行驶时垂直方向的分量；

Vi2代表飞机滑行时水平方向上的分量，即改变与特种车辆之间相对位移的

有效速度；

Vj2代表特种车辆行驶时水平方向的分量，即改变与飞机之间相对位移的有

效速度；

∠a代表飞机水平方向速度分量与滑行速度之间的方向夹角；

∠b代表特种车辆水平方向速度分量与滑行速度之间的方向夹角；

以上公式是计算预警距离的基础，它们也是课题研究的基础。通过几个公

式可以反映出两个待测物体的相对运动速度，提高了待测物体速度测算的准确

度，将得出的相对运动速度与反应时间相乘，有效地消除了不同运动方向产生

的误差，使得公式适用于多种不同环境，改善了预警效果。

3)驾驶员的平均反应时间

驾驶员的反应时间是指驾驶员在接到危险信号到做出应急动作之间的时间

间隔。反应时间与年龄，所在岗位工作环境，发生危险时情况的复杂程度有关。

通过查阅资料，可知大部分人正常的平均反应时间为 1~1.5s。尽管反应时间是

个很短的时间，但是在高速行驶的情况下，其发生的相对位移的改变量不可忽

略。

4）建立相对运动方程

这里的相对运动是指飞机与特种车辆之间相互靠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由于通过差分定位技术，则所得的飞机与特种车辆的坐标信息比较准确，误差

比较小，可以忽略。通过同步数据传输技术，可以使得飞机与特种车辆接收到

危险信号的时间为一致的。根据机场的实际情况，我们取飞机的平均滑行速度

为 140节，换算单位后即：

Vi=260km/h;
式 5

在机场中行车，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取特种车辆的行驶速度为：

Vj=50km/h;
式 6

驾驶员的平均反应时间取：

T=1.5s; 式 7
飞机与特种车辆之间存在着一个安全距离，我们以 S 代表这个最大安全距

离，以飞机中心为圆心延伸到距中心最长处为半径，取为 R1；以特种车辆中心

为圆心延伸到距中心最长处为半径，取为 R2，两个半径的加和即最大安全距离。

则根据实际情况可列出方程：

L—（Vj2+ Vi2）*T>=S; 式 8
S=R1+R2; 式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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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2= Vi*cos∠a 式 10
Vj2= Vj*cos∠b; 式 11
式中：

L 代表预警的距离；

S 代表最大安全距离；

本组公式是测算预警距离的核心，通过该组公式，我们可以很直观地得

出预警距离，在将预警距离与声光警报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一旦到达这个距离，

便触发声光报警，使得预警更加智能化，提高了预警的精度，极大地增强了预

警效果。

解得：

L>=R1+R2+( Vi*cos∠a+ Vj*cos∠b)*T; 式 12
即为最重一级预警。

3.2.3差分定位技术测算方法

具体的实现如图 6所示。

基准站 待测物体 1 待测物体 2 待测物体 n
图 6 差分技术图解

安装在基准站上 BDS 接收机观测 4 颗卫星后便可进行三维定位，解算出基

准站的坐标。以一个伪卫星作为基准站，基准站的精密坐标已知(X0，Y0，Z0)，
在基准站上的接收机测出的坐标为(X，Y，Z)(包含轨道误差、时钟误差、信号传

播误差及其它误差)，即可用下式求出其坐标改正数为：

δX=X0—X ；

式 13
δY=Y0一 Y； 式

14
δZ=Z0—Z； 式

15
伪卫星基准站用数据链，将这些改正数发送出去，飞机或特种车辆接收机

在解算时加入以上改正数。式中，(Xp1，Yp1，Zpl)是飞机或特种车辆本身接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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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测结果,(Xp，Yp，Zp)为改正后的坐标，考虑到其位置改正值的瞬时变化，上

式可进一步写成：

Xp=Xp1+δX+d(δX)/dt(t-t0) ；

式 16
Yp=Yp1+δY+d(δY)/dt(t-t0) ；

式 17
Zp=Zp1+δZ+d(δZ)/dt(t-t0) ；

式 18
t0 为校正的有效时刻，这样就消去了伪卫星基准站和用户接收机共同的误

差。由于存在着轨道误差、时钟误差、SA影响、大气影响、多径效应以及其他

误差，解算出的坐标与基准站的已知坐标是不一样的，存在误差。基准站利用

数据链将此改正数发送出去，由监测中心接收，并且对其解算的监测点坐标进

行改正。最后得到的改正后的用户坐标已消去了基准站和监测点中心的共同误

差，例如卫星轨道误差、SA 影响、大气影响等，提高了定位精度。以上先决条

件是基准站和监测点观测同一组卫星的情况。位置差分法适用于监测点与基准

站间距离在 lOOkm 以内的情况[4]。

3.3存储模块

本处理器 ARM cortex-A9片上通用存储模块控制器（GPMC）包括：灵活的 8
位和 16 位异步存储器接口，具有七个片选（NAND、NOR、复用 NOR 和 SRAM），

其共享 L3 RAM，256KB 通用片上存储器控制器 (OCMC) RAM。存储模块主要用

来存储索机场的地图，以及北斗接收到的数据信息和处理结果。

四、系统的实际应用

本项目是通过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并利用同步数据传输算法，对机场特种

车辆与飞机之间防撞的预警问题进行综合阐述，并且详细分析了预警距离的测

算问题，解决了机场中飞机与特种车辆碰撞的问题，对于机场的正常安全运转

做出了贡献，因此，若它能够利用在各大机场中，必然会使事故发生率大大降

低，经济损失大大减少，机场以及民航业的安全指数大大提高。

五、总结

本论文讲述了基于北斗定位技术的机场特种车辆碰撞预警系统模型的设计

与制作过程，机场中工程车撞伤划伤飞机的事故时有发生，采用北斗系统的定

位功能，给机场地面部门设计一套距离监控超限报警的系统，达到防碰撞的目

的，减少机场中飞机被工程车撞伤划伤的事故率。

该系统是在飞机和工程车以及廊桥处安装定位信标，通过北斗系统实时监

控飞机和工程车以及廊桥的位置信息，将信息发送给主控模块，主控模块实现

对飞机和工程车以及廊桥之间相对距离进行安全测算，一旦小于安全距离就会

发出警报，达到防碰撞的目的；声光并用预警性强；其成本比较低廉，以较低

的成本解决了机场中常见的大问题，经济实用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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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Nowadays,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s (ICBM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modern strategic nuclear forces with the ultra-long range, the
extremely fast strike and the capability of carrying nuclear warheads, which are
regarded as the very foundation in the nuclear triad. Therefore, during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the ICBM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arly-warning system and even
the interception system is extremely urgent.
1.Overview of ICBMs and the Status Quo of their Main Owners

ICBMs refer to long-range ballistic missiles with a range of more than 8,000
kilometers. They are aimed at quickly striking important military,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argets of enemy territory.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uclear deterrence of
the main owners, the development of ICBMs has always been a hot-button issue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 For instance, North Korea test-fired an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Hwasong-15) in 2017, which caused great concern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urrently, the United States, Russia, China, UK and France
have been confirmed as the owner of ICBMs.

(Note: The ballistic missile test-fired by North Korea was officially reported to
have a critical height of 4,475km, with a reduced range of 950km. According to the
media, its range was conservatively estimated 13,425km. However, the loads in the
test fire and the actual shooting may be quite different. Actually, the specific range is
still unknown.)

2.Current Early-warning Methods, Advantages & Disadvantages
At present, the early-warning of ballistic missiles mainly depends on

early-warning satellites and radars, through infrared surveillance and microwave
detection. As early-warning radars are mainly land-based, with large-sized equipment,
they are vulnerable to attacks, their communication system is susceptibl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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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erence, and they cannot detect or track the whole trajectory due to their blind
zone in early-warning. Compared with the innate shortcomings of radar systems,
although the satellite early-warning system also has some shortcomings (e.g. false
alarm), it enjoys obvious spatial advantages, such as early detection of threats and
immunity to the earth curvature. A well-developed early-warning satellite system
works with the existing early-warning radar network to form a missile early-warning
system.

3. Well-developed US Early-warning System
From the earliest DSP(Defense Support Program Satellite) system to the

space-based infrared system planned to replace the same in the 1980s, the United
States began to research and develop ballistic missile early-warning systems during
the Cold War. On May 30, 2017, the US military officially announced for the first
time the success in its ICBM interception test. This show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increasingly improved its early-warning system with its leading position among its
opponents in the world. It also has a great referential significance for us as a
latecomer in this respect.

4. Concept of 3G Beidou System-based Early-warning System
In 2015, China began to establish its 3G Beidou System which was planned to

consist of 35 satellites, including 5 geostationary satellites, 27 medium earth-orbiting
satellites (MEOSs) and 3 inclined synchronous-orbiting satellites, which was
expected to be completed in 2020.

Based on this system, the short- and mid-infrared two-color scanning type
detectors and two-color staring infrared detectors are used on the geostationary
satellites and inclined synchronous-orbiting satellites. With the satellites’ rotation axis
pointing to the ground, the infrared telescope is installed at 8°~9° from the rotation
axis, so that the satellites can scan a large area of the earth during their rotation. As a
result, it is practical to detect the tail flame of the ICBMs in the first stage of
propulsion.

Mathematically, two geostationary satellites can fully cover the earth's surface.
Actually, however, each satellite can only cover about two-fifths of the area, and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the countries capable of implementing ICBM strikes, I
hold that the main surveillance area of the system should be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and part of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that covers Australia's continent. Therefore, it is
practical to keep three geostationary satellites and two inclined synchronous-orbiting
satellites, with two geostationary satellites and one inclined synchronous-orbiting
satellite standby. The three geostationary satellites are positioned over the Atlantic
Ocean at about 150°E (for monitoring the Siberian region of Russia, India and the
U.S. military bases in Australia and the first and second island chains), over the
African continent at around 30°E (for monitoring Europe, India, the Indian Ocean,
part of the Atlantic Oce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over the Oceania at
approximately 90°W (mainly for monitoring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Two
inclined synchronous-orbiting satellites are symmetrically distributed to monit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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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tic region. In addition, medium earth-orbiting satellites (MEOSs) at different
altitudes are equipped with high-resolution television cameras and two-color staring
infrared detectors.

(As for infrared detectors, subject to cloud interference and detection accuracy,
it is difficult to effectively detect medium- and short-range ballistic missiles by using
two-color infrared detectors, but it is sufficient to cope with the "massive" ICBMs.
The United States successfully developed the excellent three-color, "short wave -
medium wave - long wave" infrared photoelectric detectors in 2016. According to the
information currently available, however, there is no clear information that China has
developed such equipment, which will not be adopted.)

5. Operating Mode of 3G Beidou System-based Early-warning Satellite
System

When an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is launched, it will generate large tail
flames and release a huge amount of infrared radiation. According to available data,
due to different weather and clouds, when it reaches 20km to 30km in altitude, the
missile will be detected by the infrared detector as an abnormal target. Therefore, as
the abnormally excessive infrared radiation is detected, the scanning infrared detector
of a geostationary satellite or an inclined synchronous-orbiting satellite will trigger
the primary missile alarm and immediately send the data to the land-based receiving
station during its second intensified scanning of the alarm area. While waiting for
operator's response, it will start the staring infrared detectors of all early-warning
system satellites that overlap the monitoring area and send the images to the ground.
The operators on the ground will carry out the preliminary analysis according to the
received images, exclude the false alarm and then release a missile warning. When
the staring infrared detectors keep tracking of the trajectory, TV cameras of MEOSs
are activated, with images transmitted to the base station on the ground. When the
missile enters its suborbital flight after the first stage of propulsion, the infrared
detectors cannot continue to track, but they will keep activated to prevent possible
suborbital maneuvers of the missile design. At this time, the land-based BVR
early-warning radars and the satellite television cameras will perform
whole-trajectory tracking and monitoring, with the corresponding land-based radar
facilities activated. The missile trajectory attitudes and possible attack locations will
be calculated, with warhead bay identified. Besides, missile-released metallic
balloons, aluminum foil interference wires, full-size decoy warheads and other
electronic countermeasure devices which are used for deceiving radar systems will be
excluded. As the missile flies,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will be more precise, with
increasingly small scope of the attack, allowing for the evacuation units, interception
units, and strategic counterattack units to respond in a timely manner.

6. Significance in Establishment of the Early-warning Satellite System
As an important means for modern warfare, ICBMs must not only be developed

but also be guarded against. Early-warning system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our
emergency response capability against long-distance attacks. Although the eff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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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ception method remains to be explored, only when there is an early-warning can
an interception be performed, including taking prompt countermeasures in case of a
serious strike, and even the policy of mutual destruction be implem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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