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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卫星导航无人船的地表水体水质监测构想与设计

作 者：李雨菲、李述坤、张淏铭、姜蕴芝

指导教师：郑 晓、纪朝宪

学 校：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摘要】水是生命之源，人类所有的活动都离不开水，水质安全是人民群众最

为关切的头等大事之一。由于水质化验检测工序严格繁琐，水质监测工作的信

息化程度相对低下，对于一套兼具高效、快捷的常态化水质监测服务与水污染

应急快速响应的系统的需求日益高涨。近年来，我国无人机发展迅速，而无人

船的相关发展较少见诸于媒体，随着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不断发展升级，

其定位精度更高，成本更低，使用更便捷。本文针对目前的问题与北斗发展现

状，展开关于利用基于北斗卫星导航无人船的地表水体水质监测体系的设想并

设计了一套方案。

【关键词】北斗 水质监测 无人船

【Abstract】Water is the source of life. All our activities need water. The safety of
water is one of people’s major concerns. Due to the strictness and cumbersomeness
of chemical water quality test procedure, the informatization level of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is in a relatively low standard. A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system, which
provides monitoring service with high efficiency, high realiablity and high frequency
normally and is enable to response to emergent pollution rapidly, is needed urgently.
Unmanned aerial vehicle(UAV) has improved a lot in recent years, yet unmanned
surface vehicle(USV) is rarely seen on media. With 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BDS) to developing, its positioning accuracy is higher, assembly cost is
lower and is more convenient to use. Addressing this issue, the paper is made to
outlook the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system of surface water body with the use of
USVs based on BDS, and come up with a design proposal.

【Key words】BEIDOU;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unmanned surface vehicle
(USV)

一、背景及意义

1.1我国地表水体水质现状

作为世界的人口第一大国，我国长期以来都是水资源极度贫乏的国家，人

均水资源占有量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飞速发

展带来了经济的腾飞，但也给我国生态环境造成一定影响，其中水环境问题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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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大规模城市化导致的生活用水污染、久治不绝的工业污染问题影响深远，

还有农业农村污染以及水资源的浪费问题。以湖泊（水库）为代表，2016年，

112 个重要湖泊（水库）中，Ⅰ类水质的湖泊（水库）8 个，占 7.1%；Ⅱ类 28
个，占 25.0%； Ⅲ类 38个，占 33.9%；Ⅳ23 个，占 20.5%；Ⅴ类 6 个，占 5.4%；
劣Ⅴ类 9 个，占 8. 0%。在近年来，国家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极差

的劣Ⅴ类水体比例有所减少，但Ⅳ-Ⅴ类水质的湖泊比例仍高居不下，我国水质

问题仍不容乐观。对水质进行连续有效的监测并采取有针对性的改善措施是极

其必要的。

1.2我国水质监测现状

水质监测是我国环境监测工作中的重点工作之一，进入我国环境保护部的

官方网站，在环境公报、信息公开等板块，水环境的信息总是首先列出。如何

准确、及时、全面地反映水质现状及变化趋势，为水环境管理、污染治理与控

制以及生态文明建设长期规划等提供科学依据，对整个水环境改善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

当前我国水质监测技术主要以理化监测技术为主，而近几年来生物监测、

遥感监测技术也被应用到了水质监测中。由于水质检测工序严格繁琐，大部分

水体开展一次全面的水质监测频率是每一到两月 1 次。近几年，国家大力推动

全国范围内主要流域重点断面的水质自动监测站点建设。目前全国已经有 100
多座的水质自动监测站。这些监测站能够实现对水的 pH值、溶解氧、化学需氧

量、氨氮量每周一次的自动监测，在环保部网站上可以看见每周的公示数据。

1.3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发展

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BDS）是由我国自行研制并自主运营的卫星导航系

统，经过十余年北斗一代与二代两代的发展，已具备中国及周边地区的高精度

导航、定位与授时服务能力。在 2017 年 11 月 5 日，2018 年 1 月 12 日，2018
年 2 月 12 日，相继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以一箭两星的方

式发射了北斗三代的前六颗卫星，这也是北斗系统的第 24 到第 29 颗卫星。即

将完成预计 35颗卫星发射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完全建成后，将成为继美国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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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北斗已经是联合国卫星导航委员会认定的导航定位服务的供应商之一，并

于 2017 年 12月和 GPS 在国际电联(ITU)框架下实现射频兼容，终于实现 GPS 与
北斗的民用信号互操作，并将持续开展兼容与互操作合作。随着北斗三号的建

设完成，届时，北斗卫星导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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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具有特色的北斗短报文通信能

力。届时，在北斗三号使用的先进的氢原子钟，全国数千座北斗地基增强站支

持下，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提供亚米级精度的定位服务。

1.4基于北斗卫星导航无人船的地表水体水质监测

目前，我国的水质监测仍以手动采样进入实验室进行理化检验为主，在重

点地区针对重点指标采用固定的自动监测站的方式以相对高频的方式进行检

测。然而，目前的水质监测不能很好地获知水质的在空间分布上的情况，水质

监测的模式比较单一，信息化，尤其是智能化程度较低。此外，在遇到突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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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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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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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AE%9A%E4%BD%8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F%BC%E8%88%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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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8E%88%E6%97%B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0%9A%E4%BF%A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0%9A%E4%BF%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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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状况上，应急响应能力较差。无人船的发展将有力地弥补以上的不足。

北斗无人船基于我国自主研发运营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依托中小型船体，

根据监测工作的需要可搭载光谱仪、散射计、放射性检测设备等多种水质监测

传感器和水样采集装置，以人工遥控或者在北斗系统导航定位基础上采用全自

动自主导航的工作方式。由于无人船轻小型的特点，没有操作人员的安全隐患、

操作快捷可以高频监测，在航行过程中可到达绝大部分陆表水体区域等优势。

结合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充分利用北斗卫星的强大定位导航能力，自主、

准确规划路线，将水质信息与水样与准确的地理信息相匹配，真正实现水质监

测的时空大数据服务。

二、无人船水质监测功能介绍

2.1高光谱光谱辐射水质遥感监测

光谱辐射计是用于测定辐射源的光谱分布，能够获知目标或背景的强度、

光谱特性等信息。通过在水下的高光谱光谱辐射计，可以获知不同波段下的水

体的光学性质。针对水体的各类表观光学性质，如，不同水深下的上下行的辐

照度、上下行的光衰减系数以及反射率等参数。高光谱辐射计在可见光范围内

就可以有上百个波段，通过单个特定波段或数个波段的组合，进行反演与相关

分析等，就可以获知水体的固有光学特性以及这些表观光学量与诸如叶绿素 a、
有色可溶有机物、总悬浮物等水质指标之间的关系。这种方法相比于传统的水

面上的无人机或卫星的水质遥感监测，不仅可以获得微观点上的精确数据，避

免水体表面起伏引起的异常反射光的干扰，而且可以获知一定深度内水体水质

的分层情况。

2.2多参数紫外-荧光光谱分析水质监测

通过测量紫外-可见波段的连续光谱穿透水体后的光谱强度，并据此获知水

体内相关指标的方法在上世纪末开始兴起。由于这一方法在不同水体环境下受

影响较大，信噪比不高，测量精度较低，直到最近在现场荧光分析技术的发展

支撑下，在原来的 UV 吸收光谱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单个或多个特定波长的高功

率密度激发光源照射待分析的水样，使其中的有机化合物和生物物质分子吸收

能量后由基态跃迁至高能级。有机分子跃迁至原有能级，将在一定波长下发射

出光子，构成的 FL 发射光谱波长和强度分布与有机物质分子的结构特性相关。

此 FL 发射光谱即可用于获得被测水样中有机物分子构成种类及其含量的相关信

息。可以获得相对精确的溶解氧（DO）、化学需氧量（COD）、NH3-N 氨氮量等水

质要素指标。

2.3水体放射性在线监测

放射性物质不易察觉，通过常规方法很难监测，然而其危害与汞、镉等重

金属相比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随着我国核电事业的建设与发展，核污染也逐

渐走向人们的视野。日本 3.11大地震后福岛核电站的核事故，朝鲜半岛的核实

验等时刻警醒着我们。然而由于环境的天然本底辐射，对于放射性物质的测量

十分繁杂。目前，基于γ射线探测仪得到水体的γ能谱，从而获知 Cs-137、Rn-222、
K-40 和 Co-60 及其子体中至少一种特征核素活度的技术已经较为成熟，可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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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水体中放射性核素的高效监测。

2.4水质检测样本全自动采集

根据我国颁布的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 的要求，地表水环境质

量标准基本项目有 24项，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补充项目 5项，此外还

有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特定项目 80项。这些项目中有部分项目可以通

过上述方法利用无人船，快速高效地获取得到，能极大地提升有关部门在面对

突发的水污染事件时的响应效率。然而还有一些指标尚只能通过实验室的理化

手段进行检测，所以水样的采集仍然至关重要。采集到的水样必须与精确的位

置相关联，这就需要北斗卫星定位的支持。

三、基于北斗卫星导航地表水体水质监测无人船设计方案

3.1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原理与功能模块

北斗二代与北斗三代的定位原理与美国的 GPS 类似，均为电磁波信号的伪

距定位。在任意时刻，在地面上的一点可以观测到北斗卫星，通过卫星载波上

的编码，利用钟差便可计算出该卫星与定位点的距离，通过星历可以获知卫星

的高精度位置信息，因此通过三球交会的原理，便可以通过三颗卫星信号进行

定位。考虑到卫星的时钟与接收机时钟之间的钟差，需要引入第 4 颗卫星，以

减小误差，从而得到所在点的精确位置。所以一次定位需要观测到至少 4 颗导

航卫星。按照计划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星座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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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8 年 2 月底，已经发射

了 29颗北斗卫星，其中最新发射的北斗三代卫星有 6 颗。目前，北斗卫星导航

系统己经实现了对我国全境以及周边的东亚、东南亚地区的覆盖。北斗卫星导

航定位系统以其高精度的导航、定位、授时功能，为无人船自主巡航，在指定

时间和指定区域完成水质在线监测以及水样的采集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可靠的位

置信息。

3.2多模水质综合测量模块

根据实际需求，可以将上述的若干种水质监测仪器以模块化的方式嵌入到

船体设计中，为此首先要将船体设计留有丰富的物理、电路接口等，能保证无

人船在不同环境下长期运作的效率与稳定性。不同模块有不同的特性，如水下

的高光谱遥感设备应尽量不受无人船自身阴影的影响，则需设置在船一侧的靠

头部，尽量开阔的位置，且通过北斗获取的时间与经纬度信息，获知当时当地

的太阳高度角，从而辅助仪器调整朝向姿态；如放射性检测与紫外荧光光谱仪

所需的时间较长，需要合理设计监测流程计划。对于不同传感器获取到的数据

需要设定一种数据格式，通过单片机或其他方式对数据进行标准化的打包处理，

以便于实时的传输。

3.3通信模块

为提高水质监测效率、便于使用者操作，以及在突发情况下应急处置，无

人船一方面利用其内的惯性传感器与北斗接收模块，通过出发前实用程序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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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轨迹按照预定路线在指定地点停留检测外，还可以手动遥控，在突发的急性

水污染事件中，能够大显身手。另一方面，无人船获取的数据可以实时回传，

让研究人员不等船完全走完行程回航就能先处理先传回地点的数据，此外，无

人船上搭载的影像获取装置获取到的水面影像可以通过 4G/5G 网络快速传递至

后方中心，便于人员实时监控，进行调整。此外，在一些偏远地区，移动通信

网络可能信号较差，这时可以利用北斗最具特色的北斗短报文功能进行通信。

由于北斗通信带宽的限制，民用卡的通信效率极低，只能采用多张卡并联的方

式，提升单次传输的数据量或提高通信的频率。

3.4水质采样模块

根据 2009 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保护标准 HJ 494-2009《水质采

样技术指导》。对于水样采集，需特别注意采样方式、采样容器、避免采样污染。

结合一般的化验需求，一般单份样品容量在 2-3L 左右，考虑到船体的动力与续

航，需要合理设计水体采样的容量。考虑到无人船单次任务的特性，一般不能

在途清洗，为避免污染应每个样品容器都有独立的流通管道。按照规定，常用

的水样容器材料有聚乙烯、氟塑料和碳酸脂等，对于有机物，可使用玻璃或四

氟乙烯，对于光敏性的物质，还应注意避光。此外，采样的设备还需有防护网

等设备避免异物的的堵塞或污染。最重要的是水质自动采样模块必须与空间位

置信息保持紧密耦合，通过北斗获知采样点的精确经纬度、通过高精度的压力

计得到采水的深度。

3.5自主导航与避障模块

除了遥控操控以外，在非应急的场景下，由无人船利用北斗接收模块所获

知的位置，以及电子罗盘和惯性传感器辅助获得的无人船姿态进行自主导航。

航迹规划的有关技术在无人机上已发展得相当成熟。当自主行驶的一大关键问

题是如何实现环境的有效感知与自主避障，这不仅事关水质监测任务的成败，

更是保障设备安全以及水上安全的大事。为此，按照当前无人驾驶汽车的思路，

需要在无人船上安装多个摄像头与激光雷达，利用计算机视觉的模式识别等技

术可以对水面障碍物进行判别，利用激光雷达确定其运动状态，从而调整航线。

特别的是，与无人汽车不同，水下也可能潜藏危险，为此需要声呐进行水下的

避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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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系统设计图

四、前景展望

采用无人船开展水质监测活动能改善在传统的水质采样工作中,存在的成本

高、效率低、安全性差、作业区域受限等问题，大大减少人力物力开销。此外，

构建一套基于北斗水质监测无人船的应急水污染监测方案，做到常规监测与应

急检测两手都抓，两手都硬。另一方面，水质的采集一直是水质监测的关键问

题之一，重点流域的重点断面设置的固定监测站只能获知固定地点的水质情况，

而北斗给这一问题带来了解决方案。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为我国自主研发运营

的卫星导航系统，乃国之重器。随着其精度的提升，使用的成本降低，将在水

质监测领域大有作为。水质监测目前所面临信息化、流程化、自动化、智能化

程度低下的问题通过应用北斗导航，依托无人船平台，高效便捷到的大量数据

将成为水生态时空大数据建设的基础，有力地推动我国水质监测向信息化的迈

进。这在全国范

围推动“河长制”的背景下必将对我国建设生态文明起到更大作用。

五、结语

将新型水质检测手段与无人船结合，充分利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优势，

实现水质情况与相应空间信息的结合，可以有力推动水质管理、水环境改善、

生态规划，构建完备的现代化地表水体水质监测大数据系统。另一方面，便捷、

常态化的监测，无形拉近了水质监测与群众的距离，是国之重器北斗又一次接

地气的应用实践，届时，重要的水质参数就像现在的空气指数一般，成为人民

群众的日常推送，让北斗切实地走进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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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导航助力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的智慧路口系统

The Intelligent Crossroads Control System Based on 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Aid to Reduce Urban Traffic Jams

作 者：宋思颖、徐纪瞳、傅嘉滢

指导教师：

学 校：北京市八一学校

【摘要】本文从摸索上学、放学路上的交通拥堵规律出发、通过开展班级问卷

调查等聚焦问题；借鉴了手机导航软件等已有卫星导航交通应用基础，特别利

用了我国三代北斗系统创新形成的导航与通信融合能力独有特色，提出通过综

合利用北斗导航具有的实时导航、快速定位、精确授时、位置报告和短报文通

信服务五大功能，变现有车辆导航从单向接受位置/路况，到双向交互式车与路

联网通信；变现有红绿灯从程控为主，到根据流量、预约和中心指令自主智能

通行调节为主；变交通管理中心从实时路况、拥堵发生疏导，到大数据预判免

除拥堵及多灯同步协同通行等新改进。设计了一套车、路、网、站与北斗联合

智能交通系统方案，提出了系统总体框架及各分系统组成和功能分析,实现了车

与路双向通信组网、单路口智能控制、多路口协同通行、行前路径预约与协商

规划、沿途实时态势感知和动态引导等改进，完成了以学校周边通行为例的系

统应用流程研究等，期盼为缓解城市拥堵提供参考。

【关键词】 缓解交通拥堵；北斗导航；智慧路口

【Abstract】This paper starts from investigating traffic jams on going to school, and
focus on the questions through questionnaires. It draws lessons from the existing
application of satellite navigation such as mobile navigation software, and makes
new application scene of the navig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tegration formed by
the innovation of the third generation 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of 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navigation’s
functions about real-time navigation, rapid positioning, precise timing, location
reporting and short message communication service, three improvements are
proposed that changing the existing vehicle navigation from one-way to accept the
location /traffic into the two-way interactive car and the road network
communications; changing the existing traffic lights from program-based into
booking and center-based independent intelligent traffic regulation; changing traffic
management center from real-time traffic and congestion diversion into using big
data to avoid congestion and more signals Synchronous collaboration and so on. A
scheme of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 based on BeiDou to integrate vehicle,
road, network, station is designed. The system overall framework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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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sition and function analysis of each subsystem are put forward. Finally,
two-way communication network of vehicles and roads, intelligent control of single
lane, coordinated cooperation of multiple intersections, path negotiation planning,
real-time situation awareness and dynamic guidance along the route are achieved.
Finally the system application study on the case of the traffic around the school is
analyzed. It is hope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reducing urban traffic jams.

【 Key Words】 Reducing traffic jams, 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Intelligent crossroads control system

一、背景

北京的交通拥堵已深切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自小学起，每天的上学、

放学路，浓缩了整个城市交通拥堵的剪影。也曾满怀期待的等待限行、错峰、

潮汐路等措施实施后的一路畅通，但由于人口增长等原因，几年来，每天的上

学路拥堵仍在持续，甚至愈演愈烈。每学期总要经历几次拥堵导致迟到、甚至

旷考的惨痛经历,激励作者思考如何畅通上学路的途径。

解决问题首先是找准问题,调查研究是关键途径。城市交通拥堵是一个综合

问题，涉及人口密度与素质、道路设计、交通秩序、城市功能分布及是否削峰

错峰管理等等，因此缓解也需要综合治理。但问题研究案例需要聚焦具体化，

研究方法需要保持不失一般性。为此,本文作者从自己切身经历的学校堵点特定

案例出发，首先开展深入调查,分析根源，进而提出解决思路,设计解决方案。

二、案例与调查分析

2.1案例说明

图 1 为作者调研的京西北交通路网、堵点和学校分布情况图。可以看出，

苏州桥、清华西门、马连洼农大等交通路口堵点、学校分布具有一定相关性，

且学校周边的交通拥堵情况相对更加集中。本文聚焦这一案例，既包含了具体

交通堵点，又整体研究京西北交通路网切片，体现问题具体化及方法一般化的

统一。

图 1 北京西北部及路口周边学校拥堵情况示意图（早高峰）

2.2问卷调查

为了更广泛了解同学及学校周边的交通拥堵总体情况，设计了如表 1 所示

的调研项目。主要调查拥堵的学生比例、数量，时长、堵点、原因等 10 余项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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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表 1 交通需求及拥堵情况调查问卷项目设计

No. A B C D

1 您家与学校的距离 0-1Km 1-5km 5-10Km >10Km

2 上学与放学的交通方式 步行/自行车 公交 校车 私家车

3 上学时段 7:00 7:30 8:00 8:30

4 放学时段 16:00 17:00 18:00 21:00

5 是否选择错峰及时间 0(不错峰) 早-30 分钟 晚+30 分钟 大于 30分钟

6 您所乘坐的车辆排放量 0(绿色出行) <2.0 升 2.0-5.0 升 >5.0 升

7 您和几位同学同行 0 1-4 人 5-10 人 10人以上

8 上学交通所用一般时长 0-10 分钟 10-30 分钟 30-60 分钟 >60 分钟

9 路上是否经常遭遇拥堵 0-10% 10%-40% 40%-70% >70%

10 拥堵的地点 小区 道路 红路灯路口 学校周边

11 拥堵的时长 0 5-10 分钟 10-30 分钟 30 分钟以上

12
您觉得最需要疏导的位

置建议
小区 道路 红路灯路口 学校周边

13 其他建议:

2.3统计分析

图 2-a 、 2-b 为 根 据 上 表 1 调 研 项 目 制 作 的 调 查 问 卷 , 并 开 通

https://www.wjx.cn/jq/20539613.aspx）网站投放情况。共成功回收 105 名来

自案例研究的初高中学校的学生及家长调研信息。

(https://www.wjx.cn/jq/20539613.aspx)
a）问卷首页 b）投放用二维码

c）拥堵时间 d）交通方式

图 2 统计问卷及相关数据

通过统计，初步结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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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私家车接送比例较高，并普遍遭遇拥堵情况。距离学校路程大于等于 5KM

的约占接受调查人数中的 50%,其中私家车出行占比较高（35.24%），校车仅占

3.81%（图 2-d）。61%的驾车出行（包括私家车、校车）都会面临 10 分钟以上的

拥堵或行驶缓慢路段（如图 2-c）。

2)堵点较集中在交通路口，因此选定提升路口通行效率作为本文后续研究

疏导措施的重点。

3)堵车时间分布较为集中，在早晨 7:00-7:30 时尤为突出，86%的在校生到

校时段集中在七点至七点半。为平衡削峰，需要针对这一规律，制定适应不同

时段的交通控制系统解决方案。

三、主要改进思路

基于调研分析结论，改进既要适于当前交通系统基础，同时需要建立路口、

车辆、控制中心等多向通信连路和位置、时间同步机制等新能力。我国三代北

斗系统具备导航与通信融合能力独有特色，且同时提供实时导航、快速定位、

精确授时、位置报告和短报文通信五大功能服务，为形成解决方案提供了极好

平台
[1，2]

。交通运输部也在推动“四个交通（综合交通、智慧交通、绿色交通、

平安交通）”建设等
[3]
，为本文改进思路的提出提供了基础。

3.1路口红绿灯的程控到智能控制改进

主要利用北斗系统具备的精确授时、定位及短报文通信等功能，改进实现

单灯智能感知车流及态势、流向和时长智能调解控制、实现多灯时差及联网保

证走停协调等，提升路口通行效率。

 单灯程控：不能动态感知车流量和交通事件等态势，并根据中心控制指

令等智能调整（时长、方向、开关等）实现路口通行控制；

 多灯连续：改变走走停停，可通过通信及规划预知绝大多数车辆流向，

引导单行等实现更多数的道路和车辆一路绿灯。提高效率；

 分时段分方向引导：高峰期主方向的潮汐增车道控制/单向快速通过等；

 应急救援与重大事件交通管制的高时效、无人化智能管理相应。缩短交

通管制时间，提高道路可用率；

 加强交通规范和智能监管：超速、强行、违章等妨碍通行效率的智能处

理。

仍以本文案例的苏州街路口说明，如图 3-a 所示。当前早晚高峰在学校的

两侧门口都出现不同程度的拥堵。建议如图 3-b 所示，采取高峰顺时针的单向

通行红绿灯措施，利用北斗定位和联网通信，实现中心化综合调度、智能化运

行等措施，预期可能形成安全畅通的校园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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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当前程控双向路口情况 b）建议的高峰时段单向无等待通行示意

图 3 苏州街路口周边高峰时段智能化提升通行效率示例

3.2车载导航终端的单向接收到双向交互车路联网改进

路况时刻变化，而传统车载导航终端只被动接收当前位置和路况。改进仍

利用北斗导航定位和通信功能组合、位置报告服务等，设计双向导航终端，与

地面网络联成车、路、灯网，双向定位及动态规划引导实现平衡利用道路资源，

并可进一步实现路权预约式使用等改进。

 交互式。通过北斗通导助力，不再仅被动接收定位和路况信息，而是双

向提交车辆目的地、状态等，并可动态查询路口规划及状态变化响应等

 路径预约式。不再是依托当前路况的路径规划，而是采用类似铁路和车

站预约运行模式

 联网及智能化。车、路口、控制中心的联网云平台状态更新及自主智能。

3.3交通管理中心的实时态势到信息化、云平台、大数据分析处理改进

城市交通既需要车辆、路口智能，交互；也需要从系统整体角度，构建网

络互联、中心分析与控制、多灯协同、灯路协同、通行能力与流量相适应的交

通管理中心系统
[4，5]

。同时还可逐步积累数据，满足信息化、大数据预判免除拥

堵及多灯时差同步，协同通行等新改进。

 信息化。城市交通系统的数字信息化，是实现优化、控制引导等核心基

础，通过指控中心逐步建立数字化交通信息系统是需要先行保障之一。

 出行规律学习及疏导措施。通过大数据分析等统计学校等具有稳定时间

和车流方向等潮汐规律，重点区域根据规律信息制定疏导运行措施。如

校园车辆可按时段采取批处理通行、单项引导、分流等。

 云平台。实现车辆、路况、路口等全部信息的服务端+APP 的双向服务，

最大限度共享及利用信息，服务于中心级流量/资源均衡优化，地区级

平衡削峰，路口级自适应通行控制、车辆级动态规划引导等。

四、系统解决方案设计

4.1组成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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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定位和通信融合，升级现有路口红绿灯、车载导航终端、交通管

理中心软硬件，实现交通系统相关各单元的双向通信联网。构建从车辆、道路、

路口、流量态势等全程闭环、双向交互的智慧管理云平台，实现分优先级、分

时段、分地点的路口流量与流向智能控制，具备交互、预约预判和动态自主的

车辆动态引导，基于大数据云平台等的交通态势与管控信息化指挥体系。方案

组成如图 4所示。主要组成单元的简要功能如下：

（1）北斗+智能交通云平台+APP 系统运行环境。提供人、车辆、路口、应

急指控车、控制中心等的交互式信息交互和共享、运行环境；

（2）车载导航终端。具有双向交互通信、导航定位、位置报告、短信息收

发、计时和时统、交互路径规划、态势显示机事件响应和处理等功能；

（3）北斗智能红绿灯路口单元。提供多路口间时序与时统协调、区内车辆

感知及预约交互响应、自主分时段/分流量的通行规划制定及变更发布、与控制

车/控制中心的指令执行及态势报告、路口规则执行/意外处理等；

（4）北斗流动道路控制指挥车。用于区域路权管辖与控制、应急指控处理、

交通执法等功能，是系统为增加灵活性、快速响应能力而设计的可选项；

（5）城市/地区级交通综合研判调度指挥中心。用于全域道路态势感知、

发布与协调、重大事项规划、道路改造及发展规划、综合指挥调度等。

图 4 系统功能组成图

4.2使用流程示例

包括图 5所示的四个阶段。如下：

（1）初次使用准备。主要完成终端软硬件安装调试、下载客户端 APP、用

户注册和分级等。这些工作是实现双向交互、个性化定制等的依据和必要准备。

（2）行前路径规划/预约。用户根据目的地选择临时出行、预约出行或规

律优先路线等，提出出行任务。APP 自动查询当前路况、相关红绿灯路口单元后

续管理计划、控制中心的全域态势和重大事项规划等，智能生成规划 1-3 方案，

初选方案提交云平台发布，相关路口及控制中心智能判断并调度确认。按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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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规律性行程（校车、多人组合的学生接送车等优先），获取道路使用优先级。

（3）沿途辅助和引导。形成启动路上行驶后，车、路口、指挥中心的位置、

路况和前方流量预计等信息动态交互，随时更新及通过红绿灯控制等引导通行，

多车路口的调度以通行权加权流量的方式调度运行。

（4）大数据规律分析和智能交通管理。指控中心、红绿灯、车辆都可分享

云平台积累的路线、区域、全局大数据信息，并基于统计量智能调整路口通行

开闭和单行规律执行和优化；指挥控制中心可用相关分析结果开展路网改造；

用户终端也可基于大数据分析规划出行路径及享受智能出行提醒等。

图 5 系统运行信息流程图

4.3各单元方案设计

(1)北斗+智能交通云平台

主要利用北斗定位通信功能，通过双向提交车辆目的地、状态等，可动态

感知路口规划及状态变化响应，为交通综合研判调度指挥以及红绿灯路口管控

提供数据依据；具备海量基础交通数据的接入、存储、融合、加工、发布的功

能及性能要求，并能通过研究和分析各种交通规则和算法、模型，完成交通状

态分析、历史交通规律抽取、交通趋势知识积累和交通预测等。示意如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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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智慧交通云平台设想示意图

(2)城市/地区级综合交通指挥控制中心

在云平台基础环境、设施建设基础上，通过北斗+通信实现资源整合、互联

互通、信息共享和综合应用，为城市和地区级全局掌控道路、通行态势和指挥

决策而建立的一个具有信息快速采集处理、发布和预警、指挥、决策、红绿灯

智能指控和精确调度的网络化信息互通指挥平台。从地区和城市全局指挥与优

化打造一个综合优化的交通体系。

图 7 城市/地区级交通综合研判调度指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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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车载单元

主要用于车辆的位置定位以及与平台之间的交互。主要利用的北斗无源定

位、有源定位及短报文通信、北斗地基增强基准站基础设施实现车辆高精度定

位等功能和未来发展，实现车辆定位跟踪、车辆的状态信息、语音、视频等相

关信息采集传输、与指控中心及多用户间通信等。

图 8 智慧交通云平台的数据接口图

(4)北斗智能路口红绿灯单元

主要利用北斗定位和通信功能、北斗地基增强系统等获取路口态势、车辆

位置、指挥控制中心指令，并结合云平台的多数据源进行融合、分析，对城市

交通进行感知、给出智能优化通行控制信号并执行。可实现交通管制、交通执

法等，包括禁止通行、转弯限制、速度限制、单行限制、车道限制、道路施工、

车辆类型限制、半幅封闭双向通车等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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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北斗智能路口红绿灯示意图

(5)北斗流动道路控制指挥车

载有北斗车载定位终端，可通过北斗通信或地面网络实时上报交互位置和

态势、指令信息、控制区域内路口红路灯状态等。满足交通指挥中心在常态拥

堵、交通事故、上下班高峰期及大型活动时期的交通管制要求，合理配置和调

度北斗流动道路控制指挥车，确保交通的顺畅。

图 10 北斗流动道路控制指挥车执法示意图

五、主要特色

升级原车载导航位置和路况的单元接收限制，利用北斗位置报告和通信融

合特性，设计了双向交互、路口预约、一路绿灯等概念和运行设想，为智能交

通的车载单元提供了新可能。

针对原有程控红绿灯存在的有车让无车等局限，提出路口红绿灯智能化方

案，实现可分时段、流量、预约任务及中心指令综合调度的智能路口管理，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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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路口通行效率。

基于大数据、云平台等思想，提出指挥控制中心云平台服务端设想，附以

流动指挥车等可选、应急、灵活等综合调度手段和方案，使系统优化、应急响

应、执法处理等重大交通事件，获取最高路权优先级及打通生命通道具有参考

意义。

六、展望与致谢

伴随北斗三号的部署及提供服务，其特有的导航与通信融合特色，高精度

授时、定位与短报文等特性，为实现定制化、网络化、差异化的交互式智能交

通系统应用提供了基础平台。综合考虑北斗三号后续可能的通信与导航一体服

务等发展可能，本文提出的智慧路口系统解决方案符合当前网络化、万物互联、

智能化等发展方向。结合未来自动驾驶、盲人引导、密集路口车辆自主引导等

新需求，北斗+智慧交通系统具有广泛应用潜力。

本文初步思路形成时，有幸咨询了北斗应用、交通领域的资深专家，对北

斗用户数量、带宽限制等提出了专业指导，并建议基于北斗后续发展可能形成

的导航与通信组网融合（通导一体）发展预期等设计本文解决方案。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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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arduino UNO 及北斗定位芯片的可移动式水质检测船

作 者：邵嘉琪、叶俊杰、李天畅、于家潼

指导教师：黄龙青、马 俊

学 校：海亮高级中学

【摘要】水质监测船包括水质检测船由船体部分、水质检测部分、数据储存部

分及北斗定位导航系统部分组成。由北斗定位导航系统部分接收北斗定位数据

后进行计算，从而控制船体部分的电机进行运动。到达地点后由水质监测部分

驱动减速电机及收线盘放下探头，利用各个水质检测模块进行水质检测并记录

到数据储存部分的 SD卡读写模块中，完成水质监测。可以检测水体的 TDS 值、

pH值、温度及水面温湿度。我们采用了北斗定位系统，将传统的定点式水质检

测器与搭载了北斗导航的小船结合在一起。极大程度上增加了检测的灵活性与

准确性，同时也降低了购买多个定点式水质检测器成本。从而达到了多点检测、

经济实用、方便快捷、快速上手等优点。

【关键词】ATGM336H-5N 北斗定位芯片、北斗导航系统、arduino UNO
开发板、环境水质监测

一．研究背景

1.水质监测的现状

水质监测，是监视和测定水体中污染物的种类、各类污染物的浓度及变化

趋势，评价水质状况的过程。监测范围十分广泛，包括未被污染和已受污染的

天然水（江、河、湖、海和地下水）及各种各样的工业排水等。主要监测项目

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反映水质状况的综合指标，如温度、色度、浊度、pH值、

电导率、悬浮物、溶解氧、化学需氧量和生化需氧量等；另一类是一些有毒物

质，如酚、氰、砷、铅、铬、镉、汞和有机农药等。为客观的评价江河和海洋

水质的状况，除上述监测项目外，有时需进行流速和流量的测定。但传统方法

为人工检测，操作繁琐，且需要人工亲自去采样位置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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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随着自动化技术的出现，人们不但可以从繁重的体力劳动、部分脑力劳动

以及恶劣、危险的工作环境中解放出来，而且还能扩展人的器官功能，极大地

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在我们的课题中，我

们引入了自动化技术。

虽然当前已经有了物联网在水质监测方面的应用，但是基本上都是采用定

点方式进行监测，所以我们构思了一种全新的想法，就是将船与检测装置搭配，

并且能通过北斗定位系统进行自动导航。从而达到可移动监测的目的。

2.北斗系统的现状

北斗系统由 35 颗卫星组成，分布在离地面 2万多千米的高空上，以固定的

周期环绕地球运行，使得在任意时刻，在地面上的任意一点都可以同时观测到 4

颗以上的卫星。由于卫星的位置精确可知，在接收机对卫星观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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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颗卫星上

的计算机和导航信息发生器非常精确地了解其轨道位置和系统时间，而全球监

测站网保持连续跟踪。

图 2
中国的卫星导航系统已获得国际海事组织的认可。这是该系统向其目标迈

出的重要一步：被全世界接受，有望超过美国全球定位系统(GPS)。

进一步开发北斗定位系统的使用领域，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使命，它不仅需

要科研人员的维护和继续开发，更需要新时代创客们的发明创新。

二、研究内容

1.整体设计原理

水质检测船由船体、运动电机、收线盘及其电机、Arduino UNO 开发板、北

斗定位芯片、PH 检测模块、温度检测模块、TDS 检测模块、温度传感器 DHT-11、

SD 卡读写模块、LM2596 稳压芯片及 7.4V 5000mA·h锂电池组成。

硬件具体安装设计：

水质监测船底部由两艘模型船链接组成，内置动力电机，上有连接件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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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搭建平台。平台分两层，第一层放置一块 arduino 主控板、LM2596 稳压芯片、

SD 卡读写模块、两个 L298N 电机驱动模块、DHT-11 温湿度传感器、PH 检测模块、

温度检测模块、TDS 检测模块。第二层放置另一块 arduino 主控板、收线盘及其

电机、北斗定位芯片、7.4V 5000mA·h锂电池、电源总开关组成。后方接有两

个浮箱，用于调整后方螺旋桨的浸入水位。收线盘下连接各个检测探头，可实

现探头的入水和出水。LM2596 稳压芯片接入 7.4V锂电池，输出 5V电压，用于

arduino 主控板供电。7.4V电源作为使能，用于电机供电。

图 4
主控板由北斗导航主控板和水质检测器及 SD 卡读写模块主控板（以下简称

检测主控板）组成，由北斗导航主控板接收北斗信息，通过提供的坐标、航向

信息及设定坐标计算路径，驱动运动电机使船体到达设定位置后放下水质检测

探头，再通过控制检测主控板驱动水质检测模块读取水质数据，并使 SD 卡写入

读取的数据，完成一次定点检测。再通过上述操作到达下一个设定坐标。从而

达到移动检测水质的目的。（详见图 5）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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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硬件介绍

①开发板：arduino UNO

图 6
以 ATmega328 MCU 控制器为基础——具备 14 路数字输入/输出引脚(其中 6

路可用于 PWM 输出)、6路模拟输入、一个 16MHz 陶瓷谐振器、一个 USB 接口、

一个电源插座、一个 ICSP 接头和一个复位按钮。它采用 Atmega16U2 芯片进行

USB 到串行数据的转换，用 arduino 软件编程。我们用了两块来当主控板。

②L298N 电机驱动模块

图 7
电机控制使用 L298N 电机控制模块进行对电机的控制，使用电源直接接入

7.4V使能，5V接入逻辑电平，arduino UNO DO 引脚来进行控制。用于控制船

体运动电机及收线盘电机。

③各种水质检测模块

温湿度传感器 DHT-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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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DHT11 是一款有已校准数字信号输出的温湿度传感器。 其精度湿度

+-5%RH， 温度+-2℃，量程湿度 20-90%RH， 温度 0-50℃。用于检测水面

上的温湿度。

DS18B20 温度传感器

图 9
采用独特的单线接口方式，DS18B20 在与微处理器连接时仅需要一条口线即

可实现 arduino 与 DS18B20 的双向通讯。测温范围 －55℃～+125℃，固有测温

误差 1℃。用于水温的检测。

pH 传感模块

图 10
pH 电极通过 BNC 输出的是模拟信号，该模块实现信号放大的功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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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为 0-5V（或者 0-3V，通过电位器调节）。电压读取可以用单片机或者万

用表。之后根据标准曲线（y=22-x/34.1）将 arduino AI 引脚读取的电压信

号转换为待测溶液的 PH 值。可用来检测水体的 pH值。

(SKU:SEN0244)模拟 TDS 传感器

图 11
该产品专为 arduino 设计，即插即用，使用简单方便。3.3~5.5V的宽电压

供电，0~2.3V的模拟信号输出，使得这款产品兼容 5V、3.3V控制系统，能非

常方便的接到现成的控制系统中使用。测量用的激励源采用交流信号，可有效

防止探头极化，延长探头寿命的同时，也增加了输出信号的稳定性。TDS 探头为

防水探头，可长期浸入水中测量。可用来检测水体的 TDS值。

④中科微 ATGM336H-5N 北斗定位芯片

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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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微科 ATGM336H-5N 北斗定位芯片是基于中科微第四代低功耗 GNSSSOC
单芯片——AT6558，支持多种卫星导航系统，包括中国的 BDS（北斗卫星导航

系统），美国的 GPS，俄罗斯的 GLONASS，欧盟的 GALILEO，日本的 QZSS 以及

卫星增强系统 SBAS（WAAS，EGNOS，GAGAN，MSAS）。AT6558 是一款真正意

义的六合一多模卫星导航定位芯片，包含 32 个跟踪通道，可以同时接收六个

卫星导航系统的 GNSS 信号，并且实现联合定位、导航与授时。我们使用的是

其中的北斗系统，能够检测检测装置所在的经纬度、UTC 时间等数据，且检测

精度高，授权时间快等优点。能够很好的发挥 BDS 的各个功能。

⑤SD 卡数据读写模块

图 13
这一模块由 SD卡读写模块和 SD卡组成。SD卡读写模块通过开发板上的I/O

口与开发板相连，能够将数据传入 SD 卡中。达到我们记录数据的目的。

3.软件介绍

1.水质检测船导航软件设计

检测船导航模块包括中微科 ATGM336H-5N 北斗定位芯片、L298N 电机驱动

模块，船体动力电机组成。

利用 arduino UNO 开发板为核心，读取北斗定位信息，利用其中的坐标信

息及航向信息通过 arduino 程序达到北斗导航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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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程序方法如下：

首先在船启动时先向前开动一定时间，读取当前航向及坐标。对比设定的

目标坐标。

如果设定坐标减去当前坐标的绝对值小于一定值时，则认为已到达设定坐

标开始执行水质读取程序（在下面介绍）。并读取下一个设定坐标，开始下一次

导航。

若设定坐标减去当前坐标的绝对值大于一定值，开始执行北斗导航程序：

先将当前坐标设为坐标原点计算出目标坐标相对于原点的坐标点，再通过 c 语

言中<math.h>数学函数库中的“atan2 (double, double)”语句，计算出两点

间的反 tan 函数值。（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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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通过反 tan 函数值，利用我们算出的公式将它转化为北斗航向。公式如下：

第一象限：y=90°-x（y为北斗航向值，x反 tan函数值）（x∈（0°，90°））
第三象限：y=360°+x（x∈（-180°，-90°））
第二和第四象限：y=180°+x（x∈（-90°，0°）∪（90°，180°））

图 16
即可算出北斗航向。（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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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再通过北斗独处的当前航向，与其比较，即可计算路径。

计算方式如下：

先比较当前航向与设定航向；

①若当前航向大于设定航向，则再比较当前航向-设定航向是否大于 180°
若小于 180°，则向左转向直到当前航向与设定航向相等（如 180°→30°）

若大于 180°，则先向右转弯到 360°，再转到设定值

（如 250°→360°/0°→30°）

②若当前航向小于设定航向，则再比较设定航向-当前航向是否大于 180°
若小于 180°，则向右转向直到当前航向与设定航向相等（如 30°→180°）

若大于 180°，则先向左转弯道到 360°，再转到设定值

（如 30°→0°/360°→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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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转向，找对航向之后再前进两秒后，回到最开始的循环，直到到达设定坐标。

图 19

2.水质读取程序软件设计：

水质数据读取模块包括收线盘电机、pH 检测、水温检测、TDS 检测、水面

温湿度检测、SD卡读写模块组成。

当北斗导航程序认为已到达设定坐标后，开始执行水质读取程序。

程序如下：

北斗导航主控板控制收线盘电机放下，且第 7 DO引脚输出高电平，延迟 0.5s
后输出低电平，之后再延迟 20s。

图 20
水质读取主控板的第 3 DI 引脚读取数据。若读出高电平，则启动水质检测

模块，并将读出的数据录入 SD 卡，为了降低误差使数据有意义，我们一共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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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组数据，在 20s 内完成。之后北斗导航主控板控制收线盘电机收回，完成水

质数据的读取。

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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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可移动式水质检测船的应用

由于只是模型，所以我们的水质检测船目前只适用于相对平静、较小的水

域。它能很好的检测多个设定点的水质，可以用于城市河道、小型湖泊、小型

水库、养殖渔场等需要监测水质的水域。方便用户了解水质，减少购买定点时

水质检测器的成本。

四、总结

我们的可移动式水质检测船使用方便操作简单，利用北斗定位系统进行导

航，并能自动记录水质数据，只需设定好坐标便可自动检测设定点水质。相比

传统的人工及定点检测方式，我们的移动水质监测船在成本上具有极大的优势，

利用北斗定位系统，在检测精度上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还可以快速适应不

同的水域，快速检测当前水域的水质。为用户调节生产提供了科学的数据。同

时将传感器数据转化为直接可读的数据，使得用户不需要掌握过多的传感器知

识，便可以直接上手。降低了用户的学习成本。并且能为环保事业、水产养殖

业、旅游业提供帮助。

现在，我们的移动水质检测船依然有很大的进步空间。首先我们希望在日

后加入物联网技术，利用 Wi-Fi 模块开发板。实现数据的实时传输即远程监控

使用户在手机上可以实时的查看目前的检测结果。其次我们希望加入更多的水

质传感器模块，能读取更多的水质数据。同时，我们希望为移动水质检测船加

入太阳能板，为移动平台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最后，我们还希望能将我们的

模型开发成产品拥有更多的功能，更好的服务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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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流动垃圾箱的应用

作 者：张微星

指导教师：陈光明

学 校：富源县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生产出的生

活垃圾日益增多。有人设计出流动垃圾箱，不仅方便众多市民丢垃圾，而且给

城市垃圾管理者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我设想进一步提高流动垃圾箱的功能，增

加语音、运动、监测等功能，在垃圾箱内部装上北斗导航系统，这样的垃圾箱

就不是普通的铁桶。装上北斗导航系统的垃圾箱，不仅可以人工调控位置，还

能让市民做到准确的分类，尽量做到让有意识的市民不找垃圾箱，而是垃圾箱

找人。同时监控垃圾箱内有无易燃、易爆物品和化学药品等危险物品。。该创意

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主要针对于流动垃圾箱的准确监控和定时检查。对城

市垃圾管理系统进行改良。箱内装有语音系统，专业人员可以通过语音系统进

行实时环保宣传提高人们环保意识。其内仪器对箱内垃圾量和有无危险物品也

会进行实时检测，并利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实现垃圾管理部门对于垃圾的实时

检测。这种垃圾箱内部还装有运动系统，可以让管理者能灵活、安全、高效地

处理垃圾，努力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垃圾实现更加安全、快速的流通是本

次创意的主要方向。

【关键词】北斗导航系统；垃圾箱；实时管理；定时检修；人体感应；远程语

音宣传

【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is accelerating, and the production of domestic waste is
increasing. Some people have designed a mobile garbage box, which is not only
convenient for many citizens to lose their garbage, but also brings great convenience
to the city garbage managers. I plan to further improve the flow of garbage box
function, increase the voice, movement, monitoring and other functions, in the
garbage box installed 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the trash can is not an ordinary
drum. The garbage bin installed on the 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can not only
manually control the location, but also enable the citizens to accurately classify them,
so that they can try to make the conscious citizens do not look for the trash bin, but
look for the trash bin.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dangerous articles such as
inflammable, explosive and chemical drugs in the garbage box. The idea is based on
the 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the main needle for the accurate monitoring
and timing inspection of the mobile garbage box. The urban garbage management
system is improved. There is a voice system in the box. Professionals can prom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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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awareness by the voice system. The instrument can also detect the
garbage volume and dangerous goods in the box, and use 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to achieve real-time detection of garbage in the garbage management
department. This garbage bin also has a sports system inside, which allows managers
to deal with garbage flexibly, safely and efficiently, and strive to achieve rational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making garbage safer and faster to circulate. This is the main
direction of this idea.

【Key Words】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garbage bin; real-time management;
timing maintenance; human induction; remote voice publicity

一、创意背景

面对现今日益增高的垃圾产出量，我们不能仅仅依靠增加垃圾车的出勤次

数来实现美好家园的构想，垃圾管理部门可以做的是改进垃圾箱，努力寻找一

种安全、有用、高效的管理办法来降低垃圾的运输成本，提高运输效率和垃圾

箱的安全性，让垃圾的得到更充分的管理

垃圾的乱扔和不分类等问题经常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这些问题大都是市

民没有意识造成的，对于以上问题我们很难让市民做到百分之百的分类和不乱

扔。对此我们应该采取巧妙的宣传方式，来让市民做到不乱扔垃圾，对垃圾有

序的分类。那么怎样才能做到高效、安全的管理呢？

我们可以采取一种远程控测措施。这种控测主要是指对于单个垃圾箱进行

精准定位，同时可以检测垃圾量和箱内是否有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从而让

垃圾管理者明确垃圾箱内垃圾量的多少、其内是否有危险物品做出相应的措施，

有效避免对于环卫工人等垃圾管理者的伤害，使他们的人身安全得到最大的保

护，同时，达到垃圾的安全转移和不堆积、不影响市容、不污染环境。并且让

每个垃圾箱的效率达到最大，使用年限最长，公民认可度最高。

二、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概述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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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建设目标，建成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系统具有独立自主、开放兼容、

技术先进、稳定可靠、覆盖全球等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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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该系统已成功应用于测绘、电信、水利、渔业、交

通运输、森林防火、减灾救灾和公共安全等诸多领域，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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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 12月 27 日，北斗系统空间信号接口控制文件正式版 1.0 正式公布，

北斗导航业务正式对亚太地区提供无源定位、导航、授时服务。

2013年 12 月 27 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正式提供区域服务一周年新闻发布

会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厅召开，正式发布了《北斗系统公开服务性能

规范（1.0版）》和《北斗系统空间信号接口控制文件（2.0版）》两个系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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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11 月 23 日，国际海事组织海上安全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对北斗卫星

导航系统认可的航行安全通函，这标志着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正式成为全球无线

电导航系统的组成部分，取得面向海事应用的国际合法地位。（以上信息摘自互

联网）

三、现今垃圾管理中的主要问题

1、近年来这种高级垃圾箱遭破坏的新闻屡见不鲜。由于垃圾的来源广泛，

垃圾的种类也是非常繁多，因此我们无法确定垃圾箱内的垃圾是否具有危险性，

尤其是学校、火车站、机场是恐怖分子进行恐怖袭击的场所，医院周围也有可

能被人投放传染病菌和医疗器械，这对于环卫工人和垃圾箱都有着极大的安全

隐患。同时又因为警方很难找到投放危险物品的人，所以这些垃圾箱只能白白

作废。

2、部分市民不自觉，对于垃圾的分类意识淡薄，导致垃圾不分类，随手乱

扔垃圾。我们的城市在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但是有些人的素

质却是迟迟不能提高，虽然，现今公共场合上随手乱扔垃圾的现象因为政府的

大力宣传有了好转，但我们却还是经常可以见到有些人还是不自觉的乱扔垃圾，

这无疑增大了环卫工人的工作强度，影响的最终还是自己城市的市容市貌。

3、垃圾箱的区域性差异。有的地方人多，有的地方人少，有的地方垃圾产

量多，但垃圾箱少，垃圾箱很容易被塞满，导致垃圾箱外的垃圾堆积。这无疑

又影响了市容、污染了环境。而有的地方去几次都会没有垃圾或只有少量垃圾，

司机又不得不去这些地方，如果垃圾箱会“走”，不仅提高了效率，同时也提高

了环境指数。

四、设计论述

对于以上几个问题，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我们可以通过创新设计和生

产，北斗导航系统客户端设备带有“垃圾实时监测信息报告传输系统”，安装于

垃圾箱内部，该系统主要用于检测垃圾箱内是否有易燃、易爆物品和危险的化

学药品，有病菌的医疗器械，并进行应急处理。

“垃圾实时监测信息报告传输系统” 主要由检测模块、数据处理模块、发

送模块、接受模块、感应模块、语音系统模块、电机运动模块和提前设定应急

程序构成。

1、垃圾箱的语音检测系统对于危险物品的处理流程图，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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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检测到危险物品的处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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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于感应模块和语言系统模块等，我设计了“人体感应自动解说系统”

以及由管理者远程控制的“语音系统，”来达到对市民的宣传。当有人进入垃圾

箱的感应范围后垃圾箱会打开语言系统，说出：“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等宣传

告语，如果垃圾箱感应到有人扔垃圾到箱内，则会说出：“谢谢您的配合，城市

将会因您而更美好！”等感谢语。为了不影响市民的正常出行，可以将感应模块

的感应范围缩小到一定距离，同时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全天候的特点我们

也可以达到二十四小时的宣传。

对于人体感应自动解说系统，已有一种如下的人体感应自动解说设计。

当人在 PIR 透镜前面走动时。透镜感应到人体的红外信号（只允许波长在 7
—14Vm的信号通过，而将灯光、太阳光及其他辐射源滤掉，以抑制干扰。热释

电红外传感器 PIR 窗口接收到感应信号。通过②脚 S 端输出到 ICl LM324 的③脚，

感应信号电压 0.4--1. 1V，进行放大，其①脚的输出电压在 0. 5—1V 间波动，通

过 G.R4 接至 IC2 的@脚后进行二级放大。IC3 的⑥脚电压在 0.2V 左右，104 的⑩

脚电压在 o.2V 以下，IC2 的@脚输出电压约 4. 6V。IC3、I 仪为比较器。IC2 的@
脚的输出信号接至 IC3 的⑤脚和 104的⑨脚，经与基准电压比较，IC3 的⑦脚和

IC4 的⑧脚输出 4. 4V左右高电平，经 VD3和 VD4触发 Ic5 的 PE 端，使内部储存

的录音信号触发，经 SPI+、SPl-内部功放输出，驱动扬声器发声，发音时间为 2s。
如果 PIR 透镜前面没有人体信号或者人在透镜前不移动，则 IC1 和 IC2 的输

出电压稳定，不能触发 IC3 和 IC4 输出低电平。语音芯片不工作。本电路静态电

流 6mA，动态扬声器工作总电流 20—80mA。需要指出的是 t 人体感应自动讲解

仪需要预热，时间大约 Imin，所以用一只开关控制，等状态稳定后再打开让其

自动工作。另外，焊接 PIR 热释电人体探头、LM324 及语音芯片时，电烙铁应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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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接地，焊接时间要短。以免损坏芯片。人体传感器型号力 RS03，也可用别的

传感器。但元件 IC1、IC2、昆和 R 的参数要重新设计。

（以上信息摘自互联网）

在以上基础上我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添加了一种由管理者远程控制的

“运动系统。”如图 2所示。

管 理
垃圾箱接收模

块通过验证并进入

利用北斗卫星服

务器输入正确密码连

接终端运动系统

管理者根

据需要发出运

启动运动

系统进入待命

接收模块通

过卫星服务器接

运动系统实

时收到的信息

据此可以方便

行人丢垃圾

图 2：受远程控制的“运动系统”运作流程图

这样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对垃圾箱进一步改进，实现对语音系统模块的

远程控制，让其可以类似于广播一样实时传达收到的语言信息，一旦遇到像地

震、海啸这样的紧急情况我们市民也可以第一时间收到信息，并做出相应的自

我保护措施。

3、对于每个地方垃圾产出量不同，我们可以在垃圾箱内部添加对垃圾量进

行检测的检测仪器并利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向垃圾管理者实时传达箱内垃圾量

的信息，再由管理者通过观察这一区域内所有垃圾箱红点的数量，来决定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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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的出勤次数和出勤路线，这样不仅降低了运输成本，也提高了运输效率，更

加实现了垃圾的快速处理和流通，最主要的是节约了资源，保护了环境。

少量垃圾

适量垃圾

多量垃圾

光 源 发

射器

光 源

接收器

图 3：垃圾检测系统原理图

对于“垃圾量检测系统”如图 4 我想到了用光传导的方式来检测垃圾量。

先选定三个高度（代表垃圾量的少量、适量、多量），分别在垃圾桶内部每一高

度的同一平面上我们添加两对或多对光源发射器和光源接收器（防止不规则垃

圾阻断单一的光源影响对垃圾量的判断）如果同一平面的任意一个光源接收器

收到光信号（以低位置的接收器接受到的信号为准）则显示该位置代表的垃圾

量，并由发送模块传给卫星服务器，管理者电脑收到信息并在地图上用不同颜

色的点表示出来，如果垃圾箱内的系统有所损坏电脑上也会以不同的方式显示

出来，方便及时检修（如图 7）。同时，这些信息将存储起来，时间长了以后，

电脑上就会有某区域的流动垃圾箱大概多长时间装满的信息数据，管理者会根

据以上这些信息做出相应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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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量

垃圾

适量

垃圾

少量

垃圾

需检

修

有危

险品

图 4：电脑收到的信息表示

五、对流动垃圾箱的研发、应用和推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资金或技术问题，这种多功能流动的智能垃圾箱可能研发起来并不是

那么容易，其实可以先着重开发其某一项功能并进行逐步的试验、推广、使用。

同时加大社会宣传力度，让市民社会尽快的接受这一项目，从而增加他们的兴

趣，进一步使更多的人加入到设计的队伍中来，这样可以大大加快研发进度。

使人民可以尽快的享受到科技带来的便利。

在使用过程中，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全天候性，我们可以不用过多的

考虑环境因素。为了相应国家号召，在节约资源这一方面，我们可以采取不同

的供电方式如太阳能供电、风力供电、人力供电等。特别人力供电。我们可以

在门上装发电机，安装于公交站牌，地铁站等公共场所是在地铁站这种没有太

阳并且人多的地方人力供电可以是主要的办法，如果电量充足的话还可以应用

于其他公共设施。这样人们在等车的过程中可以积极参与到这种有益锻炼中来，

人们不仅锻炼了身体，更为公共设施提供了帮助，我相信这种有意义的事一旦

普及开来，大家一定会乐于参与的。

六、一点感想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民的生活在不断提高，但部分人的素质却是始终

不能有所前进，有的人对于耳边的提示置若罔闻，有的人总想依赖技术和科技

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而自己却不做改变。我觉得这样是不行的，我们应该

努力让好的习惯保持下去，并使其影响更多人，这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我希

望以后即使没有外界的提醒，人们也可以自觉遵守相应规则，真正做到“自律”。

这样才能建成更加美好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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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高精度定位技术的共享单车管理

作 者：冉自烜、欧阳嘉颖

指导教师：吴政霞

学 校：湖南省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

【摘要】共享单车以其方便、环保、省时、经济的方式，解决了人们出行“最

后一公里”的问题，满足了人们日常短途出行的需求，由此呈现出快速发展的

态势。但是大量的共享单车出现导致很多社会问题。单车随意停放，占用非机

动车道，影响公共交通安全；随意或无序停放车辆，给公共停车资源造成极大

的浪费；横七竖八、胡乱堆放的大量单车严重抹黑了城市的文明形象。本文从

解决共享单车的停放问题为出发点，在已有基础上，基于北斗系统与高精度定

位技术，提供一种共享单车电子围栏监管系统的建设思路，以助力整治单车乱

停放问题，实现单车停放的精细化规范管理。

【关键词】共享单车 北斗高精度 电子围栏

【Abstract】Shared bicycles show fast development because they solve people’s ‘the
last one kilometre ’problem and satisfy the demand for short trip in daily life.
However, the plenty of shared bicycles lead to many social problems. Shared bicycles
are parked by people casually, which occupies non-motorized vehicle lane and affects
the safety of public traffic. It also wastes the public sources of parking enormously
and brings shame on cities. This paper will aim at solving the problem of parking
shared bicycles, offering geo-fence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system of shared
bicycles based on 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and the technology of high
precision positioning, which can contribute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causal parking for
shared bicycles, achieving lean management of shared bicycles.

【Key words】Shared Bicycle BeiDou High Precision Positioning Geo-fence

一、背景

共享单车带来的城市管理问题。共享经济的浪潮已然席卷神州大地，共享

单车作为典型的代表，自 2016年 8 月出现在北京大街小巷以来，呈遍地开花之

势，用户大多集中在在一线城市，占比近 60%，。主要由于一线城市聚集了大量

的学生、上班族且人口稠密，需求量大且互联网应用程度高、普及广。摩拜、

ofo、小蓝、永安行、优拜、酷骑……各家运营平台“攻城拔寨”，乘数级野蛮生

长，势头凶猛。共享单车以其方便、环保、省时、经济的方式，切实解决了人

们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满足了人们日常短途出行的需求，由此呈现出

快速发展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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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新事物的冲击往往会带来许多始料未及的麻烦——用户层面-除了恶意损

毁等不文明行为外，共享单车的乱停乱放已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有些用

户只顾自己方便，在盲道、路口、绿化带中随意停放，更有占用非机动车道现

象十分普遍，更影响公共交通安全、对公共停车资源造成极大的浪费，还严重

抹黑了城市的文明形象。企业层面-企业的问题主要是激烈竞争下的粗放式投放

策略，缺少对用户不文明用车、违规停车的相关惩罚措施和对共享单车的管理

不到位。企业为抢占市场纷纷大量增加单车的投放量，用户可选择性非常多。

企业对用户使用单车过程中出现的不文明行为很难起到约束作用，也缺乏有效

的引导规范机制。政府层面-由于行业发展的自发性、高效性，以及相关监管政

策的滞后性，面对复杂多变的局面、不断涌现的各种问题，用户的权益也难以

得到维护。

当前，有关共享单车治理的呼声与日俱增，共享单车已经从野蛮生长走到

追求良性有序发展的临界点。近几个月来，北京、上海等多个城市的市委交通

纷纷出台相关意见，多次约谈共享单车的运营企业，要求企业依托于现代信息

技术，在车辆设施设备和服务管理上技术创新，提升共享单车服务和管理水平，

抓紧研究和推进“电子围栏”技术、建立“禁停区”负面清单等，措施以约束

“违停”行为。共享单车的治理由此从“口头诟病”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据交通运输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7年 7 月，全国共享单车累计投放量

已经超过 1600万辆；2017 年第三季度，共享单车行业活跃用户规模整体新增至

3436万。超过 20 家共享单车运营商合计融资约 100亿元人民币。但是，需求和

资本永远只是风口业务的上半场，下半场是产品功能优化和用户体验提升，高

精度技术是破局的必要条件之一。

本文欲以从技术角度解决共享单车的停放问题为出发点，在已有基础上，

基于北斗系统与高精度定位技术，提供一种共享单车电子围栏监管系统的建设

思路，以助力整治单车乱停放问题，实现单车停放的精细化规范管理。

二、当前主要共享单车电子围栏工作原理

当前市面上主要的共享单车电子围栏的工作原理主要有以下四种：

（1）有桩电子围栏

在地面建设感应桩和围栏，在单车上加装感应装置，建成的固定单车停放

位。该方法存在硬件投入大，维护成本高、占用城市土地资源，找车停车不便

等诸多弊端。

（2）使用固定安装在停放点的蓝牙读写设备读取车载蓝牙标签的电子围栏

这种方法一般是将蓝牙读写器埋在一个挖好的坑里，再将连接蓝牙读写器

和移动通信网络的网关设备、电瓶埋在另外一个大坑中。通过读取信号范围内

共享单车的蓝牙装置，控制标签信息，传送到后台管理平台，实现对单车的停

放规范管理。该方法投入大，既要破土施工，还要供电、防盗，运营维护不便

且成本高。

（3）使用车锁蓝牙读写设备读取固定安装在停放点的蓝牙标签的电子围栏

这种电子围栏要求在停放点放置一个标示杆，在标示杆上安装一个蓝牙电

子标签，周期性的向外发射 ID 信号，也就是地图上停放点的具体位置。在蓝牙

车锁中安装一个蓝牙标签读写器，通过调整车锁中蓝牙标签读写器停放点与蓝

牙电子标签的通信距离，来控制单车的停放范围，实现对共享单车的停放管理。

该方法的优点是不需要额外的供电，维护简单。缺点是消耗较多的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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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基于卫星定位技术(GNSS)的电子围栏

在共享单车车锁中安装 GNSS定位模块，如 BDS/GPS，以及移动网络终端，

与后台网络连接，利用卫星导航定位方法获取单车位置，并将该位置与预先通

过高精度测绘获取的实际停车围栏四角坐标点连成的区域位置进行匹配，做到

将单车的停放限制在规定停放区域，并通过手机 APP 用电子地图显示。该定位

方法受实际定位精度的影响较大。

本文将在基于卫星定位技术(GNSS)的电子围栏研究基础上，提出以我国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北斗系统及其高精度定位技术为基础搭建的共享单车电子围栏

系统方案，旨在将新兴的北斗技术充分融入到大众生活与科技创意中，为共享

单车的管理另辟蹊径，寻求一种合理有效的方法。

三、基于北斗高精度定位技术的无源电子围栏技术

3.1高精度智能车锁

目前市场上共享单车大多使用支持 BDS/GPS 的定位芯片，而 BDS/GPS 定位

精度一般在 10米左右，从实际使用的角度分析，单车的停放地点通常在地铁站

周围、立交桥下、树荫下，甚至是楼道、走廊这样的室内环境，卫星信号被遮

挡、反射，衰弱明显，出现上百米的定位飘移也属于正常现象。

综合考虑目视距离和城市环境因素，共享单车定位精度达到 5 米之内，实

用性将会大大提升，借助导航等定位工具，便可“转角遇到车”。如果定位精度达

到 1米，用户与单车便可做到点对点互联。

本文将基北斗高精度定位技术，通过接入北斗地基增强系统，让共享单车

的定位精度提升至 1 米。同时，辅助 A-GPS 技术，能够对城市复杂环境进行智

能优化，大幅度减小定位漂移现象，提高定位速度。

对用户而言，接入高精度定位的共享单车，找车体验升级，真正实现“最后

一米”，找到哪儿，单车就在那里。对运营者来说，则能够节省管理成本，探索

通过城市片区单车监控的可操作性，应对单车乱停放带来的巨大压力。

实现了精度范围 1米的单车定位。

3.2 GIS 平台

基于 GIS 技术，开发单车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基于高精度电子地图，城市交

通管理部门划定指定停车区域，用户通过手机扫码自动解锁，通过移动互联网

上传位置、电量等数据，手机 APP 传送到服务器，服务器直接通过移动互联网

或短信发送开锁指令到智能锁命令开锁。还车时科学引导用户把车辆停放在电

子围栏区域，实现关锁结束计费操作，单车定位坐标必须在指定区域内才能实

现锁车，完成还车程序，停止扣费。

同时政府管理部门通过综合管理服务平台能够宏观监控整个试点区域的共

享自行车停放情况，并监督企业做好线上线下相配合的共享单车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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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围栏锁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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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围栏组网架构

共享单车电子围栏：

● 实现共享单车有序规范管理

● 规范单车停放，合理分配停车区域

● 方便用户用车、取车 树立用户良好停车习惯

● 减少单车运营成本，降低单车丢失率

● 适配市面上所有的 GNSS智能锁、蓝牙锁

● 可实现不同品牌共享单车的规范停放 智能识别不同单车

● 符合节能环保理念，政府大力支持

3.3 高精度手持终端

无装电子围栏技术的使用将形成大量单车的集中停放，势必将对各运营服

务商带来极大困扰。通常线下运营人员只能凭借个人经验判断该如何投车、去

哪儿找车，缺乏科学有效的工具作为指导。车辆信息管理方面，组装好后的车

辆信息往往依赖于人工录入，而录入一辆车信息大概需要半分钟的时间，如果

单车海量放，需要多人进行协作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车辆信息录入工作，

工作强度大且效率较低。在线下运维端，运维人员检测一辆车是否有问题需要

通过开锁试骑才能完成检测，整个过程大概需要 1 分组的时间，耗时费力。基

于亚米级高精度手持终端，可以实现对车辆的“全生命周期”进行管控，从出厂、

运输、入仓、组装、投放，到调度、回收、维修、报废等每个节点都有详细信

息数据可查。

同时，该终端还可帮助线下运维人员更快速、更精准的判断车辆健康状况。

线下运维检修人员通过终端，扫码即知一辆车的健康信息，有效提升人力资源

效率。

运营商可以快速、精准定位到需要维护的车辆，根据车辆运行情况及时充

电、保养、修理故障车辆，同时可以有效防止车辆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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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效益分析

利用北斗系统及高精度定位技术建立共享单车电子围栏，实现单车停放的

规范管理，能够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

（1）社会效益

对于用户，虽然表面增大了停车的难度，但在相对固定的位置寻找单车会

更加方便。相较于漫无目的地满大街找，或者循着地图导航却发现是“幽灵车”，

到某一固定区域直接寻找会更加可靠便捷，增加用户的体验感。

对城市、街道管理者来说，电子围栏毫无疑问可以规范与引导用户停车，

极大改善“乱停乱放”的不良现象，优化城市街道管理，促进城市交通设施更

完善。没有自行车道的城市可能会规划自行车道，没有自行车停放区域的城市

可能会规划区域，这意味着城市交通设施会更完善。保证城市交通安全，节约

城市公共停车资源，保障城市市容市貌的整洁，维护城市的良好形象，加快文

明城市的建设。

共享单车还可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变相打击了黑摩的和黑车司机的生存

空间的同时却带来共享单车平台运营人员、维护保养人员、共享单车猎人等新

职位。

（2）经济效益

对于共享单车运营企业，虽然短期内可能会出现用户数量降低，但实际上，

电子围栏系统的实施可将大量维护人员变成少量监察管理人员，大大地减少线

下区域运营维护的人工成本，提升单车的利用率，间接为企业节约运营成本，

提高企业利润，使企业能够更加良性可持续发展。

五、结束语

北斗产业作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其推广与发展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至

关重要的意义，备受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是当前国民经济发展领域的一大热

点。本研究将北斗高精度定位技术应用到共享单车的管理中，一定程度上可以

加速北斗应用的民用化进程。后面，我们会将基于北斗高精度定位技术的无源

电子围栏技术在方案设计进一步优化。考虑在停车标示牌上按放一个北斗终端

接收机＋手机移动通信模块构成停车终端，那么该终端与车锁形成差分 RTK 高

精度定位定向，这样精度可以到分米级，而且还能识别停车方向，而且这个方

案增加成本很少。未来共享单车的市场有多大多热，北斗市场就能随之延伸到

多远，让北斗技术造福社会大众，正是众望所归。

参考文献

[1] 共享单车调查报告-2017 社会实践调查，2017.

[2] 共享单车调研报告-上海市共享单车发展困境与建议，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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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耀全球，璀璨中国梦

——我身边的北斗创新应用调查与研究

作 者：赵亦心

指导教师：王诚龙

学 校：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摘要】本课题对我身边的北斗创新应用进行了调查和研究，通过查阅资料、

问卷调查、企业调研、访谈等方法，调查了大众对北斗知识和北斗创新应用的

认知程度，调研了北斗企业，掌握了我身边的北斗创新应用产品情况，并向相

关政府部门和专家学者探寻了北斗知识与创新应用科普的有效途径，调查研究

表明，被调查的北京市民，总体上对北斗知识和北斗创新应用的认知程度不高；

北斗创新应用已经得到广泛实施、实用性强，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北斗

知识及北斗应用的科普，尤其是青少年的科普教育还需加强，科普途径和手段

还需更加丰富、多元。

【关键词】北斗系统；创新应用；科普

一、研究背景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以下简称北斗系统）是中国着眼于国家安全和经济社

会发展需要，自主建设、独立运行的卫星导航系统，是为全球用户提供全天候、

全天时、高精度的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的国家重要空间基础设施。北斗系统

由空间段、地面段和用户段三部分组成，2012 年底，北斗二号系统正式为亚太

地区用户提供定位、测速、授时、广域差分和短报文通信服务，2014年 11月，

北斗系统获得国际海事组织认可。

2016年 6 月 12日 23 时 30分，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丙运载

火箭，成功发射了第 23 颗北斗导航卫星。我有幸在现场亲眼见证让我至今难忘

的瞬间，火箭升空瞬间极为震撼，场面极为壮观，深深的触动了我的心灵，每

每谈到此次难得的经历，我都感到骄傲和自豪，自此北斗在我心里种下了种子，

我开始对北斗产生浓厚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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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长征三号丙运载火箭发射升空

然而，在日后生活交流中，我发现大家对北斗知识和北斗创新应用认知程

度有限，对大多数人来说，北斗更多是电视里的新闻，更是离我们的生活很遥

远。但每每谈到北斗，大家都热情高涨，都希望获得更多的北斗知识，更是想

可以享受北斗科技带来的生活应用。因此，我不禁的想做一个北斗的课题，调

查研究我身边的北斗创新应用。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研究目的

1、了解大众对北斗知识和北斗创新应用的认知程度

2、掌握我身边北斗产品应用情况

3、探寻有效的北斗科普途径

研究意义

通过本研究，不仅可以深入学习北斗知识和北斗创新应用，提高大众对北

斗的认知程度，同时可以引起大众、企业、相关政府部门对北斗科普的重视，

为推广北斗科普，尤其是青少年北斗科普教育贡献我们小学生的一份力量。

三、研究方法及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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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建

议

研究目

的

研究方

法

结果与

分析

1、大众对

北斗知识认知

度不高，对北斗

应用还不熟悉，

但对北斗有较

高的认知需求。

2、身边的

北斗产品多种

多样，应用广

泛，贴近生活实

用性强，与我们

日常生活息息

相关。

3、北斗科

普教育、尤其是

青少年北斗科

普教育需要加

强、改善。

1、建议学

校开设北斗科

普教育大课堂，

定期或不定期

的邀请一些相

关的专家及科

研人员，来给孩

子们举办内容

丰富、形式多

样、活泼生动的

科普教育。

2、建议学

校利用假期，组

织孩子们走近

北斗，走近北斗

相关企业，用切

身的实践和体

会去了解北斗。

了解大

众对北斗知

识和北斗应

用的认知程

度

上网

查阅

网上关于

北斗的科普资

料非常少

图 3.1 研究设计思路

掌握我

身边北斗产

品应用情况

探寻有

效的北斗科

普途径

给相关专

家写信

实地

调查

问卷

调查

访 谈

法

北斗已和

我们的生活习

习相关

大家对北

斗的认识度不

高

向 专 家 提

出北斗科普需

求，共同探寻北

斗科普的有效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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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1、查阅资料法

通过到图书馆、上网查阅资料，了解北斗知识、北斗产品情况、大众创新

应用情况。

2、问卷调查法

通过设计北斗的调查问卷、收集并分析信息，了解大众对北斗的关注度和

认知程度，及对北斗认知的需求和希望的途径。

3、企业调研法

通过到企业调研，进一步了解北斗产品功能，整体解决方案，揭秘北斗在

我们身边的应用。

4、访谈法

通过对大众、专业人士、企业负责人、相关政府部门的访谈，了解北斗科

普的需求，探寻北斗科普的有效途径。

图 3.2 写给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专家的信及及回信

研究过程

表 3.1 研究进程表

时间 研究任务 地点

2016 年 6 月 现场观看西昌卫星发射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2016 年 9 月 初步确定选题 家里

2016 年 10 月 确定调查选题 家里

2016 年 10 月-11 月 设计发放调查问卷 家里、街头、小区走访

2016 年 11 月 专家访谈 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协会

2016 年 12 月 去相关企业调研 北京

2017 年 1 月 专家讲座如何撰写论文 xxx 小学

2017 年 2 月 整理资料 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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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2 月 撰写课题论文 家里

研究结果

问卷调查结果

就大众对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了解情况，我设计了一份调查问卷，以笔答

的形式随机调查访谈发放调查问卷 245份，收到问卷 242份，其中有效问卷 240
份。被访谈的市民年龄从 8岁到 80 岁，职业分布十几种。调查结果统计如下：

1、年龄

表 4.1 受访市民年龄分布

选项 小计 比例

A、8--25 岁 130 54.17%

B、26--45 岁 43 17.92%

C、46--65 岁 27 11.25%

D、66--80 岁 20 8.33%

E、80 岁以上 20 8.33%

合计 240

2、您对北斗是否了解？

图 4.1 对北斗了解程度

调查结果显示只有 6.66%的人自认为对北斗非常了解，68.33%的人听说过北

斗，还有约 25%的人并不了解北斗，但非常有兴趣。

3、如果您对北斗系统有所了解，请问是通过什么途径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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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了解北斗的途径

本题为多选题，大部分人都是通过网络、报刊杂志、电视等了解北斗， 只

有 10%的人是通过老师、朋友介绍的，一点都不了解的大约 6%，其中小学生占

的比例最大。

4、北斗接收机在哪些地方收不到信号？

图 4.3 北斗无法接收信号的了解情况

多数人的答案只是猜想，其中 46.25%选择了金属网、40.42%选择了玻璃罩，

还有 13.33%的人不清楚，大家都认为在塑料袋可以接收到北斗信号。

5、您觉得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不能运用在那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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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对北斗不可应用领域的认识

62.08％的人认为北斗不能用在外科手术上，13.76%的人认为北斗不能国防、

救灾抢险，交通运输、旅游，精准农业方面各占 12.08%，说明还有一部分人不

了解北斗应用领域。

6、在发生地震等灾害后地面的通信设施几乎被完全破坏，唯一能用的就是

北斗系统特有的短报文通信功能，您对于这个功能感觉如何？

图 4.5 对北斗的短报文通信功能的认识

短报文通信是北斗独有的功能，大家都对此功能有很好的憧憬。

7、这些年“北斗”已推出其终端产品，您是否愿意使用北斗产品？

图 4.6 使用北斗产品的意愿

27%的人表示无条件支持使用北斗产品，73%的人在使用北斗产品的时候，

首先考虑北斗产品的性能如何，没有调查者表示反对使用北斗产品。

8、关于北斗的科普宣传，您最愿意选择科普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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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北斗科普介质的使用倾向

对于科普介质的选择，大家大多选择了简单易懂的图片形式，只有 15%的
人，愿意选择文字性的北斗科普介质。

9、您希望科普知识更多体现哪些方面的内容？

图 4.8 想要了解的北斗知识

大家对北斗科普知识的了解需求，覆盖全方位，包括技术方面、应用方面、

专家方面，反应出大家对北斗科普知识的需求强烈。

企业调研结果

表 4.2 企业调研究结果

序号 企业名称 北斗产品 应用领域

1 北斗中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斗校园卡 儿童群体、校园

2 四川长虹佳华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北斗关护通 老年人群体

3 北京中电华远科技有限公司 北斗车卫士 电动自行车防盗

北斗校园卡产品情况

北斗校园安全智能卡，集射频识别技术、北斗／GPS 全球定位技术、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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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技术、云计算技术、GSM 移动通讯等高科技技术为一体，通过一个卡、四个

平台以及八大功能、并结合项技术专利，实现对学生全方位的主动安全防御，

由此帮助学校排忧解难、免除家长后顾之忧。

图 4.9 北斗校园卡产品

四大服务模块如下：

1）数字校园：高效安全的校园管理机制，让学校、老师、家长更省心，更

放心，包括离校短信、校园考勤、到校屏蔽、校园通知、课程报表、教务管理、

同步课堂。

图 4.10 数字校园

2）家校互动：建立学校、家长、学生之间互动与沟通、资源共享的信息化

平台。

3）平安校园：为学生提供一个安全责任的环境，解除学校、家长后顾之忧，

包括位置查询、一键通话、到校通知、保险赔付。

4）基础通讯：短息提示与亲情通话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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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平安通管理平台

北斗关护通产品情况

以北斗关护通为基础的智能养老服务系统，采用卫星定位、无线数据通讯，

融合位置服务（LBS）、家庭物联网技术、计算机网络等技术，由老人位置服务

终端及智能位置服务平台组成智慧养老解决方案，整合社区服务资源，包括北

斗卫星诊疗车，构建“医-护-养”一体化的“居家养老”体系，打造养老服务

O2O 生态圈。

图 4.12 北斗关护通产品

以服务网络和呼叫中心为主要实现形式，把养老运营机构、养老服务商、

救援机构、医疗机构等整合在一起，打造现代养老整体服务平台。服务内容涵

盖老年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生活照料、家政服务、紧急救助、健康检测、

居家养老服务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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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3 关护通手机智能终端

图 4.14 关护通服务平台

北斗车卫士产品情况

1）北斗车卫士终端：北斗芯片、物联网技术。

北斗/GPRS提供室内外位置信息；电路并联防止设备故障影响车辆使用；防

尘、防水、防震保障全天候正常工作；接线设计降低电动车安装复杂度和误操

作；耳孔防拆卸，强化防盗功能；蓝牙搜索，确定精准位置；RFID 车辆识别。

图 4.15 车卫士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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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平台：云计算资源、分布式系统。

使用云计算资源，部署方便扩容灵活；分布式、虚拟化、异地备份，系统

无瓶颈；单个用户、集团用户、公安分级权限；定位、追踪、回放基础功能；

多级告警、超级告警各类盗窃场景信息化；保险集成、远程诊断，运营服务便

捷。

图 4.16 车卫士定位服务平台

3）用户使用：移动互联网、110警用中心互联。

4）全面支持移动互联网用户使用习惯；超级告警直联 110；远程设防、撤

防、电子围栏；用户临时授权，警民互动；自助开关，隐私保护；车队管理面

向集团用户 DIY使用。

图 4.17 车卫士手机智能终端

5）支持功能：震动告警、低电告警、断电告警、区域越界告警、心跳丢失

告警、车辆定位与轨迹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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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8 车辆轨迹回放

创新点

1、本课题首次关注北斗科普教育问题，关注身边的北斗产品及应用情况。

2、对大众的北斗认知程度，进行了科学的调查，并得出相应的结论；对北

斗产品进行了实地调研，掌握行业动态；并将掌握的情况与专业人士进行交流，

探讨北斗科普教育的有效途径。

结论与建议

结论

1、大众对北斗知识认知度不高，对北斗应用还不熟悉，但对北斗有较高的

认知需求。

身边的北斗产品多种多样，应用广泛，贴近生活实用性强，与我们日常生

活息息相关。

北斗科普教育、尤其是青少年北斗科普教育需要加强、改善。

建议

1、建议学校开设北斗科普教育大课堂，定期或不定期的邀请一些相关的专

家及科研人员，来给孩子们举办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活泼生动的科普教育。

2、建议学校利用假期，组织孩子们走近北斗，走近北斗相关企业，用切身

的实践和体会去了解北斗。

感受与体会

虽然这已不是我第一次做小课题了，但是在调查过程中还是遇到许多问题，

比如上网查阅资料时，网上关于目前我国北斗应用这一块的资料特别少，这让

我一开始就觉得无从下手。

另外在做问卷调查时，也遇到过有人不理不睬，绕过我的问卷，匆匆走过，

让我有些尴尬和委屈，但大多数的人们还是愿意配合，百忙中抽出时间，接受

我的问卷调查。特别是带小孩的叔叔阿姨和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们更意愿配合

并接受问卷调查。但爷爷奶奶们年纪大了，眼睛有些花，所以就需要我为他们

读每一道题，有时候一天下来，我的嗓子也哑的说不出来话了。但这些都不是

最难的，由于我的问卷调查的人群需要有代表性，所以只有小孩和老人这两个

年龄段是远远不够的，后来妈妈帮我出主意，利用下午时间去写字楼里做青年

和中年人的调查。在这方面确实让我们费了一些心思。但我知道这种实践锻炼，

不是课本上能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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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题研究的过程中，让我有机会走进了与北斗相关的企业，了解到我国

目前北斗的应用，科普了不少北斗卫星导航知识，让我体会到前所未有成就感

和快乐。

参考文献

［1］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R］，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6.
［2］2015年度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发展白皮书［R］，中国卫星导

航定位协会，2016.
［3］北斗百城百联百用行动计划［R］,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2016.

附录 关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科普现状问卷

您好，首先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抽空协助我做好此次问卷调查工作！如果

确实不会做的题目，请选择“不清楚”，我们需要您最客观的回答！谢谢！

年龄 （ ）

A、8--25 B、26--45 C、46--65 D、66--80 E、80 以上

2、您对北斗是否了解？（ ）

非常了解 B、听说过 C、不了解但有兴趣 D、不感兴趣

3、如果您对北斗系统有所了解，请问是通过什么途径了解的？（ ）

报刊杂志 B、电视 C、网络 D、老师、朋友介绍 E、一点都不了解

4、北斗接收机在哪些地方收不到信号？（ ）

A、金属网内 B、玻璃罩内 C、塑料袋内 D、不清楚

5、您觉得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不能运用在那个方面？（ ）

A、国防、救灾抢险 B、交通运输、旅游 C、精准农业 D、外科手术

6、在发生地震等灾害后地面的通信设施几乎被完全破坏，唯一能用的就是

北斗系统特有的短报文通信功能，您对于这个功能感觉如何？（ ）

A、能在关键时刻发挥很大作用，前景非常好 B、感觉一般 C、不感兴趣

7、这些年“北斗”已推出其终端产品，您是否愿意使用北斗产品？（ ）

A、非常愿意 B、如果好用才愿意 C、不愿意

8、关于北斗的科普宣传，您最愿意选择科普介质？（ ）

A、文字内容 B、图画 C、图文并茂

9、您希望科普知识更多体现哪些方面的内容？（ ）

A、北斗之用 B、北斗之路 C、为北斗的研究做出贡献的科学家 D、以上信

息的综合

（最后，再次衷心地感谢您花费宝贵时间答完这份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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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的共享车位

作 者：刘 畅、石潇岚

指导教师：张 炜、吴巍荪

学 校：北京市航天中学

【摘要】据界面报道，北京交通发展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15 年北京市机动车

保有量为 561.9 万辆，停车位数量为 190.6 万个。由此计算，北京市平均近 3
辆车分享 1 个停车位，停车位缺口达 371 万个，且缺口呈持续扩张态势。

车辆随意的停放造成城市交通拥堵的现象十分严重，给人们的出行造成很

多不必要的麻烦。有车没有车位的现象更是给一大批爱车人士造成困扰。

各小区内，车位全天无车但马路上的汽车却爆满的现象已成常态。为了满

足人们对于车位的需求，市场上出现了上出现了共享车位。可以更好的解决人

们停车困难的问题。

但是共享车位但如今还没有实施的原因有好多种，如:车主和车位所在的小

区之间矛盾；车位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收费情况；如何才能预定车位，实现

车位等车的问题等。

本文我设计出来的一个手机软件讲解决早先共享车位设计的不足，更加方

便人们车位的共享。通过北斗定位系统定对车位及车辆进行定位，再根据软件

上对从车辆到车位的距离进行测量，测量出此断路程的车辆情况，统计出与此

同时登录软件的需找出同一位置的车辆数量及位置，便于人们更好寻找车位。

再通过微信或支付宝转账。

【关键词】北斗定位系统 智能手机软件

一、背景及意义

市场中早已经出现了关于车位的手机软件，如百度地图利用定位系统可以

展示出附近的车位情况但是抢车位的现象也时常发生，造成车到，车位却没抢

到。而且软件不能解决私家车位的共享情况，更不能很好的进行停车车主与小

区工作人员，车位主人之间的协商。造成共享车位在很早就已经提出但是还是

没有推广的原因，其原因还有很多种如：停车流程不够精细化，车主与车位主

人的协商不规则，物业压力大，车主停车超时，总体不够完善。

面对人们对更加快捷方便找到车位的需求，我设计出这个软件。借助北斗

的定位系统帮助人们更快捷的找出车位，借助软件帮助人们更好的解决车位主

人与租车位的顾客协商问题。弥补之前的软件设计精细化的缺乏，缓解交通拥

堵问题，解决人们出行时不必要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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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寻找车位的手机软件界面

图 2 车位难寻图 1

图 3 车位难寻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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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设计功能

主要是定位与停车辆协商。

登录手机软件会界面会显示出两个分别是“我要找车位”，“我要出租车位”

点位”，就会进入下一个界面，输入车位的位置(如 XX 市 xx 区 xx 街道 xx 小区 x
栋 x停车位）北斗就会定位好这个车位，手机软件再根据周围交通是否便捷（若

是距离交通干线为 100 米或 100 米以内则停车价格则为同环车位单位时间内价

格的 1.1 倍，但是只能在 1.5 倍-0.8 倍价格之间变动，手机软件会进行计算；若

是距离交通干线大于 100米则会按同环线路价格的1倍-0.5倍之间变动软件会根

据北斗的定位进行计算）。如果是点击“我要找车位”就会出现两个分别为“预

定车位”与“现在附近车位”。“预定车位”为从现在开始到停车位的时间（不

能超过二十四小时），选好所要的车位再次输入汽车的车牌号，进行预约需要交

纳押金为二十四小时内的押金（软件会显示单位时间每小时的车位价格）然后

转账，再次输入要停车的时间再进行交费，若按照停车的期限内到达则会将押

金退还，扣除按小时支付支付的金额：若超过停车期限则将押金扣除，退还需

按小时支付支付的金额。若点击“现在附近车位”北斗定位系统会定位所在的

位置，手机页面会弹出两个分别为公共车位与私家车位，两个车位是距离你所

在的位置 100 米车位，若是点击公共车位则会显示与你同时在线也要找车位的

车的位置。可根据其他车辆的远近考虑是否能够抢到车位。若是点击私家车则

会出现同样的预定车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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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寻找车位流程图

图 5 找车位的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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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出租车位的流程图

图 7 管理人员管理车位的流程图

在写字楼或者一些小区内的管理人员可以通过微信收到陌生车辆来停车的

信息，（包括司机照片联系方式，汽车照片，汽车型号，车牌号，停车时间）。

管理人员还可以使用软件上的提醒功能来催促没按时将车移走的用户。

三、技术描述

（一）北斗定位系统

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可以将在 2020年覆盖全球，拥有定位，

授时，检测等多种功能。北斗定位系统的定位与授时将应用在我们设计的共享

车位。定位可以帮助人们寻找到车位及周围车辆情况，授时可以在提醒车主时

间，提醒车主离开。

手机软件。

手机软件中必备的功能是信息的三方位共享与定时提醒。

信息三方位共享是将甲方的信息和乙方的信息共享到甲乙两者之间的交流

平台上。同时，甲方和乙方关键信息会被丙方接受。信息的共享只有这三方拥

有。

定时提醒

定时提醒将与北斗授时联系在一起。甲乙丙三方，由甲方（车主）与乙方

确定（车位主）确定时间。这个信息会被丙（小区管理人员）收到。丙会通过

手机软件的提醒功能提醒甲的离开。如:
将车辆的照片上传至手机 APP，保存到我的信息中，当到打目时，所处公共

场所和车位主人就会存有个人信息（包含车牌号联系方式），这是就无需与管理

人员发生争执。车位主人将车位照片上传至 APP 中。当车主停车的时间快到时

软件就会提前十分钟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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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平台。

微信和支付宝都很便利人们的支付，使支付情况更加真实，避免由于金额

的差异。将甲方支付的钱按照一定比例分给乙方与丙方。

四、系统流程

图 8 系统流程图

五、界面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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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页面设计图

六、实验与论证

由于技术和能力的不足，不能完成整个 APP 的制作，在老师的指导和帮助

下利用北斗简单的技术完成论证。

（1）北斗定位系统

首先我们借助专业的实验设备来获取北斗卫星的数据。我们在核心处理模

块中烧录经纬仪的程序，将北斗启航 BOX+专用实验设备中的北斗定位模块、无

线通信模块等进行连线。硬件连接图如下：

图 10 北斗定位行走路线轨迹硬件连

同时电脑上会显示出车辆的位置，速度以及车辆走的路线，帮助我们更加

方便的找打车位。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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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实验效果整体图

车辆的路线也会在手机上确定出来如图

图 12 北斗卫星历史数据运动轨迹回访截图

六、发展前景

北京市市鼓励政府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机动车停车场向社会开放，

鼓励居住区在满足本居住区居民停车需要的情况下，将配建停车场向社会开放。

鼓励停车泊位所有者、使用者开展错时有偿共享。单位或者个人错时停车的，

停车场管理单位应当予以支持和配合，并为其提供便利。更便于人们的停车解

决矛盾。还可以根据共享车位的技术，对车辆进行定位，帮助警察定位违章停

车。

参考文献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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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BDS 探究城市生活污水对河流水质的影响

作 者：赵 维、龙 洋

指导教师：李九彬、王建力

学 校：西南大学附属中学校

【摘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16 年 10 月以来，我们（环保 team）在老

师的指导下通过田野考察、专家咨询、测量记录等方法，运用北斗多模接收器

（GNSS Receiver Model:BM8020）、便携式多参数水质分析仪、紫外分光光度计

等仪器对嘉陵江一级支流—马鞍溪河流水质各项指标进行了监测，并对马鞍溪

流域现状进行了初步探讨。考察情况与研究数据表明：马鞍溪中游的水体富营

养化，受生活污水、农药化肥污染严重，下游入河口处河流岸线受损，溪两岸

山坡存在土层蠕动现象。由于马鞍溪水环境情况复杂，牵扯部门太多，河流水

质治理比较棘手。针对马鞍溪现状，我们实施了一系列保护行动，并从河长制

管理、污水管道设计、宣传等方面提出了保护建议。

【关键词】河长制；BDS 技术；水质监测；生活污水；水环境；马鞍溪

【Abstract】Green water green mountain is gold and silver mountain. Since October
2016, under the guidance of our teachers, we have monitored the water quality
indicators of the Jialing River first tributary, Ma Ma Xi River, and discussed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saddle river basin by means of field surveys, expert
consultations and measurements. The investigation and data show that the
eutrophication of the water body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Maanxi is seriously
polluted by domestic sewage and pesticide fertilizer. Due to the complex
environmental situation of saddle stream, involving too many departments, river
water quality management is more difficult. In view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aanxi, we have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protection actions and put forward protection
suggestions from the aspects of river management, sewage pipe design and publicity.

【Key words】River system; BDS technology;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Sewage;
Water environment; Maanxi

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提出建设美丽中

国战略任务。习近平总书记说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

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强调的就是河川之危、水源之危是生存环

境之危、民族存续之危；要大力增强水忧患意识、水危机意识，从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重视解决好水安全问题。李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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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指出，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是世界上水情最为复杂、治水任务最为

繁重、江河治理难度最大的国家；江河湿地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绿色财富，必

须倍加珍惜。

2007年夏季，由于太湖水质恶化，加上不利的气象条件，导致太湖大面积

蓝藻爆发，引发了江苏省无锡市的水危机。痛定思痛，当地政府认识到，水质

恶化导致的蓝藻爆发，问题表现在水里，根子是在岸上。解决这些问题，不仅

要在水上下功夫，更要在岸上下功夫；不仅要本地区治污，更要统筹河流上下

游、左右岸联防联治；不仅要靠水利、环保、城建等部门切实履行职责，更需

要党政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2007年 8 月，无锡市在全国率先实行河长

制，由各级党政负责人分别担任 64条河道的河长，加强污染物源头治理，负责

督办河道水质改善工作。河长制实施后效果明显，无锡境内水功能区水质达标

率从 2007年的 7.1%提高到 2015年的 44.4%，太湖水质也显著改善。

2016年 7 月，“制定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被列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领导小组年度工作要点；2016年 10 月，河长制正式向全国推广。

在一次学校组织春游活动时路过马鞍溪，发现水流有疑似被污染的情况；

第二次再前往马鞍溪湿地开展重庆市环保志愿者活动时，我们发现马鞍溪是政

府设立的饮用水源区，从而产生疑问：

我们饮用的水真的安全吗？马鞍溪河长有真正履行到他的职责吗？

图 1 北碚区政府设立的饮用水源区碑

二、研究区概况

马鞍溪位于重庆市北碚城区的西北部，为嘉陵江右岸的一级支流，发源于

缙云山脉，全长 8.13km,流域面积 14.47km²，多年平均流量为 0.19m³s⁻¹。11 月

至次年 4 月为枯水期。气候类型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流域内年平均降水量约为

1107.1mm，降水的季节分配不均匀，主要集中于初夏（5~6月）和秋季的 9~10
月。其流域西北为缙云山，东南为北碚城区内猪背脊，地貌主要为构造丘陵和

河谷地貌，地势西北高，东北低，相对高差约 770m。马鞍溪流域内工业主要集

中于上游城南新区，受城镇生活污水、工业废水污染严重。（张宇；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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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于北斗多模接收器（GNSS Receiver Model:BM8020）马鞍溪流域卫星图

三、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

通过中国知网、百度学术、书本文献等平台，获取并阅读环保专著、学术

论文等，提高自身的知识广度，充实自身知识储备，将其灵活运用于整个研究

过程中。

2.田野考察法

采用样线法与样点法相结合的田野考察法，考察前期（2016年 10 月~2017
年 4 月）为了解马鞍溪两岸植被分布、土地利用类型及水质污染概况，采用样

线法，从龙滩子水库考察到马鞍溪入河口（马鞍溪-文星桥），了解马鞍溪流域环

境概况，将污染严重河段列为重点考察对象，探究导致其污染的主要因素。考

察中期（2017 年 5 月~2017 年 7 月）采用样点法，重点监测马鞍溪水质恶化与

水质良好河段，运用 BDS 卫星定位技术在马鞍溪确定 6 个定点开展水质监测工

作，监测完毕后对各项指标进行适当的取舍，保留有效指标。考察后期（2017
年 8月）对马鞍溪水质采取保护行动，争当一名马鞍溪“小河长”，利用假期时

间开展巡河护河活动。

3.专家咨询法

在项目研究前期准备、中期考察及数据分析、后期环保行动及资料整合中，

环保 team召开了各种专题会议，并向西南大学、北京市育才中学、武汉大学、

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加拿大温莎大学、重庆市科技学院、西南大学附属中

学校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寻求建议，确保该项目研究方案具有科学性、可行性、

创新性。

4.测量记录法

在马鞍溪考察过程中，利用笔记本电脑（ThinkPad Edge E430）和北斗多模

接收器（GNSS Receiver Model:BM8020）确定马鞍溪 6个监测点的位置，并记录

经纬度、海拔；运用德国 WTW公司的 Multi3430便携式多参数水质分析仪在考

察现场检测水中的 pH、温度（T）、电导率（EC）、溶解氧（DO）;使用德国默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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钙试剂盒和碱度试剂盒现场滴定水中的钙离子、碳酸氢根离子浓度。在西大地

科院实验室中，利用美国 HACH 公司的 DR2800 型便携式紫外分光光度计检测水

样瓶中的氨氮浓度、硫酸根离子浓度、氯离子浓度。在每次马鞍溪考察结束后

将实验数据整理为表格，绘图分析。

四、研究过程

1.研究时间轴

从 2016 年 10 月一次春游，我们观察到马鞍溪水质存在污染现象，于是产

生了保护身边河流的想法。我们便利用工作日的午休时间、周末及节假日时间，

在老师的指导下，像鲁滨逊一样一次次踏上了丛林探险之旅。近一年半的马鞍

溪实地考察，我们的足迹遍及马鞍溪的每个角落，也在 2017 年国庆放假期间就

河长制考察了璧山境界的壁南河，包括云南普洱、四川资阳与重庆大足交界河

流、北京等地区的河长制实施情况。在此次研究过程中，我们共召开了数 10 次

项目组会议、11次马鞍溪流域水环境考察、共采集马鞍溪水样 6次、测量指标

11种（经纬度、海拔、pH、温度、溶解氧、电导率、氨氮、钙离子、氯离子、

碳酸氢根离子、硫酸根离子）

图 3 研究时间轴及会议记录文档

2.取样点及考察线路

6 个定点经纬度及海拔

MAX-1 入江口（29°50′13.25″N,106°25′54.70″E，179m）

MAX-2 文星湾（29°50′4.75″N,106°25′31.95″E，188m）

MAX-3 溪韵社区公司（餐馆污水排放处）（29°49′51.29″N，106°25′

19.49″E，195m）

MAX-4 回车广场（生活污水排放处）（29°49′47.13″N，106°25′13.72″

E，200m）

MAX-5 马鞍溪湿地公园（29°49′31.83″N，106°24′59.19″E，191m）

MAX-6 龙滩子水库（29°49′12.67″N，106°24′31.52″E，23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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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项目组绘制的马鞍溪流域图

3.定性分析

水土流失严重

我们考察发现马鞍溪流域土地利用类型大多以水浇地为主，部分流域为林

地、园地、草地等。据考察情况和文献查阅得知，马鞍溪是一个湿地公园。湿

地是人类最重要的环境资本之一，也是自然界富有生物多样性和较高生产力的

生态系统。2014 年 1 月 13日，中国把湿地保护工作纳入各级党委、政府的政绩

考核。我们还发现一些湿地特色植被（如芦苇）遭到破坏，被当地居民开垦为

耕地种庄稼。

图 5 图 6
水质富营养化

当地居民用各种化学肥料施肥不当，导致化肥跟着雨水流进马鞍溪中，使

马鞍溪水富营养化，大量水生植物（如水葫芦、水草）疯长，破坏该流域的生

态系统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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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图 8
水质污染严重

大量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排进马鞍溪，致使马鞍溪水中的氨氮浓度含量大

幅上升。长此以往，污染源没得到抑制，马鞍溪水面浮有大量油状物质，水颜

色变得暗淡，原本清澈的马鞍溪水变为了黑臭水体。图 9：背景图中管道里的污

水与纯净水对比图

图 9 图 10
马鞍溪流域岸线被破坏

我们在冬季干涸期发现马鞍溪入河口的河床土地板结开裂，使得河流岸线

受损，不美观。

图 11 图 12
受污染流域附近的空气质量低下

当地农民把植物如废弃蔬菜杆放在泡沫箱里让其腐烂，用来浇灌庄稼。腐

烂味很浓，导致经过这些地方的时候瞬间感觉空气质量骤降。若遇下雨的时候

用这种“肥料”浇灌的土壤会流进马鞍溪，导致马鞍溪里面的微生物、病毒等

有害物质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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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图 14
存在土层蠕动现象

马鞍溪入河口两岸的芦苇丛被当地农民无情地切割，有很明显的农田开垦

迹象，致使两岸植被固土能力大幅下滑，俯视该区域的土层呈鱼鳞片状，也就

是上面所说的土层蠕动现象。

图 15 图 16

4.定量分析

图 17 马鞍溪 6 个定点的 DO、PH 值空间变化条形图

由于数据量过大，影响因素复杂，我们以 2组数据分析为例：

DO（含氧量）：

生活污水排放集中区域使得水中 N,P 等元素增加，导致微生物的大量繁殖，

好氧细菌增多，氧气减少，厌氧细菌增多。整体水质健康度降低，若人体饮用

会带来许多疾病。

pH（酸碱度）：正常河水的 pH 在 6.8 左右，上述数据是在雨天测量的,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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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被稀释，因此马鞍溪的水是偏碱性。

五、环保行动

1.向北碚区政府公开信箱写信，寻求政府帮助

图 18 图 19
2.向全校师生发出争当“小河长”的倡议

3.组建环保 team 小组开展马鞍溪水质监测工作

4.参与马鞍溪各类环保志愿者服务

5.通过报刊、自媒体（网络平台）进行公众宣传

图 20 图 21

六、考察建议

1.当地居民有必要提高自己的环保意识，自觉履行保护环境的义务，如不直

接排放生活污水、合理使用化肥，对于特别严重的情况应主动支持政府退耕还

林等政策。

2.企业经营必须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如污水经处理达标后再排放。

3.政府加强对水资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的监管,明确马鞍溪及北碚区其他

河流河长的职责，深入贯彻落实“河长制”的主要任务（保护水资源、防治水

污染、改善水环境、修复水生态），对于已经出现的污染情况及时进行制止，加

大对破坏环境的惩罚力度，严防点源污染。

4.社会加强环境保护与河长制宣传，让更多的人加入到“河长”队伍中，成

为环境教育的“播种机”和生态文明理念的践行者，促进全民参与生态文明建

设。

七、创新点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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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创新点

（1）首次将 BDS 卫星定位技术运用于水资源调查研究，代替 GPS 等技术。

（2）青少年范围内自主开展的综合实践水质考察活动中水质监测指标最全

面。

（3）在提出改进措施时考虑“河长制”等中国特色和地方特有的水资源管

理办法，并将研究成果与英国、加拿大等国同类型项目负责人进行交流。

2.意义

（1）有利于当地居民生活在一个水清、河畅、坡绿、岸美的马鞍溪环境之

中；

（2）有利于北碚区政府对马鞍溪水环境治理实施合理化的策略；落实绿色

发展理念、推进北碚区生态文明建设。

（3）有利于解决我国复杂水问题、维护河湖健康生命，为解决全球水污染

问题奠定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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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无人驾驶车辆中双天线 BDS

与四轮轮速传感器的组合导航方法

作 者：徐梓玚、秦文洋、孟子恒、刘帅酝

指导教师：王宗庆、姜文超

学 校：山东省日照市第一中学

【摘要】近年来，智能系统以及智能机器人技术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无人驾

驶车辆作为智能移动机器人的一个重要分支，其具备的自动驾驶系统可替代人

类完成车辆驾驶、野外探险、应急救援等各种任务。本文针对无人驾驶车辆中

高精度 IMU 价格昂贵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双天线北斗系统与四轮轮速传感器的

组合导航方法，北斗系统为无人驾驶车辆提供位置、速度、时间信息，轮速传

感器和方向盘转角信息，通过分析车辆转弯运动模型后可获得车辆横摆角速度、

纵向速度。该策略用于替代 IMU 在传统组合导航中的作用，从而降低无人驾驶

车辆的成本。此外，该算法还能够显著提高无人驾驶车辆的定位精度，同时提

高定位数据的更新率，可以满足无人车辆在 BDS 信号受到频繁遮挡的环境中的

无人驾驶需要。

【关键词】北斗系统 无人驾驶 多传感器融合 组合导航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intelligent systems and intelligent robot technology has
made breakthrough progress, unmanned vehicles as an important branch of intelligent
mobile robot, which has the automatic driving system can replace human to complete
vehicle driving, field exploration, emergency rescue and other tasks. The unmanned
vehicle in high precision IMU expensive, put forward the integrated navigation
method of speed sensor in a dual antenna Beidou system and four wheels, the Beidou
system with position, velocity and time information for unmanned vehicles, the
wheel speed sensor and a steering angle informa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vehicle
turning motion model can get the vehicle yaw rate, longitudinal velocity. This
strategy is used to replace the role of IMU in traditional integrated navigation, thus
reducing the cost of unmanned vehicles. In addition, the algorithm can also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positioning accuracy of the driverless vehicle, and improve
the update rate of location data, which can satisfy the driverless demand of the
unmanned vehicle in the environment where BDS signals are frequently blocked.

【Key words】 Beidou System，Unmanned vehicle，Multisensor fusion，
integrated navigation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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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驾驶车辆属于一种高度智能的技术集合体，涉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

导航定位、路径规划、运动控制等关键技术[1-2]。这些技术的实现有赖于自主

车所搭载的多种传感器所提供的信息。自主车通常搭载激光雷达、视觉相机、

惯性测量单元（Inertial Measurement Unit， IMU）、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GNSS）、里程计等传感器。图 1 所示为 Google 无人

驾驶汽车，其装备了上述所有的传感器，其软件系统能够通过这些传感器同时

识别道路上包括行人和车辆在内的数百个目标。

图 1 Google 无人驾驶汽车

导航定位是无人驾驶车辆的核心技术之一，主要为无人车提供位置、速度、

姿态、时间等信息，因此准确可靠的定位系统是智能车辆实现全局路径规划和

路径引导的重要保障。当前以捷联惯性导航系统（Strapdown Inertial Navigation
System， SINS）为基础的组合导航技术在自主车导航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目

前较为成熟的方法是利用 SINS/GNSS 进行组合实现实时定位。SINS 是一种仅依

靠陀螺仪和加速度计敏感载体在惯性系下的运动，就能实现全球、全天候提供

全面导航信息的导航系统,具有自主性强、隐蔽性好、抗干扰能力强、短时精度

高等优点，但其最大缺陷是导航误差随时间积累[3-5]。GNSS作为导航台的星基

无线电导航系统，能够提供全天时、全天候、连续高精度的三维位置、速度和

精密时间信息，但其存在着易受干扰、动态环境中可靠性差以及数据输出频率

较低等不足之处[6-8]。鉴于两者较强的互补性，通常采用两者相结合的方式，

为无人驾驶车辆提供相关导航信息。而在 SINS/GNSS 组合系统中，IMU 的精度

直接决定导航系统的整体性能。因此，目前的自主车广泛搭载昂贵的光纤型甚

至激光型惯导来保证系统的稳定性和精确性，如此显著增加了无人驾驶车辆的

成本。

为了降低无人驾驶车辆的成本，本文考虑利用无人驾驶车辆自带的传感器

来替代昂贵的 IMU。通常无人车能够提供四轮的轮速传感器和方向盘转角信息，

通过分析车辆转弯运动模型后可获得车辆横摆角速度、纵向速度。而对于行驶

在地面的无人车辆而言，其运动空间主要为二维的平面，IMU 的主要作用是提

供车辆的航向角变化速度，以及利用加速度积分来获得车辆的纵向速度，因此

利用无人车自带的传感器计算所得的横摆角速度、纵向速度就能够满足地面车

辆所需要的 IMU 信息，且无人车自带传感器提供的数据频率足够高，能够满足

无人车辆的实时运行要求，由此本文提出利用车辆自带传感器来替代昂贵 IMU
的方案。

之后，将车辆自带传感器提供的信息同 GNSS进行组合。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BD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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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 45
度以内的中低纬地区动态定位精度优良，因此本文主要采用 BDS 为无人驾驶车

辆提供位置、速度、时间信息，并实现与车辆自带传感器信息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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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为本文提出的无人驾驶车辆中 BDS 与四轮轮速传感器的组合导航方法

的整体算法框图。如图所示，首先基于四轮轮速信息，通过分析车辆转弯运动

模型后，建立里程计联邦卡尔曼滤波器（EKF），从而得到车辆的纵向速度和横

摆角速度信息；然后，将北斗导航系统提供的低频率以及跳动较大的位置、速

度、航向信息同里程计 EKF 提供的车辆纵向速度、横摆角速度进行组合，最终

得到能够满足无人驾驶车辆导航精度需求的位置、速度、姿态信息。

图 2 本文算法整体框图

二、基于运动模型的四轮轮速和方向盘转角信息的融合-里程计 EKF

2.1航位推算的基本原理

简单地讲，航位推算就是从物体在上一时刻所处的已知位置出发，根据当

前的运行航向和航速推算出物体在下一时刻的位置。可见，航位推测法的最低

需求是航向与航速这两个传感器测量值输入，其中航速乘以时间就等于在该航

向上的运行距离。

图 3 航位推算计算示意图

假定我们已经测得物体在各个时间段的平均航向与航行距离，那么航位推

测法的计算过程可用图 3 来描述。图中点 A 是由外界辅助定位系统给出的物体

运动的起始点，于是从点 A 出发，我们按照 AB时段所测得的航向和航行距离可

得到点 B，类似的可得到以后各个测量时刻的定位结果点 C,D和 E 等。同时，以

各个定位结果点为中心，我们用一个虚线圆周来代表由于测量误差引起的定位

不定区域。考虑到由于航向与航速测量误差在定位积分计算中的不断累积，定

位不定区域的面积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越来越大。如果我们用细实现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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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相邻时刻的定位不定区域圆周沿着他们两边的公切线连接起来，那么物体

应当行驶在细实线所包围的范围之内。由于安全性，航位推测定位系统必须时

刻留意并保证没有危险地带位于这一范围内。当定位不定区域大到一定程度时，

航位推测系统需要外界的帮助而重新确定物体实际所处的位置坐标，并同时减

小不定区域。惯性导航系统是航位推测系统的一种，它的误差积累问题与图 3
所表述的相似。

图 4 航位推算原理图

下面给出航位推测法的具体计算公式。图 4 所示的是物体从测量历元 k-1
至历元 k 的运动状态变化情况，假设在这一时段 T 内，传感器测得航偏角速度

变化与运动距离分别是与 S ，而载体在历元 k-1 时的东向，北向位置坐标和

航偏角状态变量分别为 1ke  ， 1kn  和 1k  ，那么我们需要求解载体在历元 k 时的

状态变量 ke ， kn 和 k
的值。对于运动距离 S ，大多数传感器所测量的一般是

物体实际行驶过的曲线路程，而非两点之间的直线距离。当相邻两个测量历元

之间的时间间隔足够短时，曲线路程可认为近似地相等于直线距离。这样，航

位推测定位算法的计算公式为

1 1

1 1

1

sin
2

cos
2

k k k

k k k

k k

Te e S

Tn n S

T





  

 

 



        
       

 
  

 \* MERGEFORMAT (1)

以上三式实质上是积分运算的离散形式。

2.2基于运动模型的四轮轮速和方向盘转角信息的融合

从 2.1节的航位推测算法可知，航位推测系统在每一时刻需要有航向角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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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和运动距离 S 作为测量输入值。在惯性导航系统中，这两个测量值由 IMU

陀螺仪测量值和加速度计积分后得到。而随着车载导航系统和 ABS 逐渐普及，

ABS 轮速传感器和方向盘转角信息可以用来计算航向角变化量和运动距离

S 。

多数车辆以前轮为转向轮，转向行驶时，车辆的瞬时运动可看作以后轴中

点为圆心的圆周运动；车辆直线行驶可看作是曲率半径无限大的圆周运动[9]。
如图 5，车体坐标系原点 O 固连于车辆后轴中心，车辆速度方向与 x轴平行，圆

周运动的圆心 P点在 y 轴轴线上。

图 5 车辆圆周运动示意图

设 ABS 传感器采样周期为 cT ，假设车辆在 cT 时段从 A 点移动到 B 点，移动

的距离为 S ，车辆横摆角速度即航向角变化率为 s ，如图 3所示。

图 6 车辆转向过程位移关系图

图 6中，将两个前轮虚拟为一个中心轮， 为虚拟前轮转角， FS 为虚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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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的移动距离， RLS 、 RRS 分别为左后轮、右后轮移动距离，L 为车身轴距，

2B为两车轮轮距，根据图中几何关系可得：

 
tan /

/ cos
c c

F

RL c c

RR c c

T L S
S S
S S B T
S S B T

 






  
  

    
     \* MERGEFORMAT (2)

式（1）中， 正比于方向盘转角， FS 不能由传感器直接测量，但根据阿

克曼转向原理可得图 4所示四个车轮的几何关系：

图 7 车辆转弯过程几何关系图

继而得到：

tan Larctan( )
tan

tan Larctan( )
tan

L

R

L B

L B







   
  
   \* MERGEFORMAT (3)

式中 L 、 R 分别为左前轮和右前轮转角。设 FLS 、 FRS 分别为左前轮、右

前轮移动距离，分别用
 ,L FLS 

、
 ,R FRS 

替代式（1）中
 FS ，

，可得用

于计算未知量 S 和 c 的 5个冗余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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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轮胎与地面存在相对滑动，为了提高 S ， c 的精度，应融合式（3）

所示关于未知量 S ， c 的全部表达式。考虑 ABS 测量信息不涉及加速度等变量，

可得如下 EKF 融合模型[9]：

1

1

i i i

i i i

x x
z H x v





 
   

 
 

\* MERGEFORMAT (5)

其中  , T
cx S  


，

 tan , , , cos cosRR RL FL L Rz S S       


， 

、 v

建模

为白噪声，H为量测矩阵：

2/ 1 1 1 1
/

T

c c

c c c c c

L T S
H

LT S BT BT BT BT
  

      \* MERGEFORMAT (6)

由 S 进一步推导得到车辆的纵向速度 V：

c

SV
T



\* MERGEFORMAT (7)

2.3融合实验结果

为了对前文提出的算法进行验证，本文采用实际采集的方向盘转角数据和

四轮轮速数据，该数据由北京理工大学组合导航与智能导航实验室自主研发的

无人驾驶车辆提供。

图 8 和图 9 展示了基于运动模型的四轮轮速和方向盘转角信息融合结果，

可以看到，横摆角速度和速度均能够和对应的真值信息相吻合，其中，融合的

速度精度要明显高于横摆角速度的精度。从横摆角速度的局部放大图可知，基

准横标角速度动态性较高，而融合所得的角速度并不能十分明显的反映出这种

动态性变化，精度有限，但在车辆处于静止情况或者车速较大时，融合所得的

角速度精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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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横摆角速度融合结果

图 9 速度融合结果

三、导航信息的组合

3.1融合算法

在得到较为准确的车辆纵向速度 V 和横摆角速度后，接下来利用该信息

同双天线北斗导航系统提供的位置、速度、航向信息进行组合滤波。整个算法

可分为以下三步：

1. 首先判断 BDS 航向是否有效，并结合当前速度选择双天线或者单天线的

航向数据更新定位航向信息，在这里单天线的定位结果为仅使用双天线中的主

天线进行定位解算得到的结果。判断 BDS 航向是否有效的方法可以概括为当速

度较小即当前 BDS 速度与速度方差之比小于 6.0，且航向偏差小于 0.5°，双天线

解算的定位状态有效即 Solution Status 等于 0 时，此时双天线 BDS 航向有效。当

速度变大即当前 BDS 速度与速度方差之比大于或等于 6.0，并且单天线解算的定

位状态有效即 Solution Status 等于 0时，此时单天线 BDS 航向有效。

图 10 双天线安装图

2．其次判断 BDS 位置是否有效，判断是否可以更新当前位置。水平方向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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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误差均小于 3.0m 且主天线解算的定位状态有效即 Solution Status 等于 0 时可

以更新位置信息，由于主天线没有位于车体中心而是位于车体后备箱右侧，所

以得到的定位位置并不是车体实际位置，需要使用车体宽度补偿，即

~

~

cos

sin

X X W

Y Y W





   

    \* MERGEFORMAT (8)

其中 X ，Y为车体定位位置在 WGS-84大地坐标下高斯克吕格投影表示，X，

Y 为当前 GNSS 接收机输出的主天线定位位置在 WGS-84大地坐标下高斯克吕格

投影表示，W 为车体宽度。

考虑到接收机输出的定位信息频率为 5Hz，上一小节融合所得的V 和为

20Hz，车辆行驶速度不超过 20m/s，所以无论在更新航向还是更新位置信息时，

采用增大历史值权重的方法。更新位置的公式如下:
~

~

( / ) / ( 1.0 / )

( / ) / ( 1.0 / )

X X X

Y Y Y

     

     





      

       \* MERGEFORMAT (9)

其中 X ，Y为经过滤波后的定位输出结果， X ，Y为车体定位位置在大地

坐标下高斯克吕格投影表示，上标-代表位置的历史值，无上标代表当前 BDS 接
收机输出的位置值， 为接收机输出的水平位置方差， 为滤波常数，本文取

6.0。
更新航向的方法与更新位置的方法相同，公式表示为：

~
( / ) / ( 1.0 / )      



    \* MERGEFORMAT (10)

其中为经过滤波后的航向输出结果， 为航向的历史值， 为当前 BDS

接收机输出的航向信息，  为滤波常数，本文取 20.0，由于使用单天线定位解

算时无法得到航向方差，所以 取接收机输出的位置方差（单天线解算）或航

向方差（双天线解算）。

3．本文算法在 ROS（Robot Operation System）操作系统运行，其中 BDS 接
收机与里程计分别作为 ROS 中的节点（Node），鉴于 BDS 接收机输出频率为 5Hz，

里程计 EKF 融合所得的V 和为 20Hz，所以无论是否更新位置或航向，车载计

算机一直在使用里程计 EKF 输出的速度信息与偏航角速度信息进行积分计算，

并且以 20Hz的频率输出下一时刻车辆的位置。积分计算公式如式（1）所示。

之后循环执行第三步，直到下一次 GNSS接收机输出有效，更新航向或位置，

然后跳到第一步或第二步。

考虑到更新航向或位置后进入第三步积分环节得到下一时刻的位置信息

时，由于 BDS 接收机输出为 BDS 时间，里程计与车辆底层的偏航角速度积分环

节使用的为车载计算机的时间，所以在更新航向或位置后进入积分环节时，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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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统一时间。规定从 BDS 接收机输出结果有效到下一次 BDS 接收机输出有效为

一个周期。统一时间的具体做法为当 BDS 接收机输出有效时，记录此时 BDS 接

收机输出的时刻与车载计算机的时刻，两者作差得到一个数字，暂记为，BDS

接收机的输出结果经过滤波后作为车载计算机积分的初始位置（图 11 中位置

1），当该周期内里程计与偏航角速度初次到达时（图 11 中位置 2），此时车载计

算机时刻加数字得到GNSS接收机输出有效信息时刻与初次接收到里程计与偏

航角速度的实际时间差（图 11 中 t ），其后接收到的里程计与偏航角速度只需

与前一个接收到的里程计与偏航角速度时刻作差即可得到积分计算所需的时间

差（图 11中 T ）。

图 11 时间统一示意图

3.2实验结果

3.1 所示算法经过北京理工大学自动化学院智能导航与组合导航实验室实

际上车测试，测试结果如图 12 和 13所示，其中*表示整个行车过程中 BDS 输出

的定位结果，连线为里程计航位推算的结果，无人车使用连线表示的定位结果

实现无人驾驶。图 12 表示通过立交桥时的定位结果，图 13 表示通过天桥时的

定位结果。

图 12 通过立交桥时定位结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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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通过天桥时定位结果图

通过图 12、图 13 可知，组合后的结果十分平滑，克服了 BDS 输出结果存

在跳动的问题，而且在 BDS 受到遮挡后，组合导航系统仍能够输出准确的定位

结果，完美的替代了传统组合导航系统中 IMU 的作用。

四、总结

本文针对无人驾驶车辆中高精度 IMU 价格昂贵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双天线

BDS 与四轮轮速传感器的组合导航方法，用于替代 IMU 在传统组合导航中的作

用，从而降低无人驾驶车辆的成本。该方法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用于构

建里程计 EKF，实现无人车四轮轮速和方向盘转角信息的融合，第二部分利用融

合结果实现车辆纵向速度、横摆角速度和双天线 BDS 所提供位置、速度、航向

信息的融合，最终得到能够满足无人车自主行驶过程中对导航信息精度和频率

方面的要求，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 BDS 信号偶尔被屏蔽时的导航定位的连

续性问题。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一下两个方面：

（1）与传统的采用高精度 IMU 与 BDS 组合的导航定位方式相比，本设计无

须使用昂贵的惯性器件，使无人车的高精度定位成本降低很多，适用无人驾驶

技术在城市环境中的商业化推广和应用。

（2）本文算法能够显著提高无人驾驶车辆的定位精度，同时提高定位数据

的更新率，可以满足无人车辆在 BDS 信号受到频繁遮挡的环境中的无人驾驶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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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的智能消防栓应急管理系统

作 者：刘浩轩、傅中楠

指导教师：戴晶晶、王 莎

学 校：北京师范大学常州附属学校

【摘要】消防栓是火灾中重要的取水装备,如何保障消防栓的及时、有效的发挥

作用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本文设计并实现了一种基于北斗的智

能消防栓应急管理系统, 可以监测到消防栓偷水、被盗、水压不足等多种异常，

并及时报警或提示维修,从而实现对消防栓统一化、智能化管理。同时该系统平

台集成北斗高精度定位技术,火起之时，结合地下管网系统，快速定位周围可用

消防栓,提高救火成功率,对于保障城市消防安全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关键词】北斗定位系统；智能消防系统；水压检测；云端服务中心系统

【Abstract】A Fire hydrant is a key component of active fire protection, it can
provide a powerful flow of water. In this sense, the right and efficient use of hydrants
is directly related to people’s life and property safety. In this paper, a Bedou-based
intelligent hydrant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is proposed and designed, it can
detect the malfunction of a hydrant caused by some illegal behaviors like stealing
water, breaking the equipment, etc. and set off the alarm or maintenance warning.
With the system, the hydrant management can be centralized and intelligent.
Meanwhile, with the information of underground tube network, the embedded
navigation technology inside the platform can locate the surrounding available
hydrants quickly to guarantee the successful and timely fire-extinguishing which is
critical to the fire-protection safety in one city.

【 Key words 】 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Intelligent Fire
Extinguishing System; water-pressure detection; cloud server center

一、背景及意义

前段时间，我看到区政府旁边的大楼上滚滚浓烟，在街道上有很多消防员

穿着厚厚的消防服，抱着粗大的水管焦急地寻找着消防栓，他们迈着笨重的步

伐，在艰难地狂奔，我看着他们穿梭的身影，很想为他们做点什么；有时，在

新闻中，我看到消防员因时间不够而没有成功救援，他们会觉得很惋惜，每当

这时，我就会想我能不能为他们做点什么？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们不那么累？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们的救援快一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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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火灾救援的重要性

消防栓犹如一个军人，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救火取水设备。一旦出现

火情必须满足消防部门取水灭火要求。但在 2012年，某市的 708只消防栓调研

结果，完好的消防栓占总数的 28%，受损但还能使用的占 25%，完全不能用的

占 47%.
有时消防员在救火时会因不能快速找到消防栓，就会浪费些时间，但这些

时间对我们来说也许没什么，但对被困居民来说却关系着生命。有些居民会偷

用消防栓里的水，这会使消防栓里的水压水流不够，让消防员的水龙冲不上高

层。通过资料收集及和火警叔叔交流后发现消防栓的问题主要因由：

图 2 消防栓的违规使用

1、有些居民随意在消防栓上窃水；

2、环卫绿化随意在消防栓上取水；

3、车辆等损坏消防栓逃逸；

4、相关设备被盗。

以上不利因素会直接导致消防人员救火过程中使用消防栓出现的问题：

1、消防员需要在火灾附近寻找消防栓，寻找消防栓的过程非常浪费时间。

2、消防员在救火时，经常会碰到无法使用的消防栓，就需要重新寻找合适

的消防栓，丧失黄金救援时机，加大损失。

3、消防员在救火时，如果使用两个以上在同一个二级管网上的消防栓，就

会因为水压水流不足，导致水枪压力不足无法救火；需要重新寻找合适的消防

栓，以致在寻找水源的过程中浪费许多时间。

由于消防栓的数目比较多，很难采用人工方式去看管或者监测消防栓来处

理以上消防栓的问题来避免火灾救援过程中出现的低级问题。

通过前面暑期北斗教育培训之后，了解到北斗北斗卫星导航系统﹝BeiD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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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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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系统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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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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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北斗卫星基本定位原理

北斗卫星定位技术的基本原理是三角定位法，通过接受终端测量出已知位

置的卫星到用户接收机之间的距离，然后综合多颗卫星的数据就可知道接收机

的具体位置。其中，卫星的位置可以根据星载时钟所记录的时间在卫星星历中

查出。而用户到卫星的距离则通过纪录卫星信号传播到用户所经历的时间，再

将其乘以光速得到。

如果能结合国内自主北斗导航卫星系统来解决上述消防栓问题将毫无疑问

提高了自动化程度和可靠性。通过北斗定位消防栓的位置，就能使消防员快速

查找消防栓并实施救援。用水压水流表和北斗结合起来，可以使水压水流的变

化传送至消防中心，并派出人员维修和开导。而把北斗和消防栓用在一起，再

把地址发送到专用 APP，使消防员快速找到消防栓，并救援。

所以，在上述问题背景下，本文提出了基于北斗定位导航系统的智能北斗

消防系统，主要实现了消防栓快速定位及实时状态监测，这样可以大大提高火

灾救援效率来满足当前智能社会发展的需求，更多地保证居民生活的安全问题。

二、智能系统设计

基于北斗定位消防栓位置管理系统，主要由北斗定位消防栓监控终端、消

防员专用 APP、消防中心专用监控平台、自然水源信息库组成。

系统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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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智能消防栓救援系统功能图

智能消防栓救援系统组成：

图 5 智能消防栓救援系统组成

消防中心专用监控平台：负责所有信息监控、资源调配、下发任务等功能；

北斗定位消防栓监控终端：采集消防栓定位、水压、异常等信息，通过无

线通信传送至平台；

自然水源信息库：提供周边水源信息；

消防员专用 APP：接收平台任务，准确找到周边有效消防资源；

2.1消防中心专用监控平台功能

图 6 消防中心专用监控平台功能图

消防栓位置信息、水压水流信息、地下管网信息、消防栓线路导航等功能；

自然水源位置信息、取水点位置信息、线路导航信息等功能。

电子地图；

着火区域的位置信息，线路导航信息，自动匹配并分配距离最近，无损坏

的消防栓等功能。

水压水流异常自动报警信息，着火区域应急报警等功能。

消息发布:把消防栓信息，自然水源信息，着火区域的信息全发送给消防人

员专用 APP。

2.2北斗定位消防栓监控终端功能

北斗定位消防栓监控终端由北斗高精度定位模块、GPRS 通讯模块、水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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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传感器模块、具备自动休眠的电源和 wifi组网模块组成。

图 7 消防栓信息采集硬件

具备如下功能：

精准定位数据采集；

水压、水流数据采集；

Wifi组网功能；

移动通信数据上传；

定时发送，自动休眠功能。

2.3消防员专用 APP功能

消防员专用 APP 用于帮助消防员快速找到消防栓，并跳过有异常、不能用

的消防栓，起到不浪费时间，提高救援效率的作用。

图 8 消防员专用 APP 功能

1）消防栓位置信息、水压水流信息、地下管网信息、消防栓线路导航等功

能；

2）自然水源位置信息、取水点位置信息、线路导航信息等功能。

3）电子地图。

4）着火区域的位置信息，线路导航信息，自动匹配并分配距离最近，无损

坏的消防栓等功能。

5）水压水流异常自动报警信息，着火区域应急报警等功能。

三、智能系统实现

3.1 消防栓智能终端硬件架构

消防栓终端硬件实现方案如图 9 所示，由电源电路、复位电路、调试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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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外围电路、主控制器、水流水压采集电路、定位信息采集电路、GPRS通讯

电路和 WIFI 通讯电路组成，由以上这些构成了一个信息采集终端，并配合服务

器进行信息的处理及传输功能。

图 9 硬件电路实现方案

图 10 硬件样机平台

3.2 消防栓智能终端软件架构

消防栓终端系统软件总体设计实现流程图如图（）所示，先将各模块初始

化，初始化后接收到水压水流数据和定位信息后，先通过 GPRS通讯方式发两条

数据，发完数据后进行判断水压水流数据，当水压水流数据几乎没有变化时，

终端进入休眠状态，以最大程序的省电；当水压水流数据突发较大变化时，将

接收到的定位信息一起传送至服务器平台并在平台上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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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软件总体设计思路

四、系统测试分析

图 12 消防栓报警装置安装区域展示

最后的消防栓智能终端嵌入在消防栓螺栓中，这样可以达到以下效果：

1) 不改变消防栓外观，直接替换原有 100mm出水口闷盖。

2) 通过 GPRS/WIFI将报警信息及数据远传给监控中心。

图 13 消防栓报警装置主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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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消防栓报警装置安装位置

通过对着火区域设定，可以在消防管理中心快速查看到附近各消防大队、

消防中队的管辖范围。在管理平台中，可以及时的查看到着火区域的着火区域

的位置信息、有效消防栓布局、线路导航信息，自动匹配并分配距离最近，无

损坏的消防栓等功能。

在消防人员的专用 APP 端可以快速接收到着火区域的位置信息，查看到附

近各消防大队、消防中队的管辖范围，为消防救火联动起到相应作用。还可以

及时查看到消防栓位置信息、水压水流信息、地下管网信息、消防栓线路导航

等功能，自动匹配并分配距离最近，无损坏的消防栓或者自然水源取消点等功

能。

图 15 消防栓位置、及水压情况在地图上的显示

实验表明,本文设计的基于北斗的智能消防栓应急管理系统,实时性良好,能
够实现消防栓应急管理,满足消防人员应急救火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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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道路积水预警系统

作 者：程 嘉

指导教师：何文轶、张洋洋

学 校：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摘要】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道路积水预警系统由定位系统、水位监测系

统、核心处理系统、供电系统、信息传递系统、用户端、数据平台七大部分组

成。定位系统采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提供积水的时间和位置。水位监测系统对

比了市面上常见的超声波传感器、水压传感器，分析其价格高、难以保养的不

足，在试验过程中，利用水的导电特性来探测水中不同深度的电信号，设计了

独特的水位传感方式。核心处理系统解析北斗卫星定位数据，获取位置信息；

处理水位传感器得到的电信号并计算得出水位；控制水位信息的发送。供电系

统采用太阳能铅酸蓄电池供电。信息传递系统在本试验中用 433M无线模块进行

通信，实际应用中可采用 2G/4G 通信模块。用户端显示预警的位置和水位接收

上级指示命令，并根据位置信息到达积水位置并排除险情。报警系统作为数据

接收和处理的数据平台，为相关人员提供数据服务和报警信息。本课题以教师

传授的多学科的知识为基础，借助互联网查找合适材料，设计系统工作架构，

制作完成原型系统实物。

【关键词】积水预警；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一、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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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引言

暴雨来袭，导致城市桥下时常有积水。桥下积水会导致交通拥堵、司机需

要倒车再另选道路，且有安全隐患。自 7.21 特大暴雨后，北京政府格外关注城

市内涝问题，当有降水时，在易积水路段现场 24 小时派人值守。
[1]
积水多少的

不确定性导致劳动力资源浪费，许多排水工作者需长期在桥下值班却无排水工

作要做。更广泛地来看，郊区某些公路上易积水，但有时难以确定积水的具体

位置，也难以具体预警积水情况。

因此设计课题“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对暴雨道路积水预警系统”，期望

达到以下目的：协助政府完成交通疏导、人力资源调配工作；给各大导航软件

提供水位信息，以此让司机来选择最优路线，免去绕路或者遇到过不去的路只

得倒车返回的交通不便；实时实地显示水位，保障行人安全。

三、总体系统架构

3.1 综述

在易积水处相隔较近位置安放两个水位传感器（防止误报）。

记录其位置到预警系统客户端中。太阳能供电水位传感器。若水位到达预

警值，则在预警系统中标记此积水地区，进一步通知防汛办工作人员排水，同

时利用导航软件等各种方式通知行人和车辆绕行避开积水路段。核心处理系统

解码北斗卫星信号，进行定位；将所定位置标记到用户端地图中；处理水位传

感器得到的电信号并计算得出水位；控制水位信息的发送。采用太阳能铅蓄电

池供电。用 433M 模块进行通信，将位置信息、预警信息发送给用户端。用户端

显示预警的位置和水位。

该系统可实现快速部署，无需提前对积水点进行统一的测绘标定和数据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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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仅需在需要的时候，将本系统快速部署到易积水的地点即可，本系统会通

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获取当前位置，通过通信模块将位置和积水信息回传到数

据平台，数据平台的 GIS 系统直接依据北斗定位信息对当前水情的位置和积水

程度进行统一的展现，便于进行快速水情处理。

该系统可便携回收，旱季时统一收回，雨季时工作人员将其部署到易积水

位置。无雨时一天启动两次进行自检；下雨时有关部门远程启动预警系统，系

统五分钟发送一次水位信息；当降水量到达城市内涝灾害警戒值时，预警系统

实时监测（实时水位）。当水位到达 20、30、50、100cm 时分别采取不同措施。
[2]

3.2 北斗接收机

接收北斗卫星信号，提供位置信息。

3.3 核心处理模块

解析北斗卫星定位数据信号，获取定位信息。

将所定位置标记到用户端地图中。

处理水位传感器得到的电信号并计算得出水位。

控制水位信息的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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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声音报警系统报警。

3.4 水位感应

3.4.1 超声波液位计

在测量中超声波脉冲由传感器（换能器）发出，声波经液体表面反射后被

同一传感器接收或超声波接收器，通过压电晶体或磁致伸缩器件转换成电信号，

并由声波的发射和接收之间的时间来计算传感器到被测液体表面的距离。
[3]

经实验，超声波液位计测量精确。但其价格昂贵，其在实际应用中需要安

在高处，不够方便，不适宜广泛应用。

3.4.2 静压液位计

根据经典物理学公式 p = ρgh 测量水的压强。式中 p为液体压强，g为当

地重力加速度，h为液体与表面距离，ρ为液体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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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组一：将容器中放清水，使洁净的液位计在水中的液位显示为 0.10m；

组二：同样的容器放等量清水，将液位计打开，内部放入泥沙，滴少量

清水待其凝结成块附着在液位计上，将其放入清水中，液位显示为 0.15m。

结论：水中泥沙附着在水压液位计上时，会导致测量的液位偏离真实值。

随使用时间增长，水压液位计的探测孔处会附着泥沙，实用性、准确性下降。

且其价格同样昂贵。

3. 自制液位计

版本一：如右图所示，一个塑料圆柱上固定数个相对的防锈金属片（金属

片之间互不接触、彼此绝缘），分别控制其高度差分别为 10、20、20、30cm，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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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部金属片距地面 20cm，即它们距地面分别为 20、30、50、70、100cm，将其

分别对应标号 1、2、3、4、5.根据雨水导电的原理，当左边金属片全部通电，

液面达到某一高度后，其右边被液面接触的全部的金属片将接收到电信号。根

据此原理，当金属片足够多且互不接触时，即可根据所有接收到电信号的金属

片来判断水位高低。如当 50cm 处有电信号，即 3金属片有电信号，当且仅当 1、

2金属片均有信号，且 4、5金属片均无信号时，表明水位达到了 50cm，且在 50～

70cm 之间。

版本二：根据实际情况完善结构。由于塑料圆柱不好制作，且暴露在外面

易被恶意破坏，暴露在外面时受雨水波动影响过大。且材料过于繁多杂乱。因

此将结构完善为如左图所示。左边金属条贯穿整个检测板提供电压，右边金属

条改为金属螺钉分别放置在上述预警处以达到预警的效果

3.5 通信

运用 433M 模块将预警信息传送到报警系统（数据平台），报警信息转发给

客户端。客户端接收报警位置信息并进行声音报警的指示。

3.6 数据平台

用主流地图软件接口，运用 433M 模块将预警信息传送到客户端，将位置信

息、预警信息、测试点的系统工作状态发送给预警客户端，并将险情具体情况

显示在地图中。设置多级警戒水位。水位到达 20～30cm、30～50cm、50～100cm、

100cm 时进行不同声音报警。且客户端根据报警情况进行人力调配排水、交通控

制、在地图软件上显示预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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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声音报警

当水位到达各预警级时，分别进行不同声音广播预警。

3.8 供电系统

太阳能板下放铅酸蓄电池，并做好防水结构。

3.9 用户端

接收上级指示命令，并根据位置信息到达积水位置并排除险情。

3.10 模拟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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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左图，靠下的立方体是水位监测系统，将其固定在易积水处；靠上的立

方体为定位系统、报警系统、核心处理系统、供电系统、信息传递系统，将其

密封好固定在 3～4m 高处，保证其防水，其间均由电线连接。

［实验］五个分别接 20、30、50、70、100cm 的触点分别用五根电线代替。

在水中加电压。由于每根电线所对应的水位值已经固定（如电线 1 监测 20cm 水

位，当其在实际应用中放置在距地面 20cm 高处，且有电信号时，表示其位置有

水），而本实验只是验证该系统是否可以工作，故均将电线放入水中代表水到达

某一高度，若有电信号，则表明系统是正常工作的。经实验，5V 直流电压较为

合适。且实验结果如图。由上至下分别为水位 0~20cm、20~30cm、30~50cm、

50~70cm、70cm 及以上。

四、结果 暴雨积水预警系统成品（详见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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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创新与展望

5.1 创新点

本课题采用不同以往的水位监测方式，比较简便并且便宜。

本系统在旱季时可统一回收，雨季时将其固定在积水处即可，由北斗卫星

定位系统为其自动在地图中标定位置，不需人工将各个位置记录在地图中。雨

季来临时可实现快速部署，机动使用。避免信息登记错误造成的灾情误报。

5.2 展望

在水位监测方面，本实物模拟真实情况，设置了 20cm、30cm、50cm、70cm、

100cm 五个预警水位监测触点。在实际情况下，可以每隔 1cm 设置一个水位监测

触点，以达到实时准确监控水位的目的。

当水位监测精度渐渐提高时可设计算法测水位上升速度，以智能分析何处

可能会有较多积水。

本实验的通信方式是用 433M 模块，工程化应用时可用 4G 模块，将各个监

测点的情况长距离、统一上传到一个服务器上。

六、致谢

感谢我的指导老师：何文轶老师、张洋洋老师、吴巍荪老师；感谢北京市

第十二中学为我提供学习北斗的机会和良好的科研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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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导航仿生救援车

作 者：曹公达、刘品良、陶宣百、董一诺

指导教师：吴德双

学 校：大庆市第二中学

【摘要】北斗导航仿生救援车集成了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导航定位技术、机械、

电子、智能控制、计算机科学等多科领域，在救援中可用于环境勘探、越障、

目标跟踪，为救援人员提供有效的信息以便做出最有效的措施，设计机构新颖、

具有独创性、可携带的智能移动仿六脚昆虫北斗导航仿生救援车。

一、研究背景

随着我国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各行各业存在很多不安全因素，各种灾害

事故频繁发生，严重伤害工人的生命安全和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因此开发具有

智能的救援机器人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目前，救灾方式只是根据事故的类

型确定救灾的方案，一般救护人员无法进入危险区域，往往束手无策，错过搜

救遇险工人最佳时间。造成伤亡人数多，救灾周期长，往往效率低。我们设计

与制作可携带的智能移动仿六脚昆虫北斗导航仿生救援车。能迅速找到遇险工

人的位置，降低事故危害性，对提高救灾效率，北斗导航仿生救援车具有灵活

性好、机动性强的特点，有较好的爬坡和越障能力，能适应现场各种各样的地

理环境；探测技术发展迅速，能迅速找到遇险工人的位置；利用各种传感器通

过探测遇险工人的呻吟声、体温的变化及心脏跳动的频率的信息能找到他们的

位置；视频探测摄像头可以将现场环境的图像返回到救灾中心，为制定下一步

救灾的方案提供决策依据；能进入危险区域，监测事故现场温度、瓦斯以及有

害气体的浓度等的变化，防止事故的二次发生；为遇险工人投放小包食品、水、

药物和通讯装置等辅助功能，能有效地减少遇险工人的伤亡人数。

二、系统硬件方案设计

研制开发了带有北斗导航定位、运动能力、感知能力、通信能力和作业能

力等模块功能的北斗导航仿生救援车，实现以多种技术融合化、多智能体网络

化的救援辅助平台，达到加快救援进度、降低人员伤亡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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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的智能移动仿六脚昆虫北斗导航仿生救援车。可用来在各种不平整地

形上进行高速运动。受六脚昆虫的启发，它的六肢采用的是单自由度轮子，像

蟑螂的腿一样，基本步态规划使用一种时钟驱动的三足步态，保证了仿生救援

车具有灵活性和耐用性，而且它能够保证以比较理想的速度在平整体面、坡面、

沙地、草地、泥沼、楼梯、断裂面等各种情况恶劣的路面上行走。

以主控板 mcore，基于 arduino uno为核心，加装北斗导航模块、传感器模

块、电机驱动模块、显示模块、图像传输模块、远程控制模块和电源模块，结

合笔记本电脑、手机平板电脑 APP 等设备，使其方便的实现蓝牙或 wifi 遥控功

能和显示功能。

北斗导航模块用 UM220-III 北斗/GPS 双系统模块，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低

功耗 GNSS SoC 芯片 HumbirdTM,北斗/GPS 模块，集成度高、功耗低，支持单系

统独立定位和多系统联合定位。

循迹模块使用 2 只红外对管传感器，分别放置在北斗导航仿生救援车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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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侧，根据接受到地面颜色的数值来控制北斗导航仿生救援车转向来调整前

进方向，采用四只可以提高灵敏度，增强越障能力，有利于在复杂环境中实现

作业，可以很好地实现自主行驶的功能。

避障模块用只采用两只光电传感器和 1 只超声波传感器，当北斗导航仿生

救援车进入作业区后，只要能够判断出在其的前方和偏左、偏右的方向没有太

大的障碍就可以忽略障碍对北斗导航仿生救援车工作的影响，对于障碍物的检

测采用反射式原理的光电传感器，能够检测出障碍，越过障碍前进。

火焰和气体传感器主要用于探测火灾现场火势大小及有害气体的浓度对有

人的影响，便于采取相应措施进行急救。

人体红外和声音传感器对灾害现场的人员进行声音、呼吸等生命特征判断，

准确找到受灾人员的位置。

摄像头可以拍摄现场实况，传输到急救中心

wifi 或 2.4G 遥控系统和程序设计来实现远程控制、无线遥控等功能。wifi
模块和蓝牙模块可以近距离遥控控制。

三、系统软件控制

北斗导航仿生救援车的控制核心就是用 mcore，基于 arduino uno为核心作

为控制系统，总体上可化分为数据处理、行为控制两个基本方面。数据处理方

面包括：信息的采集、数字滤波、AD 变换等。行为控制方面主要是使用单片机

采用一定的算法把接收的数据进行处理，然后再输出指定的模块，来实现相应

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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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一定的功能，并使北斗导航仿生救援车动作更加灵敏，在进行软

件设计时，把所有的过程都化分成多个模块，把相应的功能部分独立编写在一

起，方便使用，相对应的程序部分也都独立，用 Scratch 图形化编程工具使用

mBlock 设计程序，编程简单易懂，方便快捷，驱动与 Arduino 电路板兼容的传

感器,从而灵活控制北斗导航仿生救援车。

四、前景展望

通过对北斗导航仿生救援车的测试可以发现北斗导航仿生救援车跟预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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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和现有的结果仍然存在着些许差距。但北斗导航仿生救援车各个功能的实

现都采用集成化模块，在实现更多功能的同时有效的减少了北斗导航仿生救援

车的体积，从而更加有利于北斗导航仿生救援车的推广和普及。北斗导航仿生

救援车。能迅速找到遇险工人的位置，降低事故危害性，对提高救灾效率，北

斗导航仿生救援车具有灵活性好、机动性强的特点，有较好的爬坡和越障能力，

能适应现场各种各样的地理环境；探测技术发展迅速，能迅速找到遇险工人的

位置；利用各种传感器通过探测遇险工人的呻吟声、体温的变化及心脏跳动的

频率的信息能找到他们的位置；视频探测摄像头可以将现场环境的图像返回到

救灾中心，为制定下一步救灾的方案提供决策依据；能进入危险区域，监测事

故现场温度、瓦斯以及有害气体的浓度等的变化，防止事故的二次发生；为遇

险工人投放小包食品、水、药物和通讯装置等辅助功能，能有效地减少遇险工

人的伤亡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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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的农业食品安全监管系统方案设计

作 者：刘恒辰

指导教师：侯宇堃

学 校：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摘要】本文针对公众普遍关心的农业食品安全问题，提出了基于北斗卫星导

航系统的农业食品安全监管系统设计方案，该方案采用北斗卫星导航技术、地

理信息技术、移动通讯技术、计算机技术、数据库技术、RFID 电子标签技术等，

构建了一个从农产品产地管理、生产、加工、运输到销售环节的食品安全监管

体系。该系统覆盖了农业食品的整个产业链，可为食品安全管理部门提供有力

的监管手段，提高管理部门管理的信息化水平；可以依其建立起优质农产品供

应体系；可为农产品的生产者和经营者提供农产品食品安全信息查询平台。该

系统对建立现代农业，保障食品安全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食品安全 RFID 手持终端 车载监控终端

【Abstract】 Focusing on agricultural food safety problems concerned by the public,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design scheme for the supervision system of agricultural
food safety based on Beidou system. Adopting the 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technique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obile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computer techniques, data base technology, and RFID smart label
technology etc., this scheme constructs a food-safety supervision system including
the links of producing-area management, production, processing, transporting and
marketing. This system covers the whole industry chain of agricultural food, which
can offer powerful regulatory means for food-safety management departments and
improve their information management level; supply system of high-quality
agricultural products can be established on its basis; also, it can provide a food-safety
information platform for the producers and transactors of agriculture products. This
system has great significance in terms of establishing modern agriculture and
ensuring food-safety.

【 key words 】 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food safety; RFID;
hand-held terminals; vehicle monitoring terminals

一、概述

目前，GPS 已成为老百姓熟知的定位导航代名词，实际上 GPS 是美国全球定

位系统的简称，由于 GPS 投入应用较早，抢占了卫星导航的先机。北斗卫星导

航系统是我国自主设计和建设的全球卫星定位导航系统，简称 BDS，是中国人自

己的 GPS。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建设目标是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向全球用户提供

高质量的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为了尽早发挥北斗系统的应用效果，采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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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阶段建设和应用的模式。目前，我们正在使用着北斗区域系统，到 2020 年北

斗系统可实现全球导航定位服务。到时，北斗系统天上将有 35 颗卫星为人们提

供服务，包括 5颗静止轨道卫星和 30 颗非静止轨道卫星。地面上有主控站、注

入站和监测站等若干个地面站观测和管理着天上的卫星。

2012 年 12 月 27 日，我国对外宣布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开始正式运行，向中

国及周边地区为公众免费提供连续的导航、定位和授时服务，定位精度优于 10

米，测速精度 0.2 米/秒，授时精度优于 10 纳秒，服务的精度可以与 GPS 媲美。

另外，北斗系统还有一个 GPS 不具有的特点，就是短报文服务，即可以通过北

斗卫星收发短报文信息。

图 1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示意图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我国重要的时空基础设施，是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的

重要保障。北斗系统提供的位置、时间信息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北斗系统使我

国摆脱了依赖国外系统的状况，开启了我国时空体系独立自主的新时代。北斗

系统不仅对于保障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国防安全和公共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

义，也和百姓生活密切相关，对转变人民生活方式、提高大众生活质量都具有

重要意义。

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是重大的民生和公共安全问题，直接关系人民群众

身体健康和社会和谐稳定。农业食品的安全是食品安全的根基，涉及养殖种植、

加工、运输、销售整个过程，利用北斗卫星系统提供的位置、时间信息，建立

覆盖从生产到销售整个链路的监管系统，达到农业产品的可追溯性，对保证农

业食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二、系统建设的必要性分析

以我生活在的山东省为例说明系统建设的必要性。山东省四季分明，农业

历史悠久，是我国种植业的发源地之一，是全国粮食、棉花、花生、蔬菜、水

果的主要产区之一，产量和质量均名列前茅。山东省蔬菜生产自然条件优越、

品种资源丰富，素有“世界三大菜园”之称。全省蔬菜共有 100多个种类，3000
多个品种，70%以上销往省外，出口量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山东已经成为首都经

济圈主要蔬菜供应基地，和我国重要蔬菜出口基地之一。然而，我省现有农业

食品安全监管手段还不甚完善，一方面，食品生产过程不规范，农药及化学残

留物超标、食品原料以次充好等现象屡见不鲜；另一方面，食品加工、运输、

销售过程缺乏有效监管，贴牌销售、偷梁换柱、假冒伪劣、过期销售等情况时

有发生，出现过潍坊峡山生姜事件、滨州阳信假羊肉事件。频频发生的食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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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安全事件不但危害公众健康，也危及整个食品行业的健康发展，食品安全监

管已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

应用北斗卫星导航技术、地理信息技术、RFID 技术，为每箱农产品安装唯

一电子标识，为运输车辆安装车载北斗监控终端，从生产环节到加工、运输、

销售等各个环节进行全程追踪，建立食品安全溯源追踪体系，对整个食品供应

链各环节的产品信息进行跟踪与追溯，一旦发生食品安全问题，可以迅速追踪

到食品的源头，及时召回不合格产品，将损失降到最低。因此，建设基于北斗

的农业食品安全监管系统，实施农业食品生产流通全过程精细化管理，真正解

决食品安全问题，对提升中国食品的国际形象，保障食品出口和首都圈食品安

全；对建立农业食品安全生产体系，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和监管效能，保障公众

饮食安全有着重要的意义，是当前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之一。

三、系统总体方案

1.系统组成

基于北斗的农业食品安全监管系统主要由食品安全信息综合处理平台、手

持式信息终端、北斗车载监控终端和电子标签组成。信息综合处理平台融合地

理信息、数据通信、数据库、“云”计算等技术建成一个信息综合处理平台。平

台能够接收手持式终端的信息，同时也能接收车载终端发来的信息，能够随时

掌握车辆位置信息和农产品的状态信息，现实可视化、实时、动态、智能的信

息综合处理。手持式终端内装北斗模块，能够采集农产品种植场地的地理信息，

农产品的图像信息；农产品的装运和电子标签信息。北斗车载监控终端内装北

斗模块和数据通信模块，能够接收北斗卫星信号，为车辆提供位置信息和时间

信息；能够读取电子标签的信息，获得运输的农产品的情况；通过、3/4G 无线

通信通道向信息综合处理平台传输。RFID 标签与农产品的转运箱紧密结合，是

转运箱的唯一标识，它具有存储功能，能够存储农产品信息，通过手持式终端

可以将农产品信息写入 RFID 标签。

2.信息综合处理平台

信息综合处理平台是农业食品安全的指挥控制中心，设置有大屏幕能够实

时显示载有农产品车辆的运行状态，对车辆进行跟踪，显示车辆运输的农产品

信息和状态；显示手持终端采集的农产品的图像信息和产品信息。利用电子地

图进行农产品种植地的原产地管理，对符合种植条件、满足种植要求的地块进

行认证，用电子围栏技术对种植地进行标识，建立种植基地档案，实现原产地

的溯源。信息综合处理平台通过对北斗位置、时间信息的利用、信息采集、信

息交换、手持终端、车载终端信息的校验，对食品安全信息进行了记录、标识

和存储，建立食品安全大数据资源库，进行食品安全预警，发现潜在的食品安

全问题，为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提供有力的监管手段，为农产品生产企业、大众

提供食品安全服务。

实现对全省所有食品经营业户的经营情况进行监控，监管食品在经营企业

的流通信息，提供食品安全监控的核心业务功能，完成食品安全监管的日常工

作、实现食品安全信息的采集、处理、统计、分析、报表、查询、预警、信息

发布等各项功能。

利用先进的电子标签技术，实现农业食品全流程精细化管理，实现信息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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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使经济效益最大化。

帮助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建立起高效的集业务、生产、质检、财务于一体的

信息化管理模式，提高食品加工企业的产能和员工工作效力，有效提高企业的

内部管理及经营利润。

为大中型超市、代理商、市场开办者、连锁配送中心等各类食品经营业户

提供比较完备的企业进销管理功能，在方便企业管理的同时，提高企业录入数

据的积极性和准确性。

3.电子标签

每个农产品转运箱都设置一个 RFID 电子标签，存有转运箱的唯一识别码，

编码可参照国际上通用的编码形式进行编码，可以对食品供应链全过程中的产

品及其属性信息、参与方信息等进行有效地标识，建立各个环节信息管理、传

递和交换的方案，实现对供应链中食品原料、加工、包装、贮藏、运输、销售

等环节进行跟踪和掌控，在出现问题时，能够快速、准确地找出问题所在，从

而进行妥善处理。

4.终端

手持式终端

手持式终端是针对食品原始情况的采集终端，具有触摸屏，可以显示和输

入信息，内置北斗定位模块、照相机、RFID 读写终端。可以进行农产品原产地

原始信息的采集，采集农产品产地的地理坐标，看是否与备案的地块坐标是否

一致；可以采集农产品采摘时的图像信息；可以读取转运箱 RFID 标签内的产品

信息和图像信息；可以通过触摸屏输入产品信息和必要的信息；手持式终端可

以与 RFID 标签交换信息，可以将农产品信息通过 RFID 的读写功能写入 RFID 标

签。也可以通过无线通信网络，与信息综合平台进行信息交互，将农产品原始

信息传输给信息综合平台，也可以从信息综合处理平台下载注册原产地电子围

栏的地理信息。

车载终端

车载终端是一种安装在运输农产品车辆上对农产品运输过程进行监控的终

端，它集成北斗卫星定位模块、物联网模块、RFID 读写模块等。该终端采用先

进的单片机控制，具有很高的数据处理能力，计算速度更快，同时也具有丰富

的接口。北斗/GPS 双模模块，能够实时上传汽车位置，速度，违章信息，通过

摄像头，可以实时回传图像，观察车内车外情况。RFID 读写模块可以读取农产

品转运箱上 RFID 的信息。车载终端外接有温度、湿度传感设备，可获取食品在

运输过程中的实时温湿度信息，生鲜食品对温湿度环境比较敏感，温湿度是食

品保质、保鲜的重要参数。车载终端通过 3/4G 无线通信网络与信息综合平台进

行信息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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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车载终端原理框图

四、创新点

利用电子围栏技术实现农产品原产地的管理。优质名牌农产品往往跟它的

原产地密切相关，农产品中有害重金属的含量、农药残留跟它的种植地土壤被

污染的情况密切相关，利用高精度北斗卫星定位测量技术，对满足优质农产品

种植要求的地块边界进行测量，建立电子围栏，对地块进行建档编号，只有这

些地块生产的农产品才能认定是安全优质的农产品。

采用 RFID 技术和图像采集技术，确保装箱运输的农产品就是特定地块生产

的农产品。农产品的形态也是判断农产品品种、优劣的重要因素，用手持终端

采集特定种植地块上农产品的图像，农产品装到哪个转运箱就把相关的信息传

送到哪个转运箱的 RFID 标签内，保证装箱的产品就是认证地块生产的产品。

采用车载终端监控技术可以确保农产品的运输安全。车载终端不仅可以利

用北斗卫星的定位技术确定车辆的位置轨迹，还可以定时测量车厢内的温度、

湿度，保证农产品的新鲜度。

超市等销售端可以登录食品安全信息综合处理平台查询农产品生产、运输

的信息，确认收到的农产品就是订购的农产品，且整个过程受控。

五、结语

食品安全是公众关心的核心问题，也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本

方案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提供的技术基础设施，结合物联网技术、计算机技

术、3/4G 无线通信技术、数据库技术、数据分析技术等，构建以食品安全信息

综合处理平台为核心的农业食品安全监管系统，形成从农产品从生产、加工、

运输到销售全环节的监管覆盖，对建立食品行业诚信体系，提高管理部门的食

品安全监管能力和应急管理能力，提高品安全水平，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有

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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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导航技术的行人路口提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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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周道营、崔士友

学 校：山东省淄博市第七中学

【摘要】随着文明城市的推进，很多城市开始执行道路路口汽车礼让行人，由

于刚开始执行，经常出现汽车为礼让行人造成追尾事故，或者后面的车辆不知

道前面的情况，盲目鸣笛，造成噪音污染。基于以上原因，我们确定了《基于

北斗导航技术的行人路口提示系统》这个项目课题，运用传感器、单片机、互

联网、北斗导航等技术，通过信息互联、共享，具体达到以下功能：

1、行人通过路口时，路口就会有灯光闪烁进行提示。

2、汽车距离行人路口有 30 米时，汽车内的北斗导航系统有灯光闪烁，并

有 “前方 30米有行人路口，请减速慢行”的提示语音。

3、当车辆在距离路口 30 米内，行人通过路口时，汽车内的北斗导航系统

显示路口有行人一侧灯光闪烁，并有“道路左侧有行人，请减速慢行；或道路

中间有行人，请礼让行人；或道路右侧有行人，请减速慢行”的精准的行人位

置提示。

4、当车辆通过路口时，有语音提示“行人路口已通过”。

5、根据北斗导航系统提供的汽车礼让行人的大数据，可以作为评选文明城

市的依据。

6、系统具有人性化，智能化的特点。

《基于北斗导航技术的行人路口提示系统》能够有效避免交通事故，保护

汽车、行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市场前景广阔。

【关键词】北斗导航系统、汽车、道路监控、智能提醒、语音提示、安全驾驶

一、项目设计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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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实况

车辆通过行人路口，尤其是无标识的一些路口时，经常出现以下情况：

如果行人突然过马路的情况，前面的汽车紧急制动，后面的汽车没有准备，

造成追尾事故；

或者前方汽车停车在等待行人通过路口时，后面汽车不知道原因，盲目鸣

笛，造成噪音污染的状况。

为了更好的保护车辆、行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避免这种交通事故和噪声污

染的发生，我们确定了《基于北斗导航技术的行人路口提示系统》这个项目课

题进行研究

二、项目设计思路

根据行人路口的实际情况，我们计划以北斗导航技术为依托，运用传感器、

单片机、互联网、北斗导航等技术，对道路、车辆、行人进行实施监控，并将

道路信号、汽车导航、行人监控等信息进行实时共享互动。当有行人通过路口

时，道路中间有灯光提示，同时将信息传递给互联网，互联网传递给北斗导航

系统，然后，北斗导航系统传递给汽车的导航，在导航上进行灯光、语音提示，

确保汽车、行人安全。

《基于北斗导航技术的行人路口提示系统》预期达到以下功能：

1、行人通过路口时，路口就会有灯光闪烁进行提示。

2、汽车距离行人路口有 30 米时，汽车内的北斗导航系统有灯光闪烁，并

有 “前方 30米有行人路口，请减速慢行”的提示语音。

3、当车辆在距离路口 30 米内，行人通过路口时，汽车内的北斗导航系统

显示路口有行人一侧灯光闪烁，并有“道路左侧有行人，请减速慢行；或道路

中间有行人，请礼让行人；或道路右侧有行人，请减速慢行”的精准的行人位

置提示。

4、当车辆通过路口时，有语音提示“行人路口已通过”。

5、根据北斗导航系统提供的汽车礼让行人的大数据，可以作为评选文明城

市的依据。

6、系统具有人性化，智能化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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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导航技术的行人路口提示系统》能够有效避免交通事故，保护

汽车、行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市场前景广阔。

三、研究过程

（一）了解北斗导航定位系统、行人路口现状，制定研究计划。

1、了解北斗导航定位系统、行人路口现状

①、北斗导航定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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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网查阅资料

②实地考察行人路口现状

车辆通过行人路口，尤其是无标识的一些路口时，经常会遇到行人突然过

马路的情况，前面的汽车紧急制动，后面的汽车没有准备，造成追尾事故；再

或者前方汽车停车在等待行人通过路口时，后面汽车不知道原因，盲目鸣笛，

造成噪音污染的状况。

http://baike.baidu.com/item/%E6%8E%88%E6%97%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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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考察行人路口现状

2、制定《基于北斗导航技术的行人路口提示系统》研究计划

为了使《基于北斗导航技术的行人路口提示系统》研究活动有序、顺利开

展，研究小组制定了详细的研究计划，做了具体的任务分工部署。

师生共同讨论制定《基于北斗导航技术的行人路口提示系统》活动方案

活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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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北斗导航定位系统、行人路口现状，制定研究计划。

2、讨论确定项目研究方案。

3、熟悉 arduino 开发环境，编写项目程序。

4、3D设计项目所需零件，进行硬件初步组装。

5、学习北斗导航定位模块的原理

6、焊接电子电路。

7、调试项目控制单元。

8、设计项目进行总装配、调试。

9、总结研究过程，提出改进方案。

（二）讨论确定项目研究方案。

《基于北斗导航技术的行人路口提示系统》以北斗导航技术为依托，运用

传感器、单片机、互联网、北斗导航等技术，对道路、车辆、行人进行实施监

控，并将道路信号、汽车导航、行人监控等信息进行实时共享互动。当有行人

通过路口时，道路中间有灯光提示，同时将信息传递给互联网，互联网传递给

北斗导航系统，然后，北斗导航系统传递给汽车的导航，在导航上进行灯光、

语音提示，确保汽车、行人安全。

讨论确定项目研究方案

经过讨论，确定《基于北斗导航技术的行人路口提示系统》方案如下：

1、行人通过路口时，路口就会有灯光闪烁进行提示。

2、汽车距离行人路口有 30 米时，汽车内的北斗导航系统有灯光闪烁，并

有 “前方 30米有行人路口，请减速慢行”的提示语音。

3、当车辆在距离路口 30 米内，行人通过路口时，汽车内的北斗导航系统

显示路口有行人一侧灯光闪烁，并有“道路左侧有行人，请减速慢行；道路中

间有行人，请礼让行人；道路右侧有行人，请减速慢行”的精准的行人位置提

示。

4、当车辆通过路口时，有语音提示“行人路口已通过”。

5、根据北斗导航系统提供的汽车礼让行人的大数据，可以作为评选文明城

市的依据。

6、系统具有人性化，智能化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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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熟悉 arduino 开发环境，编写项目程序。

根据项目设计方案的要求，利用 arduino 开发板、各种传感器搭建控制环境，

用 arduino 开源软件设计程序，进行测试。

用 arduino设计程序

1、道路路口程序：

#include <SoftwareSerial.h>
SoftwareSerial BlueTooth(8,9);//创建虚拟串口，Pin8 Rx,Pin9 Tx
int xingren; //存储行人信息，并通过蓝牙传出

int ardublockUltrasonicSensorCodeAutoGeneratedReturnCM(int trigPin, int
echoPin) //超声波测距

{
long duration;
pinMode(trigPin, OUTPUT);
pinMode(echoPin, INPUT);
digitalWrite(trigPin, LOW);
delayMicroseconds(2);
digitalWrite(trigPin, HIGH);
delayMicroseconds(20);
digitalWrite(trigPin, LOW);
duration = pulseIn(echoPin, HIGH);
duration = duration / 59;
if ((duration < 2) || (duration > 300)) return false;
return duration;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BlueTooth.begin(9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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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Mode(10, OUTPUT);
digitalWrite( 2 , LOW );//超声波

digitalWrite( 4 , LOW );//超声波

digitalWrite( 6 , LOW );//超声波

}

void loop()
{

if (( ( ardublockUltrasonicSensorCodeAutoGeneratedReturnCM( 2 , 3 ) ) < ( 5 ) ))
{
xingren=1;
delay(50);
BlueTooth.write(byte(xingren));//通过蓝牙传出左侧行人信息，注意此处必须

要设置传出数据为 byte，否则接受时会因 ASIC 变为乱码

}
if (( ( ardublockUltrasonicSensorCodeAutoGeneratedReturnCM( 4 , 5 ) ) < ( 5 ) ))
{
xingren=2;
delay(50);
BlueTooth.write(byte(xingren));//通过蓝牙传出中间行人信息，注意此处必须

要设置传出数据为 byte，否则接受时会因 ASIC 变为乱码

}
if (( ( ardublockUltrasonicSensorCodeAutoGeneratedReturnCM( 6 , 7 ) ) < ( 5 ) ))
{
xingren=3;
delay(50);
BlueTooth.write(byte(xingren));//通过蓝牙传出右侧行人信息，注意此处必须

要设置传出数据为 byte，否则接受时会因 ASIC 变为乱码

}
if((xingren==1)||(xingren==3))
{
digitalWrite(10 , HIGH );
delay(300);
digitalWrite( 10 , LOW );
delay(300);
digitalWrite(10 , HIGH );
delay(300);
digitalWrite( 10 , LOW );
delay(300);
digitalWrite(10 , HIGH );
delay(300);
digitalWrite( 10 , LOW );
delay(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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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xingren==2)
{
digitalWrite(10 , HIGH );

delay(3000);
digitalWrite( 10 , LOW );
}
/*Serial.print("xingren");
Serial.print(xingren);
Serial.println();
delay(500);*/
}
2、汽车内程序：

#include <SoftwareSerial.h>
#include <Servo.h>
SoftwareSerial BlueTooth(8,9); //接收蓝牙(从机)放到 Pin8,9 口

intxingren;//存储从蓝牙接收到的信息

intcheliang;//存储车辆通过提示线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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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nMode(2, INPUT);
pinMode(3, OUTPUT);
pinMode(4, OUTPUT);
pinMode(5, OUTPUT);
pinMode(6, OUTPUT);
pinMode(7, OUTPUT);
pinMode(10, OUTPUT);
//pinMode(11, OUTPUT);
//pinMode(12, OUTPUT);
digitalWrite(3 , HIGH );
digitalWrite(4 , HIGH );
digitalWrite(5 , HIGH );
digitalWrite(6 , HIGH );
digitalWrite(7 , HIGH );
xingren = 0;
}

void loo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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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BlueTooth.available() > 0) //当蓝牙有信息传入时开始接收数据

{
xingren = BlueTooth.read();
delay(50);
}
if(!(digitalRead(2)))//判断车辆是否通过提示线，并语音提示

{
cheliang=1;
digitalWrite( 2 ,LOW );
delay(50);
digitalWrite( 2 ,HIGH );
}
while(cheliang==1)
{
if (BlueTooth.available() > 0) //当蓝牙有信息传入时开始接收数据

{
xingren = BlueTooth.read();
delay(50);
}

if(!(digitalRead(2)))//判断车辆是否通过提示线，并语音提示

{
cheliang=0;
digitalWrite( 3 ,LOW );
delay(50);
digitalWrite( 3 ,HIGH );
break;
}

if (xingren==1)
{

digitalWrite( 5 ,LOW );
delay(50);
digitalWrite( 5 ,HIGH );

}

if (xingren==2)
{

digitalWrite( 6 ,LOW );
delay(50);
digitalWrite( 6 ,HIGH );
}

if (xingre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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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gitalWrite( 7 ,LOW );
delay(50);
digitalWrite( 7 ,HIGH );;
}

if((xingren==1)||(xingren==3))
{

digitalWrite(10 , HIGH );
delay(300);
digitalWrite( 10 , LOW );
delay(300);
digitalWrite(10 , HIGH );
delay(300);
digitalWrite( 10 , LOW );
delay(300);
digitalWrite(10 , HIGH );
delay(300);
digitalWrite( 10 , LOW );
delay(300);
}
if(xingren==2)
{

digitalWrite(10 , HIGH );
delay(3000);
digitalWrite( 10 , LOW );
}

}
/*Serial.print("xingren");
Serial.print(xingren);
Serial.println();
delay(500);*/

}

（四）3D设计项目所需零件，进行硬件初步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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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草图大师进行 3D建模

3D打印制作零件

（五）学习北斗导航定位模块的原理

研究学习北斗导航定位模块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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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导航定位模块

软件测试效果图

（六）焊接电子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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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电路

（七）对设计项目总装配、调试。

（八）基于北斗导航技术的行人路口提示系统成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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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导航技术的行人路口提示系统汽车模型

基于北斗导航技术的行人路口提示系统整体效果图

四、方法及原理

《基于北斗导航技术的行人路口提示系统》利用人体传感器、车辆传感器

等感应信号，经单片机处理后，传递给互联网，再传递给北斗导航系统，然后

反馈给汽车内的导航，以实现自动化的控制。

基于北斗导航技术的行人路口提示系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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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原理图

五、项目贡献及创新部分

《基于北斗导航技术的行人路口提示系统》的主要创新点：

1、行人通过路口时，路口就会有灯光闪烁进行提示。

2、汽车距离行人路口有 30 米时，汽车内的北斗导航系统有灯光闪烁，并

有 “前方 30米有行人路口，请减速慢行”的提示语音。

3、当车辆在距离路口 30 米内，行人通过路口时，汽车内的北斗导航系统

显示路口有行人一侧灯光闪烁，并有“道路左侧有行人，请减速慢行；道路中

间有行人，请礼让行人；道路右侧有行人，请减速慢行”的精准的行人位置提

示。

4、当车辆通过路口时，有语音提示“行人路口已通过”。

5、根据北斗导航系统提供的汽车礼让行人的大数据，可以作为评选文明城

市的依据。

6、系统具有人性化，智能化的特点。

六、同类研究情况调查

没有同类产品的研究。

用百度搜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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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进一步完善该项目的设想

进一步增加显示屏、太阳能等其他智能设施在项目上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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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的双层可报警窨井盖

作 者：崔照菲

指导教师：曹玲玲

学 校：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实验初级中学

【摘要】随着越来越多窨井盖吃人事件，采用北斗系统监测和窨井盖及窨井盖

自身报警设计，基于北斗的地下管网及窖井井盖监控是实施城市安全和智慧城

市的重要手段，两层的设计可以解决人掉进下水道的悲剧发生。窨井盖利用 DMC

材料压模制作，呈现生产城市道路用基于北斗的双层窖井盖的研究过程。

【关键词】自动报警 安全 窨井盖 北斗

一、前言

在马路上行走，常常会看到深灰色的盖子，这就是窨井盖。窨井盖常用钢

筋水泥、金属、强化塑料等材料制成，形状以圆形和方形为主。窨井种类繁多，

但窨井盖却是“千城一面”，绝大多数都是黑乎乎一个铁盖，近年来，为了防盗，

干脆用灰色的水泥板取面代之。普通的窨井盖非常不安全。设想一下，如果在

一个黑漆漆的夜晚，一个人走在马路上，一不小心踢翻了窨井盖，掉下去，脚

边都是污水不说，万一井盖掉下去，岂不是要人命？窨井盖的主要功能，是屏

蔽为维护地下管线而预留的方便工程人员出入的孔洞，这是其主要功能，根本

功能。因此，在考虑提升窨井盖的“人文品位”时，绝对不可以舍本求末，忘

却了窨井盖的设置首先必须方便管理与维护，同时，也不能让人随随便便就能

搬走，针对于此，我设计了一款窨井盖，它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我设计的这一

款窨井盖，上面本来是有一个普通窨井盖压着的。只要上面的窨井盖脱离，我

的窨井盖便会发挥它的作用。当有人或车辆靠近，它便会鸣笛、闪灯警示。

二、产品查新

本产品在设计制作前，于知网上进行了查新，查新结果显示，中国知网网

站上并无相似的产品。也就是说，此次设计的窨井盖报警器具有一些相对新颖

的设计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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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查统计

在马路上行走，常常会看到深灰色的盖子，这就是窨井盖。窨井盖常用钢

筋水泥、金属、强化塑料等材料制成，形状以圆形和方形为主。窨井种类繁多，

但窨井盖却是“千城一面”，绝大多数都是黑乎乎一个铁盖，近年来，为了防盗，

干脆用灰色的水泥板取面代之。普通的窨井盖非常不安全。设想一下，如果在

一个黑漆漆的夜晚，一个人走在马路上，一不小心踢翻了窨井盖，掉下去，脚

边都是污水不说，万一井盖掉下去，岂不是要人命？窨井盖的主要功能，是屏

蔽为维护地下管线而预留的方便工程人员出入的孔洞，这是其主要功能，根本

功能。因此，在考虑提升窨井盖的“人文品位”时，绝对不可以舍本求末，忘

却了窨井盖的设置首先必须方便管理与维护，同时，也不能让人随随便便就能

搬走，针对于此，我设计了一款窨井盖，它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我设计的这一

款窨井盖，上面本来是有一个普通窨井盖压着的。只要上面的窨井盖脱离，我

的窨井盖便会发挥它的作用。有人或车辆靠近，它便会鸣笛、闪灯警示，保证

人们的安全。

四、选题背景

近年来窨井坠亡新闻越来越多，今年 7 月芜湖工人不慎坠落窨井中，9 个多

小时的三方救援也没能把他救回来……

窨井吞人事件不止这一起近年来，全国各地的这种悲剧屡见不鲜，时有发

生

2013年长沙暴雨，一名 21 岁的女孩掉进没有井盖的下水道里下落不明。

2014年，哈尔滨市某小区内一名 8 岁男孩不慎坠入没有井盖的下水道内，

不幸坠亡

2015年 10 月份，合肥市某小区内两名儿童不小心掉进窨井里，受到不同程

度的伤害.....
2016年 5 月，丽水经济技术开发区，两名工人在进行下水管道作业时发生

意外，一名工人及时逃出窨井口，另外一名工人不幸身亡。

这么多的生命离我们远去，令我们反思：难道我们就应该袖手旁观，却不

做一些努力，来阻止这种事故再次发生。所以我决定发明一种能报警的窨井盖，

减少此类事件的发生。

五、实验测试

模拟窨井盖被雨水冲走，报警器果真响起，达到设想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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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北斗模块发送经度及纬度准确定位窨井盖的位置，双层的设计，可以

有窨井盖被冲走后，有应急网，确保人民的生命安全。

序号 支出内容 备注

1 DMC 窨井盖

2 自动报警器

3 变压器 220V -24V

4 行程开关

5 电线

6 辅料（绝缘胶布等）

7 北斗模块

8 双层网

六、研究过程

城市地下管线深埋于地下，通过窖井井盖进行日常维护。窖井井盖数量多，

而且缺乏有效的实时监控及管理手段，会经常出现井盖吃人、巡查繁复等倩况，

基于北斗的窖井井盖远程监测系统可以实时检测到井盖的状态信息。在监测系

统中，天线作为至关重要的环节，其性能的优劣往往是决定整个北斗定位及应

用成败的关键。

在基于北斗的地下管网及窖井井盖监测系统中，由于窖井井盖天线受到窖

井周围特殊工作环境对天线性能的影响比较大，因此，当对窖井井盖天线的建

模越接近于工作的实际环境时，就能更精确地预测其工作特性。受窖井井盖内

部空间及井盖材料的限制，北斗天线必须要具有 360 全方位覆盖能力来适应载

体窖井井盖带来天线指向变化;同时，为保证可靠的通信能力，要求北斗天线必

须能够达到一定的增益。

本文根据窖井井盖北斗天线的设计要求，基于微带天线辐射原理，井盖状

态监测系统包括井盖监测中心和井盖节点中心两个部分组成。其中井盖节点中

心由北斗定位模块、位移传感器、无线传输模块、节点控制模块和节点电源模

块组成。井盖监测中心由上位机、王站控制模块、王站扩频传输模块、外置天

线和王站电源模块组成。

井盖节点中心由北斗定位模块、位移传感器、无线传输模块、节点控制模

块和节点电源模块组成。其工作过程为:北斗定位模块固定在井盖底面中心位置，

并且在井盖边缘使用具有绝缘层的、向上发射的窖井井盖北斗全向天线接收卫

星信号传输 NAME 语句，通过柔性电缆与无线传输模块相连接，从而对接收的

卫星信号进行传递，再通过中继器传输回井盖监测中心。

最初，城市道路用窖井盖使用铸铁件。铸铁件客井盖虽然具有好多优点，

但同时存在以下问题:铸铁件窖井盖在使用的过程中经常发生丢失，致使意外经

常发生;还有部分表面积较大的铸铁井盖抗冲击性能较差，受行驶车辆的冲击易

造成碎裂;铸铁井盖受气候影响较大，对于气候在冬、夏温度变化幅度较大的地

区铸铁井盖热膨胀系数较大，配合较松，易被行驶车辆击翻;虽然从形式结构上

设置自锁结构，仅能改变某些性能，但易丢失;受冲击，易造成破裂等现象很难

克服。研究高分子复合材料的代用品。因而市场上出现许多使用废旧塑料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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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高分子复合材料等制作的窖井盖。使用高分子复合材料制作窖井盖系列产

品，必须具备如下优点:①具有较高的强度、刚度;②在受热、受力状态下不变形、

不破裂;③具有较高的耐磨性、耐热性;④成型工艺好，收缩率低，尺寸稳定性好;
⑤模塑压力低，制造工艺简单，材料来源广泛，价格低廉;⑥具有不可回收性能，

防盗(不可回收利用)。此时使用 DMC材料生产的害井盖.以其优异的性能迅速成

为该类产品的主流。这类产品一在许多城市经试用，各种性能达到窖井盖的性

能，同时一既环保又防盗，是值得推广的产品。 DMC材料是由不饱和聚醋、引

发剂、交联剂、催化剂、填料、着色剂等组成的复合材料材质。DMC材料依据

产品的性能可使用不同的配方，用于制作窨井盖的材质必须具备一定的物理性

能及力学性能，以满足不同的环境使用。窖井盖材质中填加了短切玻纤、橡胶

粉提高产品的韧性及抗冲击性能，还加人了一定量的重质 CaC03 提高产品的刚

性及尺寸稳定性，同时降低产品的热膨胀系数。目前使用 DMC材质制作的害井

盖产品已通过个别城市试用，不论从抗压、抗冲击、尺寸稳定性能、防盗等均

超过铸铁窖井盖。

使用 DMC材料制作客井盖采用压铸生产工艺，整个生产过程简述如下:

DMC实际上是玻纤增强不饱和树脂的团状热固性复合材料。它的主要成分

是不饱和树脂，同时由玻纤、引发剂、催化剂、填料、着色剂相混而成。依据

窖井盖的使用特点，对所要用 DMC材料有这样一个要求，①良好的耐热性，阻

燃性，耐腐蚀性;②具有模压成型容易，流动性好，模压压力较小;③成型周期短，

成型模温低;④较高的机械性能。因而用于制作窖井盖的 DMC材料配方应依据产

品性能来制作，但还要求成本低，拉伸强度、硬度、刚性、抗冲击强度要优异。

用 DMC制作的窖井盖由于面积大，冲击力有限，因而采用“钢筋混凝土”

的形式，在产品内芯增加嵌件，以增强其抗冲、压能力。由于增加了嵌件，可

以使材料的冲击能力提高 10 倍以上，因而一般使用了钢骨架的形式，在成型的

时候可使嵌件夹在产品芯部。

如井盖使用的钢骨架形式可做成如图 1 所示的形式;一般可以依据窖井盖承

受力的大小来选用合适的钢骨架形式及选用钢筋的大小尺寸。

七、作品研究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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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老师讨论项目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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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北斗导航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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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二代应用于军事领域的监测心率可穿戴设备

作 者：刘清源

指导教师：赵万兴、赵晓丽

学 校：大庆实验中学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十九大报告鲜明指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建设一

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

军队。在现代化高技术战争的背景下,士兵执行任务需要携带的装备和物品越来

越多,负荷越来越大,严重影响士兵机动灵活性和持续作战能力,同时士兵生命保

障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可穿戴传感器作为单兵作战装备,能够支持实时战场状态

监测,对周围环境和士兵体征进行测量,有助于及时掌握士兵动向减小伤亡,最终

有可能起到影响战争进程和结果的作用。本文以出了一种基于北斗定位系统的

可穿戴心率监测仪，当士兵在训练或作战过程中心率异常时，可以通过穿戴式

监测设备及时通知医护人员，并告知确切位置，以获得最快的医治。系统由心

率采集与处理、GSM 模块通信、北斗定位系统、STM32F405 组成，实现对心率

信号实时采集与处理，远程监控士兵训练或作战时的心率健康与定位，对北斗

定位系统无论在军事还是拓展到民用亦或是便携式医疗中的应用都有一定的参

考意义。

【关键词】北斗定位系统；军事领域；心率监测；可穿戴设备

【Abstract】The report of the 19th NPC Chairman Xi Jinping clearly pointed out:
The Party's goal of strengthening its armed forces in the new era is to build a people's
army with excellent command of the Party's command, capability to win the war and
building the people's army into a world-class army.In the context of modern high-tech
warfare, soldiers are required to carry more and more equipment and articles in
carrying out their tasks, with more and more loads, which seriously affec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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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exibility and sustained combat capability of soldiers. At the same time, the life
support of soldiers is also being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 Wearable sensors, as
single-soldier combat equipment, can support real-time battlefield condition
monitoring and measurement of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and soldiers' marks. It
helps to timely grasp the movements of soldiers and reduce casualties, and ultimately
may have the effect of affecting the progress and outcome of the war. In this paper, a
Beidou positioning system based on the wearable heart rate monitor, when the
soldiers during training or combat heart rate abnormalities, wearable monitoring
devices can be promptly notify the medical staff, and inform the exact location in
order to obtain the fastest heal. The system consists of heart rate acquisition and
processing, GSM module communication, internal bucket positioning, STM32F405,
real-time acquisition and processing of heart rate signals, remote monitoring of heart
rate health and positioning of soldiers training or combat, civil or portable medical
applications have some reference value.

【Keywords】BDS, Military area ,ECG sensor, wearable devices

第 1 章 绪 论

1.1 军事可穿戴设备发展现状

在民用领域带动下，各国争相将智能可穿戴技术引入军事领域，均已着手

相关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一）作战指挥类应用

长期以来，各国着眼于提升作战人员态势感知、数据显示和指挥通信等能

力，着力将可穿戴技术引入实战运用，并研发出了一系列相关军用装备。一是

智能头盔式装备。在航空领域，飞行员头盔显示系统是军用智能可穿戴设备的

代表，当前各国空军的头盔显示系统普遍支持目标指示、态势感知、数据显示、

通信联络、武器瞄准等多种作战功能。以美军 F-35“雷电Ⅱ”战机新型头盔系

统为例，该头盔系统可跟踪飞行头部动作动态显示飞行与作战关键信息，可通

过机身四周的摄像机实施 360°全向观察，可对飞行员视域内目标进行位置判

定、身份认证、敌我识别、警报提示和指示开火，更可实现夜间数据与图像信

息的态势叠加。与飞行员头盔系统异曲同工的是单兵头盔式夜视镜，例如美军

装备普通作战部队的“ENVG”头盔式夜视镜，具备夜间热成像、智能化“集像

增强”图像数字处理和激光标识目标等功能，夜间目标识别率达到 150 米内

80%、 300 米内 50% 的水平。二是智能眼镜。为了使头戴式智能设备更加轻

便高效，美军正在加紧研究军用智能眼镜。据报道，美军即将配发一款名为

“Q-Warrior”的智能眼镜，该眼镜能够将周边地理环境、陆空敌军力量和敌我

识别信息等数据，通过全息三维影像呈现在作战人员眼前。

（二）武器装备类应用

随着计算机、传感器微型化和智能织造技术的发展，智能设备真正实现了

“穿在身上”的目标，从而极大地拓展人体生理功能。一是单兵综合战斗系统。

以美军“陆地勇士”系统和“目标单兵武器系统”为代表的单兵综合战斗系统，

是通过将可穿戴的微型计算机、传感器、侦察成像装备、通信导航设备嵌入单

兵战斗装具，打造出包含智能头盔、防护装备、武器、计算 / 无线电设备和软

http://ieeexplore.ieee.org/search/searchresult.jsp?matchBoolean=true&queryText=
http://ieeexplore.ieee.org/search/searchresult.jsp?matchBoolean=true&query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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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五个子系统的战斗装备系统，从而提高单个士兵在战场上的指挥通信、导航

定位、态势感知、协同行动、自身防护等综合战斗能力。二是智能防护装具。

为了保护士兵的生命，哥伦比亚的 Lemur Design Studio 公司研发了一款名为

“Save One Life”的智能鞋子。其制造原理是将由印刷电路制成的金属探测器安

装在鞋底，当士兵巡逻范围内发现疑似地雷等大块金属的磁场反应时，与鞋子

联接的智能手表上就会发出警示信息，提示可疑物体位置，告知士兵绕行。英

Intelligent Textiles Ltd 公司则通过编织技术将电子设备“一针一线的织进”可穿

织物中，其推出名为“Spirit”的智能织物产品既能为穿戴者提供保温功能，还

具有移动供电、数据连接和防弹保护等功能。三是智能外骨骼系统。美国国防

先进研究项目局和哈佛大学联手为美军单兵研发的“Soft Exosuit”外骨骼“机器

衣”，其主要材料是纺织物和大量嵌入式的微处理器、传感器以及随身电源，通

过包裹在士兵的腰部和大腿周围，给作战士兵提供额外的负重力量和运动能力。

同时，美军陆军研究实验室还在测试一款名为“MAXFAS”的手臂外骨骼系统，

该系统可以减小射击训练时手臂振动，记忆射击动作，缩短训练周期，减少弹

药与经费消耗，并能在战斗中帮助士兵快速瞄准并射击目标。

（三）日常监管类运用

除作战领域之外，智能可穿戴设备在日常安全管理、军事训练和后装保障

上也得到广泛应用。一是穿戴式安防管理器材。当前，为提升部队科学管理水

平，配发了哨兵执勤和枪弹离位报警系统，该系统由哨兵手表、枪弹部位监测

装置、无线收发装置和报警装置组成，可实时监测执勤哨兵及携带枪弹的动态

位置信息。另外，穿戴式运动相机也被嵌入各种安防器材之中，以实现岗哨执

勤动态图像的实时录制、传输与监督。二是穿戴式生理检测与医疗辅助装备。

穿戴式医疗设备作为当前医疗电子行业热点，被各国运用于军事训练体征监测

和卫勤救护保障。作为训练人员体征监测的重要设备，具备心率、呼吸频率、

肺活量、体表温度、血氧饱和度和血压等生理参数监测功能的 T 恤衫在美、法、

德、意等国军队中得到广泛使用。而可穿戴的腕式电子血压计、心脏检测仪、

脉搏监测器和计数器等装备除在军事医疗中的运用外，也广泛运用于训练与考

核中生理指标监测、成绩记录与评定，以保障训练数据分析和训练计划制定。

三是穿戴式装备检修设美国 Xybernaut 公司为美军提供的用于装备检修的可穿

戴计算机，能让军事技术人员利用该设备通过无线自组网和语音通信功能，在

解放双手操作的情况下方便对军事设备进行检测与维护。

1.2北斗系统发展历程及现状

北斗导航系统是我国自行研制的全球卫星定位与通信系统，是继美国全球

卫星定位系统(GPS)和俄罗斯全球卫星导航系统(GLONASS)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成

熟的卫星导航系统。目前，我国北斗卫星产业已初具规模，构建起了集芯片、

模块、板卡、终端和运营服务于一体的北斗导航产业链，未来北斗导航仍将保

持高速发展态势。

第一阶段的北斗与美国 GPS 还有很大差距。首先覆盖范围不过是初步具备

了我国周边地区的定位能力。其次是定位精度低，定位精度最高 20米，且无法

定位高速移动的目标。

第二阶段的北斗导航已经覆盖亚太地区，它的服务又分为开放服务和授权

服务两种。开放服务在服务区免费提供定位，测速和授时服务，定位精度为 10
米，授时精度为 50 纳秒，测速精度为 0.2 米/秒。授权服务则多是用于军事，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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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授权用户提供更安全与更高精度的定位、测速、授时服务，外加继承自北斗

试验系统的通信服务功能。此次北斗系统的升级，除了还不能达到全球覆盖，

从性能方面讲已经于美国 GPS不相上下，甚至在互动性上优于 GPS。
2017年 11 月 5 日 19 时 45 分, 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

以“一箭双星”方式成功发射两颗北斗导航卫星。这两颗卫星是北斗三号第一、

二颗组网卫星。成功进入轨道, 标志着北斗导航系统全球组网的开始

预计到 2020 年时，将 35 颗卫星全部发射升空，实现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

全球覆盖能力。届时，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将是一个由 30余颗卫星、地面段和各

类用户终端构成的大型航天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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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可穿戴心率检测仪设计

2.1系统结构设计

系统的核心 Cortex M4内核 STM32F405为控制器, 通过压电陶瓷片的压电效

应检测脉搏跳动的采集信号, 经过放大和滤波、整形处理成脉冲信号, 从而获得

心率信号并送入控制器;同时北斗模块对用户地理位置进行定位并送入控制器。

控制器将获得的心率信号信息和经纬度地理坐标信息通过 GSM模块送给远程监

护人员及急救人员;TFT 触摸屏可以方便病人实时查看自身的心率信号波形和地

理位置信息。SD 卡保存用户的心率波形数据, 医护人员可通过串口与 PC 连接,
根据这些记录的信息进行相应的分析。如图 2.1.1所示。

图 2.1.1 系统结构示意图

陶瓷压电式传感器是基于压电效应的传感器。它的敏感元件由陶瓷片制成。

陶瓷片受力后表面产生电荷。此电荷经电荷放大器和测量电路放大和变换阻抗

后就成为正比于所受外力的电量输出。压电式传感器用于测量力和能变换为力

的非电物理量。利用压电陶瓷片的正压电效应检测脉搏震动,获取心率信号。由

于心率信号属于生物信号,非常微弱且频率很低,很容易受到外界干扰,需要需

要进行相应的放大、滤波、整形处理,通过检测一个周期时间就可算出一分钟心

跳次数。心率信号采集和处理框图如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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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 心率信号采集和处理框图

2.2信号处理电路设计

2.2.1 高阻抗差动放大器电路设计

心率信号属于微弱的生理信号, 易受外界环境影响。根据这个特点, 信号放

大电路采用高阻抗差动放大器电路, 又称为仪表放大器, 是数据采集、精密测量

以及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常用于将传感器输出的微弱信

号进行放大。具有高增益、高输入电阻和高共模抑制比等特点。电路中的 3 个

运放都接成比例运算电路的形式, 电路包含两个放大级, U1、U2 组成第一级, 二

者均为同向输入方式, 因而输入阻抗很高。由于电路结构对称因此可以抵消漂

移。第二级的 U3 为差分输入方式，将差分输入转换为单端输出。在本电路中要

求元件参数对称，即 R2=R3，R4=R5，R6=R7。当加上差模输入电压 U 时，由于

U1 和 U2 的输入电压 U11 和 U12 大小相等，极性相反。此时可以认为电阻 R1
的中点电位保持不变，即在 R1/2处相当于交流接地。只要改变电阻 R1，即可灵

活调节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之间的比例关系。如图 2.2.1所示。

图 2.2.1 高阻抗差动放大器电路

2.2.2多回路负反馈带通滤波电路设计

由于心率信号频率非常低, 且容易淹没在外界的干扰信号之中, 比如人体

的肌肉抽动、人自身的运动, 都会对所要采集的心率信号有很大的干扰, 所以需

要一款高性能的滤波器, 提取心率信号。心率信号的频率范围为 0.3~3 Hz, 所以

采用多回路负反馈带通滤波器, 提取该信号。如图 4 所示, 由于 fL 和 fH非常接

近, 因此具有较高的频率选择特性。品质因数, 通过增大 R3 和 Req 的比值可以

获得更高的 Q 值。Req等于 R1 和 R2 的比值，C1=C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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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公式, 计算得 R1、R2、R3 分别为 10.73 kΩ、26.91 kΩ、27.31 kΩ，

C1、C2 位 10 F，经过仿真和调试验证该滤波器选频性能满足系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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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 多回路负反馈带通滤波器电路

2.3系统软件设计

心率检测电路采集心率信号，STM32F405 通过捕获检测心率频率，并将心

跳次数显示在 TFT 触摸液晶上，用户可以选择保存数据到 SD 卡中，如果检测

到心率信号不正常，发出警报，提醒用户休息，并启动 GSM 模块，将当前心

率健康信息、地心地固直角坐标系坐标信息发送给用户的监护人或者医生。流

程图如下图所示。

2.4北斗单点伪距测试

本系统采用中科微电子 ATGM332D 双模接收机模块，可同时接收所有的

GPS 和 BDS 可见卫星，定位精度 5 m。根据接收机模块输出的原始数据进行解

析和定位。包括对原始观测数据、UTC 数据、BDS 8 参数定点电离层数据、BDS
星历解析，根据解析后获得的数据进行静态和动态伪距单点定位。

接收机接收 4 颗或者 4 颗以上卫星的观测数据和星历数据、电离层数据, 根

据 观 测 数 据 解 析 可 得 伪 距
N , 根 据 星 历 数 据 解 析 卫 星 空 间 坐 标

),,( )()()( NNN ZYX , 根据伪距观测方程所示求解用户的坐标（x,y,z）。其中 N=1，

2，…是接收机接收到的卫星临时编号。卫星钟差
)(Nt 、电离层延时

）NI ( 、对流

层延时
)(NT 可以分被通过星历参数、数学模型进行消除，经过矫正后的伪距

N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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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为：

)()()()()( NNNNN
c TIt  

校正后的伪距观测方程式：

)()(
c

)( t NN
M

Nr  

需求得用户的坐标（x,y,z）和接收机钟差 Mt 即可进行单点伪距定位，需要

计算 4 个或者 4 个以上等式才能解出这 4 个未知量，即：

第三章 展望

智能可穿戴设备体积小、质量轻，但作为指挥控制的新工具、协同联络的

新装备、装备操作的新手段和单兵作战能力的“倍增器”，势必对军事领域产生

重大影响，并成为军事强国竞逐的新焦点。在不久的将来，将会出现这样的场

景：戴上智能眼镜或智能头盔，士兵通过镜片上的微型显示器，眨眨眼就能获

取周边地理环境、天气状况、行动路线、战场态势及告警威胁信息，扫一眼就

能搜寻、查找和阅读相关战场数据，皱皱眉就能观察到队友位置和周边情况，

舔舔上唇就能看到远处的目标和了解目标位置及变动情况；使用配套的耳机，

努努嘴就能接收上级或队友的提示；通过内置镜头，点点头就能对目标进行侦

察拍照，并实时上传给作战部门和指挥官……

然而单一的依靠传感器集成的可穿戴装备也会带一些问题，比如某些功能

强大或带有情报传递功能的装备一旦落入敌方后果不堪设想，这就给搭载北斗

定位系统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市场。可以预见，基于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定位

系统的可穿戴设备将会成为军事系统不可缺少的硬件，或像军装及枪械一样成

为士兵的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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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的校园访客系统

作 者：刘嘉隆、李非凡、裴洋熠、姚子炜

指导教师：李卫兵、张景璐

学 校：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摘要】现代的中小学校园，为了学生安全方面考虑，大多采取封闭管理模式。

但随着学校教学的需要以及学校互动交流的增多，平日到访校园的访客也日益

增多，包括校外专家老师、校园活动组织的机构和公司人员、学生家长、参观

访问的领导和外校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等，传统的以校门安保人员为核心的访

客管理方式，已经不能完全胜任现代学校的需求，会给校园带来安全隐患。尤

其是面积比较大的学校，如果执行复杂严格的进门流程，还会给学校的老师以

及正当的入校人员带来相当大的麻烦。

本文设计了一款基于北斗的校园访客系统，利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精确的

定位导航功能，实现入校人员的精确管理，提高学校老师与来访人员的沟通效

率，降低安全隐患。

【关键词】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校园访客系统 校园安全

一、研究背景

近些年，校园安全事件时有发生。很多的校园安全事件都与校园访客有关。

有些事件虽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但事件却隐含着严重的安全隐患。拿我亲身

经历的一件事情举个例子，我们学校是一个校园面积很大的学校，平时管理比

较严格，来访的人员必须在校门口登记备案，联系校内老师出来迎接才能进入

校园。但有一次我父亲有急事来校园找我，由于到校时之前联系的老师刚好在

上课，他在校门口被拦下。后来他给保安编了个理由，又给保安送了包烟，居

然成功混进了学校。虽然这件事没有引发什么严重的后果，但是却十分值得我

们深思。假如进入校园的不是我父亲，而是坏人；假如他去的不是教室，而是

食堂后厨；假如他随身带的不仅是烟，还有凶器和毒药……细思极恐，后果不

堪设想。

其实不仅仅是安全隐患问题，越是严格的安全流程，越会给老师带来麻烦，

同时也给正当访客带来麻烦。学校老师往往有授课任务，谁也不能保证来访人

员的时间刚好校内老师有时间接待。而随着学校教学管理的需要，以及互动交

流的增多，平日到访学校的访客也日益增多，给学校的安全管理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基于这些想法，结合学校北斗社团课程学过的北斗定位导航知识，以及移

动互联网知识，我设计了一套基于北斗的校园访客系统，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些

问题。

二、技术背景



第九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学组）

152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发展现状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可以很好的为地

面各种北斗终端服务，提供高质量的定位导航与授时服务。我国已于 2012年底

建成北斗二号系统，向整个亚太地区提供服务。目前北斗三号系统正在建设中，

即将在 2020年前后建成北斗全球系统，向全球提供服务。

利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提供的高精度定位和导航信息，可以让手持终端方

便的获得位置信息。结合电子地图，可以方便的实现各种监控与导航相关的业

务。本设计就是基于北斗的这个特点，实现校园访客的位置导航与实时监控。

移动互联网技术

移动互联网是移动终端与互联网结合的一系列技术组合，在我国发展非常

迅猛。目前各种移动互联网技术非常成熟，借助专业的开发工具，可以方便的

开发出各种移动互联网应用，实现各种有趣的功能。

本设计借助移动互联网的通信相关技术，实现移动导航终端、手机 APP、办

公电脑的业务联动，通过互联网的数据触发、数据存储、数据分析功能，实现

完整的校园访客系统功能。

三、功能设计

校园访客的有效管理，需要解决的三个核心问题：访客识别、访客引导、

访客监控。

访客识别，就是利用现代的手段，确保来访的人是真正的访客，不是恐怖

分子或者小偷；

访客引导，就是快速方便的引导访客到达指定的地点；

访客监控，就是实时观察访客的状态，记录进入和离开时间等基本信息，

并借助科技手段确保访客在校园内的活动没有异常的行为。

基于上述分析，我为校园访客系统设计了如下功能：

预先登记功能：学校老师提前来访者到来后，利用手机或者电脑，提前进

行访客登记，明确访客身份、合理的时间段、访客事由以及合理的活动区域。

登记过后，访客到达学校门口，经过电子身份确认后，不需要老师迎接，可以

直接进入校园。

访客行为记录功能：记录访客的到访时间和离开时间等信息，以及在校园

内的位置行为信息。

访客引导功能：利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终端，实现校园内的路径规划和

导航功能，快速引导访客抵达目的地，会见指定老师。

老师确认功能：校内老师需要确定访客行为，通过电子签注的方式，确认

访客行为的安全。

异常行为报警功能：当访客的行为出现异常，系统自动发出警报，第一时

间通知到相关负责人和安全人员。

四、系统设计

基于上述提到的功能，我设计的基于北斗的校园访客系统总体架构如下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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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核心是一台接入互联网的业务服务器，用于处理学校被访教师、校

门保安以及访客的各种消息，实现设计的各种功能，并提供校内电子地图 GIS
服务。服务器采用多种形式的服务通信接口。

针对学校老师，可能采用学校的电脑或者个人手机，通过互联网进行访问，

采用标准的 HTTP协议，实现访客预先登记，以及电子签注的功能；

针对校门的保安，使用连入互联网的电脑浏览器进行访问，实现访客身份

的确认，以及访客行为记录、访客异常报警通知等功能，前端操作页面采用 HTTP
协议，实时的状态通信显示采用基于 Websocket的 UDP协议；

针对访客的手机，会收到用于身份验证的短信，由电信运营商的短信网管

接口实现，而访客在校园内使用的访客终端专用 APP 则是 HTTP 协议和 UDP 协

议。

北斗卫星像访客终端提供实时的定位卫星信号，用于访客终端的路径引导

服务，以及位置监控识别。

下面详细介绍一下系统工作的细节流程：

预先登记功能

当被访问校内教师提前获知有访客要来访时，需要详细了解访客的身份信

息，以及联系方式，并登陆访客系统进行信息录入。录入的方式可以是学校教

师的手机或者学校教师的办公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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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入的信息包括：访问时间段、访客姓名、访客数量、访客事由、访客手

机号码等基本信息，并利用校内 GIS 系统，选取访客到达后第一时间将要到达的

访问地点，便于后续访客利用终端自动引导到指定地点，以及对访客的异常位

置信息进行监控预警。

登记完成以后，系统会向访客的手机号码发送访问信息识别码的短信，访

客凭借该识别码在学校保安处进行身份认证。被访问老师的个人信息也会自动

在该预约记录中生成。

访客行为记录功能

校园保安工作时，通过保安电脑输入安保人员专用账户密码登陆系统。当

访客来到校门后，校园保安向访客获取识别码，录入系统中，自动调出访问预

约信息。如果信息有疑问，系统会自动进行提示，比如超出预约的访问时间段

等。保安可以根据该信息向访客进行盘问，辨别真伪，并进行放行。

当确认访客身份合法后，向访客发放访客终端。访客终端采用大尺寸Android
系统平板电脑，内置 4G 通信的 SIM 卡，实时接入互联网连接到服务器，预装访

客专用 APP。打开软件，并输入访问识别码，并点击“开始访问”按钮，系统自

动记录访客开始访问的时间。

利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提供的位置，可以将访客在校园中的实时位置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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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报，系统服务器进行实时记录，并将访客的位置实时推送到校园安保人员的

电脑中，通过电子地图进行实时显示。

当访客离开学校前，需要到校门保安处交还访客终端。安保人员收回终端，

清点离开校园的人数等信息后，在保安电脑的系统中的该条访问记录中点击“结

束访问“，系统自动记录访问结束时间。

访客引导功能

当访客被验证身份合法，并拿到访客终端，开始访问后，访客终端会显示

出校园地图、访问的目的地、以及校门到达目的地的路径规划，并自动进行导

航，引导访客到达目的地。

导航功能采用 GeoServer服务器提供的电子地图功能，并将预先测绘好的校

园地图要素、道路、楼道等信息都在服务器中进行配置，利用电脑 APP 进行访

问。默认的导航路线是校门到预先登记的访问地点的线路，导航在到达目的地

附近之前自动开启，引导访客到达目的地。

同时，校园地图提供丰富的信息点在地图中显示和搜索，如教室、老师办

公室、卫生间、操场、体育馆等，方便访客快速找到需要到达的位置。

当然访问过程中，访客可以随时变更导航目的地，方便访问。对于不方便

一般访客到达的区域，地图中也会有提醒。访客的位置还是会实时的上报给安

保人员。

教师确认功能

当访客进入学校以后，系统会以短信的方式通知负责的老师。老师需要在

访客离开前用手机或者电脑登录系统，对访客的行为进行确认，表明自己完全

知晓访客的行为，并对访客实际的访问过程行为负责。

当访客离开学校前，校门保安在系统中应该看到教师确认的信息，否则应

该通过电话等方式联系到相关教师，进行口头确认后，方能放行访客离开学校。

异常行为报警功能

访客访问过程中，可能出现多种异常的行为，有些是无害的行为，有些是

具有较高安全风险的行为。当校园内有访客时，学校安保人员需要在电脑前进

行值守，利用上报的访客位置信息、结合报警信息、访客事由、校园摄像头等

信息进行综合判断，进行应急处理。

借助访客终端的位置信息，我们将异常行为分为两个等级，一个是普通等

级异常，用户访问的监控信息会以黄色显示，一个是严重等级异常，用户访问

的监控信息以红色显示，并伴以警报报警音。

普通等级异常包括：访客初始路径严重偏离初始导航路线、访客到达初始

目的地时间过长（超过正常时间 2 倍）、访客访问时间超过教师预设的访问时间

段等。

严重等级异常包括：访客进入访客不该进入的区域（食堂后厨、重要储藏

室等）、访客定位位置超出校园范围、访客访问时间严重超过教师预设的访问时

间段等。

发生异常后，访客终端也会在 APP 中进行提醒，同时也会播放提醒声音。

严重异常发生后，系统会向相关安保人员，以及负责的教师发送短信加以提醒。

实验与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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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技术能力所限，无法完成整个系统的开发。只能利用北斗社团的实验

设备进行了一些功能性验证。

实验设备包含电源模块、核心处理模块、北斗定位模块、无线通信模块、

TF 卡模块几个主要模块，组装完成后如图所示：

借助专用的学习机软件，可以实时获取到校园各个位置的经纬度数据，如

图所示：

借助 TF 卡存储，以及专用软件，可以实现路径的轨迹回放，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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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实验，可以有效验证，基于北斗的校园访客系统，在北斗卫星定

位、GIS 地图展现、移动互联网通信等都是技术完全可以实现的。实现效果完全

可以达到功能设计的要求。

总结与展望

本次作品的设计，我查阅了很多相关的资料，向北斗课程的老师和专家咨

询了很多问题，学到了很多知识，也掌握了很多设计开发系统应用的技能，收

获颇丰。

本套设计受限于技术能力，无法完全实现。以后会更努力的去学习相关知

识，争取能够有朝一日将整套系统完全实现，真正应用到各个学校中，为校园

安全和校园访客的便利性做出实质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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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北斗定位系统服务精神和智力残障人群生活的方案

作 者：祁佳玫、丁代雪恽、谢昕玥、张新玉

指导教师：戴 哲

学 校：安徽省滁州中学

【摘要】精神和智力残障人群是一类特殊的群体，在生活中常常出现照顾的疏

忽而导致走失事件的发生，其中有不少患者走失后由于无法寻找或寻找不及时，

导致悲剧的发生，帮助这样的家庭在残障人员走失时实现快速寻找和精准定位

救助是非常重要的。本方案运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根据此类患者的日常生活

中的记忆力丧失，语言表达不清，甚至于神志不清，不配合家人等特殊的患病

状态，设计出特殊的微型可穿戴设备让患者佩戴，实现 24小时不间断定位，信

息反馈、搜寻和救助。该类可穿戴设备设计的核心是要创新北斗微型芯片设计，

使芯片更加微小，定位更准确，成本更低。其设计的特色在于解决患者不愿自

行穿戴，发病时会强硬摘除等特殊情况，在材质、防水、防遗失、防摔和信息

反馈等方面进行特殊设计。在发放形式上采用特殊医药救护器材或特殊药物的

登记发放模式，且让可穿戴设备中的芯片定位和搜救信息在家庭、医疗机构、

紧急救护中心以及公安系统之间进行共享，实现快速寻找和救助的功能。

【关键词】特殊微型可穿戴用品 智障人群 北斗芯片

【Abstract】Spiritual and intellectual disabled are a special group of persons. In their
life, they are sometimes lost because of lack of care so that some of them could not
be found. Thus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help their family members to find out and
position the disabled. Based on the disabled with memory loss, fuzzy language
expression, confused mind and imparity with the family, this scheme designs special
miniature wearable equipment by applying 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If the
disabled wear the equipment, they could be positioned anytime and they could be
found and rescued in time. The core of the wearable device is to innovate the design
of Beidou microchip, making the chip smaller, cheaper and more accurate. The
features of the design are to solve their reluctance to wear and the devices are hard to
remove with special material of waterproof.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devices should be
registered and the information is shared among families, medicine institutions,
emergency rescue center and police office so that the disabled could be positioned,
found and rescued.

【Key words】special miniature wearable products; mental disabilities; Beidou
chip

一、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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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卫星导航系统﹝BD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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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由空间段、地面段和用户段三部分组成，其中地面段包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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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以是专用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信号接收机，

也可以是同时兼容其他卫星导航系统的接收机。接收机需要捕获并跟踪卫星的

信号，根据数据按一定的方式进行定位计算，最终得到用户的经纬度、高度、

速度、时间等信息。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可以提供个人位置服务，卫星导航系统使用无源时间测

距技术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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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进

入不熟悉的地方时，可以使用装有北斗卫星导航接收芯片的手机或其他装置找

到要走的路线。卫星导航已广泛用于沙漠、山区、海洋等人烟稀少地区的搜索

救援。救援成功的关键在于及时了解情况并迅速到达救援地点。北斗卫星导航

系统除导航定位外，还具备短报文通信功能，通过卫星导航终端设备可及时报

告所处位置和受灾情况，有效缩短救援搜寻时间，提高抢救时效，大大减少损

失

2012年底，国家宣布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试运行启动，标志着中国自主卫星

导航产业发展进入崭新的发展阶段。其中，BD/GPS多模基带芯片解决方案中，

卫星导航专用 ASIC 硬件结合国产应用处理器打造出了一颗真正意义的“中国

芯”。该应用处理器为国内完全自主开发的 CPU/DSP核，在提供相当多核处理器

处理能力的同时，节省芯片成本。而基于该国产处理器卫星导航芯片方案的模

块，是全球体积最小的 BD/GPS 双模模块，具有定位精度高、启动时间快及功耗

低等特点。

二、方案的背景及目标

（一）精神和智力残障人群走失行为的困境

精神和智力残障人群包括智障儿童、精神病患者以及老年痴呆患者等。据

国际阿茨海默病协会 2015 年的数据显示，我国仅老年痴呆患者约 1000 多万，

是世界老年痴呆患者最多的国家，到 2050年可能要上升到 3000万人。近年来，

该类人员走失行为的发生率呈上升趋势，一项历时五年的研究指出，40%的社区

老年痴呆患者发生走失，并需要第三方来帮助他们安全回家；约 71%的轻重度

老年痴呆患者发生过走失行为，60%的照顾者声称他们所照顾的痴呆患者有寻路

困难；近年来每年走失的老年人不低于 30万名。

日常生活中精神和智力残障类的患者走失行为往往是因其不能确认自己的

位置，不能找到或说出目的地或起始地点的位置，而迷途不返或下落不明。尽

管一部分走失患者会被照顾者或路人及时发现而安全返回。然而，走失也给这

些患者带来一系列严重的后果：不仅造成患者跌倒、受伤、脱水、交通事故等，

甚至还会造成死亡,特别是走失到人迹罕至的偏僻的地方,死亡率更高。因此，对

老年痴呆等精神和智力残障人群的走失行为提供有效的救助措施就是尽快地实

施找寻行动，或者提高他们的“寻路能力”。

（二）现有的可穿戴设备不能满足精神类智障人群的特殊需求

利用北斗卫星定位系统来关爱弱势群体的生活是北斗消费运用的一个重要

https://baike.so.com/doc/2573081-27172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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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市场上现有的老人手表采用的是联发科智能穿戴芯片，儿女可以通过手

机软件与手表设备进行绑定，能够对佩戴者的身体健康状况进行监测，远程操

作检测老人的血压和心率，实时了解家人的身体情况，并具有多重定位功能。

而这些功能发挥作用的前提是老人需积极配合带上这款手表，并且还能够跟家

人进行沟通。但是精神和智力残疾患者往往不配合穿戴此类设备，即使穿戴了

也可能因为发病就将这些设备扔掉，更缺乏与正常人群有效沟通的能力，因此

该款手表并不适合老年痴呆患者等残障人群。如何才能设计一款特殊的微型穿

戴设备让老年痴呆类患者始终佩戴在身上，在走失时实现快速定位和搜寻的作

用是本方案的研究目标。

三、方案技术支撑及具体运用

（一）北斗微型芯片应用

随着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快速发展，北斗应用终端成为北斗系统零距离面

向应用的窗口。作为终端的核心组件，北斗芯片是终端性能体现的关键。目前

国内已有多家厂商致力于北斗芯片的研发领域，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北斗卫

星导航产业链主要分为芯片、终端设备、地图信息服务、运营服务等产业环节。

其中，芯片产业在北斗卫星导航产业链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北斗芯片的产

业化成功直接决定着终端设备的重量、体积、性能和成本，也间接决定着北斗

卫星导航下游产业的推广。

目前国内主流企业已突破多个北斗芯片技术，在技术水平和性能上，已与

国外典型 GPS 导航芯片厂商提供的产品相当。如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研发的多系统多频率高性 SoC 芯片支持全部现有卫星导航系统，在一颗

芯片上可同时支持高达 6 路不同频率的卫星信号，通过内嵌 CPU 实现了算法功

能一体化，达到了单芯片可以自主定位的目的。

例如 UC221 可同时运行 64 通道，独有的 Ultra-sense 高灵敏度基带设计，

使接收机在峡谷及复杂环境中仍保持出色的定位效果。同时，由于采用了创新

性的 Rhythm Sleep 独有技术，UC221 能够运行在极低的功耗水平。芯片引脚简

洁、体积小巧，外围设计简单，非常适合于个人追踪、便携导航等消费类应用。

图 1 UC221 芯片

其产品优势如下：

• 高集成度，基带芯片一体化，单芯片接收机解决方案；

• 集成 LNA，RF Noise Figure 低于 2.0dB，支持无源天线；

• 集成 Flash，无需外接存储器；

• 支持 BDS/GPS 双系统联合定位和单系统独立定位模式；

• 采用 Ultra-sense 高灵敏度基带设计，接收机在城市峡谷及复杂环境中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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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出色的定位效果；

• 1.8V IO 及 Analog 供电，1.2V 内核电源供电，芯片功耗小于 60mW；

• 6mm*6mm*1.2mm FBGA 64 封装，适用于各种小尺寸应用；

• 支持 26MHz /16.369MHz TCXO。

（二）特殊微型可穿戴用品设计

针对精神和智力残障的特殊人群的生活和行动特征，需要在现有北斗微型

芯片的基础上设计出一种或几种微型的可穿戴芯片设备。这类可穿戴设备在设

计时需要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患者一旦穿戴上就不容易脱落或自行摘除，这样在该类患者不愿自

行穿戴时，可由家人或医护人员强制性将其穿戴，起到应有的保护作用。

第二，该类设备必须既有防水功能，由于该类设备一般不轻易从患者身上

取下来，或要实现 24 小时穿戴，因此要设计成防水的，满足患者日常洗澡的需

求或溺水等特殊情况下的需要。

第三，该类设备需要防止撞击和摔碎等功能，虽然不能自行取下来，但精

神或智力残障人员也有可能采取破坏性措施进行摔打或敲击，使设备失去功能。

因此要运用特殊防破损的材料进行制作。

第四，为防止患者发病时强硬反抗造成设备遗失，该类设备应在人体的身

体某些部位直接安装，因此应采用特殊的柔软性的材质。按照这些原则来设计

出可自行带上，但需要专门设备才能取下的特殊性的戒指、耳钉、手镯、手环

等。

四、方案实施过程

（一）信息采集与整理储存

上述需进行以下操作：

1、将智障人士的基本信息输入芯片中并确保长期有效。该环节可以与当地

公办医疗机构的精神科等相关科室合作，将精神、智力残障人群进行系统分类，

年龄、性别、患病类别或患病程度等都可以作为分类标准。全国各地医疗机构

的精神科组织专门小组，对普通病患及特殊案例发病时的精神活动趋势深入分

析，而后在内部网络平台上资源共享。规定某一具体时间周期，系统将自动更

新，有选择性删除过期信息。而整理储存工作需在医院的配合下进行。

2、将各种穿戴设备本身分为若干大类以适合各种主要患病群体。如：用绿

色对应智障儿童，用红色对应精神病患者，用黄色对应老年痴呆患者等等，在

每一大类下按顺序编号并登记入库，这些可穿戴用品如同药物配送一样严格规

范出售程序，患者家属必须出示由主治医生签名的票据才可拿到对应的特殊微

型可穿戴用品。这样在老人走失后，家属成员或紧急救护中心在第一时间收到

定位信息就可以判断患者的初步情况，为实施搜寻行动提供最有效、最快方案。

3、在精神类患者穿戴或佩戴后，特殊微型可穿戴用品凭借外部材料可塑性

强、软度高，对不同患者的适应性强等特征，再通过对脉搏，心率，血压，血

糖等数据实时收集和整理，能够进一步掌握患者身体信息，同时也做到了因人

而异，因病而异的理想效果。

（二）跟踪定位与目标反馈



第九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学组）

162

当精神残障病患走失后，特殊微型可穿戴用品的跟踪定位功能就可以发挥

其最大作用。它不仅是传统的定位装备，能显示跟踪目标的具体坐标。还有芯

片的短报文通信功能。除此之外，特殊微型可穿戴用品内部还配有与交通监控

系统相互感应的传感器。在有监控的路段，重点记录下患者的行踪。必要时家

属可经公安部门许可，查看到患者在各交通路段的视频影像。若行为举止过度

异常，须与急救中心方面联合寻找救护。无论是影像还是坐标，反馈时应大致

依照以下流程：

图 2：跟踪定位与目标反馈流程

五、方案后续完善以及应用前景

北斗芯片、模块、板卡及终端等产品的性能虽然已达到了较高水平，但仍

未大规模地进入用户规模最大的民用消费电子和移动通信领域。究其原因，民

用消费电子行业内对芯片性能、功耗、集成度和成本要求最高，芯片要求低能

耗、低价位和小型化，加上设备成本以及终端尺寸等限制，对微型北斗芯片的

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随着北斗导航功能的特殊微型可穿戴设备功能的不断强大，该方案不仅可

以满足家庭对智障儿童、精神患者和老年痴呆的走失搜寻需要，也可以为医院

等医疗部门提供 24小时开放式监护和治疗服务，还可以为养老机构的医养结合

模式提供更多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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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超宽带双模定位老人智能监护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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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越来越严重，对老龄化人口的安全监护成为了当

前社会的一项重要研究课题。本文针对生活社区中老年人设计了一套室内室外

双模定位导航监护系统。该系统在室外环境中采用北斗卫星定位，在室内环境

则切换为超宽带（UWB）高精度室内定位模式，并且结合了 ArcGIS 地理信息系

统开发了用户使用终端，实现了根据用户需要进行最优路径规划、异常行为危

险报警等智能监护功能，同时设计了监护终端，监护者可以查询老人当前的位

置状态，以及接收老人的异常报警信息。文中设计实现了室外北斗定位功能，

UWB室内定位算法，以及用户终端的设计，最优路径规划算法。

【关键词】北斗定位，超宽带室内定位，双模式定位，老人监护，位置服务

【Abstract】At present, the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in China. The safety monitoring of the aged popul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 in the current society. In this paper, a set of indoor and
outdoor dual mode positioning navigation and monitoring system is designed for the
elderly in the living community. The system uses the Beidou satellite positioning in
the outdoor environment, the indoor environment is switched to ultra wideband
(UWB) indoor high-precision positioning mode, and combin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ArcGIS, the user terminal is designed. The optimal
path planning and abnormal alarm intelligent monitoring function are designed based
on the need of the users. The guardian uses terminal can obtain the current location of
the elderly, and receive abnormal alarm information. In this paper, the outdoor dipper
positioning module and the UWB indoor location algorithm, as well as the user
terminal and the optimal path planning algorithm are designed and realized.

【 Key words 】 Beidou Positioning, UWB indoor positioning, Dual mode
positioning, Elderly guardianship, Location service

一、研究概述

我国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0 岁以上”老年人的人口数占总人口

的比重高达 13.26%。这一数据与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上升了 2.93%[1]。由于中

国人口增长在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的增长规律，建国早期出现爆炸式增长，推行

计划生育以来人口增长得到明显遏制，不同年龄段人口比例严重不同。随着 50
年代出生高峰的人口进入老年，中国人口进入快速老龄化的高峰期。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飞速发展，人口逐渐向大城市聚集，上一代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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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更多地在外地工作，与父母分隔两地，导致大量空巢老人的出现。社区中

老年人的安全监护依然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老年人的健康监护问题也成为

困扰各个家庭的重要问题。

当前基于位置的老人监护服务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提出了一种结合

北斗与超宽带室内室外相结合的社区位置监护系统。该系统包括室外北斗卫星

定位，室内超宽带精确定位，可以对被监护人进行定位与行为监护，具有危险

或异常情况预警等智能监护功能。

二、室外北斗定位系统

2.1北斗系统概述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简称北斗系统，是我国独立自主建设的全球卫星导航系

统，目标是建成独立自主、开放兼容、技术先进、稳定可靠、覆盖全球的导航

系统，为全球用户提供连续、稳定、可靠的定位、导航、授时服务；满足国家

安全和社会发展对定位、导航、授时的需求，促进国家信息化建设和经济发展

方式转变，提升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与世界其他卫星导航系统共同合作，服

务全球、造福人类。

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工作的基本原理是通过计算需要定位的用户接收机到已

知位置的卫星之间的距离，加上大于 4 颗定位卫星的数据，得出用户接收机的

具体位置。图 1表示北斗卫星定位示意图。

图 1 北斗定位示意图

2.2 室外定位系统设计

面对城市建设日新月异以及科技高速发展，造成老年人与社会脱节，失智

和缺乏照料老年人走失现象屡见不鲜。民政部下属的中民社会救助研究院发布

首份《中国老年人走失状况白皮书》。报告数据显示，每年全国走失老人约有 50
万人，而平均每天就约有 1370名老人走失[2]。通过老年人监护系统，借助北斗

系统实现被监护人的室外定位，可以有效降低找寻失者难度，监护人可以实时

获取被监护人的行为轨迹。一旦被监护人离开某一指定区域，系统可以立即向

监护人发送报警信息，大大降低了监护人走失的风险。

室外定位系统由控制器和定位模块构成，如图 2 所示，其中控制器选用开

源、低成本且易操作的 Arduino 单片机，定位模块采用 MC20 模块。MC20 是一

款基于 MT2503D 芯片平台开发的 GSM/GPRS/GPS/BDS 多功能模块，Arduino与

MC20模块通过串口通信，利用 AT指令实现各种功能。图 3为控制系统实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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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控制示系统示意图

Arduino 控制器 MC20模块

图 3 控制系统实物

利用中国移动的 OneNet开放云平台，使用 ARDUINO 控制器发送 GPS 定位

的经纬度到中国移动的 OneNet服务器，然后可以利用网页端看地图路径，可以

获得路径显示[3]。典型引用场景如下图所示。

图 4 OneNet 云平台工作原理

通过 MC20 集合的丰富功能，一方面监护人可以向被监护人发送文字或语

音提醒信息，提醒被监护人每天的饮食或用药；另方面借助 BDS 的定位功能，

降低被监护人走失的风险，一旦被监护人行为异常，系统可以及时向监护人发

送报警信息。此外，该系统还集成了被监护人主动报警功能，一旦被监护人自

身意识到走失，可以利用 Arduino 控制 MC20 获取位置信息，并通过短信主动发

起位置报警，该系统还可以接入百度地图，为被监护人提供导航功能。

三、室内 UWB 定位系统

室内定位系统采用精准的超宽带（UWB）定位技术，可以记录、分析并预

测被监护人的行为信息。监护人可以远程查看被监护人的行为习惯，利用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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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技术可以对非正常行为进行判断。该室内定位系统可以针对被监护人室内湿

滑失足摔倒导致长时间不起的情况，或者卧床患者每日的翻身甚至跌落床下的

情况，将动态信息有效地反馈给监护人，对异常行为进行报警。

3.1.UWB技术原理

UWB的技术特点在于，它不使用载波来进行通讯，而是利用时间间隔仅为

1 纳秒左右的高频窄脉冲信号来进行数据的传输。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于
2002年 4 月批准将 3.1GHz 至 10.6GHz 之间的免授权频段分配给 UWB 使用[4]。
因此在频域上，UWB 相比与一般只有 MHz级带宽的无线通讯技术具有更宽的带

宽可以使用。

由于 UWB技术具有极大的带宽、高速的数据传输速率、更高的时间分辨率，

这使其成为室内定位的良好解决方案。另外由于 UWB 信号的频带极宽，在它

的频域上，多路径效应产生的衰落只在少数频点处出现，造成衰落的能量所占

的比例极小。由于以上两个原因，UWB 通讯的多径分辨率要小于几十厘米，显

著地优于其它无线通讯手段，能够实现室内的精准定位。

3.2.社区室内 UWB定位系统设计

本文设计了一套具有基站与标签的室内定位系统。图 5 给出了基础的 3 基

站 1标签室内定位系统的结构图。

图 5 UWB 室内定位系统基础结构

系统硬件部分为国内研创物联公司基于 Decawave公司 DWM1000定位芯片

开发的 UWB Mini3 定位套件。主要作用是进行 UWB 测距，并通过 USB 将测得的

距离信息上传到服务器端。

硬件部分使用 UWB Mini3 定位模块。UWB Mini3 模块采用 STM32F105 单片

机作为中央控制器，负责控制 DWM1000 模块，接收 DWM1000传输的数据，并

与电脑端进行通讯。该模块使用拨码开关切换模块状态，可以在各基站和各标

签之间自由切换身份，单片机在初始化时会读取拨码开关状态，从而确定模块

身份，使模块的通用性和实用性更强。LED 指示模块除了显示供电是否正常之外，

还对是否在正常通讯进行显示，从而指示模块是否配对成功。具体硬件结构与

尺寸如图 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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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UWB Mini3 定位套件示意图

无线通讯模块使用的是一款遵循 IEEE802.15.4-2011 超宽带通讯协议的低能

耗无线收发芯片[5]，具备高速率同步数据传输、精确测距等等功能，信号穿透

性强、抗多径能力强，理论上在室内环境能达到 10cm的测距精度，并且内部集

成 SPI同步串行通讯芯片，可以通过 SPI 协议实现与外设通讯。由于室内空间较

室外更加狭小，对定位精度要求更高，利用该技术可以有效的满足实际需求。

3.3.UWB定位算法设计

根据定位所使用的测量值的不同，UWB 定位技术可以大致分为四类：基于

接收到信号的强度（RSS）、基于信号到达的角度（AOA）、基于信号到达的时间

（TOA）、基于信号到达的时间差（TDOA）。
本文采用的 TOA方法是通过测量信号到达的时间，从而转换成距离的定位

方法。由于无线信号在空气中以光速传播，那么只需要将信号到达的时间减去

信号发射的时间得到信号在空气中传播的时间，乘上光速 c 就能获得定位基站

与标签之间的距离。根据定位基站的坐标与距离进行解方程，就能得到标签在

二维平面上的坐标，如图 7所示。

图 7 基于信号到达时间（TOA）的定位原理图

2 2 2(x ) (y y )i i o i od x    （3.1）

式 3.1 中， id 为表示第 i 个基站到标签的距离，当已知三个基站的坐标与方

程便能求出标签点的坐标（ Ox ， Oy ），如果存在四个基站还能确定标签的高度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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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UWB设备响应速度极快，且窄脉冲的特点使其时间分辨率很高，这就

使得 UWB 定位采用 TOA 方法具备很好的使用条件。提高 TOA 方法定位精度的

关键在于，准确地测量信号从发射端传递到接收端的时间，虽然对于 UWB 设备

来说获知发射或是接收的时间是相对容易且精确的，但是两个 UWB设备的基准

时间不一定一致，TOA方法对基站和标签之间的时间同步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在分步定位算法中，为了使标签即使不在三个基站围成的三角形区域内也

能成功定位，将相交情况下的取离第三个圆更近的点作为特征交点，改为了取

与第三个圆圆心的距离更接近第三个圆的半径的点作为特征交点，使得基站的

布置更加灵活，更能符合实际情况。但是实验发现在一些特殊的位置，会出现

两个交点与第三个圆圆心距离与第三个圆的半径相差不大的情况，造成定位点

出现突然地跳跃，增大了定位的误差。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使用将原来的二次方程线性化的方法。对于 TOA 算

法，需要解二次方程式组（3.2）：
2 2 2

2 2 2

2 2 2

(x ) (y y )

(x ) (y y )

(x ) (y y )

a a o a o

b b o b o

c c o c o

d x

d x

d x

    


   
     (3.2)

对式（3.2）展开消去未知数 ox 、 oy 的二次项使之变为线性方程，用矩阵的

形式表示如式（3.3）：
1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x x ) 2(y y )
2(x x ) 2(y y )

o a c a c c aa c a c

b c b co b c b c c b

x x x y y d d
y x x y y d d

          
                 (3.3)

对于式（3.3）来说，只需要合理的选取基站的位置，使得左边的矩阵可逆，

那么对于任意测出的距离 ad 、 bd 、 cd ，均能求出较准确的标签坐标（ Ox ， Oy ），

且不存在分步测距定位算法中出现的定位点跳跃现象，进一步优化了定位算法，

提高了定位精度。

四、监护终端系统设计

4.1.监护终端结构设计

监护系统结构如图 8 所示，该系统由监护和被监护终端构成，并且监护终

端可以在智能手机、电脑等上运行。被监护子系统可以实现室内外定位功能，

还包括路径规划、异常报警、行为日志记录等一系列智能监护功能，该子系统

可以利用 MC20模块 GSM/GPRS 网络与监护中心通信。监护人终端系统中可以实

时查询被监护人的位置状态信息，接收被监护人所发来的报警信息，以及向被

监护系统发送提醒短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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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监护终端总体功能设计

4.2.终端路径规划方法

该系统还为用户提供了导航功能，用户可在用户终端设置目标位置，系统

会计算最优的路径，并且会实时显示用户位置。该功能可以配合智能轮椅，极

大程度的方便了盲人或者行动不方便的老人，提高了监护的智能化和无人化程

度，降低了人力成本，可以实现以更少的人照料更多的老人。

本文中的路径规划方法采用 A*算法。A*算法针对 Dijkstra 算法与 BFS 算法

这两种比较极端的方法进行了改进，吸收了这两种算法的优点，在计算了当前

节点需要花费的代价的同时，将到达目标节点所需要的代价也进行了估计，综

合考虑这两者进行路径的选择。在 A*算法中，一般使用函数 g(n)来表示从路径

起点到该节点 n 所需要花费的代价，这个代价可以是路程、时间或着油耗等，

使用函数 h(n)来对从该节点 n 到目标点的代价进行预测评估。对于每一个遍历

到的节点，算法通过加和的形式综合考虑这两者，即总代价 f(n) = g(n) + h(n)。在

A*主循环中，通过不停地将连接节点中 f(n)最小的节点放入 CLOSE 列表中来搜索

目标节点，直到将目标节点放入 CLOSE 列表。从目标节点依次寻找它的前向节

点，就能找到最优路径。A*算法的基本思想如图 9 和图 10 所示。

图 9 A*算法基本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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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在有障碍物存在时的 A*算法

A*算法作为一种启发式算法，在无障碍的条件下拥有与 BFS 算法相同的搜

索速度，所搜寻的节点数目远远少于 Dijkstra算法。在有障碍物存在时，A*算法

依然能搜索出最短路径，其算法的精确度高于 BFS 算法，同时，A*算法相较于

Dijkstra算法而言所需要遍历的节点数目更少，算法的效率更高。

A*算法的关键在于对启发式函数 h(n)的构造。h(n)是对从节点 n到达目标节

点所需要花费的代价的估计，从理论上来说，如果 h(n)能完全精确地预估出需

要花费的代价，那么 A*算法能以最短的时间找到最佳路径。但实际上我们没法

准确预估这个代价，所以 h(n)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选取。

常见的 h(n)函数有曼哈顿距离、契比雪夫距离和欧几里德距离。曼哈顿距

离适用于每个节点只与上下左右四个节点连通的栅格地图，其表达式为

1    *  ( +( )n) goal n goal nD x xh y y 
， 1 D 为移动到邻近节点的最小代价。契比雪

夫距离是适用于每个节点与上下左右四个节点和斜向四个节点都连通的栅格地

图，对于左上的点来说，原本需要向左、向右两个 1 D 的代价，现在只需要左上

一 个 斜 向 2 D 的 代 价 ， 因 此 表 达 式 写 为

1 2 1    *  ( + )+( 2 ) * min((n) , )goal n goal n goal n goal nD x x y y Dh D x x y y    
。而欧几

里德距离适用于可以向任意角度移动的路径规划，不受栅格方向的限制，代价

函数直接用直线距离来表示，
2 2

1    *   ( ) (n) )( goal n goal nD yh x x y  
。可以看出，

h(n)的选取应尽量与实际的节点 n 到目标所花费的代价相同。

4.3.终端地理信息系统设计

该终端系统具有室内、室外定位的功能，考虑到室外定位可以利用各类地

图提供的接口获得室外的地理信息，实现定位和导航功能。但是传统的电子地

图无法提供室内信息，为了实现室内的定位导航功能，本系统既需要室内空间

地图绘制与存储，地理信息的可视化表达等基础 GIS 功能，同时又需要具备串口

信息接入，室内定位算法、路径规划算法的编写与调试等非 GIS 功能，选用 ArcGIS
软件作为开发平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二次开发，实现特定的功能。

采用 ArcGIS 提供的基本组件可以实现室内地图的绘制，空间数据的编辑与

保存，地图的可视化表达与简单的地图操作等功能。在此基础上添加串口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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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负责接收 UWB 定位套件上传的距离数据并对帧数据进行解析；编写实时

定位算法，根据测得的距离与已知的基站位置来计算标签的位置坐标，并将其

显示在地图上；添加数据调试窗口，将关键数据绘制成曲线，实时查看距离与

定位点的关系，从而对定位算法进行修改；并且编写了路径规划程序实现导航

功能。

实验验证选取了一个实际室内环境，使用栅格化的地图对实验室环境进行

表达，将 6.5m*6.5m 的室内空间划分成 26*26 份面要素，每份面要素的长和宽

都代表 25cm，通过编辑每一份要素的字段对空间属性进行设置，空间属性以字

段的形式存储。图 11 展示结合了 ArcGIS 地理信息系统的终端显示界面，图 12
展示了用户终端最优路径规划效果。

图 11 ArcGIS 地理信息系统的终端显示界面

图 12 最优路径规划效果图

五、总结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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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设计了一款基于北斗与超宽带技术的室内外双模定位监护系统，该系

统给出了北斗定位模块的设计，UWB 室内定位的算法，设计了被监护用户终端

以及监护人的智能监护功能，实现了基于 A*算法的最优路径规划功能，并在实

际环境中进行了功能验证。该系统可为出行不便，具有被监护需求的老龄用户

提供基于位置的智能服务，同时可以为智能监护设备比如智能轮椅提供位置服

务，在当前老龄化人口急剧增加的社会中具有巨大的应用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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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时空信息的环境状态远程监控系统

作 者：王文婧

指导教师：李九彬、杨 川

学 校：西南大学附属中学校

【摘要】现有环境状态检测装置难以实现环境状态的高效和全域监控。本研究

综合北斗、公用无线通信技术和短距无线通信技术，提出一套具有时空信息的

广域环境实时监控系统解决方案，实现空气、水和土壤的多状态一体化综合监

测，达成改善环境状态和自然资源综合利用的目标。该方案采用北斗接收单元

实现监测点时空信息的获取；综合北斗、GPRS 和 WIFI 的多模式通信方案以及基

于小船式浮标、无人驾驶小车和无人机的灵活移动监测方案，从根本上解决偏

远地区和移动监测面临的通信难题，实现环境监测的全域覆盖。研制成功了一

套可扩展环境状态多参量一体化现场监控装置，完成了相关的实验室测试，并

提出了下一步改进方案。结果表明，本装置能够实现环境温度、湿度、气压、

pH值、电导率等参量的远程监控，具有监测参量丰富、通信方式灵活、自带监

测点时空信息、移动终端使用方便等特点，可用于大气、河流、湖泊等广域自

然环境以及图书馆、粮库、医院、航天器、空间站、作物种植、动物饲养等局

部微环境的状态远程监控，推广应用前景广阔。

【关键词】环境状态 远程监控 北斗导航 时空信息 大气和水质

一、引言

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剧，空气、水和土壤等我们赖以生存的生命要素正遭受

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即使在人口密度较小的我国西部地区，水土流失、大气污

染的状况也日益严峻[14]。因此，提升环境监测能力、及时制止和预防环境污染，

是创建“绿水青山”和谐人居环境的首要任务。

我国幅员辽阔，森林、河流等自然资源分布不均，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和

基础设施差距较大，目前还无法实现环境状态的高效和全域监控[8, 11]。具体表

现在 5 个方面：（1）难以提供监测点的时空信息，（2）无法满足偏远地区监测

和移动监测的通信需求，（3）缺乏空气、水和土壤的多状态一体化综合监测系

统，（4）缺乏高效的应急抢险机制，（5）无法实现自然资源的高效综合利用。

因此，迫切需要具有时空信息、通信能力强、应急抢险高效的多状态综合环境

监控系统。

本研究拟综合北斗、GPRS和 WIFI 等通信技术提出一套广域环境状态实时监

控系统解决方案，试制一种可扩展环境状态多参量一体化现场监控装置并开展

相关实验室测试，为实现空气、水和土壤的多状态一体化监测、达成改善环境

状态和自然资源综合利用的目标奠定基础。

二、总体技术方案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0%B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6%81%E7%B4%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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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上述问题，利用北斗导航系统的位置服务和特有的双向数据传输功能

[7]，结合现有公用无线通信技术[3]和短距无线通信技术[2, 5]，提出一套全国环

境实时监控系统解决方案。如图 1 所示，在基础实施较为完善的地区，安装固

定式监控装置实现环境监控；在交通、通信等条件较差的地区，通过施放无人

机、浮标或车载无人监测装置实现环境监测；监测装置通过北斗系统、无线通

信公网、短距无线通信等方式向监控中心上传监测结果；监控中心负责监控装

置的远程管理、监测数据的分析和利用，实现广域环境实时监测和应急指挥。

图 1 环境监控系统总体技术方案

三、关键技术

3.1 现场监控装置

现场监测控装置由可扩展状态感知单元、多模式通信单元、数据采集和控

制单元、现场显示和调控单元以及太阳能电源模块等部分构成，如图 2 所示。（1）
可扩展状态感知单元由水质监测传感器、空气监测传感器等组成，并可根据监

测参数自由扩展，实现环境状态的多参数一体化监测；（2）多模式通信单元具

有北斗系统、无线通信公网、短距无线通信等 3 种通信方式，根本上解决偏远

地区和移动监测的通信难题；（3）采用北斗接收模块获取监测点的经纬度、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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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时间、海拔等参数，提供监测点的时空信息；（4）调控单元根据监测结果和

预设阈值自动控制执行单元的启停，或根据监控中心/移动终端的远程指令控制

执行单元的启停，实现环境状态的实时调控；（5）采用太阳能+蓄电池的供电方

式，突破户外长时间、移动监测的供电瓶颈。

3.2 多模式通信方案

如图 3 所示，现场监控装置采用北斗系统、无线通信公网、短距无线通信

等 3 种通信方案，在兼顾经济性的前提下，彻底解决边远地区、移动监测等特

俗场景下的通信难题。

图 2 现场监控装置原理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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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多模式通信方案

方案 1：适用于偏远地区、监测点少和移动监测等特俗场景，采用北斗系统

的数据上行功能实现监测结果的远传。

方案 2：适用于无线通信条件较好的区域，监测装置通过无线通信公网与监

控中心进行数据交互，以减少北斗系统的负担。

方案 3：适用于监测点较为密集，能够满足短距无线通信要求的情况。各监

测装置可按图 3中右下角的方式自行组网，先将监测数据传送给中继监测装置，

再由中继监测装置按照方案 2 的方式与监控中心实现监控数据的交互，以减少

北斗系统和无线通信公网的负担，降低通信费用。

3.3 灵活的移动监测方案

如图 4 所示，采用小船式浮标监测装置、无人驾驶小车式监测装置、无人

机监测装置和 3.2中的通信方案 1，通过北斗系统实现无人监测装置的自动导航、

监测点时空信息和监测数据的实时上传，摆脱该类地区目前无法实时监测的困

境，实现环境监测的全域覆盖。

图 4 灵活的移动监测方案

3.4 监控调度中心

如图 5所示，监控调度中心具有监测数据展示和管理、抢险救援方案优化、

现场远程指导和监督等基本功能，实现广域的环境实时监控和应急救援指挥。

在此基础上，辅以大数据分析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为环境质量提升、自然资

源的高效综合利用提供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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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监控调度中心

四、现场监控装置的设计

4.1 设计思路

现场监控装置的设计思路，如图 6 所示。首先通过应用场景的分析，确定

需要监测的参量；然后根据具体的监测参量设计相应监控功能的软硬件实现方

案；再根据各监控功能单元与数据传输单元间的接口情况，确定数据传输方案；

最后根据监测装置的具体实现方案确定相应的测试方案，并根据测试结果提出

改进措施，完善监测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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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设计思路

4.2 监控参量的确定

在我们赖以生存的生命要素中，空气和水更容易受到直接污染。同时考虑

到监控装置的复杂度问题，决定先期仅开展空气和水的状态监控。

通过图书馆和网络，查阅了几种日常生活中常见场景下环境状态的相关要

求，结果如下：

（1）图书馆和档案室[12]
对于图书馆和档案室而言，温湿度的控制显得极为关键[8]。首先不合适的

温湿度不利于书籍的管理和储藏，其次读者和工作人员在高温低湿以及通风换

气不畅的环境中，会感到憋闷、烦躁、鼻腔和喉咙干痒、头痛等，另外不合适

的温湿度引发潜在的火灾隐患。

（2）粮库

粮食的储存温度一般为 10~20℃，相对湿度一般为 20%~40%。否则，因为

湿度过大而导致粮食升温发热，最终腐烂变质。

（3）江河湖泊的水质[6]
江河湖泊的水质一般需要监测水的 pH值、电导率、溶氧量等参量。其中，

pH值标准指数一般为 6.5~8.5，生活饮用水的溶氧量不低于 5mg/L，清洁河水的

电导率一般为 10mS/m。

（4）其他场景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对温湿度、pH值、电导率等进行监控，花园

灌溉、蔬菜大棚养殖药品存储等等。

根据以上应用场景的分析，总结出不同应用场景下需要监控的参量，如表 1
所示。

表 1 监控参量

应用场景
大气状态参量 水质状态参量

温度 湿度 气压 温度 电导率 pH 值 溶解氧

江河湖泊 √ √ √ √ √ √ √

养殖场 √ √ √ √ √ √ √

大棚种植 √ √ √ √ √ √ √

图书/档案馆 √ √ √

粮食、药品仓库 √ √ √

注：√表示需要监控

4.3 硬件设计方案

监控装置的硬件设计框图，如图 7 所示。主要包括：传感器、控制器、执

行单元、无线传输单元和移动终端等主要部件。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6%81%E7%B4%A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0%B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0%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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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硬件设计框图

4.3.1 传感器单元

实验室测试方法虽然具有灵敏度和准确性高等优点，但是无法实现现场的

连续检测。因此，选择传感器构建监控系统[4, 10]。根据表 1 中监控参量的要求，

使用温度、湿度、气压、电导率、pH值等传感器构成状态感知单元。

4.3.2控制器

控制器的核心由单片机构成[1]，配合传感器实现数据采集和处理，通过无

线传输单元实现与移动终端之间的数据交互，并通过执行单元控制执行部件，

如水泵、风扇等，实现环境状态的调控。

4.3.2 执行单元

执行单元由水泵、风扇等可以改变环境状态的装置构成，根据控制器的指

令，实现环境状态的调控。

4.3.3 无线传输单元

无线传输单元采用 WIFI、GPRS 或北斗无线通信技术实现现场监控单元与移

动终端或监控中心间的远程信息交互。

4.3.4 移动终端/监控中心

移动终端采用手机、平板等移动设备。通过设计相应的监控程序，采用 WIFI、
GPRS或北斗无线通信技术，移动终端/监控中心可远程获取环境状态、控制执行

单元。

4.4 软件方案设计

软件设计包括现场监控装置和移动终端两部分程序，包括功能分析、流程

图设计以及软件实现等关键步骤[1]。其中，移动终端的设计方案如图 8 所示，

实现状态参量的远程采集，并根据设定值控制执行单元，实现状态的远程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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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移动终端的软件设计方案

4.5 通信方案设计

4.5.1 通信方式

3.2中给出了多模式的通信方案，考虑到设计难度，先期实现其中的方案 2
和方案 3，即仅采用 GPRS+WIFI 的无线通信方式实现数据传输，具体的通信组织

方式如图 9所示。

图 9 通信方式

图 9 中，GPRS 基本能够满足监控的通信要求，但是 GPRS 需要硬件支撑同

时还需要支付数据流量费，长时间、多监测点使用的话，成本较高。因此，将

GPRS方式用于监测点相距较远、较为稀少的情况。同时增加 WIFI 这种短距的数

据通信方式，构建多监测点间的短距无线通信网络，实现监测点间的通信，再

使用 GPRS实现远距离的无线通信，降低监测装置和通信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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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组网方式

现场监控单元与移动终端的组网方式，如图 10 所示。无线通信模块与现场

监控单元之间采用 RS485 总线连接[9]，利用 RS485 的地址信息自动识别监控单

元，利用预设的数据格式自动识别监测参量类型，结合 WIFI 和 GPRS 无线通信

技术，构建监控装置物联网，实现监控装置的自动识别、自动组网，便于现场

监控单元的按需扩展和灵活配置。

图 10 组网方式

4.6 监测点时空信息的获取

采用北斗模块提供监测点的经纬度、海拔高度、时间等信息，构建监测点

的时空信息。

北斗模块与采样采样控制单元之间采用串口或 RS485连接。

五、现场监控装置的测试

5.1 监控装置实物图

先期完成的监控装置实物，如图 11所示。包括无线传输单元、数据采集与

处理单元、执行单元（环境状态调整设备）和移动终端 4个部分。

5.2 测试方案

考虑到测控装置可监测参量较多，设计了一套实验室和现场测试相结合的

测试方案，如图 12所示。

实验室测试主要检验装置的功能是否正常，检测精度是否满足要求等；现

场测试主要考察装置的现场适应能力。最后，根据测试结果，改进和完善监控

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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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监控装置实物图

图 12 测试方案

5.3 联网及通信性能测试

5.3.1 测试方法

（1）自动接入功能测试

改变现场监控装置的地址，检查是否能够自动接入移动终端，测试装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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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入功能是否正常。

（2）监控参量自动识别功能测试

通过增减监控参量传感器，检查移动终端是否能够识别出监测传感器的类

型，测试监控参量自动识别功能是否正常。

（3）通信距离测试

逐渐增大监测装置和移动终端之间的距离，直到移动终端与监控装置失去

连接，记录最大距离，确定装置的通信距离。

5.3.2 测试结果

（1）自动接入功能：正常。

（2）监控参量自动识别功能：正常。

（3）通信距离：70m（有阻隔），基本满足设计要求。

5.4 状态参量的测控性能测试

5.4.1 试验平台

由于涉及到空气和水质两个方面的实验对比，因此我们设计并搭建了一个

简易的实验平台，其结构示意图和试验现场照片，分别如图 13和图 14所示。

图 13 实验平台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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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实验现场照片

5.4.2 测试步骤

（1）空气状态监测性能测试

空气状态监控试验箱体是一个密闭的玻璃箱，风扇、加湿装置和加热装置

用于改变箱内的湿度、温度等状态；通过将我制作的监测装置的监测结果与工

业级温湿度计的测量结果进行对比，判断监控装置的大气状态监测性能。

（2）水质监测性能测试

水质监测对比试验相对简单，将配制好的待测液体置于试验容器，如烧杯

中，将工业级 pH计和电导率计以及所制作的监测装置同时放入测试容器中，测

量完成后，对比测试结果，判断监控装置的水质监测性能。

5.4.3 测试结果分析

（1）空气温度测试结果

通过调节加热装置和风扇改变试验箱内得温度，对比分析相同时刻工业级

温湿度计显示数值与移动终端接收数值，结果如图 15所示。

图 15 温度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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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 EXCEL 对温度数据进行方差分析，F=4.35033<F(0.05)=4.35124，且 P 值

=0.050022>0.05。结果表明，两组温度数据没有显著性差异，误差较小，满足设

计要求。

（2）空气湿度测试结果

通过调节加湿装置、加热装置和风扇改变试验箱内得湿度，对比分析相同

时刻工业级温湿度计显示数值与移动终端接收数值，结果如图 16所示。

运用 EXCEL 对湿度数据进行方差分析，F=1.41643<F(0.05)=4.35124，且 P 值

=0.24793>0.05。结果表明，两组湿度数据没有显著性差异，误差较小，满足设

计要求。

（3）pH值测试结果

将监控装置的 pH电极与工业级 pH计的电极同时放置在盛有待测液体的烧

杯中。依次测量不同浓度的醋酸溶液、氯化钠溶液、碳酸氢钠溶液，对比分析

相同时刻工业级 pH计与移动终端得接收数值，结果如图 17所示。

运用 EXCEL 对 pH 值数据进行方差分析，F=0.18970<F(0.05)=4.35124，且 P
值=0.674679136>0.05。结果表明，两组 pH值数据没有显著性差异，误差较小，

满足设计要求。

图 16 湿度测试结果

图 17 pH 值对比柱状图

（4）电导率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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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监控装置的电导率电极与工业级电导率计的电极同时放置在盛有待测液

体的烧杯中。依次测量不同浓度的醋酸溶液、氯化钠溶液、碳酸氢钠溶液，对

比分析相同时刻工业级电导率计与移动终端得接收数值，结果如图 18所示。

图 18 电导率对比柱状图

运用 EXCEL 对电导率数据进行方差分析，F=0.088<F(0.05)=4.35124，且 P 值

=0.77429>0.05。结果表明，两组电导率数据没有显著性差异，误差较小，满足

设计要求。

5.4.4 测试结论

通过以上空气温度、湿度、溶液的电导率和 pH值等 4 个参量的对比测试，

结果表明，所设计监控装置的测量结果与工业级测试装置的测试结果数据没有

显著性差异，误差较小，满足设计要求。

5.5 控制功能测试

在移动终端上设定需要保持的温湿度范围，观察温湿度测量值和风扇、加

热装置以及加湿装置的工作情况，记录试验箱内的温湿度值，判断控制功能是

否正常。

测试结果如下：

（1）温度高于设定值，风扇启动，温度逐渐恢复到设定范围，风扇停止；

温度高于设定值，加热装置启动，温度逐渐恢复到设定范围，加热装置停止。

测试结果表明，温度控制功能正常。

（2）湿度低于设定值，加湿装置启动，湿度逐渐增加恢复到设定范围，加

湿装置停止；湿度高于设定值，风扇启动，湿度逐渐增加恢复到设定范围，风

扇停止。测试结果表明，湿度控制功能正常。

六、下一步改进思路

6.1 现有装置的不足

（1）大气、水和土壤 3 个重要的生命元素中，目前只涉及到了大气和水；

（2）总体方案中的 3中通信方式只实现了两种，且由于采用 RS485总线导

致数据传输较慢；

（3）灵活的监测方案，目前只基本实现了固定式的监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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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监控装置目前还不具备时空信息，无法实现移动监控；

（5）相比于功能强大的监控中心，目前的移动终端功能还比较薄弱；

（6）需要 220V交流供电，现场使用，尤其是野外使用不便。

6.2 改进方向

6.2.1 研究团队

考虑到本研究涉及的内容较多，一个人在短时间内完成的话具有较大的难

度。因此，接下来可通过寻找有兴趣参与本研究的合作者，加快研究进展。

6.2.2 两步走改进方案

针对以上的不足，提出如下两步走的改进方案：

（1）短期目标

1）分析土壤需要监测的参量，同时完善大气和水的监测参量，如 PM2.5、
水的硬度等参量；

2）增加北斗接收模块获取监测点的经纬度、监测时间、海拔等参数，提供

监测点的时空信息。

3）采用太阳能+蓄电池的供电方式，解决户外长时间、移动监测供电问题；

4）开展现场监测实验，分析并改进现有装置存在的问题。

（2）中长期目标

1）通过查阅文献或咨询专家，寻找适合监测单元间组网、通信的方法，如

物联网技术；

2）研究监测装置在浮船、无人机和无人小车上的安装方式、可行性等，尽

快实现部分移动监测功能；

3）分析监控中心的功能需求，提出监控中心的技术方案，开发相关应用软

件，实现监控中心功能。

七、结论

针对现有环境状态检测装置难以实现环境状态的高效和全域监控的不足，

本研究综合北斗、公用无线通信技术和短距无线通信技术，提出一套广域环境

实时监控系统解决方案，实现空气、水和土壤的多状态一体化综合监测，达成

改善环境状态和自然资源综合利用的目标。

（1）提出了一套具有时空信息的广域环境实时监控系统方案。该方案采用

北斗接收单元实现监测点时空信息的获取；综合北斗、GPRS和 WIFI 的多模式通

信方案以及基于小船式浮标、无人驾驶小车和无人机的灵活移动监测方案，从

根本上解决偏远地区和移动监测面临的通信难题，实现环境监测的全域覆盖。

（2）研制成功一套可扩展环境状态多参量一体化现场监控装置，完成了相

关的实验室测试。测试结果表明：本系统能够实现环境温度、湿度、气压、pH
值、电导率等参量的远程监控，具有监测参量丰富、通信方式灵活、自带监测

点时空信息、移动终端使用方便等特点，可实现空气、水和土壤的多状态一体

化综合监测。

（3）可用于大气、河流、湖泊等广域自然环境以及图书馆、粮库、医院、

航天器、空间站、作物种植、动物饲养等局部微环境的状态远程监控，推广应

用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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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高精度时空基准的群体协同活动设想与验证

作 者：潘 言

指导教师：蔡 毅

学 校：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摘要】在本文中，作者提出了两种基于北斗高精度时空基准的群体协同活动

设想。其一是以北斗高精度时空为基准进行的十字路口自动错车，通过取消红

绿灯、用智慧交通系统自动控制错车，达到减少车辆平均等待时间、提高通过

效率的目的。其二是多个体协同艺术活动，即通过北斗高精度定位的轨迹绘制

出有意义的艺术图形，以此宣传北斗知识、体现北斗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作者分别对这两种设想进行了验证。首先，作者构建了十字路口自动错车模型，

对现实情况进行仿真，用计算机程序生成随机车辆并对其进行求解，得出在不

同方法下车辆平均等待时间的长短。仿真结果表明：在同等条件下，自动错车

模型的每辆车平均等待时间为 1秒~2 秒；传统红绿灯模型的每辆车平均等待时

间 9 秒~15秒，红绿灯模型的平均等待时间是自动错车模型的 5 倍~11倍，初步

证明了十字路口自动错车设想与传统红绿灯方法相比的优越性。其次，作者用

北斗高精度终端进行现场验证，通过北斗高精度终端记录的轨迹在 Google Earth
上“写”出“福”与“中国北斗”字样，验证了多个体协同艺术活动的可行性。

综上所述，作者认为：基于北斗高精度时空基准，可以在大尺度空间实现和完

成各种复杂的群体协同活动。

【关键词】北斗高精度 群体协同 设想 验证

一、概述

将于 2020 年建成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1]是我国根据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

发展的需要，自主建设、独立运行的重大空间基础设施，目标是建成独立自主、

开放兼容、技术先进、稳定可靠、覆盖全球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既满足国家

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又为全球用户提供全天候、全天时 PNT 服务，促

进卫星导航产业链形成，完善北斗卫星导航应用产业及其推广服务体系，推动

卫星导航在国民经济社会各行业的广泛应用。

目前，全球四大卫星导航系统的标准服务精度典型值为 10 米[2]。受卫星轨

道误差、卫星钟差、电离层延迟等因素影响，如果要提高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

定位精度，就必须消除上述误差。通过在地面建立北斗基准站，将来自基准站

的实时观测数据经数据处理系统计算生成精度增强数据产品，再经卫星、移动

通信等手段进行播发，用户端同时接收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标准信号和北斗地

基增强系统的增强信号，即可实现米级精度或更高精度的定位[3]。2014年 9 月，

我国启动北斗地基增强系统研制建设，现已建成含 1355个北斗基准站的网络系

统、国家北斗数据综合处理中心、6个行业北斗数据处理分中心和播发平台等基

础设施，提供覆盖全国的实时广域米级、分米级定位服务，覆盖 17个省、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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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厘米级、后处理毫米级定位服务[4]。今后北斗高精度时空基准服务将成为

像水、电、气一样的公共基础服务产品，触手可及、随处可用。

北斗高精度时空基准使许多以前不能想象或无法完成的活动得以实现，例

如大量个体在一个省、甚至全国范围同时为一个特定目的协同活动。为此，作

者提出基于北斗高精度时空基准实现群体协同活动的设想。

在日常生活中，作者观察到在路口等红绿灯是困扰了许多司机的一个问题。

依靠红绿信号灯维持交通秩序虽然可以指挥车辆有序通过路口，但效率较低，

平均等待时间较长。随着自动驾驶的到来，作者设想可利用北斗高精度时空基

准获得该问题的更优解。车辆通过十字路口就是一种动态的群体活动，可以通

过北斗高精度时空基准对自动驾驶进行高效协同，以最少停车等待时间在十字

路口自动错车，替代红绿灯管理的传统方法。为验证这个设想，作者基于北斗

高精度时空基准，构建了车辆在十字路口自动错车的数学模型，编制了计算机

程序进行了仿真。通过计算机的仿真结果，初步验证了该设想具有可行性。

将多个体在地面或空中活动的轨迹组成一幅有意义的图案，这也是一种动

态的群体活动，但前提是活动的轨迹必须有足够精度才能表现出其意义来。作

者提出以北斗高精度时空基准，使多个体协同完成某种艺术活动的设想，即在

同一时间、大范围空间内将具有公益性、艺术性的图案体现出来供人们审美，

同时向大众宣传北斗。为此，作者利用北斗高精度设备进行现场验证，将行走

轨迹的定位值标注在 Google Earth上，并与北斗标准服务定位结果进行比较。验

证结果表明：对此类群体协同活动必须使用北斗高精度服务才能完成。

二、基于北斗高精度时空基准进行群体协同活动的构想

北斗地基增强系统的建成，为基于北斗高精度时空基准的群体协同活动提

供了必要条件。在这之前，组织多个体、实时连续、在大范围同时协同完成一

个特定目的的活动困难极大，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究其原因就是没有人

人伸手可及、随处可用的高精度时空基准，没有协同活动必须的条件。如今北

斗高精度时空基准建立了群体协同活动实现的条件。为此，作者提出基于北斗

高精度时空基准进行群体协同活动的两个设想。

2.1 设想 1——十字路口自动错车

在十字路口等待红绿灯是常态。实际上，红绿灯是解决十字路口群体协同

活动的传统办法，其优点是简洁明了，但是随车辆迅速增加，等待红绿灯的时

间越来越长，因等待时间比通过十字路口的时间长，自然错车效率较低。

随着自动驾驶的来临，车辆会更少由司机控制，而更多由智慧交通系统控

制。作者设想基于北斗的高精度时空基准，使每辆车实时、可靠地得到自己及

其周围准确的时空信息，如实时位置、前进方向、前进速度、前后左右其它车

辆的相关信息。然后，每车辆即可根据上述高精度时空信息，对自身的实时位

置、方向、速度等进行及时精确定位、控制和调整，进行相互避让，在十字路

口实现无红绿灯、且安全高效的自动错车，并减少车辆平均等待时间。

作者简化现实情况，建立了十字路口垂直错车的数学模型，模型规则如下：

在每个方向中只考虑在一个车道中直行的车辆，不考虑转弯车辆。

每车辆用一个点表示；每辆车可由前进方向与距离原点的距离表示；考虑

到车辆的大小，设置一个停车时相邻两车之间的安全距离。

安全距离的大小受定位和时间精度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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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开始时，所有车辆的位置均由计算机随机生成。

运行开始时以及运行中的任意时刻，当存在碰撞可能时，距离中间最近的

车辆优先出发，而较远的车需要等待。

在运行过程中，十字路口交汇的中间区域所有车辆只能向一个方向前进。

在程序运行的任意时刻，均需保持相邻两车之间的距离大于安全距离（该

值可设置，为大于 1的数）。

在该模型基础上，作者建立了算法并编写程序进行计算机仿真验证。

2.2 设想 2——多个体协同艺术活动

多个体协同艺术活动也是一种群体协同活动。作者设想了可以利用北斗高

精度定位进行艺术表演、同时宣传北斗的活动。

2018年 2 月 25 日的平昌冬奥会闭幕式上，尾声中的北京八分钟文艺表演将

现场气氛又一次推向高潮[5]。舞台上，22 名中国轮滑运动员、2 名运动员扮演

的“熊猫信使”以及 24 名智能机器人共同演绎冰球、冰壶、滑雪等冰雪运动项

目，借助轮滑运动员滑出的轨迹和高科技实现的影像变化展示中国元素，反映

出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时代风貌，体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

当。作者的设想与其不谋而合。作者的设想主要是通过北斗高精度定位的轨迹

绘制出体现有意义的艺术图形，通过人群广泛参与扩大北斗的影响，通过活动

宣传和普及北斗知识，体现北斗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中

国的北斗，世界的北斗”带给人们生活的多姿多彩。

组成艺术图形的点必须紧密相关才能反映其表达的意义，因此定位和轨迹

必须有一定精度。为了验证北斗高精度时空基准的精度，作者进行了实地操作

以验证设想的可行性。

三、基于北斗高精度时空基准进行群体协同活动的验证

对十字路口自动错车的设想，作者通过建立数学模型、计算机仿真进行验

证。对多个体协同艺术活动的设想，作者通过实地操作和后期处理进行验证。

3.1 十字路口自动错车的计算机仿真

作者在数学模型的基础上，设计了 Python语言的程序，进行了计算机仿真。

（1）实施条件

主要条件为用于计算机程序的编写的 Python 语言的编译器。程序需要具体

的数据，如车辆速度、道路宽度、相邻两车之间的安全距离等，通过实地调查

结果估计得出。

（2）程序设置

模型场景为一个十字路口，其中心取为原点，四个方向各选一条车道。根

据国家标准，每条车道的宽度为 3.75米[6]。以 4 车道为例，道路宽度为 15米，

需要通过的宽度设为 7.5 米。设安全距离为在停车时任意相邻两辆车车头之间距

离为 6 米（仿真中设车长为 4.5 米，两车之间空 1.5m，该值可设置）。每辆车都

可以获得实时分米级或厘米级的北斗高精度定位，且不考虑完好性问题。

程序开始时，随机生成一定数量的车，每辆车用前进方向以及距离十字路

口中心的距离表示。我国交通法规定在中速行驶时车与车之间应保持至少 50米

的距离[7]，设每两辆车之间相隔 50 米至 100 米。程序运行时，车辆以 6 米/每
秒的平均速度前进，程序以最少车辆等待时间的规则分配车辆到达的顺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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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自动错车。程序结束时，要求所有车辆都均到达十字路口对面，输出结果为

每辆车平均等待时间。

为对该设想与红绿灯方法进行比较，按同样规则，作者同时设计了一个红

绿灯方法的计算机仿真模型。一般道路的红绿灯时间长度为：绿灯及红灯持续

时间为 30秒[8]，中间黄灯为 3 秒。输出结果为每辆车平均等待时间。

图 1 计算机仿真程序流程图

（3）程序算法

在十字路口自动错车的模型中，每辆车均由其前进方向与距离原点的距离

来表示。程序读取 txt 文件中随机生成的所有车辆的数据，对其进行操作，最终

得到最优解法。计算机仿真程序算法的流程见图 1。
程序可以得出每辆车的等待时间和平均等待时间，如公式（1、2）：

其中 s 为车前进的总距离，v 为车辆的平均速度，而 n 为车辆总数。

（4）程序结果及数据分析

自动错车模型仿真与红绿灯时间计算的计算机程序见附录。

对于同一组随机数据，对其使用两种不同方法求解，并将得到的平均等待

时间的结果进行比较。改变车辆总数，仿真结果见表 1。
通过设计程序，作者成功证实了这一设想的可行性。程序可以给出使得总

时间最短的最优解法，并且返回每辆车的平均等待时间。表 1的数据表明：

——自动错车模型，每辆车平均等待时间为 1 秒~2秒；

——红绿灯方法，每辆车平均等待时间 9 秒~15秒；

(
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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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同数量的车，红绿灯方法的平均等待时间是自动错车模型的 5 倍

~11倍。

表 1 自动错车与红绿灯方法车辆的平均等待时间对比表

车数/辆 5 10 20 50 100 200 500

自动错车方法平均

等待时间/s
1.2500 1.3358 1.9349 1.8169 1.8052 1.7473 1.7067

红绿灯方法平均等

待时间/s
9.6875 14.1874 9.0762 10.4214 11.1238 10.1087 10.2983

红绿灯方法与模型

方法平均等待时间

之比

7.7500 10.6210 4.6908 5.7359 6.1620 5.7854 6.0340

上述结果初步说明：基于北斗高精度时空基准的自动错车模型在节约时间、

提高效率方面优于传统红绿灯方法。

3.2 多个体协同艺术活动验证

验证内容是利用北斗高精度定位，记录在一定范围内人群按设计轨迹进行

统一和协调的活动，经计算机处理进行可视化，在地图上将其由定位点描绘出

的轨迹表现设计图案。

（1）北斗伴侣

采用东方联星公司生产的北斗伴侣（图 2、3）和差分增强定位技术，在北

斗地基增强系统广域差分、千寻位置网北斗 RTK、RTD等高精度定位服务的支持

下，可实现开阔场景实时厘米级高精度定位。采用 BLE4.0 低功耗蓝牙通信技术，

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配对连接等，提取定位数据。

图 2 东方联星公司生产的“北斗伴侣”

（2）千寻位置服务

千寻位置网络有限公司为用户提供基于北斗的跬步（米级）、知寸（厘米级）、

见微（毫米级）等高精度位置服务产品。作者采用 RTK（载波相位差分）技术开

发的知寸（厘米级）服务，通过互联网获得 7×24 小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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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北斗伴侣原理方框图

（3）有意义的图形设计

作者在 Google Earth上进行图形设计，在北斗定位精度基础上，考虑包括地

形和图形复杂程度，设计了公益、美观、可执行性的图形。

选取较为空旷场地以发挥北斗高精度定位的作用。在定位模式为 4 时，可

得到 RTK固定解，为最佳效果。图像精度要求取决于场地大小，作图面积越小，

定位精度要求越高，但组织实施容易。图形线条复杂程度要与场地大小匹配，

最理想的图形设计是整个作品一笔画成，但具体实施有一定困难。

（4）实地行走取得高精度定位数据

根据图形设计，将图形转换为实际的行进路线。在路线设计时要考虑一笔

画成问题，最后的路线在首尾之间必定相连，路线设计完毕后，在选好的场地

上进行实现。

由于条件限制，在实地绘图时，原设想通过群体协同活动完成的工作，改

为作者个人分时间段行走以代替，模拟群体协同活动。除参加人数外，进行的

实验与设计方案之间并别无差别。

按照路线行走完毕后，将北斗伴侣记录的高精度定位数据导入到计算机，

步骤如下：

启动手机端 APP 北斗助手，通过蓝牙搜索，建立北斗伴侣与手机的连接。

蓝牙连接成功，高精度导航模块开始工作。

智能手机端 APP 北斗助手从差分数据服务器获得差分数据，通过蓝牙链路

传给北斗伴侣的导航模块。

导航模块使用收到的差分数据以及卫星信号，进行差分解算，解算出定位

结果。

手机端 APP 北斗助手通过蓝牙链路从北斗伴侣读取定位结果，并将高精度

定位结果，采用模拟位置的方式送到安卓系统底层，自动获得北斗伴侣的定位

结果。定位输出结果保存在手机的内存储设备。

（5）将轨迹导入地图形成作品

定位输出结果为基于 NMEA0183协议的格式文件。文件可以以 txt 格式进行

编辑。

使用 NMEA2KML 的应用程序对格式文件进行处理（图 4），操作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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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Browse导入 NMEA0183文件。

几何设置。选择需要在地图上显示的数据，包括定位点、速度矢量、路径。

颜色设置。可将每个点以其 NMEA 颜色表示，也可自己设置点、路径的颜

色。

高度设置。选择 Clamp To Ground，即固定于地面上即可。

应用程序运行后，将 NMEA0183文件中的坐标点自动在 Google Earth 上可视

化。

NMEA0183文件可以通过记事本打开，删除多余的坐标点，增强图案的整体

效果和美观程度。

图 4 NMEA2KML 应用程序界面

（6）实施效果

作者设计了两种有意义的图形，一是 “中国北斗”，为宣传北斗之意；二是

“福”，既表现了北斗的高精度定位，又因实施时间恰逢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

节前夕，正好用北斗向大家祝福。选取一块 60.4米×12.08米用于写“中国北斗”、

一块 9米×9 米的场地用于写“福”（图 5）。
利用北斗厘米级高精度定位，将位置信息记录下来并转换为位置坐标；将

位置坐标通过计算机可视化，最后得到“中国北斗”图案见图 6，“福”图案见

图 7。

图 5 用北斗高精度写“福”的 9 米×9 米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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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利用北斗高精度定位在地面写出“中国北斗”

图 7 利用北斗高精度定位在 9 米×9 米场地上写出的“福”

实验中，在精度较低的单点定位及 RTD 定位模式下（定位精度为 2 米~7 米），

在 9 米×9 米场地中尝试书写“中国北斗”，因定位误差大，难以从行走的轨迹

图像辨认出所写的字来（图 8），这充分证明了北斗的高精度对该活动的必要性。

图 8 定位精度较低时在地面写字的图像

四、小结

综上所述，作者对通过基于北斗高精度时空基准的十字路口自动错车的计

算机仿真、多个体协同艺术活动的现场验证和数据处理，得到如下结论：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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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红绿灯方法相比，十字路口自动错车模型在节约时间、提高效率方面优于传

统红绿灯方法的；可以实现多个体按某一规律进行协同的艺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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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十字路口自动错车模型的 Python程序

#自动错车模型

distance = []
index = int()
index_order = []
direction = []
time = float(0)
speed = float(6)

#读取设置文件

file_settings = open("settings.txt")
settings = file_settings.readlines()
safe_distance = float(settings[1])
width = float(settings[2])
print("SAFE_DISTANCE:",safe_distance,'\nWIDTH:',width)

#读取坐标文件

file = open("cars.txt")
cars = file.read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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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i in range(len(cars)):
cars[i] = [float(j) for j in cars[i].strip('\n').split('\t')]

#建立以方向排序的二维数组

distance = []
direction = []
for i in range(len(cars)):

distance.append(cars[i][1])
direction.append(cars[i][0])

direction_distance = [[],[],[],[]]
for i in range(len(cars)):

direction_distance[int(direction[i])].append(distance[i])
for i in range(4):

direction_distance[i].sort()

#建立以方向排序的关于时间的二维数组

direction_time = [[],[],[],[]]
ideal_direction_time = [[],[],[],[]]
for i in range(4):

for j in range(len(direction_distance[i])):
ideal_direction_time[i].append(float(direction_distance[i][j] / speed))

#循环

while len(direction_distance[0])!=0 or len(direction_distance[1])!=0 or
len(direction_distance[2])!=0 or len(direction_distance[3])!=0:

distance = []
direction = []
for i in range(4):

for j in range(len(direction_distance[i])):
distance.append(direction_distance[i][j])
direction.append(i)

index = distance.index(min(distance))
current_direction = direction[index]
current_distance = distance[index]
time += (current_distance+width) / speed

#车辆前进

for i in range(4):
if i == current_direction or abs(current_direction - i)==2: #与这辆车

方向相同或相反的可以走

for j in range(len(direction_distance[i])):
direction_distance[i][j] = direction_distance[i][j] -

(current_distance+width)
if direction_distance[i][j] <= -wid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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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ion_time[i].append(time)
else: #与这辆车方向不同的需要判定

if len(direction_distance[i])!=0:
if direction_distance[i][0] < current_distance+width*2: #不

能走进安全区域

direction_distance[i][0] = width #正好走到安全区域

else:
direction_distance[i][0] -= current_distance+width #正

常走

#后面的车

if len(direction_distance[i])>1:
for m in range(len(direction_distance[i])-1):

if direction_distance[i][m+1] <
direction_distance[i][m] + safe_distance + current_distance + width: #不能撞上前面

车

direction_distance[i][m+1] =
direction_distance[i][m] + safe_distance #正好走到安全区域

else:
direction_distance[i][m+1] -=

current_distance+width #正常走

test = [[],[],[],[]]
for i in range(4):

for j in range(len(direction_distance[i])):
test[i].append(direction_distance[i][j])

for i in range(4): #删除已经走过去的车

if len(direction_distance[i])!=0:
for j in range(len(direction_distance[i])):

if direction_distance[i][j] <= -width:
del test[i][0]

direction_distance = [[],[],[],[]]
for i in range(4):

for j in range(len(test[i])):
direction_distance[i].append(test[i][j])

#计算平均等待时间

time_waste = [[],[],[],[]]
for i in range(4):

for j in range(len(ideal_direction_time[i])):
time_waste[i].append(direction_time[i][j] - ideal_direction_time[i][j])

waste_sum = float(0)
for i in rang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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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j in range(len(time_waste[i])):
waste_sum+=time_waste[i][j]

print("AVERAGE_TIME_WASTE:",float(waste_sum/len(cars)))

附件 2：红绿灯方法等待时间计算的程序

#红绿灯时间计算

time_period = 30
time = float(0)
k = int(1)

#读取设置文件

file_settings = open("settings.txt")
settings = file_settings.readlines()
safe_distance = float(settings[1])
width = float(settings[2])
print("SAFE_DISTANCE:",safe_distance,'\nWIDTH:',width)

speed = float(6)
time_extra = 3

#读取坐标文件

file = open("cars.txt")
cars = file.readlines()
for i in range(len(cars)):

cars[i] = [float(j) for j in cars[i].strip('\n').split('\t')]

#建立以方向排序的关于距离的二维数组

distance = []
direction = []
for i in range(len(cars)):

distance.append(cars[i][1])
direction.append(cars[i][0])

direction_distance = [[],[],[],[]]
for i in range(len(cars)):

direction_distance[int(direction[i])].append(distance[i])
for i in range(4):

direction_distance[i].sort()

#建立以方向排序的关于时间的二维数组

direction_time = [[],[],[],[]]
ideal_direction_time = [[],[],[],[]]
for i in range(4):



第九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学组）

202

for j in range(len(direction_distance[i])):
ideal_direction_time[i].append(float(direction_distance[i][j] / speed))

#循环

while len(direction_distance[0])!=0 or len(direction_distance[1])!=0 or
len(direction_distance[2])!=0 or len(direction_distance[3])!=0:

if k == 0:
k = int(1)

elif k == 1:
k = int(0)

test = [[],[],[],[]]
for i in range(4):

for j in range(len(direction_distance[i])):
test[i].append(direction_distance[i][j])

#计算并记录时间

for j in range(len(direction_distance[k])):
test[k][j] -= time_period * speed

for j in range(len(direction_distance[k+2])):
test[k+2][j] -= time_period * speed

for j in range(len(direction_distance[k])):
if direction_distance[k][j] - width < time_period * speed:

del test[k][0]
direction_time[k].append(time+direction_distance[k][j]/speed)

for j in range(len(direction_distance[k+2])):
if direction_distance[k+2][j] - width < time_period * speed:

del test[k+2][0]

direction_time[k+2].append(time+direction_distance[k+2][j]/speed)
if test == [[],[],[],[]]:

if len(direction_distance[k])==0:
time +=

(direction_distance[k+2][len(direction_distance[k+2])-1]+width)/speed
elif len(direction_distance[k+2])==0:

time +=
(direction_distance[k][len(direction_distance[k])-1]+width)/speed

else:
time +=

(max(direction_distance[k][len(direction_distance[k])-1],direction_distance[k+2][len
(direction_distance[k+2])-1]) + width) / speed

else:
time += time_period + time_extra

direction_distanc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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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i in range(4):
for j in range(len(test[i])):

direction_distance[i].append(test[i][j])

#方向相同的车前进

if len(direction_distance[k])!=0:
if direction_distance[k][0] < time_extra*speed + width: #不能走进安

全区域

direction_distance[k][0] = width #正好走到安全区域

else:
direction_distance[k][0] = direction_distance[k][0] -

time_extra*speed #正常走

#后面的车

if len(direction_distance[k])>1:
for m in range(len(direction_distance[k])-1):

if direction_distance[k][m+1] < direction_distance[k][m] +
safe_distance + time_extra*speed: #不能撞上前面车

direction_distance[k][m+1] = direction_distance[k][m]
+ safe_distance#正好走到安全区域

else:
direction_distance[k][m+1] -= time_extra*speed #正常

走

#方向相反的 车前进

if len(direction_distance[k+2])!=0:
if direction_distance[k+2][0] < time_extra*speed + width: #不能走进

安全区域

direction_distance[k+2][0] = width #正好走到安全区域

else:
direction_distance[k+2][0] -= time_extra*speed #正常走

#后面的车

if len(direction_distance[k+2])>1:
for m in range(len(direction_distance[k+2])-1):

if direction_distance[k+2][m+1] <
direction_distance[k+2][m] + safe_distance + time_extra*speed: #不能撞上前面车

direction_distance[k+2][m+1] =
direction_distance[k+2][m] + safe_distance #正好走到安全区域

else:
direction_distance[k+2][m+1] -= time_extra*speed #正

常走

for j in range(4):
if j != k and j != k+2: #与这辆车方向不同的需要判定

if len(direction_distance[j])!=0:
if direction_distance[j][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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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_period+time_extra)*speed+width: #不能走进安全区域

direction_distance[j][0] = width #正好走到安全区域

else:
direction_distance[j][0] -=

(time_period+time_extra)*speed #正常走

#后面的车

if len(direction_distance[j])>1:
for m in range(len(direction_distance[j])-1):

if direction_distance[j][m+1] <
direction_distance[j][m] + safe_distance + (time_period+time_extra)*speed: #不能

撞上前面车

direction_distance[j][m+1] =
direction_distance[j][m] + safe_distance #正好走到安全区域

else:
direction_distance[j][m+1] -=

(time_period+time_extra)*speed #正常走

#计算平均等待时间

time_waste = [[],[],[],[]]
for i in range(4):

for j in range(len(direction_time[i])):
time_waste[i].append(direction_time[i][j] - ideal_direction_time[i][j])

waste_sum = float(0)
for i in range(4):

for j in range(len(time_waste[i])):
waste_sum+=time_waste[i][j]

print("AVERAGE_TIME_WASTE:",float(waste_sum/len(c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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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导航机械手的设计与制作

作 者：李 好、谢有新、王 宇、刘济瑞

指导教师：吴德双

学 校：大庆市第二中学

【摘要】北斗导航机械手集成了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导航定位技术、机械工程、

电子控制、计算机科学等领域，在救援中可用于环境勘探、越障、抓取运送货

物，北斗导航机械手灵活易用、机动性强，有较好的爬坡和越障能力，能适应

现场各种各样的地理环境，能迅速找到遇险工人的位置，利用机械手挖掘埋藏

在建筑塌陷下的受伤人员，能进入危险区域；为遇险工人投放食品、水、药物

和通讯装置等辅助功能，利用北斗导航定位技术确定受伤人员的位置，提高救

灾效率，随着科技的进一步发展，机械手的应用将更加广泛，将给人类社会带

来更大的贡献。

一、研究背景

随着我国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各行各业存在很多不安全因素，各种灾害

事故频繁发生，灾害造成的障碍堵塞道路，疏通困难，人员无法及时到达现场

救援，严重伤害工人的生命安全和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我们小组设计制作了一

种北斗导航机械手，集成了冲击破碎、物料收集、物料传输等多种破障、清障

功能，实现了障碍的连续破除清理，可快速清除障碍，打通救援通道，利用各

种传感器通过探测遇险工人的呻吟声、体温的变化及心脏跳动的频率的信息能

找到他们的位置；视频探测摄像头可以将现场环境的图像返回到救灾中心，为

制定下一步救灾的方案提供决策依据；能进入危险区域，监测事故现场温度、

瓦斯以及有害气体的浓度等的变化；投放食品、水、药物和通讯装置；

二、系统硬件方案设计

研制开发了带有北斗导航定位、抓取运输、感知能力、通信能力和作业能

力等模块功能的北斗导航机械手，实现以多种技术融合化智能救援辅助平台，

达到加快救援进度、降低人员伤亡的目的。

设计的北斗导航机械手。用履带车轮可在各种平整地面、坡面、沙地、草

地、泥沼、楼梯、断裂面等各种情况恶劣的路面上行驶。

主控板 akeblock Orion 主控板 ,加装北斗导航模块、传感器模块、电机驱动

模块、显示模块、图像传输模块、远程控制模块和电源模块，结合笔记本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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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平板电脑 APP等设备，使其方便的实现蓝牙或 wifi 遥控功能和显示功能。

1.北斗导航模块

北斗导航定位可接收北斗、GPS 双模定位，位置、航速、航向信息精准，定

位更快，导航定位无盲区，ATGM332D-5N 系列模块全星座定位导航模块,GNSS
SOC 单芯片—AT6558，支持 GPS、BDS（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具有高灵敏度、

低功耗、低成本，-148dBm 跟踪灵敏度：-162dBm 定位精度为 2.5 米，首次定

位时间为 32 秒，连续运行小于 25mA内置天线检测及天线短路保护功能，提供

定位必需的辅助信息。

循迹模块使用 2 只红外对管传感器，分别放置在北斗导航机械手前面的两

侧，根据接受到地面颜色的数值来控制北斗导航机械手转向来调整前进方向，

采用四只可以提高灵敏度，增强越障能力，有利于在复杂环境中实现作业，可

以很好地实现自主行驶的功能。

避障模块用只采用两只光电传感器和 1 只超声波传感器，当北斗导航机械

手进入作业区后，只要能够判断出在其的前方和偏左、偏右的方向没有太大的

障碍就可以忽略障碍对北斗导航机械手工作的影响，对于障碍物的检测采用反

射式原理的光电传感器，能够检测出障碍，越过障碍前进。

火焰和气体传感器主要用于探测火灾现场火势大小及有害气体的浓度对有

人的影响，便于采取相应措施进行急救。

人体红外和声音传感器对灾害现场的人员进行声音、呼吸等生命特征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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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找到受灾人员的位置。

摄像头可以拍摄现场实况，传输到急救中心 wifi 或 2.4G 遥控系统和程序设

计来实现远程控制、无线遥控等功能。wifi模块和蓝牙模块可以近距离遥控控制。

三、系统软件控制

北斗导航机械手的控制核心就是用 makeblock Orion 主控板 Arduino UNO
单片机开发板，提供了八个 RJ25端口连接，兼容 arduino，可以驱动 4 个电机，

输出功率 18W，基于 arduino uno为核心作为控制系统，8 个独立的 RJ25 接口，

轻松实现电路连接，支持编程工具（Arduino /Scratch / adublock），使用 mBlock
（Scratch2.0 升级版）总体上可化分为数据处理、行为控制两个基本方面。数据

处理方面包括：信息的采集、数字滤波、AD变换等。行为控制方面主要是使用

单片机采用一定的算法把接收的数据进行处理，然后再输出指定的模块，来实

现相应的操作。

为了实现北斗导航机械手动作更加灵敏，在进行软件设计时，把所有的过

程都化分成多个模块，把相应的功能部分独立编写在一起，方便使用，相对应

的程序部分也都独立，用 Scratch 图形化编程工具使用 mBlock 设计程序，编程

简单易懂，方便快捷，驱动与 Arduino 电路板兼容的传感器,从而灵活控制北斗

导航机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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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导航机械手各个功能的实现都采用集成化模块，在实现更多功能的同

时有效的减少了北斗导航机械手的体积；具有灵活性好、机动性强的特点，有

较好的爬坡和越障能力，能适应现场各种各样的地理环境；利用声音传感器、

人体红外传感器探测遇险工人的呻吟声、体温的变化及心脏跳动的频率的信息

能找到他们的位置；视频探测摄像头可以将现场环境的图像返回到救灾中心，

利用气体传感器、温湿度传感器监测事故现场温度、瓦斯以及有害气体的浓度

等的变化，利用机械手挖掘埋藏在建筑塌陷下的受伤人员，能进入危险区域；

为遇险工人投放食品、水、药物和通讯装置等辅助功能，能有效地减少遇险工

人的伤亡人数。

四、前景展望

通过对北斗导航机械手的测试可以发现北斗导航机械手跟预期的结果和现

有的结果仍然存在着些许差距。但使用机械手节省人工，产量稳定，可以无人

看守操作，不怕无人或员工请假之顾虑，大量节省人力，减少工人工资；人会

疲劳，而机械手不用休息不间断作业，提高工作效果，使用机械手不再会有员

工意外伤害的风险；人较少接触产品，避免因此造成的安全隐患；机械手有电

脑智能操控保护，会自动报警提示，不会损坏设备；保证产品的品质，使用机

械手可使整个生产自动化可以提高公司形象，使用机械手减少人员的使用而使

现场易于管理从而提高公司的竞争力，机械手的应用普及，极大地解放了人类

的劳动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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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定位的电动自行车监管系统

作 者：杨昊冉

指导教师：刘松林、王 帅

学 校：安徽省阜南县实验中学

【摘要】本文针对电动车管理困难和容易丢失，采用北斗高精度的物联网技术，

建立一套对电动车的位置和状态进行监控的综合管理系统。系统通基于移动通

讯技术和北斗定位技术，通过云平台、移动 APP 和北斗定位模块，为车主和公

安管理部门提供电动车的监控和查询的服务。通过对电动自行车的规范化，有

效的监管，第一、可以有效的降低电动车的违法行为，降低由于电动车违规而

造成的交通事故率；第二、即可以减低电动车被盗的风险，减少人民群众的财

产损失，也可以降低公安部门侦破盗窃案的难度；第三、由于存在有效的监管，

乱停乱放的现象逐渐减少，从而提升城市的整体形象，让城市更美，更通畅。

【关键词】北斗定位 云平台 移动 APP 监控和查询

【Abstract】In view of the difficulty of management and the loss of electric vehicles,
this article uses Beidou's high-precision IoT technology to establish a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system that monitors the position and status of electric vehicles.
System-based mobil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Beidou positioning technology,
through the cloud platform, mobile APP and Beidou positioning module, for the
owners and public security management departments to provide electric vehicle
monitoring and query services. Through standardization and effective supervision of
electric bicycles, first, it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illegal behavior of electric
vehicles and reduce the accident rate caused by violation of electric vehicles. Second,
it can reduce the risk of theft of electric vehicles and reduce them. The people’s
property losses can also reduce the difficulty of the public security department in
detecting the theft. Third, due to the existence of effective supervision, the
phenomenon of random disregarding is gradually reduced, thereby enhancing the
overall image of the city and making the city more beautiful and smoother.

【Keywords】Beidou positioning; Cloud platform; Mobile APP; Monitoring and
query

一、背景及意义

电动车因为价格低廉，出行便利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每到上下班的

时间，马路两边的慢行道上便会拥挤起电动车的“长流”。然而，正是因为方便

驾驶这一优势，其驾驶员容易存在侥幸心理：不考取驾驶执照，不对车辆办理

车辆牌照等现象，这样会导致车辆易丢失，发生驾驶意外而无从追踪车主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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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这无疑给驾驶员的人身安全带来威胁，同时也给办案人员办案带来麻烦。

因此有必要建立针对电动车的管理系统。

本系统能够在广阔疆域全天候、无缝隙、大范围的为用户确定其所在的地

理经纬度，可为车辆导航定位、监控管理、安全保密、路径优化提供有利的保

障。并联合某科技公司开发了基于北斗定位的电动自行车监管系统以北斗卫星

导航系统作为电动车定位和监控及监控中心与电动车间通信的支持平台。

二、系统设计

警用摩托车北斗定位服务系统主要有三个个部分组成，包含北斗智能终端，

监控管理平台，终端 APP三个部分；系统框架图如图 1 所示。

图 1 系统组成框图

2.1北斗智能终端

北斗智能终端主要由卫星接收模块、控制模块和通信模块组成，负责接收

和处理卫星的定位信息，并将定位信息发送到远程服务器上，同时接收和响应

远程服务器发送的控制命令；监控中心由远程服务器、数据库、监控客户端三

部分组成，负责完成对车载终端数据的接收、存储、显示，同时实现对车载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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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的远程控制，终端如图 2所示。

图 2 北斗定位终端

2.2监控管理平台

监控平台的使用对象是是整个系统的核心，包含四个模块；分别是平台参

数设置、运维，平台实时监控，平台服务，统计分析。

平台基础设置：包含有用户管理，车辆管理，北斗终端硬件的管理，电子

围栏的设置，地图服务，以及预警规则的维护等功能。

（1）平台参数设置：

提供配置系统的参数以及平台的运维的功能

（2）平台实时监控

实时监控是对系统内的监控车辆的位置信息，车辆状态进行实时的监控，

方便监管部门快速的了解辖区内的电动车的整体情况，方便快速调度人员进行

现场的处理

（3）平台服务

平台服务是整个系统的核心，基于组件化的思想使的模块与模块之间相对

独立，方便运维与服务的升级。平台服务提供车辆位置信息，状态信息的实时

搜集的服务，提供有异常自动预警的服务，异常自动报警，短信服务，GIS 服务。

（4）查询统计

提供用户的查询功能，车辆的查询功能，车辆轨迹查询，以及整体的趋势

的分析。

具体的软件界面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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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登录界面

图 4 电动车监控

图 5 轨迹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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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统计分析

此功能提供对系统基础数据的查询功能，还有对上报数据的查询统计。

1）基础数据的查询

提供平台内的基础相关数据的查询，包含用户查询、车辆查询、终端查询、

规则查询、电子围栏查询等功能。

图 6 基础数据查询

2）上报位置数据查询

终端上报的位置，状态信息的查询。如图 7所示。

图 7 位置查询

3）报警数据查询

查询自动的预警信息以及用户主动上报，终端主动上报的报警信息。如图 8
所示。

图 8 报警数据

2.3移动 app
移动 APP 主要使用对象是车主，可以对自己名下的电动车进行监控，可以

实时的位置信息，电动车的状态信息，也可以查询电动车的轨迹等信息；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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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生的可疑情况上报，或者报警，从而减少车主的损失。具体界面如下所示。

图 9 登录界面 图 10 手机主界面

三、工作流程

本系统的工作流程如图 12所示：

图 12 系统工作流程图

电动自行车需要安装北斗模块，与 3G/4G 通讯模块，北斗模块获取卫星定

位信息以后，通过移动网络将自身的状态数据，位置数据上报到服务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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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将数据处理以后，推送到 PC端，监控大屏，移动 APP，相应的用户可以查阅

到相关的数据。

四、创新点

（1）良好的信息共享性

系统支持网站发布，可以发布电动车查获、缴获信息让市民查询认领丢失

车辆。同时系统支持数据迁移，方便向上级部门移交电动车登记信息。

（2）多层次检索途径

系统提供多种检索途径，既可实现模糊查询、组合查询以及结果中查询，

也可按不同需求进行分类查询、模糊查询，确保所需数据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3）短信报告

全面支持车主手机短信查询，中文地址描述。

（4）多状态保护

短信息实时报警通知车主（车辆发生异常振动、被移动或内置、电源断开）。

（5）易查询

车主本人可以通过手机或互联网随时查车，支持实时定位、状态监 控、轨

迹回访等功能。

五、结论

本系统集卫星定位技术、物联网技术，以及智慧城市信息化基础设施智能

应用与一体的综合性管理平台，针对城市中规模越来越庞大的电动车，能够有

效的对电动自行车进行精细化的管理，有利于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能力，能够

促成城市文明建设，实现精细化、智能化、可视化、动态可控的城市运行管理，

是实现城市科学发展、促进民生并幸福的有力支撑；有利于保护城市生态环境，

系统的建设，符合智慧城市对城市智慧治理的要求，可以充分挖掘利用各种潜

在的人、车、出行等信息资源，引导公众绿色出行，降低生产、生活等经济发

展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促进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助力城市全国文明城市的

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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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的大数据智能红绿灯系统

作 者：张坤曦、彭才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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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所研究的智能交通灯系统目的是改善目前在十字路口的车辆拥堵

情况。该系统是由靠近路口的每一条马路上安装的 1~2 个车流量和人流量的传

感器器，以及北斗导航的高精度定位系统组成。该系统在了解每一个路口的人

流量和车流量的多少后，通过 WiFi、4G 网络甚至是 5G 网络等无线通信协议，

车流量数据与特殊车辆数据传送到云端。经过云计算与云数据存储，开放相应

接口，提供给车辆管理中心、开发者及用户。车辆管理中心实时监控相关路面

的车流量信息，如遇特殊车流量高峰，可以及时派人疏导交通，减少交通拥挤

情况。开发者通过车流量数据及特殊车辆数据，为用户开发出相应的 app 以及

相应的车载硬件系统。用户获取每个路口车流量数据，能够合理规划自己时间

路程安排，减少拥堵。

【关键词】北斗导航 大数据 智能交通灯 自动控制

【Abstract】the purpose of the intelligent traffic light system studied in this paper is
to improve the traffic congestion at the crossroads. The system is composed of one or
two sensors installed on each road near the intersection and the sensor of the traffic
flow, as well as the high-precision positioning system of beidou navigation. The
system in understanding how many of each intersection capacity and traffic, WiFi, 4
g networks, and even 5 g wireless communication protocols, such as traffic data and
special vehicle data transmitted to the cloud. Through cloud computing and cloud
data storage, the corresponding interfaces are open to the vehicle management center,
developers and users. The vehicle management center can monitor the traffic flow
information of the relevant road in real time. If there is a peak of special traffic flow,
it can send people to relieve traffic in time and reduce traffic congestion. Through
traffic data and special vehicle data, the developer develops the corresponding app
and corresponding vehicle hardware system for the user. The user can obtain the
traffic flow data of each intersection, and can reasonably plan his time travel
arrangement and reduce the congestion.

【 Key words 】 Beidou navigation; Big data; Intelligent traffic lights; The
automatic control

一、背景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交通问题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交通堵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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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成为人们每天必须面对的问题；交通堵塞不但浪费大量的时间，而且排队过

程中刹车和怠速会浪费能源，同时也造成空气污染，如何有效的降低城市交通

堵塞，协调好人、车、路三者之间的关系，已成为各大城市面临的难题之一。

交通灯系统作为交通系统中的重要元素，对缓解交通堵塞扮演者重要角色。随

着现在社会的飞速发展，红绿灯在道路上比较普遍，几乎每个路口都会出现，

尤其是较大的路口，变换时间周期更长，效率低。因此，如何保证紧急车辆在

道路上不受红绿灯的限制但又不闯红灯，使之畅通无阻的行驶，这便成为亟待

解决的问题。本文主要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智能交通灯系统的设计，该系统

能够智能合理地设置红绿灯的时长以及相位的切换，就能够减少一个周期内十

字路口前排队的车辆，从而有效地缓解交通堵塞。

在当今的社会当中，导致交通拥堵有很多问题。不仅仅是车多人多，交通

规划，交通管理这些都会对其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在中国现在来说，不仅仅是

车多人多，交通规划，交通管理这些都会对其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在中国现在

来说，人们减少买车是不可能的。像一些 节假日和工作高峰期，如果遇到堵

车的现象对人们带来不利，不仅浪费人们的时间还会给人们带来不愉悦的心情。

如果再遇到某些交通信号灯出现异常，而交警又不在的情况的话，这样更会加

剧交通拥堵。且可能出现交通事故。

并且在某些拥挤的道路上面，一些信号灯是不管用的，所以只由交警来维

持交通秩序，而交警所看到的并不全面，并不了解每个路口的车辆有多少，所

以我觉得应该改善交通信号灯。

现在我国的交通灯过于单一，只是用来维持交通秩序，而并不能改善交通

拥堵的现象。在对于交通信号灯这方面我们的看法是，在拥堵的十字路口处我

会根据车辆智能感应器来感应该车道的车流量，从来根据双方的数据来比较十

字路口处的四个路口的车流量大小，来决定应该先让哪一个路口的车先通过，

这样就可以节省些许时间了，还有在一些比较偏远的十字路口处，这个智能感

应交通灯也可以发挥作用。因为偏远的十字路口出相对于车辆较少。每一个车

道上的车几乎只有一到两辆，如果在两边都没有车的情况下，这一两辆车还要

等红绿灯，岂不是很浪费时间，基于这个情况下，该感应器如果感应到这个车

道上有车儿旁边两个车道上没有车，那么该感应器会直接传递到红绿灯上面，

然后红绿灯变为绿灯让该车辆直接通行，如果旁边两个车道有车来，那么红绿

灯系统自动切换回正常情况。该感应系统还有一个应急装置，这是为救护车和

警车所提供的，直接先为他们打开红绿灯让他们通行，或者在警察追捕逃犯的

时候由人们用系统进行锁定在逃车辆，从而进行限制和疏导围观群众还可以限

制警车或救护车这一路上的车流量，从而使警车完成任务或救护车急救病人的

时间大大减短。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到达目的地，从而节约，在路上所用的

时间。而且该感应系统是连通网络的。所收集到的数据会直接传送到该系统网

络上面，从而让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更快地知道每个路道的车流量大小，该路口

的红绿灯系统，也可以自动变换时间，当然警方也是有所了解的，而且警方可

以供控制该系统，交通部门可以快速查找在公路网上的出流量大小和人流从而

更快的定位及疏散大车流，可以快速反应出公路网的拥堵情况，更快的做出引

流方案。使我国的公路真正形成像铁路网一样的公路网。在未来，智能红绿灯

就完全可以克服在交通拥堵中带来的烦恼了。

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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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一：本方案采用北斗导航定位系统安装于每辆车辆上，每辆车都会被

随时定位，并输入进整个整个大系统，系统自动处理，收集车辆位置，并改变

通过计算改变红绿灯达到控制车流量。因为系统所需要的运存非常大，计算量

非常大，所以可以将系统以省级或市级为单位进行分工。

方案二：本方案使用地感式感应线圈计算车流量，将其安装与路基下。因

为地感式感应线圈主要用于高精度的测量，是最近几年出现的一个智能车辆检

测系统，适用于停车场、公路车辆收费站以及交通信号灯控制等系统。感应线

圈作为数据采集，检测器用于实现数据判断，并输出相应逻辑信号。车辆经过

会引起磁感线圈的震动，系统将其收集，就可以计算出车流量。

方案三：本方案采用视频检测，视频检测可以多点测量点、线、圆、孤、

椭圆、矩形。还可以组合测量、中心点构造、交点构造，线构造、圆构造、角

度构造。坐标平移和坐标摆正，巨集指令，提高测量效率。测量的数据输入到 A

u t o --CAD 中，可以完成工程图，如果测量数据输入到 Excel 或 Word 中，又

可以割出简单的 X b a r -s 管制图，求出 Ca，等各种参数。

综上所述，方案一北斗卫星的前景巨大，实用价值高，可结合率也高，加

入其它方案非常的灵活。方案二地感式感应线圈虽然费用便宜，计算稳定，但

是由于其安装要拆路面，对于地基的损害很大，可能造成地基使用寿命减少，

从而得不偿失。所以不采用。

方案三所用视频检测，安装方便，不用破坏路面，施工时基本不影响交通，

根据处理软件的功能，实现不同的采集功能；摄像机设置方便、灵活可以实现

大区域交通信息采集；系统采用模块化、结构化设计，可扩展性好、系统运行

效率高；实时对多车道的车流量、占有率、平均车速等信息进行采集和统计；

实时进行机动车车型的采集区分和统计；实时进行各种交通异常状况的采集和

报警，如拥堵、事故等；实时进行各种车辆违章行为的采集，如超速、闯红灯、

逆行、违章变线、违章停车、违章占用车道等；可以从视频采集的图像中实时

地自动检测车辆并识别车牌号码；维护方便。缺点为恶劣环境的影响，如大雨、

大雪、迷雾等能见度较差时，会影响效果。强风还会影响摄像头的动作及稳定

性；阴影，可能会影响对车辆的识别；所以最终选取方案三作为最终方案，可

以有效避免两种测量计数系统的各自缺陷，使测量数据能够更加精确从而不影

响到交通。

三、系统设计

交通灯系统总共由四部分组成：车检电路，信号灯电路，时间显示电路，

紧急转换开关针对道路交通拥挤，交叉路口经常出现拥堵的情况利用单片机控

制技术提出了软件和硬件设计方案及两点改进措施、根据各道路路口车流量的

大小自动调节通行时间。考虑到特殊车辆通行情况设计紧急切换开关在基于车

流量的交通灯控制系统设计过程中，做好车流量检测工作非常重要。最终方案

如以下图 1所示：

http://www.tranbbs.com/special/Industry_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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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经过

收集并处理数 根据计算数据

变换红绿灯
提供数据给车辆

理中心、开发

视频检测器

获取数据

北斗卫星导航

系统

获取数据

图 1

1、检测步骤：

（1）由车载北斗导航系统获取每条路上的车流量上传至云端；

（2）为避免车辆未安装北斗导航系统导致数据的误差，由高清摄像抓拍主

机获取实时的视频流，分析数据并上传至云端；

（3）利用背景差分算法检测运动前景。首先通过初始多帧视频图像的自学

习建立一个背景模型，然后对当前帧图像与背景模型进行差分运算，消除背景

的影响，从而获取运动目标的前景区域。

（4）根据背景差分运算中运动目标检测的结果，有选择性地更新背景模型，

并保存背景模型，上传模型数据至云端

（5）运用时空信息、匹配和预测等算法，对车辆进行准确的跟踪，得到车

辆对象的运动轨迹，并保存与上传车辆对象的轨迹信息，

（6）判断车辆是否到达触发线位置，如果没有到达，则进行下一帧的检测，

如果到达则发出触发信号。车流检测还可以加入人流检测系统采用面部识别系

统可以更为人性化。

（7）云端分析处理计算所接受的数据，下放计算结果至路口红绿灯、车辆

管理中心、开发者及用户

2、数据获取

（1）基于北斗导航系统所得的数据由于北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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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北斗芯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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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机可按卫星的星座分布分成若干组，每组 4

颗，然后通过算法挑选出误差最小的一组用作定位，从而提高精度。

若所得位置坐标位于云端已收录的公路上，则认为装载该北斗芯片的车辆

处于这一路段上。

（2）基于视频检测的数据

十字路口的车流量实时监测对于交通控制系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传统

的监测方式一般在距离十字路口约一百米的地下埋上感应线圈，当车辆经过时

便可以计数，但是该方法实时性比较差，误差较大，因此在本文中采用红外传

感器和视频检测的双监测的方式。即在距离十字路口一定距离的道路两旁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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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传感器，当车辆经过时传感器便开始计数，这种流量监测方式实时性好，

误差较小，其微处理器采用的是 PLC。车辆的流量记数、交通灯的时长控制可由

可编程控制器(PLC)来实现。将视频检测器安装于道路上方适当的高度和位置，

当有车辆通过时，传感器的信号被传输到中央处理器。我们在每条道路的进出

口一定远处放置视频检测器就可以分析出一条道路上的车流量，并且在出口处

放置可以预估其他路线的车流量，进行提前的预算，预估。

四、算法设计

具体计算方法可由 ITS（信息技术服务）提供，本文列出部分计算步骤：对

单个交叉口而言，当交通需求较小时，信号周期则应短一些，但一般不能少于

Ｐ×15 秒（Ｐ为相位数）以免某一方向的绿灯时间小于 15 秒使车辆来不及通过

路口影响交通安全；当交通需求较大时，信号周期则应长一些，但一般不能超

过 120 秒，否则某一方向的红灯时间将超过 60 秒，驾驶员心理上不能忍受。当

交通需求很小时，一般按最小周期运行；当交通需求很大时，只能按最大周期

控制，此时，车辆堵塞现象已不可避免。根据专家的经验，单个交叉路口的模

糊控制算法可描述为：

步骤 1 先给一个方向的相位 P1以最短绿灯时间，即Δt＝15 秒；

步骤 2 在Δt内测得放行车道上的交通需求，设其为 r；

步骤 3 若 r小于某一给定交通需求 R,则回到步骤 1，否则继续步骤 4；

步骤 4 根据Δr=R-r 的大小来确定绿灯延长时间Δt，若Δr较小，则减少

延长绿灯的时间，若Δr较大，则增加延长绿灯时间。由此建立模糊控制规则。

当剩余时间小于 15 秒时，检测另一方向的交通需求 r，若 r=0，则回到步骤 1，

若 r＞0，则继续步骤 5；

步骤 5 绿灯切换至红灯，另一方向红灯切换为绿灯，并给这方向的相位 P2

以最短绿灯时间，即Δt＝15 秒，回到步骤 2.

步骤 2 中的交通需求通常用两种方法描述，一是用交叉口停止线前的排队

长度即停止线前相隔一定距离（通常为 80 至 100ｍ）的两检测器之间的车辆数

来表示交通需求；另一种方法是：当占有率不低于某一基准占有率时，用占有

率表示交通需求；当占有率小于某一基准占有率且交通量不低于某一基准交通

量，则用交通量表示交通需求。检测器在指定的时间 T 内（因车辆行驶速度较

快，这里 T 可设为半分钟）测得的计数值（方波数）为交通量；检测器在指定

的时间 T内测得的方波宽度总和与该时间值的比表示交通需求。

最终数据都会传给交通部门，使汽车公路网真正的形成。可以便民利民，可

以帮助紧急车辆，可以使警察快速查找在公路网上的人可以快速定位及疏散大

车流，可以快速反应出公路网的拥堵情况，更快的做出引流方案，可以是红绿

灯更加智能化。此红绿灯还可以加入人脸识别扫描，在半夜车辆极少的情况下

为行人开通绿灯。

五、结论

本文通过车载北斗导航系统了解每一个路口车流量的多少后，通过 WiFi、
4G 网络甚至是 5G 网络等无线通信协议，车流量数据与特殊车辆数据传送到云

端。经过云计算与云数据存储，开放相应接口，提供给车辆管理中心、开发者

及用户。车辆管理中心实时监控相关路面的车流量信息，如遇特殊车流量高峰，

可以及时派人疏导交通，减少交通拥挤情况。开发者通过车流量数据及特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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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数据，为用户开发出相应的 app 以及相应的车载硬件系统。用户获取每个路

口车流量数据，能够合理规划自己时间路程安排，减少拥堵。系统改变了传统

方式的红绿灯定时控制，优化了出行效率，节约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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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单片机的汽车车内一氧化碳智能监测控制报警系统

作 者：刘 颖、杨博锐、许峻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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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校：成都市华阳中学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汽车已成为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之一。近

年来，汽车车内一氧化碳中毒事件频发，危及乘车人员的生命安全。目前已有

车内一氧化碳气体监测预警装置，但不能作出有效的应对措施来保护车内乘员

的安全。

本研究开发的系统由单片机、红外反射传感器、气敏传感器、声光报警模

块、GSM 短信收发模块、北斗导航定位系统等组成。系统利用红外反射传感器、

MOS气体监测模块实时监测车乘人员情况及车内一氧化碳浓度，利用 GSM短信

报警模块和 LCD 显示屏提醒车乘人员注意车内通风，向第三方手机端发送具体

地理位置。同时，系统能够对短信的反馈情况、汽车内外一氧化碳浓度进行判

断，作出相应的应对措施。当车内有乘员且一氧化碳浓度达到阈值时，系统将

利用单片机控制电动车窗的直流电机转动，切换车内空调内外循环，改善车内

空气质量。

本系统创新点：综合考虑了汽车内外的一氧化碳浓度情况，对车内外一氧

化碳浓度进行分析，并作出相应的应对措施，降低汽车内一氧化碳浓度，同时

向第三方发送具体地理位置，方便急救人员的救援，保障车乘人员生命安全。

【关键词】北斗导航 单片机 一氧化碳浓度 车内外空气调节 智能监测控

制 报警系统

1 研究动机与研究目标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动机

据最新调查数据显示，截至 2017年 3 月，全国机动车保有量共达 3.04 亿辆，

其中汽车共有 2.05 亿辆，机动车驾驶人员共 3.71亿人，而汽车驾驶人超过 3.28
亿人，并呈大幅度上升趋势。[1]由此可见，汽车在为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

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汽车内环境的安全程度与舒适程度也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车主的购车选择。但现有的很多车型中，空调净化系统的

设计及应对机制缺陷并不能为车主的生命安全提供良好的保障。汽车内空气中

毒事件的发生，迫使汽车空调净化系统研发的加速。现有的汽车空调净化系统

能作出一些应对机制，但其所做出的应对机制效果并不理想。尤其是在车辆怠

速的况下，净化系统所做的判断及应对措施反而容易致乘员出现更加严重的事

故。

1.1.1 汽车空调中毒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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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一氧化碳浓度及相应危害性

一氧化碳（CO）为无色、无臭、无刺激性气味的毒气，属于Ⅱ级毒物。一

氧化碳被人体吸入后，经肺泡进入血液循环系统，和人体血液中的血红蛋白结

合，生成碳氧血红蛋白。由于其结合速度是氧气的 300 倍，而脱离速度慢于氧

气 3600倍，在极短时间内会造成人体缺氧性窒息，危害人体的生命安全。[5]
当轿车发动机怠速空转时，因为燃料燃烧不充分，往往会产生大量一氧化

碳。此时，若轿车车窗紧闭或停在车库等相对封闭的空间里，由于空调的外循

环，会吸入车外的一氧化碳，中毒的几率十分大。轻者会造成人们的感觉、反

应、理解、记忆力等机能障碍，重者可能导致窒息，危及生命。并且，一氧化

碳无色无味，很难被发现，等中毒者意识到时，可能已经没有能力自救，若没

有及时得到外界救助，可能会酿成严重事故。

1.1.2 研究现状

由于一氧化碳中毒事件频发，已有车内一氧化碳气体监测装置的研发案例，

但其装置大多只拥有检测一氧化碳气体浓度、短信报警的功能，但并不能对监

测的各种情况作出相应的应对措施[6]。而目前的一氧化碳气体处理装置原料难

易制成，造价昂贵，且使用方法多为燃烧，不适用于车内的复杂环境[7]。
1.1.3 研究目标及意义

1.能够利用红外感应模块检测车内是否有乘员。

2.能够实时监测车内外一氧化碳浓度并进行浓度高低的对比。

3.在一氧化碳浓度过高的险情出现后，或当车内乘员已出现昏迷情况时（即

声光报警模块按键无反馈），能作出相应的应对机制（如 GSM 短信报警、控制

车窗升降、改变车内空调内外循环模式等）

本智能监测系统完善了空调系统的应对措施，从而能监测车内环境空气，

对保护消费者的人身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 系统设计思路

2.1 设计总体思路

本系统分为 5个子系统，分别为车内人体识别系统、车内外环境监测系统、

智能报警系统、空调控制系统、车窗控制系统。该相对于单一的空气净化系统

空气中一氧化碳浓度

（1PPM=1ug/ml）
相应危害性

50 健康成年人在八小时内可以承受的最大浓度

200 2-3 小时后，轻微头痛、乏力

400 1-2 小时内前额痛；3小时后威胁生命

800 45 分钟内，烟花、恶心、痉挛；2小时内失去知觉；2-3 小时内死亡

1600 20 分钟内头痛、眼花、恶心；1小时内死亡

3200 5-10 分钟内头痛、眼花、恶心；25-30 分钟内死亡

6400 1-2 分钟内头痛、眼花、恶心；10-15 分钟死亡

12800 1-3 分钟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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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安全，同时也针对不同的环境设计了不同的应对机制，从而达到保障车主

及车辆内乘客的安全的目的。

图 2 系统拓扑图

2.2 模块功能设计

车内人体识别系统利用热红外人体感应器识别车内是否有人，并向汽车空

调控制系统、车窗控制系统（或各子系统）提供数据，协助完成后续监测及控

制机制。

车内外环境监测系统利用气体检测模块（MQ-7 一氧化碳气体检测模块与

MQ-5液化气检测模块）检测汽车内环境的空气质量，并向汽车空调控制系统提

供实时的空气质量数据，以便系统后续程序的进行。

空调控制系统将 Arduino 主板与空调控制系统相连，在 Arduino 主板收集到

符合进行内外循环切换的数值时，通过指令控制空调系统的内外循环的切换，

从而改变汽车车内的空气流动状态，以达到保障车内人员安全的目的。

车窗控制系统根据电动式玻璃升降器工作原理，通过单片机控制直流电机

来控制单臂式玻璃升降器来模拟整个汽车车窗控制系统。通过控制车窗的升降，

利用汽车车内空调系统将车内的空气与车外空气进行交换，以达到改变车内空

气质量的目的。

智能报警系统利用超低功耗的单片机 MSP430 来控制 GSM 模块 SIM900 来

实现简单的短信收发。同时，系统在发送警报前会用 led 和蜂鸣发生器对车内人

员进行一段时间的报警，使其有时间处理问题及触发反馈按钮来防止错误发出

第三方报警。

3 系统硬件及软件设计

3.1 检测模块

3.1.1热红外人体感应模块

人体红外感应传感器模块根据人体红外线的波长主要集中在 10000nm 左右

空调控制

系统

汽车空气质量智能

管理系统

智能报警

系统

车内外环境

空气监测系

统

车窗控制

系统

车内人体识别系统

http://baike.baidu.com/view/126843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6843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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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性，根据热释电原理使用二元传感器制作而成。[8]
红外感应检测电路由红外感应器与光敏电阻组合检测电路及其逻辑运算电

路图组成，可以探测人体接近、移动等运动状态。当有人体进入感应区域内时，

人体发出的红外辐射线被红外传感器接收到后，电路使用红外传感器与光敏电

阻等器件的进行组合检测，能准确地检测到外界的信号，从而由单片机对该信

号进行相应处理。【9】

图 3 热红外感应传感器

图 4 热红外感应检测电路

3.1.2气体检测模块

车内外环境监测系统利用气体检测模块（MQ-7 一氧化碳气体检测模块与

MQ-5液化气检测模块）检测汽车内环境的空气质量，并向汽车空调控制系统提

供实时的空气质量数据，以便系统后续程序的进行。

MOS 气体传感器具有耐热性、耐腐蚀性强，成本低廉、元件制作简单等优

点，再加上易与微处理电路组合的优点，本项目采用的为 MQ-7一氧化碳气体传

感器。

3.1.3一氧化碳气体检测模块

MQ-7 一氧化碳气体传感器所使用的气敏材料是在清洁空气中电导率较低

的二氧化锡(SnO2)，采用高低温循环检测方式低温(1.5V加热)检测一氧化碳，使

用简单的电路即可将电导率的变化，转换为与该气体浓度相对应的输出信号。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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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模块在无 CO 气体影响或者气体浓度未超过设定阈值时，数字信号输出接

口输出高电平；当 CO气体影响超过设定阈值时，数字信号输出接口输出低电平；

数字量输出可以与单片机直接相连，通过单片机来检测高低电平，由此来判断

当前 CO浓度是否超过阈值。

图 5 MQ-7 一氧化碳传感器

3.1.4 液化气检测模块

MQ-5模块为液化气气体传感器，所使用的气敏材料是在清洁空气中电导率

较低的二氧化锡(SnO2)。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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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简单的电路即可将电导率的变化转

化为与该气体浓度相对应的输出信号。[11]

图 6 MQ-5 气体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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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MQ-5 电路图

3.2 控制模块

3.2.1 空调控制模块

为了模拟控制空调系统内外循环的切换，我们利用有机玻璃板简单模拟了

风口以及进气门，用 Arduino主板控制电机的正反转，进而控制有机玻璃板的位

置变化，达到内外循环切换的模拟效果。

图 8 空调系统组成及工作原理[12]

http://baike.baidu.com/view/126843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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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汽车内外循环装置

注释：1、乘员室空气进口 2、外界空气进口 3、鼓风机 4、加热器

5、暖空气出口 6、除霜风口

3.2.2汽车车窗控制模块

本模块根据电动式玻璃升降器工作原理，通过单片机控制直流电机来控制

单臂式玻璃升降器来模拟整个汽车车窗控制系统。通过控制车窗的升降，利用

汽车车内空调系统将车内的空气与车外空气进行交换，以达到改变车内空气质

量的目的。

电动玻璃升降器由减速装置、电机、线轮、钢丝绳、滑块、导轨、止动块

等组成。电机与减速装置通称为减速电机。通电时电机转动，通过蜗轮蜗杆减

速器进行减速并带动线轮转动。从而带动钢丝绳拉着滑块与玻璃沿导轨运动。

通过电机的正反转，使玻璃上下运动。【13】

图 10 单臂式玻璃升降器

注释：1.减速装置 2.电机 3.线轮 4.钢丝绳 5.滑块 6.导轨 7.止动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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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智能报警模块

本模块利用超低功耗的单片机 MSP430 来控制 GSM 模块 SIM900 来实现简

单的短信收发。同时，系统在发送警报前会用 led 和蜂鸣发生器对车内人员进行

一段时间的报警，使其有时间处理问题及触发反馈按钮来防止错误发出第三方

报警。所采用的全球移动通讯系统 GSM,是目前全球应用最广的移动技术，为全

球超过 200个国家及超过 30亿用户所使用。[14]

图 11 单片机模块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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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SIM900 模块电路图【12】

3.4 软件编程

3.4.1 软件介绍

图 13 ArduinoUNO 主板

Arduino 是一款便捷灵活、方便上手的开源电子原型平台，包含硬件（各种

型号的 Arduino 板）和软件（Arduino IDE)。（本项目中使用的是 Arduino UNO）。
Arduino 能通过各种各样的传感器来感知环境，通过控制灯光、马达和其他的装

置来反馈、影响环境。主板上的微控制器可以通过 Arduino 的编程语言来编写程

序，编译成二进制文件，烧录进微控制器。对 Arduino 的编程是利用 Arduino 编

程语言 (基于 Wiring)和 Arduino 开发环境(基于 Processing)来实现的。通过

Arduino 我们可以更加方便地控制整个系统。

http://baike.baidu.com/view/126843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6843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6843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6843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6843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6843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6843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6843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6843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6843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6843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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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总电源电压

开始判断

按键是否有反馈

车内是否有人

车内 co浓度是否

达到阈值

车内 co 浓度是否

高于车外

关闭监测系统并发送提示

信息

声光报警模块启动

GSM模块发送报警信息

启动空调外循环并

打开车窗

启动空调内循环

否

是

否

是，等待 5分钟

否
正常

过低

图 14 系统运行流程图

3.4.2 系统运行流程

4 第一代制作过程

4.1材料购买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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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综合考虑程序编写难易程度、原料成本高低之后，本项目购买了成本相

对较低的材料：Arduino 主板、MQ-7 一氧化碳气体传感器、MQ-5液化气气体传

感器、发光二极管、人体红外感应传感器、LCD 显示屏、杜邦线、GSM 通讯模

块 SIM900、蜂鸣器、反馈开关等。

图 15 部分购买材料

4.2材料组装及代码编写

本项目将购买的材料进行了组装，以便更真实地模拟车内环境。同时，本

项目利用 Arduino 软件进行了程序的编写。

其中，热释电红外感应模块放大器的中心频率为 1Hz，一号、二号、三号一

氧化碳传感器的阈值为 100ug/ml。（具体程序编写见附录）

http://baike.baidu.com/view/126843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6843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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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控制模块电路

图 17 原件初步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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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原件组装完成图

4.3各模块的调试

由于一氧化碳气体毒性强，调试过程中由液化气与 MQ-5液化气气体监测模

块代替一氧化碳气体与 MQ-7一氧化碳气体监测模块。

第一次调试中，红外感应模块并不能有效检测出人体活动，经过对代码的

重新检查，发现代码中语句逻辑错误，经改正后，红外 HC_SR501 模块最终调试

成功。

图 19、20 红外 HC_SR501 模块调试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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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LCD 显示屏调试成功

4.4 第一代数据测试及分析

在指导老师的帮助下，我们利用旧车及第一代成品进行了车内不同位置一

氧化碳浓度的监测（一号、二号监测模块分别放在驾驶座和副驾驶位置，三号

监测模块放在后排中间位置），共得到 300组（共 900 个）数据。数据折线图如

下：

图 22 监测模块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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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第一次监测数据折线图

图 24 第二次监测数据折线图

图 25 第三次监测数据折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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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第四次监测数据折线图

图 27 第五次监测数据折线图

实验数据表明，当汽车发动机怠速空转达到四小时，大量一氧化碳会进入

车内，最终超过人体在 8 小时内所能承受的最大一氧化碳浓度（50ug/ml），并

最终稳定在 103ug/ml 左右。

从数据中可分析到，当三号监测模块数据达到平均值 24.6ug/ml 时，一号、

二号监测模块达到一氧化碳浓度危险值。

4.5 第一代作品讨论

在第一次的实验中，我们发现第一次所用的红外感应模块并不灵敏，无法

准确测出车内是否有人。经组内讨论，我们决定用红外反射传感器代替原有的

人体红外感应传感器。

同时，我们发现同一时间车内不同位置的一氧化碳浓度不同，这不利于一

氧化碳气体监测模块的有效监测。于是我们利用第一代成品对车内不同位置的

一氧化碳浓度高低进行了测试，并对所得到的数据进行了数学分析，为第二代

产品的制作提供数据支持。

5 第二代制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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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改进

第二代的制作中，我们用红外反射传感器代替了易出现判断失误的热释电

人体红外感应模块。并且，我们将第一代中线路复杂的 LCD 显示屏进行了集成

的处理，以便于线路的连接。同时，在第二代的程序代码编写中，我们将三号

监测模块的阈值调为 24.6ug/ml，一号、二号监测模块的阈值不变，仍为

100ug/ml。

图 28、29 红外反射传感器

图 30 第二代初步组装图

5.2 第二代作品测试结果

红外反射传感器能识别人体存在，MQ-7、MQ-5 气体检测模块能正常监测

气体浓度，LCD 显示屏能实时显示工作状态，并在液化气浓度达到设定阈值时发

出预警，声光报警模块能正常发光发声，GSM 短信报警模块能够发送报警短信，

反馈按键接触良好。系统能够根据反馈按键的不同反馈情况自动控制直流电机

的转动并切换汽车空调内外循环。

6 结论

仿真实验表明：

（1）本系统能够利用红外反射传感器、MOS 气体监测模块实时监测车乘人

员情况及车内一氧化碳浓度，利用 GSM 短信报警模块和 LCD 显示屏提醒乘员及

时离开汽车并注意车内通风

（2）本系统能够对短信的反馈情况进行判断，作出相应的应对机制。当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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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有乘员且一氧化碳浓度达到阈值时，本系统将利用单片机控制电动车窗的直

流电机转动和汽车车内空调内外循环的切换。

（3）本系统能对车内外一氧化碳浓度不同的复杂情况进行分析，并给出相

应的应对机制，从而在不同情况下作出更有针对性更加有效的应对机制，降低

汽车内环境一氧化碳浓度。

7 进一步研究的设想

(1)本系统可能会使不法分子有机可图，人为改变汽车周围及车内一氧化碳

浓度，使得系统误判，打开车窗。因此，可增添汽车的防盗装置。

(2)本系统仅用于检测一氧化碳以及液化气，可增添其他气体的检测，以进

行更全面的空气质量检测。

(3)室内一氧化碳中毒和车内一氧化碳中毒有相似之处，可将本系统进行一

定的设计改装，使其能在家居中使用，作为智能家居的一部分。

(4)系统可以与第三方地图软件合作，及时、精确地策划出救援路线，大大

降低车乘人员由于救援人员无法及时赶到进行救援而造成无法挽救的后果的几

率。

8 表示感谢

在此，感谢所有给予我们支持的老师与家长。我们在该项目的构思、策划

与实验过程中，真真切切领会到了学习专业知识与动手实验的重要性，明白了

研究过程中所必需要考虑和面对的问题。当然，这份项目策划仍存在诸多不妥

之处，分析方法也多为基础，还望评委老师不吝赐教，多多指出我们项目的不

足之处。

我们会在未来继续对我们的装置进行改良，我们计划在将来加入更多气体

检测模块，对车内空气质量进行监测，完善系统的运行逻辑及应对、处理机制，

并增加汽车防盗系统，以提高对消费者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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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导航垂直起降飞行器的设计与制作

作 者：王鑫宇、付乃馨、刘品良、陶 然

指导教师：吴德双

学 校：大庆市第二中学

【摘要】北斗导航垂直起降飞行器具有北斗导航定位侦测救援、自动返航，又

可以像四旋翼那样实现竖直方向的悬停、垂直起降以及高机动性，同时又可像

固定翼那样利用机翼的升力进行相对低能耗的长时间飞行的飞行器。 在起飞或

降落时飞行器 X 型机翼与四个桨垂直向上为四旋翼飞行，飞行过程中或快速飞

行时 X 型机翼与四个桨向前变成固定翼飞行器，从而满足不同环境的需求。通

过 X 型机翼与四个桨的不同方向可以轻松实现垂直起降或固定翼飞行，同时 X

机翼作为起落架使用；在巡航飞行时，4个桨同时向前旋转，推动 X型飞行器飞

行，可以节省能耗；同时，具有较高的飞行速度和较大的飞行半径，北斗导航

定位侦测救援、自动返航。

一、背景分析

针对突发自然灾害后的救援和现代战争环境下的作战任务使得垂直起降飞

机越来越受到青睐，而现有垂直起降飞机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如直升机和

四个桨飞行器均可垂直起降，但直升机飞控系统开发复杂、不易维护，而四个

桨飞行器能耗大、飞行速度低、飞行半径很小；固定翼飞机飞行能耗小、飞行

半径大，但垂直起降与悬停实现复杂，且不适用于狭小地段的侦查。我们小组

从以上背景出发，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垂直起降方式，利用北斗导航定位与垂直

起降飞机的控制方式、结构简化、起降适应性广等优点。北斗导航垂直起降飞

行器具有北斗导航定位侦测救援、自动返航，采用 4个垂直安装的电机为动力，

可以垂直起降与悬停；而在巡航快速飞行时，其中 4 个电机和 X 型机翼同时翻

转 90 度向前，飞行器变形为 X型的固定翼飞机，具有较高的飞行速度，可以进

行长时间飞行，同时能耗较小，具有较大的飞行半径，从而较好地解决了上述

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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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设计思路

1、设计目标：获得一种既可以像直升机那样垂直起降和竖直悬停，又可像

固定翼飞机那样利用机翼升力进行相对低能耗长时间的飞行器。

2、设计思路：将四个桨飞行器和固定翼飞行器有机结合在一起，根据需要

进行向前旋转 90°。在垂直起降时，采用 4 个叶桨驱动，同时 X 型机翼垂直向

下，起到起落架的作用，并有效减小体积；在巡航快速飞行时，X 型机翼和其上

4 个桨同时向前旋转 90°巡航快速飞行，具有较高的飞行速度和较大的飞行半

径。

3、创新点：北斗导航垂直起降飞行器是一类集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四个

桨飞行器性能优点为一身的飞行器。目前，垂直起降飞行器可以分为两大类：

推力定向式和推力换向式。推力定向式垂直起降飞行器包含常规无人直升机、

共轴式无人直升机及四个桨飞行器 3 种；而推力换向式则包含侧倾旋翼式、倾

转机身式和倾转涵道式、尾坐式和旋翼/机翼转换式等 6 类。推力定向式飞行器

存在机构复杂,不易维护,飞控系统复杂，在长时间时能源耗费较大等缺点；推力

换向式飞行器则要么结构复杂，实现困难，要么机动灵活性能不足。北斗导航

垂直起降飞行器利用 X 型机翼和四个桨，综合上述 2 大类飞行器的优势，技术

先进，很多优点是目前已知垂直起降飞行器所不具备的。1）飞行器既可垂直起

降、垂直悬停、灵活飞行的四个桨飞行器，又能向前旋转 90°变形固定翼飞行

器， 2）飞行器形状不变：垂直状态或向前旋转 90°成平行状态实现四个桨飞

行器与固定翼转换。 3）节省能源：以固定翼形式飞行时，X 型机翼产生升力，

4个桨同时驱动，具有快速的飞行速度又节省能源。

4、技术关键： 1）采用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导航定位技术，实现侦测救援、

自动返航；2）如何保证各个电机更好地协调：利用陀螺仪来辅助控制各个电机

的转速； 3）在四个桨飞行器状态下，利用超声波传感器和气压定高实现飞行

器悬停。

三、实验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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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实验机 X 机翼用 EPP 泡沫，轻而耐撞击，机翼中部和机翼边缘用碳纤

维薄片加强，双凸翼形，动力系统用四个空心杯电机，2个正转 2 个反转，锂电

池 550mah、3.7V供电北斗导航模块可以控制飞行轨迹、定点返航， UM220-III
北斗/GPS 双系统模块，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低功耗 GNSS SoC 芯片 Humbird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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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

持单系统独立定位和多系统联合定位。

飞控板包括陀螺仪、超声波传感器、光流计可以稳定悬停，定高飞行，1300
万摄像头可以拍照手机 APP遥控或遥控器遥控。

四、推广前景预测

北斗导航垂直起降飞行器兼具直升机和固定翼飞机的优点，解决了在缺乏

跑道等条件下飞行器起飞和降落以及长时间飞行的问题，具有结构简单紧凑、

易于维护、起降灵活等特点，在军用和民用方面均有广阔的前景。在军事方面，

北斗导航垂直起降飞行器利用北斗导航定位及搭载侦查监视设备，可作为无人

侦察机使用，快速巡航和定点悬停的能力，在执行侦察任务时具有快速反应、

侦察方式灵活的特点。可用于军事侦察，大面积空旷的地带进行侦查、协助士

兵了解房间、街巷角落等不便于观测区域的情况等；对于空间狭小、地形复杂

的区域，如：湖泊、湿地、景区、城市的街道等，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另外，

由于可以垂直起降、垂直悬停并能时间飞行，特别适合在航空母舰上起降，完

成对海域、内陆城市的侦查等任务。在民用方面，北斗导航垂直起降飞行器可

以在复杂凸凹不平环境条件下起降、飞行，搭载观测和搜救设备，对地震等突

发灾害时可以实现快速抵达，在第一时间侦察灾情；同时可悬停作业，实施搜

救，还可进行航行拍摄、线路巡查、地质勘测等，北斗导航垂直起降飞行器应

用领域更加广泛，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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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导航的智能定位空降系统

作 者：吕世龙、曹文浩、刘欣雨、王周宏

指导教师：李仕良、戴 哲

学 校：安徽省滁州中学

【摘要】空降行动是现代化战争中进行火力投送、资源补给，和平时期进行抢

险救灾的一种重要手段。而传统的空降方式由于低可控性，不仅使得空降费时

费力，还会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新型的智能定位空投系统包括降落伞、定位

信息系统（整合北斗导航和惯性制导）、动作执行系统和货物/人员四部分。通

过总结国外相关导航方案的基础，同时结合特殊条件下的空投要求，我们设想

了将北斗导航同时辅以激光测距计、惯性制导技术和人工智能的组合式应用于

空降系统。本系统将使得空降行动时更方便、精确、快捷、安全，是军民融合

的典范。

【关键词】空降 北斗导航 智能定位 惯性制导 军民两用

一、背景

现代化战争向着快速、轻量的方向发展。而空降行动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部

队投送及物资补给手段，在现代战争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2008年汶川特

大地震中空降手段的作用不言而喻。2017 年 12月我军出动多架运-9运输机前往

南海演练岛礁进行空投演练就体现了空降行动在军事行动中的重要地位。

而在民用方面，物流行业出现了多项技术革新，其中用空降的方式投送快

递也成为一种新方式。顺丰速运在 2017 年 12月 26 日进行了国内首次大型无人

机应急物资快速投递的演示验证飞行。该试验将空降系统引入快递行业，突出

了空降方式在投送任务中的重要性。

运-9赴南海演练空投 顺丰速运新型快递投送试验

但是，传统的空降技术容易受到空投高度和区域环境的影响，空降落地精

度差，空投时飞机危险大。为了使空降飞机尽可能避开敌方的火力威胁，在较

高的飞行高度为地面部队精确的投送装备、物资，智能定位空投系统应运而生。

针对传统系统的上述问题，我们以北斗导航系统为平台设计了这个系统。该系

统降低了传统空投方法的脆弱性，极大地增强空投的作战效能。意在通过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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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导航将空降行动变得更快捷、更安全。

二、系统介绍

智能定位空降系统由滑翔式投放平台和基于北斗系统／INS(惯性导航)／
GNC(制导、导航与控制分系统)集成。其目标是提供物资的精确投放，落点圆概

率误差要求在 100m以内。投放前需预先指定目标，投放后便自主飞行，可在各

种不良天气条件下执行任务。本系统允许运输飞机有更大的投放包络，更小的

降落区域，减小货载在降落区域的散布。

智能导航定位系统主要组成部分及外系统

智能定位导航系统的核心技术为北斗定位于智能化的制导控制技术，同时

也对北斗系统特有的双向短报文功能加以利用。

该系统的定位采用北斗卫星实时动态差分法（RTK）与地形匹配。通过实时

接收卫星的定位信号，并利用先前储存的地形信息缩小误差，从而达到精确定

位的目的。由于降落伞系统属于低动态的飞行器，机动性不高，故可采用位置 、

速度组合方式，用惯性导航系统和北斗系统输出的位置和速度信息的差值作为

量测信息，经卡尔曼滤波，估计惯导系统的误差，然后反馈对惯导系统进行校

正。

智 能

定 位

系统

任务规划系统

轨迹算法

辅 助 系 统

（CARP）

内系统

降落伞

导 航系 统

（ BDS+INS

控制系统

空降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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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的制导系统则利用了人工智能将空降点和着陆点的相关地理数据

（经纬度、海拔）结合空降区的大气数据实时分析，计算出最佳的空降滑翔路

径。随后通过控制系统调整降落伞的气动外形，达到控制飞行和精确着陆的目

的。

利用北斗导航系统的双向短报文功能，可以说明空降物资的相关情况。在

战时复杂的作战环境中，又多了一种通讯手段。在快递等行业的运送物资时，

通过短报文功能也能够一定程度上避免个人信息的泄露。

三、工作步骤

在飞机起飞前或起飞后不久，根据目标区周围已有的风场感测和估计数据

初步计算空降点的位置，在飞往目标区域的路途上，融合从各种渠道获取的新

的风场数据，得到目标区域的实时大气状况，用之改进任务规划系统（CARP）
计算 ，并将更新后的数据提交给导航器，当飞抵计算的空降点时，将当前位置

和大气状况（风速等）信息上传到制导单元。到达最佳空将区域后，载荷系统

被释放 ，降落伞展开。

空降物资投放后，飞机和智能定位空降系统不再通信。降落伞开伞后，导

航系统不断提供系统的位置数据，制导计算机将当前高度、位置、飞行状态等

信息与规划轨道的对应参数进行比较。根据位置误差生成控制系统的输入信号，

控制 及导航设备根据注入的数据控制机电执行机构，再通过控制伞绳使降落伞

改变气动外形、调整飞行状态。这样就可以使空降物资一直保持在规划的轨道

上。

1. 在空降行动的载机起飞之前，相关人员将空降区的地理信息录入空降系

统中，确定着陆点。



第九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学组）

247

2.接近空降区时，智能定位空降系统根据飞机的飞行航线与着陆点选择出最

佳空降点。

3.抵达最佳空降区，飞机投出空降物资。

4.在智能定位空降系统的控制下降落伞向着陆点滑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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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空降物资抵达目的地，系统工作完成。

四、发展前景

1.本系统低成本，可靠性高。目前从事高精度应用的厂商都有用来甄别与处

理卫星导航信号传输所带来误差的相关专利技术，例如 Nov Ate l 的 Vision 相

关技术可有效处理天线附近的多路径干扰问题，更好地甄别与处理卫星导航信

号传输所带来的误差。但在恶劣环境下如何提高定位精度的准确性，还需要继

续探索和完善，以更好地便于实际应用。

2.本系统的兼容性强，推广度较高。同样的技术还可以用于伞兵，身负任务

的无人机，由人类操作的飞行器，甚至是地面跑的汽车。基于北斗系统的导航

能扩展到任何需要了解所处位置的场景。

3本系统融合了卫星定位、惯性制导、地形测绘、机械控制等多项技术，无

论是对相关产业的发展还是对普通民众来说都是有利的。同时本系统也做到了

军民融合发展，对国防建设和百姓生活都有积极意义。

五、相关背景

1.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缩写为 BDS﹞是中

国正在实施的自主研发、独立运行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缩写为 BDS，与美国的

GPS、俄罗斯的格洛纳斯、欧盟的伽利略系统兼容共用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并

称全球四大卫星导航系统。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2011年 12 月 27日起提供连续导

航定位与授时服务。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由空间端、地面端和用户端三部分组成。空间端包括 5
颗静止轨道卫星和 30颗非静止轨道卫星。地面端包括主控站、注入站和监测站

等若干个地面站。用户端由北斗用户终端以及与美国 GPS、俄罗斯“格洛纳斯”

（GLONASS）、欧盟“伽利略”（GALILEO）等其他卫星导航系统兼容的终端组成。

中国此前已成功发射四颗北斗导航试验卫星和十六颗北斗导航卫星（其中，

北斗-1A 已经结束任务），将在系统组网和试验基础上，逐步扩展为全球卫星导

航系统。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设目标是建成独立自主、开放兼容、技术先进、稳定

可靠覆盖全球的导航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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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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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可靠的

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并兼具短报文通信能力。中国以后生产定位服务设备的

生产商，都将会提供对 GPS和北斗系统的支持，会提高定位的精确度。

http://baike.baidu.com/view/777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40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126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18385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40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287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87060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9072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0183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395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0183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0183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9082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4859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9082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7966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3834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3834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2540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0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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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惯性导航（inertial navigation） 通过测量飞行器的加速度，并自动进行

积分运算，获得飞行器瞬时速度和瞬时位置数据的技术。组成惯性导航系统的

设备都安装在运载体内，工作时不依赖外界信息，也不向外界辐射能量，不易

受到干扰，是一种自主式导航系统。

惯性导航系统通常由惯性测量装置、计算机、控制显示器等组成。惯性测

量装置包括加速度计和陀螺仪，又称惯性测量单元。3个自由度陀螺仪用来测量

运载体的 3个转动运动；3个加速度计用来测量运载体的 3个平移运动的加速度。

计算机根据测得的加速度信号计算出运载体的速度和位置数据。控制显示器显

示各种导航参数。按照惯性测量单元在运载体上的安装方式，分为平台式惯性

导航系统（惯性测量单元安装在惯性平台的台体上）和捷联式惯性导航系统（惯

性测量单元直接安装在运载体上）；后者省去平台，仪表工作条件不佳（影响精

度），计算工作量大。

六、总结

智能导航定位系统立足于实际，相应现实需求。系统以北斗导航系统为基

础，融合了惯性导航系统、人工智能技术及路径算法的相关技术。在军用领域

展，带来了军事后勤的变革 ，实现了装备、补给和军需品适时、适地、适量的

“ 精确到位”，在战术层次上提高了军队的部署和保障能力。在民用领域拓宽

了快递方式，开辟了递送的新方法，让重要物资的递送更加快捷。

参考文献

[1] 维基百科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https://zh.wikipedia.org/wiki/北斗卫星导

航系统

[2] 王锐,孙昕,史晓春 精确空投系统的导航方法研究. [M]
[3] 刘传润 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的功能原理与前景展望[M]
[4]http://baike.baidu.com/link?url=zBSO_Wu6wdRjGPgTVP3TyO9ZqRNskYE1zJ

B3Xyo4mk7Ys3aQo28rhUzUxBYm3C_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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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卫星的水位勘测系统设计

作 者：向 湘、龙笑蓉

指导教师：肖利宾、康丽华

学 校：湖南省吉首市雅溪中学

【摘要】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雨热同期，到了雨水充沛

的夏季，降水丰富，加上南方有长江，珠江两条以地表补给的河流，地势平坦，

容易在夏季发生汛情。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对植被破坏严重，洪涝、水

灾时有发生。当灾难发生时，常常会造成人员伤亡，并且建筑遭到破坏，损失

大量财富。 我们无法避免灾难的发生。那么为了减少水灾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

危害，使我们拥有更安定的生活，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应对此类自然灾害

呢？

所以我们利用北斗卫星来预防水灾、洪涝等灾害。再根据北斗水位探测器

勘测灾难易发地区河流、湖泊的水位变化情况。我们采用钢化玻璃制做北斗水

位探测器，既能防水又不影响信号的接受与传播。北斗卫星根据水位探测器的

信号强弱变化计算出水位上升高度，并将信息发送至地面接收站，人们可以及

时地采取相关措施来预防灾害发生。这个设计不仅在救灾防灾方面有用，而且

在农业、工业等方面都有它的作用，它可用于水利工程，河流，湖泊等方面，

大大减少了对人力资源的利用。

【关键词】北斗卫星 钢化玻璃盒子 北斗芯片

一、提出问题

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中国的自然灾害种类

多，发生频率高，灾情严重。中国自然灾害的形成深受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的

影响，有明显的南北不同和东西分异。

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雨热同期，到了雨水充沛的夏

季，降水丰富，加上南方有长江，珠江两条以地表补给的河流，地势平坦，容

易在夏季发生汛情。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对植被破坏严重，洪涝、水灾

时有发生。当灾难发生时，常常会造成人员伤亡，并且建筑遭到破坏，损失大

量财富。

例如：宁乡，长沙西部的一个城，湘江支流沩江穿城而过。湖南省水利厅

统计，截至 7 月 3 日，湖南全省共有 14 个市州 127 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 403.07
万，直接经济损失 103.36亿元。

7月 2 日上午 9时，长沙市，湘江水位达到 39.30米，上涨的河水漫上了橘

子洲。

重灾区宁乡市，是被曝光最多的地区之一。截至 7 月 1日 20 时，在这场洪

灾中，宁乡市堤防损毁 827处，受灾人口 50多万，死亡 5 人失踪 4 人，转移安

置 56233人，倒塌房屋 3300余间。停电用户数 12万户，全市受灾道路 72 条。



第九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学组）

251

7 月 2 日 16 时左右，宁乡市，城区部分住户和宁乡沙河市场被洪水浸泡，

大部分地区处于停水停电的状态。

7月 2 日，被水冲击后的街道，据商户介绍当时水位达到五米深。

（从实际桥体设计中引出的数学二次函数模型）

我们无法避免灾难的发生。那么为了减少水灾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危害，

使我们拥有更安定的生活，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应对此类自然灾害呢？

二、大胆假设

目前，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事业正在迅速发展，它已广泛应用于交通运输、

海洋渔业、水文监测、气象预报、测绘地理信息、森林防火、通信时统、电力

调度、救灾减灾、应急搜救等领域，逐步渗透到人类社会生产和人们生活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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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面，为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如果能够利用我国自主研发的

卫星导航系统勘测水灾易发地区的水位高低，及时向人们发出信息警报，疏散

在地居民，那么我们就不会再受到水灾洪涝的威胁。

三、设计原理

1.北斗芯片外层保护器

(1)材料：钢化玻璃的优点：第一是强度较之普通玻璃提高数倍，抗弯。

第二是使用安全，其承载能力增大改善了易碎性质，即使钢化玻璃破坏也

呈无锐角的小碎片，对人体的伤害极大地降低了. 钢化玻璃的耐急冷急热性质较

之普通玻璃有 3~5 倍的提高，一般可承受 250 度以上的温差变化，对防止热炸

裂有明显的效果。是安全玻璃中的一种。为保障高层建筑提供合格材料安全性

作保障。

第三是钢化玻璃对信号的传播影响微小，而且钢化玻璃是防水的。

所以我们采用钢化玻璃来制作芯片的外层保护盒。这样既可以保护芯片，

又不影响信号的接收和传播。

(2)内部装置：保护器内装有北斗芯片和霓虹灯（LED 霓虹屏）。芯片与北斗

卫星相连，北斗卫星可以随时感应到芯片的信号和接收信息。霓虹灯(LED 霓虹

屏）和芯片用防水电线并联在电路中。这样既可以使芯片正常工作，又能美化

环境，与周围环境不会有违和感。

2.设计原理图

https://baike.so.com/doc/4753188-4968579.html
https://baike.so.com/doc/4619370-4831785.html
https://baike.so.com/doc/4619370-4831785.html
https://baike.so.com/doc/1525278-16125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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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物工作原理图

四、实用价值

1.这个设计可以在救灾防灾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有效的避免人员损伤和财

产损失。

2.这个设计不仅在救灾防灾方面有用，而且在农业 、工业等方面都有它的

作用。（1）农业方面：在种植秧苗时，水的增加和减少都对秧苗有影响，重则

使这个季度没有收成，从而给农民造成巨大损失。但如果使用这个设计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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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掌控水位的增加或者减少，有计划给秧苗进行灌溉或放水，有利于秧苗的

生长，使收成大大增加，从而增加收入，使农民脱贫致富，更加突出了习近平

总书记所说的“精准扶贫”等等。

3.这个设计可用于水利工程，河流，湖泊等方面，大大减少了对人力资源的

利用。

4.通过考虑到成本问题，最后实施计划采用 LED霓虹屏会更好。我们对霓虹

灯和 LED霓虹屏进行了一个对比：霓虹灯大家并不陌生，LED 霓虹屏的出现就是

为了替代霓虹灯的弥补霓虹灯的不足而诞生的产品。为何霓虹灯的市场越来越

小会，并逐步被 LED 霓虹屏所取代呢？我们将 LED 霓虹屏与霓虹灯作了对比：

在成本上，霓虹灯就没法和 LED霓虹屏比了，LED霓虹屏一平方只需要 150元左

右，而霓虹灯一平方需要 500 元左右，LED霓虹屏一平方的成本只有霓虹灯三分

之一； LED 霓虹屏采用防水性能好、使用寿命长的 LED点光源作为光源，不仅

节约了成本而且低碳、环保、几乎不需要维护，而霓虹灯是裸露的玻璃管，不

仅质量不稳定，一旦遇上雨天就会出现短路现象，经常需要维修，另外霓虹灯

的耗电量一平方大约 200瓦，而 LED霓虹屏一平方的耗电量只有 10瓦，只有霓

虹灯的二十分之一。通过以上的比较，LED霓虹屏不管从外观上、成本上、质量

上和能耗上，都占了很大的优势。

参考文献

[1] 魏子卿 葛茂荣 GPS 相对定位的数学模型 [M ]. 北京 :测绘出版社 ,
1998.

[2] M oham ed A bde l2taww ab A bde l2sa lam Prec ise Point Positioning U n2D
iffe renced Code and Ca rrier Phase O bserva tions[D ]. the U niversity of Ca lgary,
2005.

[3] 欧吉坤 相关观测情况的可靠性研究. 测绘学报. 1999, 28(3):189~194.
[4] (美)斯科尼克．雷达手册[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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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生活，北斗之下的高端定点位椅

作 者：陇 冲、李刘四、周均平、张友礼

指导教师：李 伦、段 探

学 校：贵州省盘州市第一中学

【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腿脚不便的人群的出行问题越来越受

重视。为了可以精准定位，使北斗导航系统能更好地普惠生活，我们特此构想

了“智慧生活北斗高端定点位椅”。我们通过一系列的研究，将北斗导航精准定

位系统经过系列原理转化、运用“到达时间差”（时延）的概念、内置北斗定位

芯片的核心技术、差分定位技术，依托地基增强系统定位，使“智慧生活北斗

高端定点位椅”定位精准度达到亚米级，加之中国北斗卫星定位系统毫米级定

位技术与普通轮椅相结合，设计出北斗导航智慧轮椅，提高了轮椅的安全性能、

舒适程度，另赋予其导盲、定位、显示全景、语音播报、实时跟踪、调整手动

自动操作等功能，便捷了老年人、白内障患者、腿脚不便等人群的出行。“智慧

生活北斗高端定点位椅”配有独特的模拟平台系统、实行实时环境模拟化，这

既能方便使用者出行、提高使用安全性能，还能使使用者得到物质上与精神上

的享受、感受科技的魅力，使使用者充满获得感与幸福感。

【关键词】北斗导航定位系统 创新 应用 智慧轮椅

活动分工与组成

姓名 班级 分工

甲 高二（17）班
查询资料，设计活动流程，提供主

要设计思路，走访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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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高二（17）班
走访调查，记录信息，录入电脑，

数据分析，照片采集

丙 高二（17）班
照片采集，查阅资料，分析数据，

走访调查

丁 高二（17）班 走访调查，查阅资料，原理分析

一、活动背景

近年来随着各种交通事故与其他意外事故的发生率不断上升，且随着中国

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及行动不便人群坐上了轮椅。对于盲

人使用者、白内障患者而言，轮椅有着诸多不便，市场上出售的轮椅一般需要

他人看护，这与子女长期不在身边的现象相矛盾，因此发生了类似于如下的悲

痛案例：上海某市一老年人乘坐轮椅独自出行后，因轮椅灵敏度差而不幸发生

意外；湖北省一程女士本推着 12 岁的女儿到公园散步，因途中有事而离开一会

儿，回来时女儿已不见踪影等事故。为了可以精准定位，使北斗导航系统能更

好地普惠生活，我们特此构想了“智慧生活北斗高端定点位椅”。

二、设计目的

针对近年的老龄化和各种事故导致的残疾人群的出行不便或走失的情况，

利用北斗导航精准定位技术，从而解决老年人、腿脚不便人群、盲人、白内障

患者、婴幼儿或后天致残等人群的出行安全问题，提高出行安全率，精准定位

避免使用者走失、撞伤等问题的出现。

三、设计意义

1、提高了使用者外出的安全性；

2、方便了使用者外出；

3、使北斗定位系统在社会实际运用中得到广泛的发展；

4、解决了使用者出行位置不明的问题；

四、活动方法

走访调查、查阅资料、实地考察、实物拆分研究

五、设计思路

首先，我们通过网络渠道了解到腿脚不便、老年人出行难、轮椅使用者出

行不便的问题。我们意识到轮椅的改进刻不容缓。我们总结以下问题：

1.老年人、婴幼儿、白内障患者、盲人等人群出行困难；

2.老年人容易走失，盲人、白内障患者不易找到目的地；

3.老年人、婴幼儿、白内障患者、盲人等人群没有出行保障；

明白了现在一些人群出行不便后，我们经过数月调查与准备，得出了我们

的初步想法：

1.利用北斗导航系统记录轮椅的位置信息；

2.老人或小孩走失后，可以在手机上查询轮椅的位置；

3.使用者的出行与安全问题能够得到解决。

全国病残人数及婴幼儿人数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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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人数（万人） 需要使用轮椅的人数

残疾人 8500 1500

白内障患者 6000 600~750

高龄老人 27000 3000

腿脚残疾 约 2100 200

婴幼孩童 1700~1800 500

据上述数据分析智慧生活北斗高端定点位椅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对社

会发展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六、可行性分析：

（一）系统介绍：

与市面上销售的一般轮椅不同，用北斗导航系统智慧生活北斗高端定点位

椅有以下特点：

1.智慧生活北斗高端定点位椅不需家人看护，独自出行方便；

2.智慧生活北斗高端定点位椅一旦丢失，能及时有效寻回；

3.智慧生活北斗高端定点位椅的使用者能有效避开障碍物；

4.智慧生活北斗高端定点位椅的使用者始终明确自己的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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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智慧生活北斗高端定点位椅更加具有适应性，可以适用于全球范围的轮椅

使用者。

6.智慧生活北斗高端定点位椅相比普通轮椅安全性能有了质的提高；

（二）系统原理：

1.北斗导航系统进行定位导航

卫星定位实施的是“到达时间差”（时延）的概念：利用每一颗卫星的

精确位置和连续发送的星上原子钟生成的导航信息获得从卫星至接收机的

到达时间。卫星在空中连续发生带有时间和位置信息的无线电信号，供接收

机接收。由于传输的距离因素，接收机接收到信号的时刻要比卫星发送信号

的时刻延迟，因此，可通过时延来确定距离。卫星和接收机同时产生同样的

伪随机码，一旦两个码实现时间同步，接收机便能测定时延，将时延乘上光

速，便能得到距离。卫星至用户间的距离测量是基于卫星信号的发射时间与

到达接收机的时间之差，称为伪距。为了计算用户的三维位置和接受机时钟

偏差，采用差分定位技术（如 DGPS、DGNSS），建立地面基准站（差分台）

进行卫星观测，利用已知的基准站精确坐标，与观测值进行比较，消去大部

分误差，得到一个比较准确的位置。实验表明，利用差分定位技术，定位精

度可提高到米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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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内置北斗导航定位芯片

目前中国北斗导航已实现自主可控，核心性能指标大幅改善，依托地基

增强系统定位，精度已可以达到亚米级（定位误差小于 1 米），同时相关基

础硬件产品芯片、板卡、天线等成本已下降至与 GPS 同一水平，产业发展条

件成熟，使定位变得更加准确，北斗导航能及时对其位置做出分析。

（三）系统原理示意图

1、北斗卫星定位可精确至毫米级，确定轮椅的位置与周围事物；

2、将信息传送至接收台，转移发送到终端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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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终端内部系统原理

1.控制系统内部信息处理分析传送至模拟平台；

2.模拟平台将信息传送到语音系统，由系统播报给使用者，针对不

同的使用者，模拟平台会将信息或图像传送到控制系统，再转入显示器

成像进行语音播报。

北斗全战仪

（五）内部系统芯片处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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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接收到接收台发送的信号时传送到数据分析库，经数据库的物理

分析、数学分析，由发射器发射至控制系统、系统做出指令，由使用者

选择自动或手动操作。

七、创新应用部分

1、利用北斗导航定位系统确定位置传送到轮椅控制终端，通过数据分析，

从而定位成像反映到显示器，让不便的人能全方位观察周围事物。

2、如针对盲人，该系统设有自动播报语音系统，盲人可用语音识别系统对

轮椅发出相应指令。

3、在情况紧急时，北斗导航利用时延定位传送反映至数据处理库，该平台

通过加速度计算和速度图像分析计算速度和方向发送至控制系统，做出相应处

理。

八、设计经济性

在项目的设计当中，我们认为定位导航系统和信号发射系统都可以来用北

斗导航的内部系统软件进行利用，这样大幅度降低成本。整个设想中最困难的

是北斗导航系统与轮椅相结合，但若是整个合作成功，可以使使用者出行更具

安全性，也可以使北斗导航系统在生活中应用更为广泛、使北斗导航系统与生

活融为一体，让北斗导航系统在相关领域经济性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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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解决问题及预期成果

智慧生活北斗高端定点位椅利用北斗卫星的毫米定位系统精确定位出轮椅

周围 20m 的物体，通过传递信号发送到轮椅上的转换终端控制系统并发出指令

提示使用者在有效距离内躲避障碍物或陷进；此外在终端内有控制系统和手动

控制系统。乘坐前可先进行设定，在遇到危急情况时，系统能自动转换进入内

部有效自动操作，避免使用者出现反应不敏捷的现象造成事故。

在作品完成后，这可以让老人、盲人、腿脚不便的人群能自主乘坐智慧生

活北斗高端定点位椅上街，且不担心来往车辆速度快导致使用者受伤的情况。

因中国老龄化逐渐加深，此产品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和重大社会贡献，让那些

因意外而失去行动能力而对生活失去信心的人充满希望。

十、进一步构思

1、智慧生活北斗高端定点位椅能够提供自动的按摩服务，针对相应的穴位

利用北斗毫米级定位准确定位穴位位置；

2、在原有基础上改进成像技术部分和分析处理器，让处理速度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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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与红外遥感技术和无人机结合

预警人象冲突及保护亚洲象初探

作 者：杨竣博、高源霖、杨丁阁、高源莹

指导教师：阮爱军

学 校：云南省普洱市第一中学

一、背景及意义

云南有“动植物王国”之称，其中，仅分布于云南省南部与缅甸、老挝相邻的

边境地区，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亚洲象，在近几年却面临着灭绝的风险。

社会对此现象十分重视，但这种对野生动物尊重的“爱”，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对

部分人类生活的“碍”。亚洲象袭人事件在近几年来频繁地出现在新闻上。2018
年 2 月 3 日，云南再次发生巡象员殉职事件，因为人类生产范围不断扩大，使

得象与人类生存空间重叠交叉，“人象冲突”加剧，让人不知应如何在保护动物和

人类之间寻找一个平衡。

亚洲象是我国Ⅰ级保护野生动物，仅分布于云南省部分季雨林和常绿阔叶

林中，这些区域多与老挝和缅甸接壤，其生存主要面临非法捕猎和贸易、栖息

地丧失和破碎化以及人象冲突等威胁。对亚洲象种群及其动态变化的实时监测

能够为制定有效的保护策略及缓解日益凸显的人象冲突提供关键信息。亚洲象

体型大，在野外相对容易被发现，但因其活动范围较广，研究表明其家域面积

在 105~320km2之间，种群流动性大，在中国的分布又与周边国家紧密相连，部

分子种群在中缅和中老边境往返迁移，使得亚洲象的种群数量调查难度增大。

更因其核心栖息地常分布于人类活动干扰较少的茂密雨林中，增加了野外调查

的难度，加之可能遭遇象群袭击的危险，使得寻求新的技术和方法，进行快速、

实时有效的种群调查成为困扰保护区一线监测和管理人员的难题。目前亚洲象

种群调查常用的监测手段有样线法、粪堆计数法和粪样标记重捕法、自动红外

相机法及其衍生出的亚洲象预警系统实时监测和 GPS 项圈追踪法等。利用北斗

星导航系统和红外遥感技术加多旋翼无人机，建立一套特殊的管理系统，在一

定程度上掌握野生象的行踪，对野生动物生活区进行全天候监测，一旦出现异

常情况，立即定位，再通过卫星导航系统和自动红外相机帮助工作者前往目的

地实施相应解决方案。让野生管理专业化，也让人们的生活安全得到一定的保

障。自动红外相机调查技术属于非损伤性调查监测技术，它被视为一种可行且

划算的技术手段，近年来被广泛地推广应用。野外安置的红外相机能为保护工

作者和研究人员提供较为详尽的动物本底资料。安放于村寨周边的亚洲象预警

系统，能够最迅速最安全地获得周边亚洲象的活动信息。

二、关于技术

红外遥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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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介

红外遥感（infraredremotesensing）是指传感器工作波段限于红外波段范围

之内的遥感。电磁波谱中，通常把波长范围为 0.76～1000 微米这一波谱区间称

为红外波谱区。其中，又分为近红外（0.76～3.0 微米）、中红外（3.0～6.0 微米）

和远红外（6.0～15.0微米）和超远红外（15.0～1000 微米）。也可把近红外和中

红外统称反射红外；把远红外称为热红外（8～14微米）或发射红外。虽然红外

波谱区很宽，但由于大气的吸收，实际上仅有几个红外“窗口”可利用。常用的红

外波段有近、中红外的 0.3～1.3 微米、1.5～1.8 微米、2.0～2.6 微米、3.0～3.6
微米、4.2～5.0微米和远红外的 7.0～15.0 微米。近红外波段主要用于光学摄影，

如红外或彩色红外摄影，只能在白天工作；也用于多波段摄影或多波段扫描。

远红外（热红外）由于是地物自身辐射的，主要用于夜间红外扫描成像。红外

遥感在军事侦察，探测火山、地热、地下水、土壤温度，查明地质构造和污染

监测方面应用很广，但不能在云、雨、雾天工作。

红外遥感系统将红外遥测探测器的图像表征，继而将视觉模型和遥感成像

系统联立，建立起包含成像组件、显示器图像、人眼观测等部件的遥感系统。

红外遥感系统性能预测和图像分析已成为遥感成像领域的研究重点方向之一。

2.组成——红外线技术及遥感技术

（1）红外线技术

工作原理

一切物体都有其自身的红外辐射特性。为研究各种不同物体的红外辐射，

人们用理想辐射体——绝对黑体（简称黑体）作基准。能吸收全部入射的辐射而

没有反射的物体称为黑体。良好的吸收体必然也是良好的辐射体,因此黑体的辐

射效率最高，其比辐射率定为 1。任何实际物体的辐射发射量与同一温度下黑体

的辐射发射量之比,称为该物体的比辐射率，其值总是小于 1。物体的比辐射率，

与物体的材料种类、表面特性、温度、波长等因素有关。黑体的辐射特性可用

普朗克定律描述，该定律给出了黑体辐射作为温度函数的光谱分布。对某一温

度，辐射量最大的波长与其温度的乘积为常数，这个关系称维恩定律（适用于

在温度较低，波长较短的范围内）。对所有波长积分所得到的总辐射量与温度的

四次方成正比，这个关系称为斯蒂芬－玻尔兹曼定律。物体发出的辐射，大都

要通过大气才能到达红外光学系统。由于大气中二氧化碳、水汽等气体对红外

辐射会产生选择性吸收和其他微粒的散射，使红外辐射发生不同程度的衰减。

人们把某些衰减较小的波段，称为大气窗口。在 0.76～20 微米波段内有 3 个大

气窗口:1～2.7 微米,3～5 微米，8～14 微米。目前红外系统所使用的波段，大都

限于上述大气窗口之中（大气窗口还与大气成份、温度和相对湿度等因素有关）。

由于红外系统所探测的目标处于各自的特定背景之中，从而使探测过程复

杂化。因此，在设计红外系统时，不但要考虑红外辐射在大气中的传输效应，

还要采用抑制背景技术，以提高红外系统探测和识别目标的能力。

遥感技术

（1）工作原理：

任何物体都具有光谱特性，具体地说，它们都具有不同的吸收、反射、辐

射光谱的性能。在同一光谱区各种物体反映的情况不同，同一物体对不同光谱

的反映也有明显差别。即使是同一物体，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由于太阳光照

射角度不同，它们反射和吸收的光谱也各不相同。

遥感技术就是根据这些原理，对物体作出判断。遥感技术通常是使用绿光、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B5%E7%A3%81%E6%B3%A2%E8%B0%B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F%91%E7%BA%A2%E5%A4%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7%BA%A2%E5%A4%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F%91%E7%BA%A2%E5%A4%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7%BA%A2%E5%A4%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7%BA%A2%E5%A4%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8D%E5%B0%84%E7%BA%A2%E5%A4%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3%AD%E7%BA%A2%E5%A4%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7%BA%A2%E5%A4%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A%A2%E5%A4%96%E6%91%84%E5%BD%B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9A%E6%B3%A2%E6%AE%B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3%AD%E7%BA%A2%E5%A4%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6%9B%E4%BA%8B%E4%BE%A6%E5%AF%9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C%B0%E7%83%A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C%B0%E4%B8%8B%E6%B0%B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C%9F%E5%A3%A4%E6%B8%A9%E5%BA%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1%A1%E6%9F%93%E7%9B%91%E6%B5%8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1%A1%E6%9F%93%E7%9B%91%E6%B5%8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BF%E5%8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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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光和红外光三种光谱波段进行探测。

多旋翼无人机

（1）简介：多旋翼飞行器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旋翼的飞行器，多旋翼是

一个很大的概念，有 2 轴矢量控制，y3，四轴，六旋翼，八旋翼，三轴 6电机，

四轴八旋翼等等。现简单介绍一下四轴飞行器的原理:四轴由四个相同的电机带

动四个旋翼，对称螺旋桨方向相同，相邻螺旋桨转动方向相反，四电机转速同

时上升四轴上升。（如图）

（2）多旋翼无人机原理： 四旋翼飞行器通过调节四个电机转速来改变旋

翼转速，实现升力的变化，从而控制飞行器的姿态和位置。四旋翼飞行器是一

种六自由度的垂直升降机，但只有四个输入力，同时却有六个状态输出，所以

它又是一种欠驱动系统。四旋翼飞行器的电机 1 和电机 3 逆时针旋转的同时，

电机 2和电机 4顺时针旋转，因此当飞行器平衡飞行时，陀螺效应和空气动力

扭矩效应均被抵消。在上图中，电机 1 和电机 3作逆时针旋转，电机 2和电机

4 作顺时针旋转，规定沿 x 轴正方向运动称为向前运动，箭头在旋翼的运动平

面上方表示此电机转速提高，在下方表示此电机转速下降。（1）垂直运动：同

时增加四个电机的输出功率，旋翼转速增加使得总的拉力增大，当总拉力足以

克服整机的重量时，四旋翼飞行器便离地垂直上升；反之，同时减小四个电机

的输出功率，四旋翼飞行器则垂直下降，直至平衡落地，实现了沿 z 轴的垂直

运动。当外界扰动量为零时，在旋翼产生的升力等于飞行器的自重时，飞行器

便保持悬停状态。（2）俯仰运动：如在图（b）中，电机 1 的转速上升，电机 3

的转速下降（改变量大小应相等），电机 2、电机 4 的转速保持不变。由于旋

翼 1 的升力上升，旋翼 3 的升力下降，产生的不平衡力矩使机身绕 y 轴旋转，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A%A2%E5%A4%96%E5%85%8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3%A2%E6%AE%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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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当电机 1 的转速下降，电机 3 的转速上升，机身便绕 y 轴向另一个方向

旋转，实现飞行器的俯仰运动。

（3）还可作滚转运动（前后运动）：与图 b 的原理相同，在图 c 中，改

变电机 2 和电机 4 的转速，保持电机 1 和电机 3 的转速不变，则可使机身绕 x
轴旋转（正向和反向），实现飞行器的滚转运动。

三、工作原理：

1、大象日常生活的相关检测：

（1）在规定范围（比如要研究大象习性时则规定一个点为圆心，方圆 20
平方公里为研究地点，同时把圆心规定为小村庄，通过大象耳、齿、背、尾、

疤痕、面部骨骼等特征的识别，亚洲象最明显的识别特征在头部，有无门齿、

门齿长短、眼上方头骨的凹陷程度、头骨正上方凸起的程度、头部附近暗色斑

块形状及大小、耳毛浓密程度、耳朵尖端缺失与否等特征;而尾毛也是一个重要

识别特征，包括尾的长短及尾毛分布特征。通过观察拍摄到的大量亚洲象红外

照片后发现，亚洲象尾毛可以细分为左右两个部分，左右尾毛尖端是否连在一

起、两侧尾毛长短情况、尾毛是否向上翻卷、左右尾毛构成的形状等）架多台

野外红外自动触发感应摄像机，利用被动红外摄影技术（被动红外摄像技术是

利用任何物体在绝对零度(一 273℃)以上都有红外光发射的原理。由于人的身体

和发热物体发出的红外光较强，其它非发热物体发出的红光很微弱，因此，利

用特殊的红外摄像机就可以实现夜间监控。）因为大象为恒温哺乳动物，所以当

大象经过野外红外自动触发感应摄像机时，摄像机自动抓拍。

（2）红外相机的布设

红外相机布设已经于 2016年初在尚勇子保护区及其周边的 646 km2区域内

布设红外相机 27 台。相机安放高度在 1.5 m左右或 3~4m两个梯度不等，以 3~4m
可以拍摄到经过的亚洲象头部或尾部信息的拍摄高度为主；安放高度在 1.5m 左

右的相机，主要用于拍摄亚洲象的尾部信息，该高度共安放了 3 台，分别放置

于 3个不同的亚洲象活动热点区域，用于辅助识别。

相机安放位置的选择以最大可能拍摄到便于个体识别的身体特征(面部和尾

部等)为原则，具体为:(1)根据有经验的护林员所提供的信息，选择已知的亚洲象

移动通道处; (2)选择象群活动痕迹(足迹、粪便、擦痕、食迹、卧痕等)较多的区

域;(3)远离村寨及人为活动较频繁的区域; (4)每台相机尽可能放置在地势平坦，

周边有易于捆绑相机的高大乔木上，相机高度和拍摄角度以可拍摄到便于进行

个体识别的亚洲象的头部及尾部为佳。

同时摄像机和北斗导航系统进行网络连接，当摄像机抓拍后，相片由生物

识别软件进行相关分析，若确定为大象，则小型无人机启动，进行目标跟随。

同时北斗导航系统连接当地的巡象员的手机，通过发送野外红外自动触发感应

摄像机的准确地理位置，让附近巡象员赶往摄像机附近，同时巡象员可以用手

机直接连北斗导航系统可以通过手机远距离观察大象（则无人机作为摄像头）

巡象员可以通过手机来数大象的数量，大象把什么作为食物等等。当大象进完

食物以后，巡象员可以通过手机直接观察，当巡象员确定大象进完食物后并确

定大象已经走远时。这时巡象员便可进入大象刚刚活动地点，并进行相关勘察，

可以记录大象的进食情况，比如在什么季节吃什么食物，吃了多少等等。还可

以观察大象的粪便初步观察大象最近的身体状态，若观察到异常状态便可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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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案。进行生理活动的相关观察。

（3）用亚洲象红外影像做个体识别的原因

红外相机拍摄法作为目前较热门的调查方法，其优势在于：(1)放置后基本

不会干扰到野生动物的正常活动；(2)降低与野生动物正面接触的风险；(3)能够

近距离记录野生动物的活动及昼夜活动节律等。在亚洲象个体识别方面，相比

通过直接拍摄法获取亚洲象照片开展个体识别，通过红外相机拍摄获取照片则

更省人力、物力；此外，上述两项研究均是采用定点拍摄法，研究区域较局限，

拍摄角度相对单一，采用的亚洲象热点区域布设相机法调查面积更广，角度相

对灵活，方法易于推广。与其他调查亚洲象种群数量的方法相比，通过红外相

机照片个体识别法相比粪便 DNA标志重捕法，具有更高的安全性。后者需要采

集到足够新鲜 ( 2d以内最佳)的粪便样品才能进行有效分析，采集过程需要承担

很大风险。其次，前者成果产出效率更高，因为不需要进行实验室部分的样品

分析和处理。第三，后者需对样品进行有效的提取和实验室分析，实验成本较

高。

2、大象和人发生冲突时的工作原理的预设计：

可以在圆心也就是我们假象的村庄方圆 10 平方公里建立相关预防点，用多

个外红外自动触发感应摄像机连接北斗导航系统，若外红外自动触发感应摄像

机被触发而自动拍照，同时摄像机和北斗导航系统进行网络连接，当摄像机抓

拍后，相片由生物识别软件进行相关分析，若确定为大象，则小型无人机启动，

进行目标跟随。当大象进入以村庄为圆心的 5 平方公里时，无人机（无人机上

配有北斗导航系统卫星定位模组， 陀螺仪与加速度计，倾斜仪与定向计， 温

湿度 Sensor， 超音波距离检测， 数位电子罗盘(方向)， PIR 物体移动检知， IR
红外线近接/测距）发送信号给北斗导航系统，并且 北斗导航系统北斗导航系

统进行无线连接，连接位于村庄的逃生广播，广播开始播放疏散信号，并且，

相关村庄开始疏散村民。

与此同时，北斗导航系统开始发送信息给附近的巡象员，巡象员开始赶往

村庄。位于村庄的热感应红外无人机启动（ 这种是通过红外线反射原理，当人

体的手或身体的某一部分在红外线区域内，红外线发射管发出的红外线由于人

体手或身体遮挡反射到红外线接收管，通过集成线路内的微电脑处理后的信号

发送给脉冲电磁阀，电磁阀接受信号后按指定的指令打开摄像头拍照进行并用

生物识别系统进行大象特征识别），开始进行村庄的实时地貌情况的扫描（把北

斗导航系统早期扫描的遥感地图作为无人机扫描的底图）通过无人机的热感应

系统把大象的数量，大象的方位与底图通过计算机把大象的实时位置的更新在

遥感地图上，同时发送相关地图给巡象员和相关工作人员，可以在此时做好准

备比如需要什么工具等等。

无人机把村庄扫描完成后，摄像机可以启动，救助人员和巡象员可以在对

面直接通过 北斗导航系统北斗导航系统北斗导航系统把大象的画面实时切入

无线终端，救助人员和巡象员可以在无线终端进行大象的实时观察。（因为大象

经常活动区域为山上，多为大雾天气但并不影响无人机的扫描因为为远红外感

应而大象为哺乳动物，在离大象竖直高度在 5-15米完全不影响扫描成果）

应用

对可能产生的人象冲突进行预警

（1）人象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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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野生亚洲象的活动范围与人类的居住地有了越来越多的交集，野

生亚洲象在觅食、迁徙的过程中经常误入人类的村寨、交通道路，产生所谓的“人
象冲突”。但由于法律对野象的保护，受损严重的往往是居住地的村民，在严重

的情况下，大象甚至情绪激动，酿成“象惊人亡”的惨剧，更有甚者，象群伤害的

还是原本帮助它们的巡象人员。因此对野生象群的到来的预警是必要的，能够

在保护象群额前提下，将群众的生命威胁降到最低。

（2）对人象冲突的预警

普洱地处山区，地势复杂，山路险峻，且山间经常有大雾等恶劣天气，对

野生象群的观测有着巨大的阻碍。因此运用北斗导航确定亚洲象的大致行进方

向后，继续用无人机进行扫网式排查，确定亚洲象的具体前进方向，向有关村

寨发出预警。

3、监控野象族群的发展状况

无人机收集到的信息可用于野象的后期族群分析，以及对象群的大致状况

进行判断。能够观测出大象的具体数目，分辨出象群家庭成员的具体情况，采

集食物的具体种类，更好的观测出大象的习性，最后运用得出的具体数据再进

行进一步的分析总结，更好的保护野生亚洲象种群。

五、展望：

北斗星导航系统强大的定位功能，以及其独特的信息传递功能，已然有在

国际方面有一定影响力，北斗星导航系统目前主要的服务方面还是集中在军事、

通讯服务、气候监测等大的方面。

如何将北斗导航系统极大地贴近生活，使之“飞入寻常百姓家”？或许，运用

VR 眼镜的虚拟现实技术，能把这看似“高大上”的东西贴近生活。通过卫星定位

对一些人类无法到达的地方进行拍摄，再通过 VR 虚拟现实眼镜重现，带领人们

认识世界。

这项技术可以在不打扰大象，保障人类安全的前提下，近距离跟踪观察大

象。

在未来有望实际运用到生活中。

有了这一项技术，将有效大副减少人象冲突。对人类而言既可以避免和大

象正面触碰，也可以更好观察保护大象，对大象而言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持

它们的活动自由性，方便人类对它们进行救助，减少不必要的伤害。

从人与自然的角度看，这项技术不仅仅只会用于大象，在其他条件下，也

同等适用于其他动物。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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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头脑风暴

在老师辅导引导 下确定课题

在“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办公室咨询专家、了解目前保护亚洲象的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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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中学组）三等奖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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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救援现场侦查系统

作 者：周 游、李 奥、刘沛萌、张文韬

指导教师：陈 雷、于芳芳

学 校：黑龙江省农垦建三江管理局第一中学

【摘要】在现代的城市中，难免会发生诸如高楼火灾、车祸、恐怖袭击等意外

事件，由于城市的交通十分拥堵，所以警方对于这类事件从接警到根据实际情

况进行救援的反应时间往往过长，这就往往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财产损失，甚

至人员伤亡。通过我对相关资料进行的查阅，我发现侦查这一环节对救援的好

坏起着决定性作用，同时因为侦查手段的不足，救援中侦查时间往往过长，这

其实在无形中增加了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的可能性以及救援失败的概率。对此，

我通过对现代的信息获取方式以及对无人机科技的见解，提出了“一体化救援

现场侦查系统”的概念。该系统旨在缩短救援人员对意外事故的反应时间，并

显著增加救援人员在救援前以及救援时可获取的相关情报，从而提升救援的效

率。

【关键词】多旋翼 燃油 电传动 地面侦查 数据中转 激光雷达 数据共

享 北斗卫星

该系统主要由四部分组成:地面控制站、空中平台、地面侦查车、便携移动

终端。

第一部分：空中平台

空中平台设计方案

空中平台为本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空中平台由以下几个模块组成：飞控

模块、传动模块、供电模块、云台模块、避障模块、信号中继模块、图传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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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舱模块，在对动力的选择上，我认为普遍应用于民用无人机的锂聚合物电池

供电显然不合适本设计，因为通过对目前市面上的民用多轴无人机的调查，我

发现：一般商品级的航拍无人机的续航最多为 30 分钟，少数由航模爱好者自行

组装的航拍无人机续航极限为 1.5 小时左右，而这些无人机均只能用于航拍，并

不能携带载荷。而市面上可以携带载荷的民用多轴无人机，续航则更短，如 DJI
的 MG-1 系列植保无人机，在装载 10 千克载荷的情况下，续航仅仅有 10 分钟左

右。这对需要进行长时间滞空并搭载多个系统的空中平台远远是不够的。对于

这个问题，我首先想到的解决方案就是燃料电池，因为我曾经在网上发现国外

的燃料电池无人机，续航可达 4 小时左右。但我对燃料电池系统进行详细的了

解后，发现燃料电池并不适用于本系统，因为氢气和氧气的制取成本非常高，

并且储存困难，而且目前市面上可购买到的无人机燃料电池系统，峰值功率仅

为 1800W，而能载重 10 千克的 DJI MG-1 系列植保无人机光是动力系统的峰值

功率就达到了 8000W 左右。于是我将目光转向另一种驱动方式——燃油驱动。

通过对现有的燃油多旋翼无人机科技的了解，我发现燃油驱动的多轴无人机的

动力配置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发动机直推--即多轴无人机的每一个旋翼都有一台

独立的发动机直接驱动，另一种则是轴传动+变距浆--即多轴无人机只使用一台

发动机，由传动轴或传动皮带带动每个旋翼进行旋转。前一种动力配置相对比

较好理解，与传统的电力推动一样，通过改变每个旋翼的转速来达到改变无人

机的飞行姿态的目的，只是将推动多旋翼的无刷电机改为燃油发动机。这么做

的好处是——结构简单，但缺点则十分明显：因为相对于无刷电机来说，燃油

发动机的响应速度较慢，这会直接导致无人机的操作十分迟钝，行动不便。另

一种轴传动+变距浆的驱动方式则只使用一台发动机，而通过轴传动将发动机产

生的动力平均分配至每个旋翼。由于这种方式无法通过单独控制每个旋翼的转

速来达到改变飞行姿态，所以只能采用变距的方式，通过对单个旋翼螺距的控

制来达到改变单个旋翼提升的动力。这种方案的优点是可以做到与电动推进相

同的反应速度，使操控性变得十分灵敏，但是缺点也随之而来：由于每个旋翼

都要配有一套单独的变距系统，整个无人机的复杂程度会变得很高，这就会使

可靠性严重降低，而且一旦发动机因故障停机，整个系统会瞬间失去动力。而

本设计中构思的驱动方式与以上两种都不相同，在本设计的构想中，空中平台

将采用电传动的燃油驱动系统，即：发动机-发电机-电池-电动机的传动。多旋

翼依然由无刷电机推动，但给无刷电机供电的则不只是电池，还有发动机。我

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一架一边充电一边飞行的电动无人机。这种动力方式既达到

了传统电动无人机的可靠性高、响应快的优点，又克服了其续航短的缺点。即

使发动机因意外空中停车，平台可仍通过电池中剩余的电量进行紧急迫降。这

套系统相比于前两套来说，虽然重量高、效率相对较低，但仍然在可以接受的

范围内。通过对相关数据进行估算，空中平台搭载 10千克载荷时续航约为 1小

时，如果将部分载荷换成燃油，则可以达到 2 小时以上，足够进行城市的侦查

工作。若将其吊舱改为燃料箱，用来进行电力或林业巡逻检查则极限续航可达 4
小时以上。 在操控上，空中平台采用三种操控方式。一种是通过地面站的遥控

信号对空中平台进行直接遥控。另一种遥控方式则是通过通信卫星链路进行远

程遥控由于这种方式对电能的消耗较高，并且花费较高，所以只在必要条件下

进行使用。最后一种通讯方式则是通过地面救援人员所配备的便携终端对空中

平台的位置或运行高度、云台状态进行微调，达到增加可获得信息的效果。同

时，平台还有避障系统，以便在飞行中自动避开障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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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挂载系统及可携带载荷

由于空中平台需要进行长时间滞空，且其载重能力是有限的，所以对载荷

的体积与重量都有一定的要求。在本方案的设计中，载荷共有三种类型可选：

1、侦察车吊舱/信号中继模块

2、该模块可携带并投放和中继控制两台侦测车，共分为信号中继系统以及

侦测车部署/回收系统。信号增强系统主要是用来将控制终端发出的信号、侦测

车传回的信号进行增强，下文中有描述，所以不在此处多说。对于部署/回收系

统，既要做到可动部件较少（可靠），又要做到质量轻、体积小。本设计对这

一部分进行了多次设计、改良，最终选择了一种类似于双层抽屉的结构。实现

该结构仅需要两台小型电动机。工作时，升降结构首先下降至地面高度，并释

放第一台侦测车，待第一台侦测车释放完毕后，后仓门向下展开，为另一台侦

测车提供一条至地面的斜面。回收时，只需将以上步骤相反地进行一遍，即可

进行回收。

地面侦查车

地面侦测车

由于城市中意外的发生地点不一定在室外而更多在高楼等室内环境中，而

单凭空中平台则无法对室内进行侦查，所以本设计构思了地面侦测车。地面侦

测车由空中平台进行携带，一次可携带两台，侦查时先由空中平台降落在距目

标最近的平地，然后打开吊舱，释放侦测车，任务结束后，再由空中平台降落

进行回收，侦测车共分为两种，一种是扫描/测绘型，另一种是侦查型。侦查型

为手动遥控，通过其搭载的摄像头进行摄像，并将图像实时传送给控制人员及

救援人员。而扫描/测绘型不搭载摄像头，但载有一台激光雷达，通过激光雷达

的扫描将现场的三维地形及地图传送至地面站以及救援人员的便携终端。由于

侦测车使用了麦克纳姆轮（全向轮）行走装置，所以侦测车可在不改变车头指

向的情况下进行平移以增强其通过性。由于地面侦测车只能在二维的平面进行

移动，当遇到某些挡住整个平面的障碍时则无法通过。对于这个问题，我为地

面侦测车设计了跳跃系统，该系统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弹射机构，二是稳定机

构。弹射机构由三个完全相同的弹射器租成，每个弹射器均由弹簧的释放提供

弹力，并且依靠凸轮机构使弹簧重新压缩并复位。三组弹射器共同发力时可使

侦测车在运动时弹射至约 1m 的高度，从而使其可轻松跃过一些障碍物。弹射过

程中，由侦测车内自带的陀螺仪使侦测车保持平衡。由于侦测车体积较小，无

法搭载大功率的通信装置，并且由于地面站与救援现场往往距离较远，无法直

接通过地面站对侦测车进行监控与遥控。对此，本设计采用了数据中继系统对

侦测车进行控制。数据中转站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功率的无线电收/发设备。该系

统的工作原理为：由地面站远程发至空中平台的、对侦测车的遥控信号经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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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的二次放大后发送至侦测车，同时侦测车将获得的信息通过搭载的小功率发

射器传至中转站，再由中转站二次放大后传至地面站或便携终端，从而实现了

操作者对侦测车的实时控制与监控。另外，每辆侦测车都搭载了一个北斗定位

模块，使地面操作人员能够对侦测车的位置信息进行实时定位。

3、副油箱模块

4、在进行电力巡线、地质勘测等需要长时间滞空的任务中，初始设计的 1
小时续航是明显不足的，所以在进行需长时间滞空的任务时，空中平台将会携

带副油箱模块，以牺牲载荷为代价，使空中平台的续航增加。

5、辅助动力模块由于重量及尺寸限制，动力系统中的燃油发电机无法搭载

功率较大的型号，所以发电机的输出功率无法过大，使无刷电机无法进行长时

间满功率输出，否则会使电能的输出大于输入。而在某些需要挂载更重的载荷

的情况下，原设计的 10kg 额定载荷显然过小、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本设计可以

在挂载处增加一个辅助发电机，主发电机和辅助发电机的同时工作可增大发电

量，使动力系统能够以满功率工作更长时间。这样虽然会使空中平台的续航时

间变得极短，但极大的增加了空中平台的挂载能力，使其可以吊运一些工具、

救援器材等。

第二部分：终端控制

本系统共有两种类型的控制终端，一种是固定或车载的基站型终端，另一

种是手持式的便携型终端。

基站型终端：这种终端类似目前的军用无人机操作站，由控制部分（摇杆、旋

钮、开关等）交互部分（屏幕、仪表）输出部分（大功率无线电收/发设备）组

成，操作者可使用该终端对整个系统的每个部分的状态进行即使检测，并可宏

观的控制整个系统。

便携型终端：该终端的大小类似于智能手机，由大容量锂电池供电，集成

了对讲功能、侦测车控制功能、北斗定传功能、短报文发送功能，使救援人员

可以通过空中平台联系，即使救援中救援人员的便携终端因意外与空中平台的

信号中继站断开连接，救援者仍可通过北斗定位系统进行定位，同时与外界用

短报功能取得联系。

第三部分：各模块的定位及通讯系统

在本系统中，因为各模块及终端的位置是不确定且始终处于变化中的，所

以对各模块的精准定位是十分重要的。在本设计中，各个模块的定位都与北斗

导航系统密切相关。下面是各模块中北斗导航系统的具体应用：

1:空中平台的定位、通讯及备用操控功能

在本系统中，地面控制站和空中平台采用无线电的方式操控，由于地面控

制站搭载了大功率无线电发射接受装置，所以在大部分情况下地面站都能直接

控制空中平台，然而，现代大城市中的无线电环境十分复杂，在某些情况下，

空中平台可能会与地面控制站断开联系，这种情况下空中平台会自动转为悬停，

然而失控后地面站无法控制和监控空中平台，一旦燃油耗尽，空中平台便有坠

毁的危险。所以，本设计为空中平台设计了备用通讯模块。备用通讯模块由空

中平台上的数据整合系统与北斗系统短报文发射/接受端组成。工作情况下，飞

控会对地面站与空中平台的无线电连接进行实时监测，一旦侦测到空中平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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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站的无线电连接中断，飞控会自动将操控方式由依靠无线电的精准实时操

控改为依靠短报文系统的宏观操控方式。在普通的无线电操作模式下，地面站

可以实时接收空中平台传送的位置信息/视频画面/各系统的数据以及各地面终

端/侦测车的位置信息、侦测车的实时画面，并能对空中平台进行实时的操作。

而当无线电信号丢失后，空中平台会自动将飞机的简略信息（如位置 速度等）

整合至一个或多个数据包中，并将数据包通过北斗导航系统的短报文功能发送

至地面站，地面站的操控人员再根据空中平台回传的数据包对整个系统的信息

进行分析，再将下一步指令（如空中平台转向、移动等）编写成飞控可以识别

的指令，再通过短报文功能将指令发送至空中平台，空中平台再根据地面站传

来的指令进行移动。此时，由于短报文功能所能发送的数据包大小有限，且空

中平台飞控的信息整合能力也是有限的，所以地面站控制人员无法对侦测车进

行操控。所以，进入备用通讯模式的空中平台将会自动将侦测车的控制权由地

面站转至现场携带便携式终端的消防人员。

2:侦测车的定位、通讯及备用操控功能

侦测车的位置信息对整个系统能否正常工作来说十分重要，所以地面站要

实时的确定侦测车的位置信息及工作状态。因此，本设计为每台侦测车都配备

了北斗定位终端，以便地面控制者对侦测车的位置进行实时监控。另外，侦测

车本身体积较小，所以注定无法搭载大功率的通讯系统，所以在我的设计中，

侦测车与地面站、便携式终端的无线连接靠的是空中平台携带的信号中继站进

行实时通讯。但由于侦测车需要在各种复杂地形进行侦查，在某些特定条件下

也会与信号中继站断开连接。因此我为侦测车设计了紧急通讯系统。该系统的

工作原理是在侦测车与中继站失去连接后，侦测车携带的微型主控电脑将通过

北斗导航系统确定自身的位置，并将位置信息通过短报文功能传至地面站及便

携终端，以便救援人员对侦测车进行回收。

3：便携终端的设计、定位、通讯及控制系统

由于消防救援人员需要携带各种救援工具进行救援，且需要进行高强度的

运动，所以在本设计的构想中，便携终端是以腕带固定在手臂上的。这样既能

方便救援人员随时查看三维地图，又不影响对救援工具的携带与操作。除此之

外，由于地面站需要对各救援人员的位置进行实时监控，所以每个便携终端都

携带有一套完整的北斗定位系统。这样，救援人员既能知道自己的位置，又能

在与中继站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使用短报文功能直接与地面站或其他救援人员进

行联系。而且，便携终端既要对三维地图进行实时查看，又要对侦测车进行操

控。所以，便携终端带有一个小型摇杆，使得救援人员能够直接操控侦测车。

第四部分：工作模拟

某天，A市发生了一次小型地震，由于振幅较小，大多数建筑物都安然无恙，

但出于 A市中心的一所学校由于年久失修，在地震中部分倒塌，还在学校内值

班的几名工作人员被困。接到报警后，该市刚刚投入使用的预警/侦测系统的地

面基站值班员马上对报警和地点进行定位，并为空中平台加注燃料并下挂侦测

车吊舱，准备完毕后，空中平台立刻自动启飞。飞向报警地点，并依靠避障系

统自主绕开建筑物。飞至学校后，空中平台立刻在学校楼顶降落并打开吊舱，

释放出携带的一辆侦察型无人机以及一辆测绘型无人机，测绘型无人机用其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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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的激光雷达对学校内部进行测绘，并绘制出了一副三维地图，同事，侦查型

无人机在地面控制人员的控制下逐层搜索被困人员。空中平台在侦测车被释放

的同时悬停在学校上空，以建立控制站-侦测车的通信链路。这时，消防救援人

员也赶到了学校，消防人员通过随身携带的便携式终端，与空中的信号中继站

进行连接。连接成功后，被困人员的位置标注在已经传送至便携终端的三维地

图上。于是，消防人员携带工具，通过查看三维地图，避开了被阻的路径，以

最短时间抵达了被困人员所在的位置并给予了救援。正因为消防人员以最短的

时间抵达了位置并实行了救援，被困人员避免了因失血过多而产生生命危险。

总结：

综上所述，本系统极大地增强了救援人员对灾难现场的侦查速度以及对灾

难有关信息的收集能力，能够有效的减少因意外造成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

从而极大地提升对于灾难的救援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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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导航的共享单车智能开锁模式

作 者：孟 盛、卞思婉、刘德华

指导教师：张晓容

学 校：成都市华阳中学

【摘要】笔者发现最近常发生一些有关“共享单车”问题，大量单车的二维码

等外部信息被刮花及其他因素的损坏，直接导致共享单车无法开锁和使用。因

此，笔者设计了本新型非接触智能开锁模式，来解决共享单车的二维码容易损

坏的问题。

本新型开锁模式由服务器、手机用户端、单车电子锁等三个主要模块构成。

操作流程如下：首先，用户在单车附近，打开手机 APP，服务器将通过北斗导航

系统将定位用户以及用户所在一定范围内的所有单车，再通过蓝牙扫描和陀螺

仪获取用户附近的单车位置并将其显示在用户手机 APP 界面上；然后，用户选

择 APP界面上将要使用的单车，与之建立蓝牙连接，获取将要使用单车蓝牙MAC
地址；第三步，用户点击“立即用车”，并通过网络将蓝牙 MAC 地址发送至服

务器，服务器确定单车与用户的对应关系，向单车电子锁发送开锁指令并完成

开锁。

实验证明本新型开锁模式可以成功地解决上述问题，通过非接触的方式完

成共享单车的开锁，使得开锁模式更加简单、安全，提高了使用率。

【关键词】共享单车 非接触 智能开锁 北斗卫星导航

前言

1.选题的背景

伴随着无线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模式也在日常生活中

蓬勃发展，特别是共享产业。另一方面，Android 蓝牙凭借其成本低、距离短的

优势能够实现数据及语音的无线传输，并因此引起各界人士的普遍重视[1]。
笔者发现最近常发生一些“共享单车”事故，例如，大量单车上二维码被

刮花损坏，还有些二维码上被伪冒二维码所覆盖，导致用户扫描错误二维码后

手机信息被盗窃。目前市面上最常见的共享单车车锁采用的是二维码技术，这

种解锁方式虽然不麻烦，但一旦二维码被涂抹、划乱，或者手机网络信号不佳

的时候，很容易出现“锁死”状态。尤其在地下停车尝隧道等信号弱带或遭遇

雨雪天气时，共享单车的二维码车锁可能会遭遇“休眠”，让着急骑车的人抓耳

挠腮。因此，笔者设计了基于 Arduino 的新型开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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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被人为损坏的二维码

1.2 研究现状

1.2.1现代共享单车开锁模式

目前共享单车使用率最高的是 ofo和摩拜。

摩拜的蓝牙智能锁里有内置 GSM/GPRS 和 GPS 定位模块及蓝牙模块，手机

扫码后读取蓝牙信息，尝试配对。并发送该信息到服务器端，服务器端同时向

车辆和手机发送开锁指令，如果车辆先接受到指令直接开锁。如果手机先接受

到指令，则通过蓝牙把指令发送给车辆进行解锁。其在物联网节点的管理上，

就使用了云计算技术，选择了微软的 Azure IoT 平台。其后端程序只需要修改

Azure IoT 中的 Device Twin 的状态，就可以影响到真实的设备，比如向单车发送

解锁指令，完成开锁。但其为了确定单车与用户的对应关系，对二维码和单车

车牌号等易失效的信息依赖性太大。

图 2 摩拜单车运营模式

ofo需要输入单车的 ID 号码，随后程序给出一个开锁密码，需人工旋转开

锁密码后，方能开锁。因此 ofo单车没有联网装置。其内部的开锁原理类似银行

的 U 盾密码卡，其密码每分钟变换一次，输入单车 ID后，程序后台会计算其密

码。在实际使用中也会碰到旋转密码失效的问题，可能是单车锁内部的时钟出

现误差，导致密码无效。

近日用户先要完成解锁手机，然后在联网状态下打开 App，点击扫码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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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二维码后等待接收密码等等步骤。而 Huawei Pay 与 ofo NFC 智能锁结合之

后，用户只需将手机贴近智能锁二维码区域便可直接开锁，无需联网，甚至无

需解锁手机屏幕，实现真正秒开体验。

2研究目标

本项目可实现无需接触即开锁的新型共享单车开锁模式

3 设计内容

3.1 操作流程

本开锁模式分为三个模块，为别为用户端手机模块、服务器模块、电子锁模块，

通过这三个模块的有效结合，大大提高了共享单车开锁的安全性和简便性。整

体结构框图如下图所示：

图 3 系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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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流程

3.1.1服务器模块

模拟服务器由一块树莓派和一块 3.5 寸 LCD 液晶显示屏组成，本模块主要是

实现开锁流程中的数据处理和传输，当人点击手机 APP 界面上的“立即用车”

后，服务器会接收到来自用户端所发出的单车蓝牙MAC地址，这时服务器会通

过将此蓝牙 MAC 地址与其数据库中的单车 MAC 地址相配对，完成单车与用户

的绑定，进而通过发送开锁指令实现用户将要使用的共享单车的开锁。

3.1.2用户端模块

用户端模块主要是手机 APP。用户端主要是实现对附近单车的精准定位和手

机与用户将要使用单车的蓝牙建立连接，以及蓝牙 MAC地址的发送。在用户打

开 APP后通过开启手机蓝牙，进行蓝牙扫描和陀螺仪进行对附近单车的精准定

位，并显示在手机 APP 界面上供用户进行选择。待用户选择一辆单车后，与其

蓝牙建立连接，完成对单车蓝牙 MAC地址的读取。用户点击“立即用车”后，

将读取到的单车蓝牙 MAC地址通过网络发送至服务器完成单车与用户的绑定。

3.1.3电子锁模块

本电子锁由一块 Arduino Mega2560主板、一块 WiFi-kit 32、一块 YF-SIM808
模块（GPRS、BDS、蓝牙三合一）、继电器模块、电磁锁、传感器模块和电源构

成。本电子锁模块主要实现与用户手机之间进行蓝牙连接。待服务器完成绑定

后，接收来自服务器发送的开锁指令后，使电磁锁打开。

3.1.4传输中枢模块

在初步研究阶段，因大范围网络通信技术不成熟，所用我们通过使用路由

器建立局域网实现服务器、用户端、电子锁三者之间的数据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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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所需材料

3.2.1 Arduino
Arduino 是一款便捷灵活、方便上手的开源电子原型平台。它能通过各种各

样的传感器来感知环境，通过控制灯光、马达和其他的装置来反馈、影响环境

板子上的微控制器可以通过 Arduino 的编程语言来编写程序，编译成二进制文

件，烧录进微控制器 [2]。本项目以 Arduino 作为电子锁模块的控制中心，完成

数据的传输、数据处理和模块控制。

本项目选用的 Arduino 板子是 UNOMega2560型号。

图 5 Arduino Mega2560
3.2.2 蓝牙

WiFi-kit 32是成都惠利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的一款物联网开发硬件，其内

自带双模蓝牙，包含了传统和低功耗 BLE 蓝牙。而本项目主要采用其低功耗蓝

牙进行蓝牙连接。

图 6 WiFi-kit 32
3.2.2 继电器

继电器一般都有能反映一定输入变量（如电流、电压、功率、阻抗、频率、

温度、压力、速度、光等）的感应机构（输入部分）；有能对被控电路实现“通”、

“断”控制的执行机构（输出部分）；在继电器的输入部分和输出部分之间，还

有对输入量进行耦合隔离，功能处理和对输出部分进行驱动的中间机构（驱动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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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继电器

3.2.3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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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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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具备短报文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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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采用 YF-SIM808 模块中的 BDS 功能。

图 8 YF-SIM808 模块（GPRS、BDS、蓝牙三合一）

3.2.4传输中枢

本项目利用路由器建立实现服务器（树莓派）、电子锁（Arduino）、用户端

（APP）三者之间的通信与连接。

本项目选用型号 MERCURY 300M无线宽带路由器。

图 9 传输中枢模块

3.2.5服务器

本项目利用树莓派实现开锁流程中的处理和传输。

本项目选用型号树莓派 3代 Raspberry3 B 型和 3.5寸 LCD 液晶显示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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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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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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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LCD 显示屏

图 11 树莓派 3B 型模块

3.2.6 电磁锁

本项目的单车电子锁采用 5V 电磁铁微型电磁阀，便于 arduino 主板通过继

电器控制其的开关。

图 12 电子锁

4 程序设计

4.1 模块程序设计

4.1.1 电子锁程序设计

电子锁程序设计为由 Arduino 控制中心控制的模块，包括信息传输、继电器、

BDS 定位显示、蓝牙等一系列自动化程序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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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arduino 程序

4.1.2服务器程序设计

服务器程序设计由树莓派 3B控制中心控制的模块，包括信息传输、显示屏、

数据储存、数据处理等一系列自动化程序编程。

图 14 树莓派程序

4.1.3 用户端程序设计

用户端程序主要是实现蓝牙 的连接和 BDS 的开启，读取和发送单车的蓝牙

MAC地址，以及 PIN码的接受与显示。

图 15 安卓程序

5 硬件设计与搭建

5.1硬件电路图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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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模式中笔者设计的电子锁模拟装置如下：

图 16 电子锁硬件电路图设计

5.2模型搭建

使用一块 26.50cm*13.50cm 有机玻璃板和一块 13.50cm*13.50cm 有机玻璃

板作为模块的载体，将锁内的 arduino 控制模块置于其上。

图 17 模型整体结构 图 18 模型电路连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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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运行并测试程序过程

6 测试及数据分析

6.1 系统测试方法及结果

6.1.1 系统测试方法

在本项目装置制作组装完成后，为了保证实验结果尽可能接近真实情况，

我们首先进行了模拟演示，第一步我们下载此 APP并安装，打开 APP并给予 APP
以蓝牙和 BDS 使用权限。在 APP 界面点击将要使用的共享单车（bike A），走到

单车电子锁附近。点击“立即用车”，单车开锁。

图 20 系统测试

6.1.2 系统测试步骤

使用时用户打开 APP，手机蓝牙在后台自动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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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用户端操作演示

进入 APP 界面后，用户可根据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蓝牙扫描和陀螺仪提供

的单车位置显示，选择将要使用的单车。

图 22 蓝牙扫描结果

用户走到单车附近，点击“立即用车”。

图 23 点击请求

单车开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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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电子锁开锁

6.2 模块测试

6.3.1 单车小范围定位测试

待用户手机蓝牙开启后，进行蓝牙扫描，配合手机中的陀螺仪想将用户附

近一定范围的单车位置显示在 APP界面上。

图 25 单车蓝牙显示

6.3.2 蓝牙连接测试

用户选择单车后，蓝牙与其电子锁内 WiFi-kit32的低功耗蓝牙建立连接，并

读取其蓝牙 MAC地址。

图 26 单车蓝牙 MAC 地址

6.3.3 BDS 定位测试



第九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学组）

289

用户打开 APP 后，服务器通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进行对用户地理位置的定

位，并同时定位此用户附近一定范围的单车，且实时定位，每隔 1秒刷新一次。

图 27 BDS 数据

6.4实验误差分析

6.4.1 蓝牙扫描

蓝牙扫描的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实现：命令行 hciitool扫描；Android 界面触发，

通过 JNI、DUBS 下发命令。命令行 hciitool扫描（这部分通过 Linux 命令操作，

跟 android没有关系）。通过 bluez的 tool发送扫描命令，如：hcitoool scan adb shell
下#hcitool scan扫描结果

图 28 蓝牙扫描结果

Hcitool扫描逻辑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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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蓝牙扫描逻辑

Android 界面触发，通过 JNI、DUBS 下发命令：通过 android 界面点击搜索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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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 发送命令

6.4.2 陀螺仪测量角度

通过手机自带陀螺仪测定用户方位，将陀螺仪数据反馈至 APP，通过绘制地

图来直观表示用户方位。

图 31 陀螺仪数据

6.4.3 BDS 定位

为了测量 BDS 定位的准确性，我们通过定位学校操场来测试，学校操场的

真实地理坐标为 23.0300600N,113.2442133E.
表 1 BDS 测试数据

序号 用时/s 纬度 经度 纬度误差 经度误差

01 0.07 23.0300598N 113.2442135E 0.0000002 0.000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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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次测量，笔者发现 sim808的 BDS 定位误差范围控制在左右 10-2，非

常符合实际情况，确定了服务器通过 BDS 锁定共享单车的最大范围。

6.4.4 开锁用时

在整个开锁过程中，为了测试本装置的开锁用时，笔者在开锁演示的同时，

用秒表进行计时。

表 2 服务器计时收费表

序号 PIN 码 开锁时间/s

01 0101 2.01

02 0202 2.05

03 0107 3.06

04 0724 2.11

05 7777 1.97

06 3849 1.80

07 5200 1.99

由收集到的数据分析可得，本开锁模式用时更少，加快了开锁过程，节约

了用户的时间。

6.3 实验所遇问题及其解决办法.

笔者在首次启动树莓派 3B型安装驱动时，出现了 LED显示屏白屏的问题，

后来查询资料和询问专业人士得知，因为树莓派系统是不自带 GPIO-LCD 显示的

驱动的，自带只有 HDMI 显示的驱动，但我们不巧都没有 HDMI 的显示屏，最后，

利用笔记本与树莓派用网线建立本地连接，然后用 SSH在笔记本上登录树莓派，

然后从 https://github.com/goodtft/LCD-show这个项目下载 LCD-show的驱动到树

莓派上并安装重启，成功解决。

图 32 树莓派 LED 出现白屏

在安装蓝牙的时候，我们发现在连接好蓝牙模块之后电脑无法向 Arduino

02 0.08 23.0300594N 113.2442136E 0.0000006 0.0000003

03 0.05 23.0300599N 113.2442131E 0.0000001 0.0000002

04 0.03 23.0300602N 113.2442129E 0.0000002 0.0000004

05 0.06 23.0300605N 113.2442130E 0.0000005 0.0000003

06 0.07 23.0300601N 113.2442135E 0.0000001 0.000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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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ga 2560上传程序，最后通过阅读 Arduino官方给出的文档后，我们知道了在

蓝牙模块上的 RX 和 TX两个 IO 口与 Arduino 连接的时候，将会出现一个 IO 口占

用的情况，就无法向 Arduino 上传程序需要在上传程序时将 RX 和 TX IO 口断开

连接，才能上传程序。

在使用 SIM808模块时，我们发现使用电脑 microUSB 接口给 Arduino 供电的

时候，SIM808 模块正常工作，但当我们使用干电池做外接电源给 Arduino 供电

时，SIM808模块就无法正常工作， 然后我们意识到干电池的内阻太大，会造成

一个分压导致 Arduino 的电压达不到额定电压，然后我们通过更换内阻小的电池

来做外接电源，解决了这个问题。

6.4实验结果与结论

此装置搭建好后，笔者进行多次仿真实验和数据分析，定位信息数据精确，

且开锁过程连贯流畅，不仅仅规避了二维码问题，提高开锁的安全性，还大大

简化了用户的操作步骤，降低了用户的学习成本，带给用户极大的便利。

7 创新点

本项目突破传统性的扫码开锁模式，避免了单车二维码被人为刮花、张贴

其他二维码以及自然损坏，以至于单车无法正常开锁导致单车无法正常使用，

甚至危及用户的财产安全和隐私安全。

此基于 Arduino 并且以树莓派模拟服务器模块的控制模块，在后期可实现由

MAC地址与其所控制的电子设备的 IP地址建立通讯来实现更方便快捷的智能化

管理。多次仿真实验和数据分析，定位信息数据精确，且开锁过程连贯流畅，

不仅仅规避了二维码问题，还大大简化了用户的操作步骤，降低了用户的学习

成本，带给用户极大的便利。

此共享单车非扫码智能开锁模式可以在短时间内安全快捷地打开共享单车

电子锁，满足用户的简便开锁需求，从而可以推动此绿色的出行交通方式的发

展，有利于社会可持续发展。

8 展望与设想

8.1 装置简化

1、由于本装置外置电源过多，因为笔者在后期采用简化电源，即简化其能

耗、增大其功率并且采用一个主要的电源控制所有需要电源的模块。

2、模块所用材料过多并且部分模块的的某些功能未被使用，因此我们在后

期准备使用工厂生产技术改进我们的硬件设计部分。

3.为了实现共享单车非接触式开锁模式，我们将在后期简化硬件设计部分，

深化软件设计部分，强化后台处理数据的能力，从而给用户带来最佳骑行体验。

8.2 后期工作

为了实现真正的非接触式开锁，笔者将去除输入模块，使用户骑行更加方

便。在后期笔者将结合窄物联网 NB-IOT以及最新北斗导航系统，利用 NB-IOT室
内覆盖、低成本、低功耗和广连接的特点以及北斗导航系统的来达到更高的定

位精度，从技术上深化此开锁模式，以致将共享模式更好地推向全球，实现共

享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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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项目主要研究人员

10 致谢

于论文即将完成之时，笔者要特别感谢指导老师的热心关怀与支持以及耐

心的指导，也要特别感谢学校对本课题研究的支持。在论文的选题、设计实验、

改进等方面，都有指导老师耐心的指导，以负责的职业精神以及严谨的科学精

神带领我们进行课题研究。笔者在此对在本课题研究给予我们帮助的学长们表

示深切的感谢。在此课题研究中也得到了家长、同学们的帮助和支持，在此一

同表示深切的谢意。

最后对各位对本课题研究进行评审以及提出自己宝贵意见的教授专家表示

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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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电子锁程序：

#include <LiquidCrystal_I2C.h>

#include <Keypad.h>

#include <EEPROM.h>

const byte ROWS = 4;

const byte COLS = 3;

char keys[ROWS][COLS] = {

{'1','2','3'},

{'4','5','6'},

{'7','8','9'},

{'#','0','*'}

};

byte rowPins[ROWS] = {5, 4, 3, 2};

byte colPins[COLS] = {8, 7, 6};

姓名 单位 性别 年龄 专业 学位 职称 项目中承担工作

孟盛 华阳中学 男 16 理科 高中 学生 组长

卞思婉 华阳中学 女 17 理科 高中 学生 组员

刘德华 华阳中学 男 17 理科 高中 学生 组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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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pad customKeypad = Keypad( makeKeymap(keys), rowPins, colPins, ROWS,

COLS );

void flash_screen(void);

LiquidCrystal_I2C lcd(0x3F,16,2);

int bluetooth_state = 1;

int pinRelay = 10;

char ini[] = "initializing....";

char B[] = "BlueTooth";

char T[] = "Connected";

String oldPassword = "";

String newPassword = "";

int addNum = 0;

String inPut = "";

String n = "";

int beep = 13;

unsigned long now;

unsigned long before;

unsigned long delayTime = 30000;

void setup() {

pinMode(beep, OUTPUT);

pinMode(pinRelay, OUTPUT);

Serial.begin(9600);

lcd.init();

lcd.backlight();

flash_screen();

flash_screen();

flash_screen();

delay(500);

if(bluetooth_state){

lcd.clear();

lcd.printstr(B);

lcd.setCursor(0,1);

lcd.printstr(T);}

for (int i = 0; i < 4; i++)

{

oldPassword += EEPROM.read(i);

}

Serial.print("Old Password is : ");

Serial.println(oldPassword);

delay(2000);

lcd.clear();

lcd.setCursor(0, 0);

lcd.print("Please inpu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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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 i = 6;

void loop() {

char customKey = customKeypad.getKey();

if (customKey)

{

inPut += customKey;

lcd.setCursor(i, 1);

lcd.print('*');

Serial.println("inPut is : ");

Serial.println(inPut);

Serial.println("onece");

i++;

if (i > 9)

{

i = 6;

}

}

if (inPut == oldPassword)

{

addNum = 0;

Serial.println("Bingo!");

lcd.clear();

lcd.setCursor(4, 0);

lcd.print("Bingo!");

digitalWrite(pinRelay, HIGH);

delay(2000);

digitalWrite(pinRelay, LOW);

delay(500);

lcd.clear();

lcd.setCursor(0, 0);

lcd.print("Change Password?");

Serial.println("change password?");

lcd.setCursor(0, 1);

lcd.print("1.YES 2.NO");

int a = 1;

while (a)

{

customKey = customKeypad.getKey();

Serial.println("while");

if (customKey == '1')

{

a = 0;

Serial.println("selec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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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Put = "";

lcd.clear();

lcd.setCursor(0, 0);

lcd.print("Input the new:");

for (int b = 0; b < 4;)

{

customKey = customKeypad.getKey();

if (customKey)

{

lcd.setCursor(b + 4, 1);

lcd.print(customKey);

newPassword += customKey;

n = customKey;

int num = n.toInt();

n = "";

EEPROM.write(b, num );

Serial.print("EEPROM ");

Serial.print(b);

Serial.print(" is : ");

Serial.println(EEPROM.read(b));

Serial.print("new password is ");

Serial.println(newPassword);

b++;

if (b == 4 )

{ newPassword = "";

lcd.clear();

lcd.setCursor(0, 0);

lcd.print("Save the new !");

delay(2000);

oldPassword = "";

for (int i = 0; i < 4; i++) {

oldPassword += EEPROM.read(i);

}

lcd.clear();

lcd.setCursor(0, 0);

lcd.print("Please input :");

}

}

}

}

else if (customKey == '2')

{

a = 0;

inPu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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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d.clear();

lcd.setCursor(0, 0);

lcd.print("Please input :");

Serial.println("back to home");

}

}

}

else if (inPut.length() == 4 && inPut != oldPassword)

{

Serial.println("ERROR");

lcd.clear();

lcd.setCursor(5, 0);

lcd.print("ERROR!");

inPut = "";

addNum++;

Serial.print("addNum is : ");

Serial.println(addNum);

delay(1500);

lcd.clear();

lcd.setCursor(0, 0);

lcd.print("Please input :");

}

if (addNum > 2)

{

lcd.clear();

lcd.setCursor(0, 0);

lcd.print("Wait for 30s");

digitalWrite(beep, HIGH);

delay(1000);

before = millis();

now = millis();

Serial.print("before is : ");

Serial.println(before);

Serial.print("now is : ");

Serial.println(now);

while (now - before < delayTime)

{

lcd.setCursor(0, 0);

lcd.print("Wait for s");

lcd.setCursor(9, 0);

lcd.print((30000 - (now - before)) / 1000);

now = millis();

Serial.print("n-b= ");

Serial.println(now - bef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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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 key = customKeypad.getKey();

if (key)

{

before = millis();

now = millis();

Serial.print("key~~~before is ");

Serial.println(now - before);

}

}

addNum = 0;

lcd.clear();

lcd.setCursor(0, 0);

lcd.print("Please input :");

}

}

void flash_screen(void)

{

lcd.printstr(ini);

delay(500);

lcd.clear();

delay(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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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应用北斗系统的考试专用手表

作 者：黄钰皓、周乐言、陈德玉

指导教师：罗昭碧

学 校：成都市华阳中学

【摘要】通过近几年的高考新闻报道，不少考生辛辛苦苦努力准备了三年只为

了高考能一鸣惊人，结果却因为堵车，手表时间误差，迷路，高考证遗失等问

题错失当年高考，不得已只能再准备一年，还有不少考生因为掌握不好时间（有

些考场的时间有误差）等问题而发挥失误或者成绩无效。目前考试存在：时间

不统一，考生迟到，考试时间掌握不准确，准考证不易保存，去考点途中堵车

的问题。本文利用北斗系统的导航、定位和授时功能提出了 1、利用北斗导航自

动规划最佳路线从而避免了堵车的问题。2、利用北斗导航系统的定位功能实时

准确定位所有到位考生以及未到位考生的动向。3、利用北斗导航系统的授时功

能同时向地面基站校对时间，再统一向各考生携带的手表校对时间。这三项达

到了方便考试的目的。

【关键词】北斗导航 手表 授时 准考证

一、项目背景

据媒体报道，6 月 8 日下午 3点，江苏高考英语开考，根据规定，所有考生

须提前 15 分钟，也就是 2 点 45 分进场。在南京栖霞区栖霞中学考点，一名考

生因 2点 46分赶到考场，被依规禁止进场。 】【1 近几年来有许多考生因为时间掌

握不好或者准考证遗失等问题遗憾地错过高考，甚至许多考生只因为迟到一分

钟而被拒之门外，还有因为准考证的遗失而无法进入考场，在考试的时候还有

人因为掌握不了准确的时间（有些省份考试不能携带手表，这个因省份不同规

定也不同）而发挥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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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设计思路

因此我们有以下的想法：能不能用什么办法让每个地方的考生收到的时间

是一致的，或者让时间的误差尽可能的缩小？还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准考证

更便于携带或者不容易被遗失？更重要的是能不能在考试前尽可能让所有考生

准时到考场。综合以上思路，我们想通过一个手表和几个 APP 把以上几个功能

全部覆盖，甚至可以添加其他有助于高考的功能。

三、设计亮点

随着科技越来越发达，卫星定位越来越深入人心，而且随着中国的发展越

来越快，人们对高水平的科技的需求越来越大，各个层面也竞相发展新型科技。

在中国发射了北斗卫星之后，我们借助北斗卫星的精准定位可以实现脱离原始

化的做法。在考试中发挥它的作用。现在的中高考所用的准考证过于简单且不

易保管，经常出现考试临近考生遗失了准考证而导致最后丧失考试资格的现象。

我们的设计便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1、我们的授时手表通过北斗卫星精准定位和发送时间，在确定了考生后，

国家统一发放手表。在手表的功能上，我们除了能够通过手表给学生校对时间，

避免考生因为时间的原因而导致一些不必要的失误，还能给学生发送考试地点

以及系统定位，手表可以代替准考证的身份验证，例如现在的进场的安检棒，

可以在安检的时候在安检设备上增添一项读取功能，可以无纸化进行读取。现

在的纸质准考证很容易泄露自己的信息，个人信息的保密也有很大的隐患。新

的手表便避免了这些不必要的问题。

2、我们的授时手表在考生报名后把所有信息全部录入，在考生适应考场时

发放。考试完成后统一回收。不存在纸质化准考证的复杂操作。在纸质准考证

之上的是我们的定位系统，我们可以通过定位服务找到手表的地理位置，方便

对考生的管理。

3、对于手表的续航系统，我们采用有线或无线充电的技术进行对手表的系

统管理，避免存在因电池电量而出现失误。在手表的安全方面，手表非国家授

权，个人不能进行拆卸与改装从而避免作弊。一旦违权拆卸，手表便会进行自

动清除数据并做记录。

4、卫星授时手表是通过内置的卫星信号接收模组接收卫星发出的信号来自

动校准时间，以此达到与标准时间保持精确同步。北斗授时与 GPS 授时的原理

相类似，与 GPS 相比，“北斗”的首次定位速度和授时精度都表现出更好的优越

性。中科院院士、中国卫星导航应用管理中心研究员杨元喜说：“北斗卫星导航

系统结网完成后，系统用户定位，电文通信和位置报告只需要几秒钟，而 GPS
首次定位却需要 1 至 3 分钟。而北斗授时手表通过接收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二

代导航卫星信号进行授时，使得手表的时间与我国的军用标准时间保持精确同

步，其时间精度可控制在 0.1秒内。 】【2

5、在定位系统里，利用手表的定位系统，终端可以进行调控。通知已到和

未到的考生注意考试的时间与注意事项。

四、设备结构

此设备的结构和市场上的智能穿戴设备类似，大致有：可触摸式显示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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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器，电池，插口，表带等。

五、具体效果及应用

由北斗卫星直接授时或者由北斗卫星向地面基站授时再转到各设备，这样

就尽可能地使每一位考生分配到一样的时间，确保了考试的公平性。准考证号

也可以换成二维码、条形码或者纯数字的形式再把考生的信息录入到手表中，

这样既方便了监考老师的检查，也让考生不必随时带着准考证号的纸片，因为

纸片的材料决定其虽然方便携带，但是准考证很小，很薄容易遗失。所以我们

可以把这些和手表相结合，满足了考生自我掌握时间（主要对每一个都是公平

的）。还有一些考生去考点的时候会迷路或者堵车等意外情况，这样就有可能会

影响考生的心态，所以我们还可以让这款手表利用北斗卫星的导航系统，在考

生需要的时候自动规划好最佳路线，同时也向终端随时发送位置信息，报告所

在方位等。在距离考试还有 30分钟时，终端可以通过定位管理来查询已到和未

到的考生人数，已到和未到的考生的定位标识会有区分，并通过终端发送信息

提醒未到的考生及时到场。这样一来终端可以实时掌握每一位考生的准确位置，

让绝大多数考生赶上考试，减少因为时间耽误而无法准时参考的悲剧发生。

如果遇到考试途中手表没有电的情况，考场的记录设备可以利用有线连接，

一边充电，一边检测里面数据，只要和考生一致，就可以和其他考生一样考试。

手表可以暂时寄放在监考老师处充电，待电量合适方可归还，或者自行携带。

在考试的时候考生可以随时通过手表查看时间以规划后来的考试时间分配。手

表会在最后 15 分钟时自动提醒各考试所剩时间。

为了避免作弊等情况，设备功能仅对帮助高考有用，并在过安检的时候不

仅检查考生，也检查考生所携带的手表，看是否有拆卸，印记等。若设备被拆

卸，里面所有信息，将自动删除并做记录，设备维修权，发放权为国家指定机

构所有。

进入考场时，利用有限连接或无限连接，自动让各考生的手表校对时间并

录入程序

在出考场时，手表和终端会自动记录数据，以便后来的复查。为了避免浪

费或其他情况，在最后一堂考试结束后，监考老师会回收所有手表并交由学校，

最后由国家统一回收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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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应用流程

高考前几天，由国家相关部门统一设置程序，录入信息后发放，考生在高

考前可以根据手表上电子版的准考证去各考点提前适应。距考试 1 个小时时，

终端向各设备发送提醒各考生可以进入考点。距离考试 30 分钟时，终端自动统

计各考生具体位置，已到人数，未到人数（已到用绿标，未到用红标）。开考前

15 分钟，北斗导航系统向地面基站校对时间，再由各基站向各设备校对时间。

距离考试结束还有 15 分钟时，手表向各设备自动发送长约 10 秒的信息提醒。

考试结束，手表自动发送结束提醒。除最后一堂考试要回收所有手表以外，其

他考试结束考生均可带出考场。

在考生过安监时，为了避免作弊等情况，不仅检查考生，也检查考生所携

带的手表，看是否有拆卸，印记等。若设备被拆卸，里面所有信息将自动删除

并做记录。

七、应用前景

从考试角度：我们的设计方案可以从时间上确保每一位考生的公平性，并

解决每个地方时间不统一的问题。对于考生而言，这样既方便保存自己的考试

信息，又可以迅速找到自己的位置，并立即规划最优路线，方便考生以最快的

速度到达考点。从心里上为考生减轻负担。对监考老师而言监考也很方便，不

用随时了解考生信息等。

从环保角度：国内造纸原料中的木浆和废纸进口比例较大，人民币升值后

购买力增强，有利于降低进口原材料成本。因为在造纸生产成本构成中，以木

浆为主要原材料的企业，木浆占其生产成本比约 65-75%;以废纸为主要原材料的

企业，废纸占其生产成本比约 50-70%。而我国造纸业约有近 80%的木浆和废纸

需要依赖进口，尤其是铜版纸、轻涂纸、白卡纸等高档纸品的生产。原来的准

考证是纸质的，每一次考试都会用大量的纸张，用完之后就丢掉。 】【3 从使用意

义上讲，准考证是一次性的。既然都是一次性的，我们认为用相对环保的方式

替代纸张，回收、反复使用。

从社会资源利用的角度：有许多活动是需要验证并临时保存身份信息等一

次性证明，比如：飞机票，车票，电影票，校卡……我们可以利用手表或手环

解决这些问题，既方便携带，又可以循环利用。

八、未来设想

1、经过高考手表的普及之后，我们想在通过高考手表实施考场的移动化，

也就是考场不再是固定的某几个学校。在高考之前由相关部门规定高考的考场。

临近高考时，终端会自动计算所有无法及时赶到考场的考生人数，并同时自动

分配各考生到最近考点就考。考场不一定是学校，除了学校之外，可能是一栋

写字楼，又或者是一个体育馆，总之考场不是固定的，考生也更方便地可以到

离家近的地方进行考试，并且因为在随机分配准备考点，所以有效降低了因为

种种原因而让考生作弊的可能性。并且监考老师可以更加方便的了解和掌握自

己监考考场内的考生的信息，以便于监考或者以后的复查。进一步保证考试的

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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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为手表暂时只能进行有线充电，所以在使用前尽可能保持电量充足的

状态，我们想在今后科技的飞速发展后，实现中远距离的无线充电，让考生在

考场内可以进行无线充电，从而可以放心地使用手表，也避免手表因为没电而

让考生有心态或者技巧上的失误而造成高考的失误或失利。

3、在每堂考试后，我们可以用手表进行对考卷的扫描，其使用方法由老师

或其他一些人员进行指导，引导学生在考试后直接对自己的考卷进行扫描。因

为使用带有自己信息的手表进行扫描，所以避免了学生涂错准考证号的失误，

又因为在考试完成后第一时间进行扫描，上传，所以老师们可以第一时间拿到

学生们的考卷图片进行批改，这样加快了老师们批改的速度，也避免了在考卷

移动进行扫描的途中可能出现的对考卷造成的意外损坏。在考试完成后每个人

的考卷绑定有个人的信息，成绩可以第一时间发布下来。

参考文献：

【1】：凤凰资讯，2017；

【2】：北斗导航系统百度百科，2018；

【3】：胡晋、董晨燕、罗扬洋、程景、丛森、万杰，废旧纸张的回收与利用，四川大

学，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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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导航多功能车的设计与制作

作 者：付乃馨、王鑫宇、孙 李、任 俊

指导教师：司凤萍

学 校：大庆市第二中学

【摘要】北斗导航的多功能车是一种适用于平地、坡地、等各种路面的实用新

型探测救援车。

北斗导航的多功能车左右两侧前后 2 轮分别各自安装一个电机，以适合平

整地面及单独调整两侧前后轮速度、角度状态以适应攀爬不规则坡面的行驶。

在平整地行驶时，两电机均速行驶，而在攀爬不规则坡面行驶时，左、右侧前

后 2 轮电机速度不同时，速度快速的一侧后轮可以直立翻滚越过障碍前进变前

轮，左右两侧四轮交替前进行驶，车上安装北斗导航、摄像头及各种探测模块

系统，用于无人探测人工无法到达的地方，进行探测、救援。

一、研究背景

随着我国现代化经济的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和户外运动

在近十年来开始蓬勃发展，每年的出行人数以亿计算，但是，我国的救援力量

比较薄弱，在抗洪、防火、山地救援等领域尚在发展阶段，当地震发生在山区

时、当游客在山区游玩遇到危险时，机动车辆如何冲破障碍，以最快的速度到

达灾害现场并有效地开展救援非常困难。现有的救援车辆中，在遇到障碍物或

路况比较复杂的凸凹不平的路面无法快速机动反应，从而耽误了救援的黄金时

间。就算能有车辆到达救灾现场，由于救援车辆功能的单一性，无法有效地实

施救援。因此设计一种能够在不同路面快速机动反应多功能车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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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火灾、地震、山体滑坡时，多半交通、通信设施全部损坏，无法联络

及判断具体方位，于是开始了北斗导航的多功能车的研究。

北斗导航多功能车在平整的路面上，可以顺利快速到达，在道路损坏凸凹

不平时，也可以爬攀不规则坡面如走平地一样，通过实验观察研究让轮子长上

腿，通过转动交替攀登不规则坡面，就能实现了这一要求。

二、研究实验

1、机械设计实验

左右两侧前后 2 轮分别各自安装一个电机，通过 5 级变速增大扭力，节约

电能快速行驶，以适合平整地面及单独调整两侧前后轮速度、角度状态以适应

攀爬不规则坡面的行驶。在平整地行驶时，两电机均速行驶，而在攀爬不规则

坡面行驶时，左、右侧前后 2 轮电机速度不同时，速度快速的一侧后轮可以直

立翻滚越过障碍前进变前轮，左右两侧四轮交替前进行驶。四个车轮胎采用防

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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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控制设计

行驶控制采用深圳乐迪电子公司生产的 mini pix，主要是飞行控制器，也用

于车辆行驶控制，北斗导航模块为乐迪 TS100，解码芯片 u-blox M8N 支持定位

系统北斗导航 BeiDou B1、GPS、GLONASS，可双模同时工作，找星速度 23 秒及

其谷底定位，定位精度工作在双模模式下定位精度达 1 米，在室内也能定位，

测速精度 0.1 米/秒，更新频率 18Hz，灵敏度跟踪-167dBm，热启动 1 秒，供电

电压 3.3VDC+-5%，电流 50~55mA。

微型摄像头通过 wifi 与手机 APP 连接显示并能控制其录像存于手机 SD 卡

中，也可用电脑读取视频，查看温度与湿度传感，火燃传感器，实时显示，遥

控使用乐迪 AT10 二代 2.4G 遥控器控制试验车的行走方向，车身尾巴底部有万

向轮，上部安装北斗导航天线和摄像头，本车体比较小，质量轻，能耗低，适

合崎岖路面行走，可以到达人不能进去的地方采集信息。可以应用于矿区救援，

地震救援，以及野外的地理勘探。

四、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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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领域：可应用于无机械动力环境下，搬运重物爬坡等，在农业生产和

水利建设、矿山工业等领域有广泛的应用环境。它与传统的工程车相比行进快

速，越障能力强，能够快速的到达救灾现场。而且，其功能齐全，工作效率高。

生活领域：可以改装简单应用于购物车，如超市购物上楼、老年人购物回

家上楼等，也可以安装应用于轮椅、担架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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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导航的女姓防护智能手环

作 者：陶宣百、张恩鹏、朱敬霖、刘济瑞

指导教师：吴德双

学 校：大庆市第二中学

一、对所提出问题的描述

针对女性群体面临的人身安全问题，打造一款专为女性保护的可穿戴硬件

设备，利用北斗导航定位、蓝牙连接的可穿戴硬件设备结合的北斗导航女姓防

护智能手环，全方位保护女性同胞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它具备在侵害发生时能

够有效阻止伤害扩大、帮助受害女性争取逃脱机会、及时发出求助信号并提供

精确的地理位置信息等重要救援线索的功能，同时，能够采集侵害证据以及相

关信息并将其上传至云平台警务处理中心，及时报警解救受害女性，将罪犯擒

获绳之以法。

与所提出的问题相关的背景综述和分析

目前，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具备定位精度高，覆盖范围广

等优点，已经发射了 24 颗卫星，覆盖亚太地区的定位、导航和授时以及短报文

通信服务能力，2020年覆盖全球。但当前以保护女性安全为主要特性的产品很

少。针对社会中有部分女性失踪苦苦搜寻难得线索、老人摔倒无人救助直至死

亡的案件屡见不鲜，尤其在近年来曝光的女学生失踪案件更是让人触目惊心。

为此，我们北斗科技活动小组利用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导航定位及现代智能技

术，设计出一款为孩子、老人、女性等弱势群体的产品北斗导航女姓防护智能

手环，全方位保护女性同胞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它具备在侵害发生时能够有效

阻止伤害扩大、帮助受害女性争取逃脱机会、及时发出求助信号并提供精确的

地理位置信息等重要救援线索的功能，同时，能够采集侵害证据以及相关信息

并将其上传至云平台警务处理中心，及时报警解救受害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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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设计模型/解决方案、思路

北斗导航女性防护智能手环包括系统硬件主控芯片：1、基于 NebulasTM芯

片，和芯星通开发的高精度北斗/GPS 双系统便携式导航芯片，实现北斗系统与

GPS 组合定位，具备语音导航、多种地图软件及短信收发，2、nRF51822 芯片

集成 BLE 蓝牙 4.0 协议，LIS3DH 加速度传感器，进行运动和睡眠监测，蜂鸣器电

路负责警报、扁平马达震动电路负责震动提醒，聚合物锂电池锂电池为整个电

路供电、大功率 1W LED频闪电路和金属放电凸出头，如遭遇暴力或偶发事件时，

可有效地进行人体保护，控制 LED 的频闪和亮度、在光线较暗时可以使人短时

间致盲，金属放电凸出头类似放电棍，通过接触罪犯将其瞬间击倒。

还有运动计步；实时记录您每日的步行步数，精确感应您的走、跑、跳等运动

轨迹，根据行走步数精确的计算每日的运动距离;睡眠监测；跟踪您睡眠过程中

入睡时间、浅度和深度睡眠以及醒来时间;时间显示；智能无声闹钟;活动提醒,
根据您设定的活动计划，准时提醒;久坐提醒；来电提醒；导航定位防护功能：

具有北斗导航定位、紧急拨号、紧急求救 SOS、心率监测、振动提醒及数据存储

等功能。手环 APP 通过北斗导航定位获取经纬度，借助高德、凯立德或百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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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通过地理编码获得位置；手环 APP 发送求助信息、与求助者手机交互的协议

以及相关设计；蓝牙快速连接稳定传输音频信息，通过远程警务终端，快速报

警。我们编写手环 APP，通过北斗导航定位获取当前用户的位置信息，通过蓝牙

与手环交互。具有极高的隐蔽性且很容易被用户接受。用户在需要防护时，佩

戴该手环，启动手环 APP 并通过蓝牙与手环建立实时在线的通讯连接。具体的

功能以及工作流程如下：防卫并阻止伤害扩大：手环上具有超高流明的可爆闪

的 LED 灯，诸如在夜晚大街上针对女性的性骚扰这类侵害发生时，通过手环的

按钮启动爆闪功能，正对罪犯的眼睛，使其短时间致盲，阻止侵害扩大，为其

争取到逃脱时间。同时，也可以选择性地设置是否在爆闪灯启动时借助蜂鸣器

发出刺耳的报警音，引起周围人的注意，同时震慑罪犯。发出求助、提供位置

线索：在需要求助报警时，按下手环上的按钮，MCU 通过蓝牙向手环 APP发送

请求，软件启动北斗导航定位，将获得的精确的经纬度等位置信息增加时间通

过数据网络上传至网站平台以备案，同时将此信息插入到预先配置的短信模板

中，通过短信网络发送至预先设置的紧急联系人的手机上完成求助，手环 APP
不断监测地理位置，当位置变化时，及时地将新的位置信息通知到紧急联系人，

并通过 110 短信报警平台向公安局报案。在提供最有效的救援信息的同时，充

分暴露受害者的踪迹，为破案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线索和依据，为女性的生命财

产安全提供了全方位保障，本手环将会带来一场技术和生活穿戴方式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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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性人体芯片定位系统对防范人口失踪的探究

作 者：邹嘉昊

指导教师：邹永雄

学 校：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狮城中学

【摘要】本课题，软性人体芯片定位系统对防范人口失踪的探究的最大创新点

在于：植入式软性人体芯片，是把芯片，用特殊活细胞材料，用 3D打印生物电

子导体芯片，通过北斗导航系统的导航信息和新一代细胞人体芯片技术相结合，

构建新一代人体定位和监控预警管理系统，实现对人体静止、移动精准定位，

设置预警圈，防范人口失踪，达到高效地卫星搜救，找人、救人。

【关键词】软性 3D 打印 细胞人体芯片 定位预警系统 防范人口失踪 北

斗导航

一、项目背景

1.1国内外本项目领域科技创新发展概况和最新发展趋势

1968年，美国卡尔桑德斯博士参加了第七届“新世界秩序”会议之后，接

受美国政府的特殊任务：制造能识别和管理全世界所有人，并能用注射器注入

人体皮下的超小型人体芯片。从 1968年起开始研究，花了二三十年。最后成功

研发了能根据我们人体皮肤温度变化进行再充电，藉着锂电池的电源供给的超

小型半导体的人体芯片。

1998年 8 月，英国伦敦雷丁大学的科学家和控制论教授凯文·沃维克教授

将一个米粒大小的识别芯片植入了他的左臂，用来控制他附近的房门、灯光、

加热器及其他电脑设备。

2002 年 3 月又将一块更复杂的、3 毫米宽的带有 120 个电极的方形芯片从

沃威克的左手手腕植入，使他的神经系统通过芯片线路与电脑相联，沃威克因

此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芯片人”——人类有机组织与机械部件的混合体。

2004年 10月，美国应用数据解决方案公司研制的 VeriChip 技术已获美国食

品与药物管理局（FDA）批准，将可以用于医疗目的，VeriChip 是一种可植入人

体内的米粒大小微型芯片，是一种医用跟踪设备。医生用一种特殊的扫描设备

就能够接收到芯片传回的数据信息，比如病人的身份、血型以及健康状况，从

而加速治疗过程。

2017年 7 月 24 日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威斯康星州一家名为“三方市场”

的公司将免费给员工植入米粒大小的人体芯片。三方市场公司是美国第一家给

员工植入人体芯片的企业，植入员工手中的芯片将把他们变成“电子人”，日常

生活中使用的信用卡、钥匙等物件将融入他们体内。目前已有 50名员工签约同

意植入。

1986 年，美国科学家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 3D 打印机。但其技术却在近年

http://3dprint.ofweek.com/CAT-132101-3dprint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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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才被人们广为熟知，随着时代的发展，3D打印已被更广泛的应用在人们的日

常生活中。

2014 年，较早开始 3D 打印脂肪干细胞试验的是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的科

研团队就用脂肪干细胞打印出了人类的心脏瓣膜和微小血管，并在小鼠身上移

植成功。

2017 年 5 月，美国威克森林再生医学研究所（Wake Forest Institute for
Regenerative Medicine）利用 3D 打印技术制造出用在人身上的人体器官，它们

植入实验体内以后，神经系统和血管都开始了生长并且可以正常运作。

2017 年 12 月美国《科学》杂志在线版、物理学家组织网近日报告了一项

3D 生物打印领域的最新突破：来自欧洲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ETHZ)复合材料实

验室的研究团队研发出一种包含细菌的“活墨水”，可依据所添加细菌的不同种

类，形成各种不同的三维结构，未来有望用于皮肤和器官移植。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简称“北斗系统”）作为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供应商之一，

按照“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稳步推进建设。到 2020年左右，北斗系统将形成由

3颗地球静止轨道卫星、3颗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和 24颗中圆地球轨道卫星，

共 30颗组网卫星构成的星座，向全球用户提供开放、免费、高质量的定位、导

航、授时、短报文、搜救等服务。

1.2项目研究的目的、意义

留学生章莹颖在美失踪一案曾经牵动了无数中美华人及外国友人的心，至

今仍下落不明。根据全美犯罪讯息中心(National Crime Information Center，简称

NCIC)统计，2016 年一年内，美国有 88040 人失踪后无消息，其中 21 岁以上者

约有 46000人。据 CCTV 报道每年中国外出走失加被拐卖的妇女儿童、老年、智

障患者高达 80多万。一个家庭不幸发生人员失踪或被拐卖的事件，这个家庭将

沉浸在无尽的痛苦之中。失踪人口和被拐卖这类警情对社会危害极大，对人民

群众的打击最为沉重。对每一宗失踪人口的警情，各级公安机关都本着对人民

群众生命负责的态度，用尽手段、用尽办法全力查找！

为此，针对当今社会上的人口失踪、拐卖、绑架等非法侵害，而构想一套

高效的人体定位预警机制，防范人口失踪，实现精准找人、救人，显得刻不容

缓。

防范人口失踪最重要最紧迫的是定位。但当前，GPS 卫星定位跟踪器都是安

放在汽车、包袋存放、手脚颈外佩戴形式，待机时间越长、体积越大。如下图 1：

图 1 市面在售某 GPS 卫星定位跟踪器

而且容易脱落、遗忘、遗失，更是容易被非法拐骗、绑架的惯犯发现，会

被设法移除扔掉、破坏，从而失去跟踪定位的安全监护，陷入绝境之中。对预

http://3dprint.ofwee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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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人口失踪、绑架、拐卖等的及时定位预警，无法有效解决。

为避免以上问题，科学界开始选择人体植入式芯片来实现定位。近八年来，

可植入式人体芯片的研发开始热了起来。相继有公司、研究机构推出更为先进

的可植入式芯片，实现了体积从小到更小、从无源到有源、从被动发信号到主

动的转变。而当前以美国为首、多国大力研究的植入式人体芯片相对具有容易

注射植入、相对隐蔽，不易解除，长期有效的特点。但同时，植入人体的芯片

始终是电子导体硬物，电子导体材料长期植入人体后可能会导致感染，引起生

理上的排异反应，对健康产生损害。如下图 2：

图 2 美国 VeriChip 人体芯片

通过表格 1比较三种具有定位功能的芯片的优缺点，得出最优化选择。

芯片种类

比较项目
体积大小 放置位置 隐蔽程度 待机时间 能源供给 制造材料 对人体的危害

市面在售的

微型跟踪定

位器

最小如硬币

大小，最大如

一包纸帕大

小

颈项手脚佩

戴、包袋、衣

服

易发现，容

易被扔掉

最短 8

天，最长

1000 天

锂电池供

电

塑胶外壳，内

部金属电子半

导体

有电磁低辐射

美国在售的

VeriChip 人

体芯片

单芯片如米

粒大小，长

12mm，结合定

位功能，就如

硬币大小

前额头、右手

背(在拇指与

食指之间)

具一定隐蔽

性，但还是

可以被设备

探测，手术

取出。

长期使用

利用人体

温高低差

自动充电

外皮包装是塑

料密封硬性，

内部是半导体

金属电子材料

内置锂电池易

短路爆炸，烧

伤人体，产生

有毒气体。电

子导体材料会

引发感染。

本项目研究

的新一代细

胞人体定位

芯片

纳米级别，最

大芝麻大小，

最小比发丝

还细

多样化，不确

定

极具隐蔽

性,与人体

融为一体

无限

人体自动

能供电为

主，结合

其他供电

柔软，生物细

胞组织、生物

活墨水构成

与人体相融，

无排斥

通过以上比较，发现美国在售的 VeriChip 人体芯片的缺陷较多。人类的机

体本来就是一个弹性的组织，硬梆梆的电子导体芯片植入其中，显然显得格格

不入。而本项目研究的新一代软性人体定位芯片，正是针对于此进行创新改进、

不断完善，具有明显的优势。

况且我们不能坐视美国制造、推广能识别和管理全世界所有人的人体芯片，

从而受制于一家独大的霸权的美国，我们中国人应该要用心研究、制造出属于

中国核心知识产权的人体芯片，造福和管理好我们的国家和全球人民。

另一方面，人体芯片要实现定位，必须借助卫星导航。随着我国自主创新

研发建造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不断完善，已成为联合国外空委确认的全球导

航系统四大核心供应商之一，标志着我国导航系统正走出受到国外制约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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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卫星导航地基增强系统通过与互联网融合，打造高精度时空信息服务云平

台，可为用户提供米级和分米级实时导航服务，厘米级、毫米级精密定位服务。

随着北斗卫星定位系统的民用应用范围不断扩大，迎合市场需求，以北斗核心

技术支持、贴心服务为主的智慧生活“北斗+”应用，也在越来越丰富。本项目

“北斗+软性人体芯片”研究的目的在于融合北斗卫星导航与植入式人体芯片的

各自优势，从而形成一个定位精确性高，实时性好，操纵性稳，安全可靠的植

入式软性人体芯片定位预警系统，有效地防范人口失踪。

1.3应用推广对象、坚持的原则、争议点，以及前景和预期的社会效益

1.3.1应用推广对象（受众植入对象）：主要是特殊人群（有迫切需求，急需

定位的）：①患健忘症的老人,早老性痴呆症患者等无法自己提供有关信息的人；

②无人照看的小孩、老人；③严重犯罪、多次犯罪的服刑人员，特别有越狱史

的服刑人员；④重大心理疾病患者，特别有逃跑不肯接受治疗史的；⑤接受特

殊危险任务的探险队员；⑥涉及特殊公司或国家机密、防止其接触机密外泄的

人员；⑦核工业以及国防安全部门工作人员为严格安全检查的需要；⑧派往海

外危险地区，接受特殊危险任务的维护和平的军警人员；⑨个别留学、游学海

外的学生，海外交流访问的企事业人员，担心人身安全，短期自愿植入者。

植入期限：分为长期和短期两种，长期即一次植入，终身有效；短期只是

一段时间有效，到期取出、自动失效。

1.3.2植入原则：坚持自主、自愿原则。

人们应始终可以自行选择是否想要改变他们的身体，也应始终可以自行选

择使用门禁卡/钥匙扣还是植入物。政府和私人公司不能强迫人们进行体内植

入，因为我们享受人身完整权，并受宪法的保护。总会有一些人不想改变他们

的身体，我们应相互尊重。

1.3.3争议点：植入式人体定位芯片，是电子保镖，还是电子监控？针对植

入式人体定位芯片技术的滥用可能会导致侵犯个人隐私，甚至会被不法机构所

利用。以及有谣言称植入式人体芯片，是《圣经》启示录中所说的兽印 666，侵

犯宗教尊严。

这必须认清这一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有利、也有弊。如何扬长避短，才是

关键，也是创新所在。

历史证明，某一历史阶段人的认识只能停留在某一层面，今天的伦理可以

战胜科学，明天的科学则可能证明昨天的伦理存在谬误。纵观历史，面对现实，

我们也许有理由相信，在科技浪潮的冲击中，人类的曾经旧有社会伦理、道德

观念、法律等等都会不断地更新版本，发展出新的规范，适应并修正时代前进

的方向与步伐。

1.3.4应用前景和社会效益：本系统通过北斗导航系统与植入式软性人体芯

片的相结合，实现人体静止、移动精确定位，实现卫星搜救、精准定位，达到

高效地找人、救人。具有实时性、高效性、可靠性、安全性等特点。因为它是

软性人体芯片，能与人体相融、无排异，更乐于被人接受，让更多人受益。

在安全定位方面可以为老人、儿童等弱势群体提供北斗实时精准定位、北

斗实时跟踪、实时报警、轨迹回放、电子围栏等功能，为弱势群体提供安全防

范管理措施，保障其生命财产安全。

本系统的使用，有助于有效减少失踪人口，预防走失、遏制绑架、拐卖等

犯罪事件的发生；更有利于案发时，对失踪人、受害者的及时定位、营救；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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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保护失踪人、受害者的生命安全，维护社会稳定。

二、研究目标和内容

2.1主要研究目标

植入式软性人体定位芯片，把芯片，用特殊细胞材料，用 3D打印生物电子

导体芯片，通过北斗导航系统，实现人体静止、移动精确定位，实现卫星搜救、

精准定位，达到高效地找人、救人，防范人口失踪。

2.2主要研究内容

本论文旨在——论述探究要真正做到精确人体定位，最大限度地防止人口

失踪、防走失、防拐卖，必须解决的五大难题：防失踪、防破坏、防无电、防

伤害、防侵犯隐私。只有解决以上问题，才能防止强制推广，成为大众刚需、

感兴趣、自觉愿意植入。

2.3解决五大难题涉及的关键技术：

（1）防失踪，与北斗导航配合精确定位的问题。

（2）防破坏，是人体定位芯片的植入位置、非法解除报警的问题。

（3）防无电，是人体定位芯片的能源提供问题。

（4）防伤害，是人体定位芯片的制造材料问题。

（5）防侵犯隐私，是政府完善监管机制的问题。

2.4解决五大难题涉及的三项技术创新：

（1）人体定位芯片的能源提供，采用人体自动能供电，利用胯关节行走、

肘关节屈曲摆动，脚跟足底压电驱动发电等的人体自动能转化为电，解决植入

人体芯片的能源问题。

（2）人体定位芯片的制作材料问题，用特殊脂肪干细胞活墨水材料，用 3D
打印成超小型纳米生物电子导体芯片，实现与人体融为一体。

（3）因为与人体融为一体，加上植入的软性人体芯片所处的人体位置多样

化，隐匿性极强，不容易被发现，不能轻易被非法解除。

三、五大难题的解决方案：

3.1人体芯片与北斗导航配合精确定位的系统整体框架和工作原理：

3.1.1 北斗导航的新定位技术：首次采用 RDSS（卫星无线电测定业务）和

RNSS（卫星无线电导航） 两种技术体制。其中，无线电导航业务（RNSS）为无

源定位。卫星通过不同频点向用户广播基本导航信息、差分完好性信息、卫星

工况信息、测距信息、轨控及参数等。用户接收至少四颗卫星信号，由其自身

独立解算出位置和时间。无线电测定业务（RDSS）为有源定位。主控站经卫星

转发向用户广播信息，需要定位的用户产生应答信号，经卫星转发传回主控站，

由主控站解算该用户位置和时间信息，再经卫星向指定用户发播计算结果。有

源和无源这两种技术体制，对实现导航定位、精确授时、远程指挥、数据传输

等具有独特优势。北斗除具备美国 GPS、俄罗斯格罗纳斯等国外系统的基本功能

外，还具有独特的位置报告和短信服务功能，可同时获取“何时、何地、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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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事”等基本信息要素，在指挥控制、隐蔽定位、生命救援等领域具有广泛应

用前景。

3.1.2人体芯片与北斗导航配合精确定位的系统方案

1）北斗导航全球定位系统将会由共 30 颗组网全球定位系统卫星群组成，

这些卫星不断向地面输送精确的时间信号，这些信号被人体内的微型接收芯片

接收后，该芯片通过对比每个卫星（通常 4 颗卫星）所发出的信号之间的差异

来精确计算出被监测人的位置，其误差通常只在数米之间。地面监测中心负责

监视每个被监测的人体芯片发送的数据信息，由中心内的电脑将这些数据绘成

一张浅白易懂的定位图，然后把这张定位图通过因特网发送出去，只有那些有

权知道被监测人情况的人（家人或警方）才能通过联网电脑或手机看到这张定

位图，并随时了解到被监测人的位置和安全状况。如下图 4北斗导航示意图：

图 3 北斗导航定位示意图

2）本项目植入式芯片定位预警系统由五大模块支持组成，分别是北斗导航

系统（北斗卫星）、地面监测中心、人体芯片系统、Internet 无线通信网络和用

户终端（家人手机或警方）构成。在失踪者消失后的 12 到 24 小时内，是失踪

人口解救的黄金时间——只有 24 个小时，定位、解救时每节约一秒钟，也许就

会多挽回一个生命。因此，有效信息的获取速度是关乎整个解救行动成败与否

的重要因素。在整个定位预警、解救失踪人口系统的运作过程中，本项目的五

大模块紧密结合，高效运作处理、传送定位信息，可以有效地争取营救时间。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A0%E7%89%B9%E7%BD%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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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植入式软性人体芯片定位预警系统五大模块

3）为预防家人走失、被拐，被植入芯片的家人，一旦走出预先设定的电子

围栏，身上的芯片就发送预警信息到地面监测中心站，地面监测中心站把信息

传到北斗导航卫星，北斗导航卫星向家人手机或警方发送警报，用户手机终端

向在地面监测中心站发送请求定位走失、被拐的家人，北斗导航卫星及时定位

出走失、被拐的家人的位置，并向监测终端用户手机或警方发送，最后用户终

端家人或警方根据卫星定位找到了被植入芯片的走失、被拐的家人。

4）有时候，被植入芯片的家人，不一定走出预先设定的电子围栏，却会在

设定的电子围栏区域内遇难。比如某地曾有儿童放学后，步行回家途中，独自

去池塘、深水池玩，结果溺水身亡。因此，必须依据北斗卫星导航地图，再结

合实际地形地域，在路网图基础上，标记危险点、危险区域，当被植入芯片的

家人一旦接近危险点、危险区域，人体芯片自带的危险点设置坐标值与北斗卫

星实时传送的定位地图，配对自动识别后，马上发送警示给地面监测站，地面

监测站及时把信息传到北斗导航卫星，北斗导航卫星向家人手机或警方发送警

报，从而及时出动外部干预，加上接近危险点、危险区域时，内部植入的人体

芯片会自动振动警示当事人清醒过来、谨慎止步，内外结合避免危及生命的危

险事故的发生。

5）人口失踪，已经被专家称之为“随时间变得越来越严重的灾难”，一场

悄无声息的大灾难。每年成千上万的人在消失，着实令人无比心酸。在防范人

口失踪问题上，重在预防。本项目系统通过植入式软性人体芯片与北斗导航系

统的相结合，借助北斗实时精准定位、北斗实时跟踪、实时报警、轨迹回放、

电子围栏等功能，在日常生活中构筑一张安全防范网，能够为弱势群体提供安

全防范、及时预警等管理措施，保障其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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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本项目植入式软性人体芯片定位预警系统工作原理流程图

3.2人体定位芯片的能源提供问题

如何为植入的人体芯片提供长期、稳定、高效的电源，一直是其研究的关

键与难点。美国在售的 VeriChip 人体芯片是采用人体体温高低差来充电，这种

方式比较单一，不能应对失踪人口（被拐、绑架）的各种复杂的突发情况。本

项目研究的人体芯片采用多种发电、充电方式。以人体自动能充电为主，足底

压力驱动压电转换发电，心脏振动发电，腋窝体温发电，摇动手臂发电，以及

体外皮肤无线射频充电、太阳能充电为辅。

人体自动能充电。人体本身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自动能量库，人体内的免费

动能值得科学地开发。首先，经过观察研究，胯关节是人们在行走时运动幅度、

力矩最长和力度最大的部位，将人体芯片植入胯关节皮肤内，把人行走时的动

能最大限度的收集起来，是可以为人体芯片提供源源不断的电能。其次，利用

人体手臂、肘关节摆动、屈曲，产生的动量发电，也可为人体芯片充电。臂关

节和肘关节的运动都属于辅助运动，力度和幅度不是很大，所以，电能会相对

弱小。但当被绑架人，双手双脚都被匪徒用绳索绑住时，以上方法会失效，可

以另外选择以下方式进行秘密发电充电。

脚根压力驱动压电转换发电。如果将生物人体芯片植入脚的足根处，足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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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的皮足够厚，当遇到双手双脚都被匪徒用绳索绑住时，还可以尝试用蹭足根

的压力驱动压电转换发电。压电转换技术的工作原理，基于压电生物材料的正

压电效应,直接将机械能转化为电能。传统实验中太薄的压电材料会断裂，太厚

的压电材料会太硬，而用干细胞 3D打印的生物芯片，具有较强的柔韧性，刚好

解决了这一燃眉之急。如图 6：

图 6 脚根压力驱动压电转换发电

心脏振动发电。当真的遇到被拐、被绑架，全身四肢被绳索扎得无法动弹

时，这时候不用绝望，还可以依靠加速的心跳。人体的心跳本身能产生源源不

断的电能，将生物人体芯片植入心脏附近的皮肤，利用人体天然的振动源——

心脏的跳动，通过传感器传导可以来为人体植入的芯片供电。

腋窝体温差发电。我们发烧时，经常在腋窝处测量体温，这里人体的体温

差——可以变为热能，积聚转化成电能为人体芯片充电。

摇动手臂发电。如果我们还记得手机微信里有一个叫“摇一摇”功能，通

过摇一摇手机，就可以收红包、找朋友。同样，植入手背里的人体芯片，内装

类似陀螺仪的振动传感器组件，通过手臂反复摇一摇，把机械能转化为电能，

也可以实现为植入人体的芯片充电。

此外还有，体外皮肤无线射频充电、太阳能充电，这两种体外充电可以作

为日常供电的补充。

3.3软性人体定位芯片的制作材料问题

（1）传统的人体芯片的弊端是很明显的。

基本上是由硬性的塑料外壳，包裹里面硬性的金属电子导体芯片，长期植

在人体内，会与人体肌肤、肌肉发生移动摩擦，造成不适，引发感染，对身体

产生伤害。试想谁愿意把硬梆梆、冷冰冰的电子产品植入人体中呢？

（2）植入的人体芯片，如何不对人体组织造成伤害？

但要解决以上难题，用什么材料制造，才能保持圆滑、无菱角、柔软、纤

细、类人体细胞？细如发丝、纳米级，可拉伸的柔软，而且又能集齐电子晶体

管、传感器、通讯器、发电机、充电器、蓄电池、微处理器、无线收发器，这

众多模块的功能与系统？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方向。

（3）什么是软性？

人体芯片上的基板、电路系统、配线、半导体、纳米晶体管和各个模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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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以柔软弯曲、折叠、拉伸、挤压、扭转，具有高柔弹性、强柔韧性。

（4）如何实现软性？

本项目人体定位芯片的制作材料，设想用特殊脂肪干细胞活墨水材料，脂

肪干细胞提取于我们身体一直被忽视的脂肪。干细胞就是一类具有自我复制更

新和多向分化潜能的原始细胞群体。将特殊脂肪干细胞活墨水材料用高精度 3D
打印成超小型纳米生物电子导体芯片，可以设计得比发丝还精细。

2017 年 5 月，威克森林再生医学研究所（Wake Forest Institute for
Regenerative Medicine）研究出 3D 生物打印技术专用的特殊脂肪干细胞活墨水

材料，这是一种特殊的凝胶。这种凝胶含有人体脂肪干细胞以及一种可生物降

解、类似塑料的材质，这种材质能够让组织保持在某种特定形状。3D 芯片打印

技术制造的电子活体组织之所以能够存活，靠的是组织结构内部密密麻麻、像

毛细血管般的通道，这种通道可以在植入芯片组织的时候为其输送营养物和氧

气。

这种 3D生物打印技术最大的优点：由于芯片是用个人自己的细胞制造的，

里面的组织也来自个人本身，因此不会出现组织排斥反应，而且植入人体后，

在人体液态环境中还能够生长，最终与原来周围的肌体融为一体，表现出高柔

弹性、强柔韧性。

图 7 威克森林再生医学研究所的研究员用的设备高精度 3D 打印机

本项目软性人体定位芯片是如何用生物细胞将电子导体 3D打印成的？

为了 3D打印出对柔软度和柔韧性要求极高的软性人体芯片，传统塑料或金

属粉末等无生命物质的“墨水”完全不符合要求。2017年 12 月，来自苏黎世联

邦理工学院(ETHZ)复合材料实验室的研究团队，研发出一种内含不同种类细菌的

3D打印“活墨水”，依据各种类型细菌的特性，适用于皮肤移植、化学物质降解、

打印人体器官等多领域。该“墨水”的主要成分是一种具有生物相容性的水凝

胶，由透明质酸、长链糖分子及热解硅石组成，细菌可以在其中存活。这项成

果被命名为“功能性活墨水”，十分环保、安全，对人体及环境完全无害。它就

相当于一个载体，在其中增加一种细菌，随之也会给该“墨水”扩展一项功能。

研究团队成员表示，未来采用这种“活墨水”的 3D打印，将会在无数可能的领

域发挥其巨大潜力。

本项目人体定位芯片的制作材料，设想用特殊脂肪干细胞活墨水材料，用

3D打印成超小型纳米生物电子导体芯片，正是其中把人体电子芯片技术和“功

能性活墨水”技术、特殊脂肪干细胞活墨水技术（集合这两种活墨水技术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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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以及 3D打印技术相结合的一种有益的探究。

如果说这是一个人体芯片，不如说它更像一块能生长、会呼吸的人体组织。

那这块具有定位功能的“人体组织”——软性人体芯片是如何制成的呢？它是

用高精度 3D打印机，分层打印、逐层堆积，配合转换不同精细喷嘴。以纳米级

超精细技术，先打印生物基板，接着同时打印电路、纳米晶体管、“有源矩阵”

式传感器。并打印可降解的纳米结构支架，最后打印无线通信模块，卫星定位

模块，信息存储模块，储发电模块，微处理器。直接打印技术和层层软成型工

艺等混合制造工艺，辅助加上光刻技术为软性人体芯片开发提供了富有前途的

成型工具，最终一气呵成。

3D打印出来的软性人体芯片组织“维形”形状是固定的,但由于组织里有活

细胞,干细胞是生长的,所以随着时间推移,软性人体芯片组织的形状会发生改变。

这种打印出来的物体可随时间而变化的打印技术,又叫 4D 打印,在组织器官再生

领域具有重要的应用前景。更高级的是 5D打印,打印出来的物体不仅形状可以随

时间改变,功能也可以随时间改变。这种 5D打印理念非常适合软性人体芯片组织

制作,因为软性人体芯片组织的形状虽可以直接打印出来,但生理功能和模块功

能直接打印不出来,但可以随着以后细胞的生长发育去实现，这是一种方向。

图 8 植入式软性人体芯片的简要剖面图

本项目植入式软性人体定位芯片的基本结构模块。如下图 9：

图 9 植入式软性人体芯片结构方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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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人体定位芯片的植入位置隐蔽、非法解除报警的问题

美国在售的 VeriChip人体芯片，其植入的位置在前额头、右手背(在拇指与

食指之间)，位置单一、固定，容易被非法犯罪分子发现、拆除。如图 10：

图 10 美国在售的 VeriChip 人体芯片植入的位置在在拇指与食指之间

本项目研究的软性人体芯片植入的位置，多样化，隐藏性强。可以在手肘

内、大腿胯内、手背内、脚根底内、腋窝内、心脏附近皮肤内等，如图 11。可

以根据每个人的不同身体情况来确定，加上芯片由细胞材料制成，能与人体融

为一体。

本项目软性人体定位芯片的隐蔽优势。一般到医院做个扫描，半导体芯片

肯定有金属，而且会辐射信号，所以很容易检查到。能植入，就能被他人取出。

所以，如果芯片不是金属制成，而是自身细胞 3D构成，那被找到的机率几乎等

于零。因而具有极大地降低被不法人员发现位置的可能性。

图 11 软性人体芯片多样化的植入位置

传统的 VeriChip 人体芯片在面对手持探测仪器时，依然会被识别发现。为

了防止被拐、绑架事件发生时，不法分子会强制从植入者的身上手术摘除人体

芯片，并破坏它，从而使被拐、绑架的失踪受害人，无法再得到定位跟踪，失

去营救的可能。

本项目植入的芯片模块中本身自带体温监测器，根据每个植入者不同的微

妙体温值范围的情况设置相应的参数，当真的发生不法分子强制从植入者的身

上手术摘除人体芯片时，人体芯片就会自动通过无线通信模块向用户发送警报，

用户手机终端向在地面监测中心站发送请求定位被拐、被绑架的家人，北斗导

航卫星及时定位出被拐、被绑架的家人的位置，返回给用户家人，从而抓紧最

后的营救时机，解救人质。

3.5预防侵犯隐私，政府完善监管机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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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植入式软性人体芯片定位预警系统产生的个人位置隐私信息、行踪

信息、身份信息必须由用户本人绝对掌控，坚守“个人信息未经授权不得利用”

的原则，不能让渡给任何商家，甚至也不能让渡给政府，这应该是现在和今后

人工智能化社会必须遵守的一条铁律。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你的身份认证信息、位置隐私

信息一旦泄露和被坏人利用，就可能遭受经济上的巨大损失，甚至可能危及到

你的生命安全。如此重大的事项，绝不能相信任何组织机构和个人。

位置隐私权,就是保护公民的行踪不被公开的权利。2013年,美国共和党和民

主党在国会两院提出议案,要求警方必须取得许可证明后方能电子追踪公民的位

置和行踪。这条新法涵盖范围包括实时位置追踪，获取手机历史记录中的位置

信息时也需要许可。为保证预防侵犯位置隐私，我国政府要完善监管机制。因

应时代发展趋势，不断制订、完善法律法规，加强对位置隐私的保护力度，加

大对侵犯个人位置隐私的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

同时，在软性人体芯片定位系统中加入隐私保护功能，系统会自动加密用

户的具体位置数据，让不法分子和营销公司精确追踪一个不情愿的用户成为不

可能。努力将匿名技术与更严格的法律限制结合起来，我们每个人都能保留一

个定位隐私的保护茧。

四、本项目的创新点和应用：

本项目植入式人体定位芯片的最大创新点：①软性：现有的成型的电子装

置大多十分坚硬，而本项目植入式人体定位芯片，这一生物学装置则柔软且富

有弹性。②活性：本项目植入式人体定位芯片的构成材料是取自植入者身上的

脂肪干细胞，用这特殊活细胞材料、活墨水，用 3D打印成生物电子导体芯片，

植入人体后还能继续成长。③融合性：本项目研究的人体芯片是用特殊活细胞

材料将有机体与合成物质结合起来，能够像天然肌肤一样实现与人体自身融为

一体，能让人以一种非常自然的方式与物理世界和网络世界连接在一起，完美

地消除了人类和机器之间的隔膜。能够有效减少植入对人身造成的伤害，无排

斥。④隐匿性：本项目植入式人体定位芯片由于植入的位置多样化，能够与人

体自身融为一体，从而实现植入芯片的隐匿，化于无形。让不法分子无从发现、

拆除。⑤快速反应性：本项目植入式人体芯片定位系统的五大模块紧密结合，

快速反应，对于失踪（走失、被拐、被绑架）人员实现最短时间定位、最安全

时间内找到、解救。

本项目植入式软性人体芯片定位系统在防范失踪人口方面能够做到及时快

速预警、精准定位，安全解救被拐卖、被绑架的受害者。此外，本项目的应用

还可在老人监护、特殊人群监管、跟踪有犯罪前科人员等方面，以及扩展到其

他领域，满足于医疗救护、抢险求援、军事指挥等，都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

五、总论：

本项目植入式软性人体芯片定位系统，重难点是把芯片，用特殊细胞材料，

用 3D打印软性生物人体芯片，通过与北斗导航系统相结合，实现人体精准定位、

实时跟踪、实时报警，达到安全高效地找人、救人，有效地防范人口失踪。

当然，能够实现本项目达到的最终目标，电子学与生物学的深度融合，才

是其中的关键，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本项目的绝大部分研究还处在理论构想、

综述论证阶段，并未真正投入应用服务人类社会。现时用 3D打印成超小型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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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电子导体、软性人体定位芯片的制造工艺复杂、成本高、难以大批量生产

等问题，以及当前人们对植入式软性人体芯片定位服务的认识不足，这都大大

限制了软性人体定位芯片的发展。

但展望未来我们希望这种植入式软性人体芯片技术，不仅能在机械意义上

无缝集成于人体之中，还能自然地与机体组织进行沟通和交互，我们还希望它

能够消除电子机械与人体之间的界限，并为人类生命健康方面做出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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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BDS 和 GPS 的协同智能防盗电动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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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设计的主要内容是一个单片机控制的电动车防盗系统，该防盗系统

采用单片机 AT89S52 作为整个系统的控制核心。该系统对于车主来说，是用遥

控器控制电动车的布防、撤防和寻车三种状态，只有在按下撤防键后才能进一

步启动电动车。防盗的功能是通过振动传感器模块检测电动车的异常振动信号，

且把感应到的振动信号转换为电平信号，传递给单片机，通过程序判断是否报

警，如果为报警信号，通过北斗导航卫星技术，对电动车进行准确定位并发送

报警短信，且通过扬声器发出警报声，以此来威慑不法分子，达到保护电动车

的目的。而此时电动车的启动是通过语音来控制的，必须通过正确语音密码才

能启动，因此能获得更高强度的防盗功效。

本课题设计的多功能电动车防盗系统与普通的防盗系统的不同之处在于，

其能够在发出报警声的同时，引入北斗导航卫星技术，发送短信至车主手机，

且利用语音识别技术来识别启动密码，从而控制系统的布防、撤防和寻车等功

能。

【关键词】定位系统 电动车 防盗系统 传感器 语音识别

【 Abstract 】 The main content of this design is to design a single-chip
computer-controlled electric vehicle anti-theft system. The anti-theft system uses
single-chip AT89S52 as the control core of the entire system. The system for the
owner is to use the remote control to control the electric car arming, disarming and
finding the car in three states, only when pressing the disarm button can be further
started electric car. The function of the anti-theft is to detect the abnormal vibration
signal of the electric vehicle through the vibration sensor module, and convert the
sensed vibration signal into a level signal, pass it to the single-chip microcomputer,
determine whether to alarm through the program, and if it is an alarm signal,
introduce the 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technology, Accurately locate electric
vehicles and send alarm messages, and send alarms through speakers to deter illegal
elements and protect electric vehicles. At this time, the start-up of the electric vehicle
is controlled by voice, and it must be started through the correct voice password, so it
can play a higher intensity anti-theft effec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ulti-function electric vehicle anti-theft system
designed by this subject and the ordinary anti-theft system is that it can introduce
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technology and send a short message to the owner's
mobile phone at the same time when the alarm sound is emitted, and uses spe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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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gnition technology to identify the start. Passwords to control the system's arming,
disarming, and finding functions.

【Key words】Positioning system, electric vehicle, anti-theft system, sensor，
speech recognition

一、背景及意义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电动车成为中小城

市市民主要的交通工具，它极大地便利了人们的出行。就在电动车进入千家万

户的同时，其失窃率也连连攀升，给使用者带来了经济上和精神上的双重损失。

一辆电动车的价格相当于普通购买者一个月的工资，甚至更多，所以用户对于

防盗问题特别关心。而电动车的钥匙其实只是一个开关装置，就防盗功能而言

形同虚设，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一辆电动车配备两把甚至三把防盗原子锁，可见

用户对于防盗方面的忧虑和对于目前防盗能力的怀疑。部分电动车生产厂家在

车体上加装遥控防盗装置，但也有的厂家会因为要控制成本而不给电动车加装

防盗装置。为解决广大电动车使用者的忧虑，本次研究设计一套基于单片机控

制的电动车智能防盗系统，给广大使用者装上一把“安心锁”。

现在市场上有各式各样的电动车防盗报警装置出售，一些高档的智能报警

器由于价格过高，用户不愿意为售价仅两三千的电动车去配置，而得不到推广；

另外，也有价格适中、质量可靠的防盗报警器出售，但是此类报警器的报警喇

叭一般都只是安装在电动车身上，而完成警情传递任务的主要部件都是振动传

感器，其灵敏度较高，致使一些外界环境因素，如刮风打雷、大车经过等，都

有可能触发其响应而发出报警，这种由于误报警带来的噪音污染常常造成一定

程度的扰民。

种种原因使得大部分电动车用户并没有为他们的车去配备防盗报警装置，

导致一些不法分子有机可乘，电动车被盗现象日益严重，“电动车保险”也因出

险率太高而销声匿迹。报警装置作为电动车的一个重要附属配件，其防盗守护

的重要作用众所周知。由此，一种高品质、高性能、高强度，能够满足用户的

高要求的电动车防盗产品是现今市场的需求方向。

因此，本次论文是研究设计一个智能的电动车防盗系统，在现有的普通防

盗器之上，利用语音识别技术、北斗定位技术和无线通信技术再给防盗器添加

两道防线，使其功能更趋于完美。利用新的技术，作出新的改进，使电动车防

盗系统更完整，也希望能应用于除了电动车之外的各种防盗场景。

实例：邢台 1.11失窃 103电动车案

二、智能电动车

2.1功能介绍

定位功能：北斗—GPS 双模应用终端。综合使用北斗完成双向通信解决地面

通信不畅导致的信号发送盲区问题。

通信功能：触发北斗短报文通信或地面无线通信功能，对预设号码发送带

有位置信息的信号。

报警功能：采用通过检测振动并转化为触发报警的信号。

语音识别功能：通过单片机 SPCE061A 来完成的，它能够把车主预先训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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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口令识别出来，然后启动电动车。

2.2结构设计

系统设计图

整个系统由振动传感器检测异常振动信号并转化为电平信号输入单片机，

单片机识别后通过音效报警模块发出报警声响，并通过北斗—GPS 双模应用定

位，北斗短报文通信结合地面无线通讯给预设的车主手机发送警报短信。遥控

器是用来控制电动车的布防、撤防和启动语音识别等功能，当语音识别启动后，

如果口令验证正确后，电动车则启动。[1]

2.3各功能模块的详细介绍：

振动传感模块

2.3.1.1基于振动传感器 ZD25的方案

接触式振动传感器 ZD25是目前市场上常见的一种报警检测传感器。它的工

作原理是将传感器[2]接触安装在被测振动体上，当振动体沿某方向振动时，带

动传感器内的敏感元件相应振动，输出的电压信号随之变化，经处理后，输出

的波形信号相似于振动体的振动情况。如图 2-1、图 2-2 所示。

图 2-1 无振动时的波形图 图 2-2 有振动时的波形图

通过上图可以看出振动传感器ZD25的输出特征：信号波形与振动运动相似，

信号波形频率同振动频率，信号电压幅值与振动幅值呈正比。传感器的工作电

压为 12V，在没有振动的情况下，输出 4V 左右的直流信号；在有振动的情况下，

在 4V直流信号上叠加了一个的交变的电压信号作为输出。

2.3.1.2基于 SW-18010P振动开关的方案

振动开关 SW-18010P是一种弹簧型无方向性振动感应开关，任意角度都可

以触发。振动开关结构图如图 2-3所示。它的内部主要由弹簧和导针构成，在没

有振动的情况下，弹簧与导针不接触，在有振动的情况下，弹簧与导针发生接

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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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振动开关结构图

开关在静止状态时任意角度都为开路（OFF）状态，当受到外力碰触到达一

定程度时，导电接脚为瞬间导通（ON）状态，电气特性发生改变，而当外力消

失时，电气特性又变为开路（OFF）状态。在正常使用情况下开关寿命可达 20
万次，适合小电流振动检测电路，广泛运用于玩具、防盗报警器、电子秤等电

子产品中。

振动开关 SW-18010P与振动传感器 ZD25相比，简单实用，价格低廉，因此

在设计时偏向选择振动开关 SW-18010P。
遥控发射接收模块

2.3.2基于电磁波的遥控系统

电磁波的应用可归于无线电领域，无线电就是不用导线传输电能或电信号

的一种通信方式。无线电技术的发射接收原理是导体中电荷的变化会产生无线

电波。无线电波的发射示意图如图 2-4所示，高频振荡器振荡产生了高频交流电，

当高频交流电通过天线时，在天线的周围空间产生了不可分割的电场和磁场。

变化的磁场会产生变化的电场，变化的电场又会产生变化的磁场[3]，这种不断

交变着的电场和磁场，越来越远的向周围空间传播，形成了高频电磁波。无线

电波的接收示意图如图 2-5 所示。到达接收天线的高频已调波把电磁波转换成高

频电流，通过解调将信息从电流变化中提取出来。无线电技术适用于距离较长

并且可以是非直线遥控的情况。

图 1-4 无线电波的发射示意图

图 2-5 无线电波的接受示意图



第九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学组）

330

语音识别模块

本电动车防盗系统添加了语音识别功能。语音识别是通过单片机来完成的，

它能够把车主预先训练的语音口令识别出来，然后启动电动车。有了此功能，

即使盗贼把车盗走，也没法正常启动车辆，起到了很好的防盗效果。语音识别

流程图如图 2-6所示。

图 2-6 语音识别流程示意图

音效报警模块

当防盗系统检测到振动时，会发出警报声，这种警报声是通过音乐芯片

KD9561 来完成的。音乐芯片 KD9561 是一种比较简单的语音电路，它通过内部

的振荡电路，再外接小量分立元件，就能产生各种音乐信号，音乐芯片是语音

集成电路的一个重要分支，目前广泛用于音乐卡、电子玩具、电子钟、电子门

铃、家用电器、安防报警器等场合。KD9561的引脚结构如图 2-7所示。

图 2-7 KD9561 的引脚结构

本次设计的防盗系统所发出的报警音效是作为警示和防盗之用，要令

KD9561发出警车声，其 SEL1和 SEL2 管脚设置为悬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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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控程序流程示意图

北斗—GPS 双模应用终端：GPS 定位结果能够辅助北斗系统定位偏差校准，

克服北斗服务频度低的缺点，北斗系统辅助 GPS 广域增强差分定位和完善性监

测，北斗—GPS 双模系统的准确性和完善性实现对目标的高精度定位[1]。综合

使用北斗完成双向通信解决地面通信不畅导致的信号发送盲区问题。本设计的

双模应用终端按其功能分为以下几个模块：北斗—GPS 双模核心（如图 2-9）、
射频模块、信号处理模块（含 SIM 卡）、信息处理模块、电源管理模块、电池、

内置天线模块。其简要工作原理如图 2-8所示。

（1）接受信号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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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北斗-地面无线通信终端工作图
[4]

（2）发射信号流程图

2-9 北斗—GPS 双模定位通信模块

通信模块：本设计的通信模块由北斗系统的短报文通信和地面无线通信两

种方式结合组成。由于北斗信号容易被遮挡，地面无线通信信号易受环境、天

气的影响，综合两种通信方式可实现信号的全疆域无缝覆盖，同时不受环境条

件的限制，解决了单一通信方式信号不稳定的问题。北斗系统的短报文通信工

作原理如图 2-10所示。

地面 接 北斗 通

①

发射通④

解 读

后 的

用 户

②

转 发

通 信

③

解读后

的用户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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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北斗系统的短报文通信工作原理图

2-11 互补智能钥匙圈

互补模块：根据本设计中的北斗—GPS 双模应用，将其充分利用。本设计的

互补模块将实现“钥匙定位”。将含有北斗芯片的智能电动车钥匙挂放在智能钥

匙圈上（如图 2-11 所示），可实现家庭和办公钥匙的联合定位。通过移动终端来

解决找不到钥匙的各种突发情况。

三、移动终端设想

该移动终端是一款基于 Android开发的 App，如图 3-1。

3-1 移动终端示意图

四、智能电动车的预设功能

4.1智能充电功能

4.1.1太阳能电池

太阳能电池太阳能是一种辐射能，它必须借助于能量转换器才能转换成为

电能。这种把光能转换成电能的能量转换器，就是太阳能电池。目前，太阳能

的利用方式主要有三种：光一电转换，光一热转换，光一化学转换。其中，光

一电转换技术，也即太阳能发电技术已成为近来人们研究的热点。太阳能发电，

又称光伏发电，它是利用太阳能电池将太阳能转换为电能，从而为负载供电。

4.1.2太阳能电池的工作原理

太阳能电池的工作原理太阳能电池的基本结构相当于一个大面积二极管，

其基本特性也与二极管类似。太阳能电池工作原理的基础是半导体 PN 结的光

生伏特效应。所谓光生伏特效应就是当太阳光照射到半导体上时，其中一部分

被表面反射掉，其余部分被半导体吸收或透过。被吸收的光，当然有一些变成

热，另一些光子则同组成半导体的原子价电子碰撞，于是产生电子-空穴对。这

样，光能就以产生电子-空穴对的形式转变为电能、如果半导体内存在 p-n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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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在 P 型和 n型交界面两边形成势垒电场，能将电子驱向 n区，空穴驱向 P 区，

从而使得 n 区有过剩的电子，P区有过剩的空穴，在 p．n 结附近形成与势垒电

场方向相反的光生电场。光生电场的一部分除抵消势垒电场外，还使 P 型层带

正电，n 型层带负电，在 n 区与 P区之问的薄层产生所谓光生伏特电动势。若分

别在 P 型层和 n 型层焊上金属引线，接通负载，则外电路便有电流通过。如此

形成的一个个电池元件，把它们串联、并联起来，就能输出一定的电压、电流

和功率。这样，太阳的光能就直接变成了可付诸实用的电能。

4.1.3太阳能电池的等效电路

太阳能电池是一种典型的非线性元件，为了描述电池的工作状态可将电池

用一一等效电路来描述，电路如图 4-1 所示。

4-1 太阳能电池等效电路

4.2障碍检测功能

4.2.1红外反射传感器

车前轮附近的三个横向排列的红外反射传感器[5]是用来探测寻迹行驶信号

的，两个相连传感器之间有一定的距离，当路面信息改变时，左中右三个传感

器将反馈回不同的信息，单片机接收到相应的信号后将会在约定的反应时间里

面做出向左、向右转动前轮或者中间锁定前轮的动作。

4.2.2光敏传感器

使用光敏传感器，直接根据诱导光源的信号进行判断。这需要光敏传感器

能及时反馈可靠的信息，而光敏传感器拥有很高的灵敏度，为了抗干扰还可以

把光敏传感器预先进行特殊处理，使其只有在光源正射时才能测到信号，这样

就使了光敏传感器的返回信号更加可靠，单片机一旦接到的光敏传感器返回的

信息，便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倘若测不到信号，说明光敏传感器被障碍物挡住，

正前方不能通行，单片机控制电动车绕道障碍物行驶。

五、总结

本次设计的系统是基于单片机的电动车防盗系统，该系统主要是主要是面

向电动车用户，将系统安装至电动车车身上后，系统能够在布防的状态下检测

车身的异常振动状况，且在检测到振动后及时发出报警声并发送警报短信至车

主手机上，以便车主及时了解电动车的状态。该系统的撤防、布防是通过无线

发射遥控器控制的，且系统设计了语音识别功能，车主可以通过输入正确的语

音验证口令来启动电动车，这样能够起到更高层次的防盗作用。

本次系统的设计也存在一些不足，如振动检测模块只能检测到有无振动而

不能精确的检测到振动的大小，不能把检测到的振动分级别来判定，容易产生

误报等现象，而电动车发出的报警声也同样不能调节音量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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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的行李箱

作 者：冀妍宇

指导教师：高 媛

学 校：西安理工大附中

【摘要】本文围绕日常人们出行时所用行李箱功能大胆进行创新探索，基于北

斗卫星导航系统理论及产业化应用的发展，并结合智能遥控技术，采用 3D 打

印的制模方法，进一步简述行李箱自动定位与同步行走原理、建模及功能创新

给人们日常生活所带来的方便与快捷。

【关键词】行李箱 北斗定位 遥控 同步 创新

【Abstract】This paper used around everyday people travel luggage functional
bold innovation, explora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ialization application, combined with
intelligent control technology, USES the molding method of 3 d printing, further
briefly luggage walking principle, modeling and automatic positioning and
synchronization function innovation to People's Daily life brings convenient and
quick.

【Key words】 travel luggage BeiDou （COMPASS）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control synchronization innovation

速度改变着人类生活一切，近年来公路、铁路、航空技术的突飞猛进，出

行的人们越来越多，行李箱一跃已成为与手机一样大家都离不开的必备工具，

如何拥有一个称心如意的神奇行李箱值得我们去研究探索。

一、神奇行李箱的简述

未来是个神奇的世界，有人喜欢遨游太空，有人喜欢火星探险，而我却想

拥有一个神奇的行李箱。我设计的行李箱外表看上去，非常普通，但行李箱的

功能却能令大家惊奇，我的行李箱具有无论它所处天涯海角，只要需要我马上

会知它在那的神奇功能。这个神奇功能主要依靠我们国家自主发展的全球卫星

定位导航系统——北斗卫星导航系统﹝BeiDou（COMPASS）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北斗卫星定位导航系统做为我国自行研制的

国宝已广泛应用于变形监测、精细农业、机械制造等，而且越来越贴近我们的

生活，例如小孩与老人的手机定位电话、汽车的导航定位、监控防灾等。

另外，我所设计的神奇行李箱还有一个绝活就是能够自已智能同步行走，

在旅途中神奇的它可以走在你前面，也可以跟在你后面，有时象一位长者带你

游逛，有时又象一个淘气的小孩，屁颠屁颠跟着你。所以我的行李箱既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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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也是一个助手，你说它神奇不？你想不想现在就拥有一台这样的行李伙伴

呢！

二、神奇行李箱的工作原理

这么神奇的小伙伴理论是不很复杂？下面我就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

2.1 首先给大家谈谈定位系统，我们采用的是北斗 GPS 定位系统。

2.1.1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基本概念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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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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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研发历程

“一箭双星”发射成功 1970年代，中国开始研究卫星导航系统的技术和方

案，但之后这项名为“灯塔”的研究计划被取消。

1983年，中国航天专家陈芳允提出使用两颗静止轨道卫星实现区域性的导

航功能，1989 年，中国使用通信卫星进行试验，验证了其可行性，之后的北斗

卫星导航试验系统即基于此方案。

2009 年北斗三号工程正式启动建设。在各大系统和众多参研参试单位共同

努力下，中国全面突破系统核心关键技术，完成地面验证，卫星状态基本固化。

特别是 2015 至 2016 年成功发射 5 颗新一代导航卫星，完成了在轨验证。

2018 年前后，发射 18 颗北斗三号组网卫星，覆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2020 年左右，完成 30 多颗组网卫星发射，实现全球服务能力。

2.1.3 北斗卫星定位导航系统特点

北斗 GPS 定位系统是全球唯一实现中国北斗星美国 GPS 双系统定位,系
统随机分配定位卫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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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具有系统定位更精准，更容易的特点。

软件可以实现以下功能:
（1）被定位设施的精准卫星标注地图和街道标注地图；

（2）定位设施的移动速度，单位:米/秒；

（3）定位设施的移动方位、经度和纬度；

（4）可以获得被定位设施的定位精准度。

软件平台：Android；软件大小：955.57K
2.1.4 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基本元件构成

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基本元件主要包括：逻辑开关、核心处理模块、显示屏、

北斗定位模块、电源模块五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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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智能同步自动行走功能实现

当你路上碰到一位老年人或一位小朋友，拉着箱子艰难前行时，是否会想

到让它独自动起来呢，我设计的神奇行李箱具有同步自动行走功能，其基本原

理为在行李箱的底板上安装相关设备，其主要包括三大部分：一是行车系统（轮

对装置）；二是驱动系统，采用充电电池提供动力；三是控制系统，采用蓝牙技

术通过高频信号传输，进行远程遥控控制。

遥控器基本工作原理是利用无线电发射机来传送控制资料,并由接收机将接

收到的控制数据转换成控制指令,以控制行走驱动设备。遥控器里面有一块芯片，

操作者按下的按键会被翻译成不同的代码，然后通过蓝牙发射出去。遥控装置

面有接收模块和一块解码芯片，接收模块接收到信号后转换成不同的编码，由

解码芯片负责翻译成不同操作指令，然后经过放大电路放大后驱动不同的机构

执行相应的动作。

采用蓝牙控制器与目前大量使用的红外线有以下几方面的优点：①通过与

设备配对，可实现无无干扰的控制；②全方位，无死角，遥控距离相对较远；

③成本较低，同时兼融性较强。对于箱子室内定位，核心技术其实是测距。给

定空间中已知三点的具体坐标，和一个未知点到三点的距离，即可算出未知点

的坐标。这通常叫做三边测量定位算法（Silent River）。以三个已知点和距离作

三个圆，他们交于同一个点，这个点的坐标就是测量点的坐标。然而这是一个

理想情况，实际由于测量精度的限制，实际上他们通常 交不到一个点上，交出

来的是一块有面积的东西。这块面积的大小就是定位精度。当然我们可以通过

更多组的测量 使得相交的面积进一步减小以提高精度。蓝牙遥控器系统的核心

是蓝牙遥控器和遥控设备收发器。蓝牙控制器利用具有遥控功能的手环，进而

实现与使用者同步自动行走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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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神奇行李箱模型制作过程：

我所制作的神奇行李箱箱体主要由 3D 打印机制作完成，外形呈长方形，

主要尺寸为：25cm×15cm×35cm（长×宽×高）。行李箱正面设置一长方形的

小框做为显示屏与接受器的安装位置；箱子整体有蓝天，绿地和圆滚滚的国宝---
大熊猫的图案。蓝蓝的天空飘着朵朵白云，远离雾霾干扰；绿油油的草地上盛

开着几朵小花，没有荒漠化的威胁；可爱的大熊猫在草地上或打滚，或吃竹子，

没有被偷猎的危险……这些都提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箱子上方的白

云中有拉杆装置，只需轻轻一拉，就可以带着可爱的国宝和爱护自然的理念向

世界各地出发啦！行李箱模型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底座，主要包括：走行与

遥控设备；第二部分为北斗卫星定位设备；第三部分为行李箱箱体。行李箱的

制作过程：首先安装行李箱的底座部分；然后，借底座为基底采用 3D 打印笔，

将箱体前、侧、顶面进行打印；再进行北斗卫星定位设备安装；下一步再进行

箱体后面打印；最后进行箱体外观装饰，并进行箱体通电调试。

2.1 底座构件安装

底座构件主要包括底板、驱动系统、动力系统与智能蓝牙控制系统，首先

安装驱动轮系统与底板，然后在安装其他系统，安装完成后进行驱动系统调试，

以达到基本功能为验收标准。

2.2 打印箱体前、侧、顶面

3D 打印技术又名“快速成型技术”，“增材制造技术”。即：一种与传统的

材料去除加工方法截然相反的，通过增加材料、基于三维模型数据，通常采用

逐层制造的方法，直接制造与相应数字模型完全一致的三维物理实体模型的制

造方法。而 3d 打印机就是 3d 打印技术的一种媒介。3d 打印机设备可以把三

维模型打印成实体。

本模型采用的打印方式为 FDM 3D 打印机——熔融沉积成型技术，打印原

材料为：塑料线性耗材 PLA/ABS。缺点：打印精度一般；优点：塑料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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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广，可以二次加工。是目前比较大众化的一种 3d 打印机。主要打印尺寸

在 10mm——1000mm 产品，更大的可选择拼接成型。

具体操作过程：在安装完成的底座上利用簿质硬纸片为箱体的侧面，然后

进行前、侧、顶各面的打印，打印过程要求均匀，控制好温度，并确保操作者

人身安全。

2.3 定位系统及遥控装置安装

完成以上操作后，待打印产品冷却后进行定位系统及遥控装置安装，安装

过程中必须小心谨慎，细心操作，不得触碰已安装或打印的设施，同时，安装

前应对需安装装置进行功能检测，确保功能正常方可进行安装；安装完成后进

行通电测试，确认功能正常后方可进入下一阶段的操作。

2.4 打印箱体后面

后侧面的打印虽然很简单，但必须在确保测试完成后所有功能验证实现后

方可进行，因打印完成后如发现存在一定的不足，整改难度极大。

2.5 外观装饰及调试

完成以上操作后，模型制作工作基本接近尾声，外观装饰因操作者的个人

喜爱为主要原则，但其在一定程度上受打印过程中基本框架的限制，但必须以

精细为前提，如行李箱的拉链、提手、图案等。

最主要的程序为功能性试验，当一个五彩斑斓，惹人喜爱的神奇小行李箱

放在你面前时，你最想做的肯定是体验一把它的神奇吧，所以我们必须进行调

试与试验，让大家体验我们行李箱的神奇！

三、神奇行李箱远景 展望：

未来神奇行李箱我相信会随着我国综合实力雄厚，北斗星卫星导航系统进

一步发展，它一定会与人类智能相结合，实现机械化、智能化、人机结合，产

生一种“阿凡达”时代智能行李箱。自从“上帝创造人类”开始，人类便开始

寻找“神仙”之旅，人类智能作为人类实现人间天堂的一个方向，被广泛应用

于互联领域，同样随着科技进步，我想拥有的行李箱，外观与普通行李箱仍没

有太大差异，但它有拥有神奇的四个按钮，如果你要出行，你就按下第一个按

钮，它就可以缩小，你可以轻轻提着它行走；当你按下第二个按钮，它可以变

大，成为一部简捷小车，送你到想去的地方；当你按下第三个按钮，它会跑出

一人机器人，它会帮你把门打开，为你服务；当你按下第四个按钮，它会启动

自动识别功能，无论走什么样的路，遇到什么样的障碍，它都会带你安全通过，

就象一只导盲猎犬。

哈哈！我想大家现在对我神奇行李箱已有了全面的认识，未来当你拥有这

种神奇的行李箱，以后出去旅行那可就方便轻松多了，无论坐在飞机上还是坐

在高铁上，还是更神奇的太空船上，不管行李箱在不在我们视线之内，我们都

不用象小宝宝一样看护它，同时它也象一位小管家一样走遍世界都不会离开我

们。神奇的行李箱，给人们出行带来了很多方便，这就是科技创新给人们带来

的幸福和光明，我们要不断学习科学知识，让科技创新为人类做出更大的服务，

开启共建、共享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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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导航救生圈

作 者：王鑫宇、付乃馨、贾俊磊、陶 然

指导教师：司凤萍

学 校：大庆市第二中学

【摘要】北斗导航救生圈，由 EVA 材料制成的救生圈圈体、反光条、北斗导航

定位器、蜂鸣器、LED灯、储物仓、柔性太阳能板、蓄电池，无线电波发生器，

救生圈本体上涂有反光材料，白天能够反射太阳光、晚上能够反射救援发出的

光线，极大方便救援。救生圈本体上开设有储物腔，可存货淡水、干粮等物质，

能够极大提落水者等待救援的时间，提高落水者被救几率。无线电波求救信号

器，在紧急情况时发出无线电波紧急求救信号的功能，可有效减少搜救人员在

搜救活动中的困难。太阳能板的设计使电力自给自足。LED 灯光求救信号救生

圈能发出紧急灯光求救信号，搜救人员看见紧急灯光求救信号，及时搜救到遇

险者并实施营救，大大提高遇险者获救的可能性，北斗导航模块实现了定位功

能，并将位置信息发送求救信号，报告落水者位置，时间，电量信息，利用北

斗导航进行准确的坐标定位，对人员进行搜救，这也大大的提高了搜救的成功

率和准确性。

【关键词】导航 救援

一、应用背景

传统救生圈有着很多的优点，可以充气压缩，携带方便；浮力大。但在海

啸发生或轮船遇险，来不及逃走，当落水时，普通情况下在短时间内是无法与

外界取得联系的，时间越长获救的希望也就越渺茫，使生命的不到保障。这些

异常状况发生，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伤亡，为避免这些情况发生，设计了北斗

导航救生圈，让人们在来不及逃生时，依靠它进行自救，以达到最小的人员伤

亡。

二、设计制作

北斗导航救生圈，由 EVA材料制成的救生圈圈体、反光条、北斗导航定位

器、蜂鸣器、LED灯、储物仓、柔性太阳能板、蓄电池，无线电波发生器。

EVA圈体，无毒，具有柔软性、强韧性、弹性、抗老化，适合于近海、内河

的任何船只或个人游泳及娱乐使用。不怕破损不用充气，整体仍然可用。有良

好的橡胶般的弹性，可生物降解，弃掉或燃烧时不会对环境造成伤害、重量较

轻能保持穏定。 反光层涂装于圈体的外表面；白天能够反射太阳光、晚上能够

反射救援发出的光线，极大方便救援。圈体上开设有储物腔，储物腔上盖设有

密封隔膜，可存货淡水、干粮等物质，能够提高落水者等待救援的时间和被救

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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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导航模块

北斗导航定位可接收北斗、GPS 双模定位，位置、航速、航向信息精准，定

位更快，导航定位无盲区，ATGM332D-5N 系列模块全星座定位导航模块,GNSS
SOC 单芯片—AT6558，支持 GPS、BDS（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具有高灵敏度、

低功耗、低成本，-148dBm 跟踪灵敏度：-162dBm 定位精度为 2.5 米，首次定

位时间为 32 秒，连续运行小于 25mA内置天线检测及天线短路保护功能，提供

定位必需的辅助信息，比如电文，精确位置和时间，对人员进行搜救，大大的

提高了搜救的成功率和准确性。另外除了利用北斗的技术特点进行搜救外，也

可在向救援中心发射求救信号后，可以立刻向附近海域连续发送船只可以识别

的莫尔代码（SOS），当附近的船只接收到后，可立即进行救援，让被困者更快

速的获救。

太阳能板供电

表面安装柔性太阳能板，将太阳的辐射能力转换为电能，可将电能储存到

锂电池中，或直接带动负载使用。并为导航仪等用电设备充电。功率(w): 18W，

峰值电流为 1.15，误差：+-3%，白天有阳光时，太阳能板可将光能转化为电能

储存在锂电池里，当夜晚时，锂电池提供电能给电路正常工作，柔性单晶硅太

阳能发电板,轻薄能够弯曲，容易接收太阳光，根据太阳光的强弱提供大小不同

的电量，不怕日晒雨淋，补充电能损耗的部分电量，延长供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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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灯光求救

LED集成大功率 12V高亮灯珠，超大芯片，白光（6000-6500K），寿命可用

50000小时，电流可达到 4000MA，搜救人员看见紧急灯光求救信号，就能很容

易搜救到遇险者并实施营救，大大提高遇险者获救的可能性。

北斗导航救生圈工作流程：打开北斗导航装置；进行导航定位工作，并发

送定位信号至救援中心；救援中心立即通知有关附近海域的船只或最近的港口

马上前往海难地点或派遣附近的急救队，启动救援；打开 LED 强光灯，引起搜

救队注意，等待救援。

三、未来前景

北斗导航救生圈比传统的救生圈有着很大优点，传统的救生圈只可以达到

短暂救人的目的，而不可让被困人员迅速获救。这便是传统救生圈的弊端。北

斗导航救生圈有着定位准确，不受地域或海域的限制，功能多，操作简单等特

点。对于各种自然水灾害，更适合于更快速的摆脱险境，提供充分的生存机会，

可以让求救者在第一时间发送准确的定位信息给搜救中心，快速启动救援队进

行救援。不会像被困者在传统的救生圈中，遇到长时间的等待或深海域中因为

体力原因或其他因素失去生命。随着北斗技术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凭借其独有

的技术特点和优势，将会有更大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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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精准定位、导航系统对渔业害鸟驱逐装置的研究

作 者：高 涵、李 雯、杨镇华

指导老师：李 橄、陈友宏

学 校：吉首市河溪中学

【摘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位于湖南省西北部，属于武陵山脉中段，是一

个典型的“老、少、边、穷、山、库”区。境内有沅、澧两大水系，网箱养鱼

已有很长的历史。但近年来，鸟吃鱼的现象越来约严重，不仅直接影响鱼的数

量，而且也带来了一些病菌在鱼中大量繁殖，使许多健康的鱼生病，严重影响

了鱼的产量。该论文主要设计研究一种“害鸟驱逐装置”，该装置主要以模型船

为载体，动力使用太阳能电池，利用语音播报装置、绿色激光和高压水枪装置

在模型船上。当害鸟来袭时，利用北斗精准定位、导航系统加互联网、投影感

知害鸟的位置，启动驱赶装置。

一、课题提出与意义

1.1课题的提出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位于湖南省西北部，属于武陵山脉中段，是一个典

型的“老、少、边、穷、山、库”区。境内有沅、澧两大水系，大型水库 3 座，

中型水库 15 座，小型水库 126座，山塘 6460口，水面 40 万亩，适于养鱼的有

100万亩。有江河鱼类 150 种，其中 30 余种就有较高经济价值，娃娃鱼、大口

鲶、湘华鮻、胭脂鱼等具有很大的经济价值。

河溪镇库区网箱养鱼已有 15 年历史，近年来，在上级有关部门的关系和支

持下，在市委市政府的重视下，吉首市河溪镇利用河溪水库水域面积宽阔这一

资源优势，先后进行资金直补产业扶持，以美国斑点叉尾鮰和本地品种湘云鲫

等名优鱼为主，大力发展网箱养殖，拓宽群众致富路，有力地促进了农民的增

收，实现了农民的稳定脱贫。现在，全镇共有的网箱 3800 口，有养殖户近 200
户，养殖品种有鲢鱼、草鱼、鲤鱼、鲫鱼、鲶鱼等，年产量 215 万公斤，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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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3000多万元。

我父母也响应政府号召，在河溪水库养了十几个网箱，可近两年来，父母

一直在抱怨害鸟吃鱼的现象越来约严重，不仅直接影响鱼的数量，而且也带来

了一些病菌在鱼中大量繁殖，使许多健康的鱼生病，严重影响了鱼的产量。我

在寒暑假帮父母养鱼时发现，这里危害渔业的鸟类主要有白鹭、苍鹭、夜鹭等。

白鹭，主要是单独或成对在白天觅食，苍鹭也是喜单独在早晨和黄昏的时候觅

食，而夜鹭主要是成群结队在夜间觅食。据我观察，10 个网箱一天被害鸟觅食

次数如下：

白鹭 苍鹭 夜鹭

每天觅食次数 4～5 1～2 0～2

这样平均下来，每两个网箱每天大约损失一条鱼，这样全镇 3800 口网箱就

要损失大约 1900 条鱼，而这 1900 条鱼如果我们把它保护好，那么最低可以挽

回 26600 元。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它一下就提起了我的研究兴趣，我是

否可以设计一个渔业驱逐害鸟的装置呢？

1.2课题的意义

对渔业害鸟驱逐装置的研究：1.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可大大降

低像我家乡这样的库区网箱养殖渔业鱼苗的损失，提高渔业产量，从而获得更

大的经济利益；也为渔民有效防控害鸟提供了新的方法，既节约了成本，也节

约了工时和人力，解放了对人员的束缚。2.具有一定的科技创新价值。对于渔业

害鸟驱逐装置的研究之前从来没有过，本项研究将实现一些大胆的猜想和不同

角度的融合和创新，设计出低成本高效率的装置。3.通过研究实践过程，培养了

我们独立思考的能力，提高了我们的综合实践能力和科技创新思维，增强了我

们的社会责任使命感。

二、课题研究思路与研究目标

2.1研究思路

1、调查研究鸟类对渔业的危害不断增大的原因：

近几年来，鸟类对渔业的危害不断增大，主要原因一是随着我国全民环境

保护意识的增强，以及打鸟、捕鸟行为受到限制，鸟的种类、种群数目急剧增

加；二是田野、树木上的害虫数量被农药有效控制，鸟类的食源减少；三是各

种鱼类的网箱养殖面积越来越多，让饥饿的鸟们迅速找到了新鲜的食物；四是

目前许多渔业养殖区域的防治方法不当。但由于一些鸟类啄食鱼苗、幼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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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直接影响渔业的数量，而且有利于病菌在被啄鱼身上大量繁殖，使许多健

康的鱼生病，严重影响渔业的产量，造成渔民的巨大经济损失。

2、调查研究现有的防治害鸟吃鱼的方法：

经过我们走访调查发现，我的父母和其他渔民现在防治害鸟吃鱼的方法主

要有：1、设置保护网，对网箱在害鸟为害前用保护网(丝网、纱网等)将网箱罩

盖起来即可，该法是防治鸟害效果最好的方法，但不足之处是投资较大，而且

对这些鸟的伤害比较大。2、人工驱鸟，根据白鹭、苍鹭、夜鹭在清晨、中午、

黄昏、夜晚四个时段为害鱼类较严重，爸爸、妈妈便在此时前在网箱上溜达，

及时把来鸟驱赶，但被赶出的害鸟还可能再回来，因此，还要再检查、驱赶 1
次，每个时段一般需驱赶 3～5 次，但这个方法比较费工、费时，而且人比较累，

没有休息时间。那么，有什么防控方法既经济又不会伤害鸟，而且不费时、费

力呢？

3、提出合适的解决方案

鸟类的视觉很好，会敏锐地发现移动的物体和他们的天敌存在；根据网箱

水域特点，我们想到了制作一个模型船，让它自由的在水面上划行，来驱赶害

鸟。但水面上还有其他的大型的动力机帆船航行，而且机帆船航行荡起的波浪

很大，那样很容易把我做的模型船推翻。怎样让我们的模型船有效避开大型机

帆船呢？我们知道鸟是活的，它们吃鱼没有固定的点，而水库的水域那么广阔，

那我的模型船怎样才能快速的捕捉到害鸟的位置并驱赶它们？

刚开始，我无从下手，一直得不到解决的方法，上个学期初，我在每周星

期三的青少年宫活动课上，参加了科技创新组，在组内，我接触到了北斗卫星

定位、导航系统，它让我的思维一下通畅了，北斗卫星定位、导航系统采用卫

星实现的运动目标的定位导航，而且该系统成本较低，我在与老师交流后，确

定了设计“基于北斗精准定位、导航系统对渔业害鸟驱逐装置”的课题。

2.2研究目标

1、研究出可以根据北斗精准定位、导航系统能够快速捕捉到害鸟的位置或

大型的机帆船和人，并快速驱赶害鸟或躲避大型的机帆船的装置，更为安全的

在水上航行。

2、研究出可以通过鞭炮声、鹰叫声、敲打声、鸟的惊叫声的录音或借助新

型手段——绿色激光来驱逐害鸟的装置。

3、利用太阳能，为库区网箱养殖户设计一种效率高、成本低的害鸟驱逐装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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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设计基于北斗精准定位、导航系统对渔业害鸟驱逐装置

3.1带着我要制作一个模型船的问题，我们准备先画设计图：

3.2制作模型船

根据设计图我开始制作模型，我找来了两个红茶瓶作为船身，在物理老师

处找来了马达、细电丝、电池、开关等，这样我的简易模型船就做好了。在我

进行下水实验的时候，我发现，马达荡起的水花很容易溅到电池上，使电池报

废，而且考虑到电池的耐用性和经济价值，我决定把电池换成太阳能电池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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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查阅资料，设计怎样有效驱逐害鸟装置

①无人驾驶小型船驱鸟装置是由固定操作程序控制的无人操作的害鸟驱逐

装置，在卫星全球定位系统或在水面接收系统的导航下工作，具有很多优越性：

可实现 24小时内连续精确作业；没有操作员，就节约了人力；可自选航行路线，

围绕网箱巡航，可提高装置的工作效率。

②声音驱鸟是利用声音来把鸟类吓跑。鸟类的听觉和人类相似，人类能够

听到的声音，鸟类也能够听到。我将鞭炮声、鹰叫声、敲打声和鸟的惊叫声等

用手机录下来，制作成 MP3，在模型船上放置一个 MP3，链接电子控制台，控

制台装有装有北斗卫星导航接收芯片并且具备投影感知系统，可以利用北斗精

准定位、导航系统其稳定度、准确度捕捉到害鸟进入模型船 200 米范围内，放

出声音，以随时驱赶来吃鱼的害鸟。

③鸟类的视觉很好，而且具有神奇的“双重调节”的能力，一是以睫状肌

的收缩来改变水晶体的形状和水晶体与角膜间的距离；二是改变角膜的凸度，

能在瞬间把“远视眼”调节为“近视眼”。而绿色激光对鸟类的视觉系统构成重

大的影响，甚至毫无抵抗力，因此，我想在我的模型船上，可以安装一个绿色

激光发射装置，利用北斗精准定位、导航系统精准捕捉到害鸟进入模型船 100
米范围内，可以借助绿色激光来驱逐鸟类，激光本身并不会杀死鸟类，而是会

迫使它们起飞；而检测到靠近网箱的是人或者其它生物时，则不发射，以免伤

及无辜。

④驱鸟高压水枪：当前面两种方法都没能驱赶鸟类来袭的话，这时候利用

北斗精准定位、导航系统精准捕捉到害鸟的具体方位与位置，就可以近距离发

射高压水枪来驱赶害鸟。

⑤还可以在该装置中增加了卫星导航定位功能的水温检测仪在测试水温的

同时分析其营养成分，还可以测定测点的精确定位信息（经度、纬度），可随时

在用户的手机上显示采样点的位置信息，并可将位置和水温、营养成分分析等

信息存储到主机内，也可通过计算机导出。不仅有利于渔民了解情况，同时为

差异化的科学喂养提供科学的依据，可以调控鱼的生长环境，有利于提高鱼的

产量和品质。

3.4改造模型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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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们的设计，我们开始改造我们的模型船，添上了我们设想的 MP3 装

置和激光装置、高压水枪装置，同时为了让我们的模型船看起来更美观，我们

为模型船添上了色彩。

四、本项目的主要创新点

1、从河溪库区的现实需求出发，转变思维方式，给我的作品加入了北斗导

航定位系统，可以给害鸟精准定位。在技术创新的思路上，改良并设计出新技

术装置，为渔业养殖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技术手段。

2.进行了实地考察和探访，运用了物理学原理对船体进行了改造，将各种装

置的安放做了安排，为作品的设计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指导，保证其创新设计

的科学性。

3、针对鱼塘周围环境监测，了解鱼群和害鸟的习性，检测水质、湿度、温

度等因素对鱼与害鸟的影响，及时驱逐害鸟，提高装置的实用性。

五、进一步研究设想

1、本项目研究装置仅针对渔业养殖，能否运用到更广阔的领域呢，比如说

用于监视河坝水位情况，及时监视洪水、山洪暴发与河坝塌方等险情，这个问

题有待进一步思考。

2、当此装置驱逐害鸟后，经过长时间使用，寿命如何，能在风吹雨打下坚

持多久，需要定时维护，怎么维护。

六、不足之处

一方面我的所学知识还比较浅，电子控制台的设计，我还不能掌握，只能

是设想，在我的模型中还不能展现；另一方面经济条件有限，绿色激光也只能

设想，没有实验过，不知是否能真正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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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自动报警鞋

作 者：刘品良、张恩鹏、李 好、谢有新

指导教师：吴德双

学 校：大庆市实验中学

【摘要】北斗自动报警鞋，包括鞋、隐蔽开关、WIFI 模块、控制电路、北斗导

航系统、报警器、通信模块拨号系统、中央处理芯片、存储器和压力传感器，

由锂电池供电、柔性太阳能板充电，遇到危险的时候，用脚压一下压电传感器

隐蔽开关，启动控制电路，通过北斗导航系统和拨号系统，将所在的位置和遇

到危险的信息通过无线网络系统发送到 110 系统，及时报警，等待救援。将报

警装置与鞋结合起来，使得安全随时伴随着自己，适合老人、妇女及儿童使用。

一、背景综述和分析

近些年来，老年人走失、跌倒无人扶、妇女被打劫、拐卖儿童的事件时有

发生，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父母为了照顾老爸、老妈、保护自己年幼的

孩子的安全煞费苦心，可是有时一个不注意不幸就发生了，原因就是因为没有

及时发现并采取行动，给了罪犯有了可趁之机。虽然，手机已经普及了，可以

打电话报警，但是遇到坏人，马上拿出手机报警，有的时候根本来不及。受害

老人、妇女、儿童人随身携带的手机通信设施往往被罪犯强行扣押，从而使得

受害人不能把自己所处的精确位置和周围环境情况及时地告诉警方，导致受害

人因不能及时报警而受到伤害。

目前市场上虽然出现了具有报警鞋，这些鞋子可以在老人、小孩等人士外

出迷路或其它情况时，依靠所述导航定位鞋的帮助与家人取得联。但是仅具有

报警功能，功能较为单一。当受害人位于室内环境情况时，由于北斗导航信号

受到建筑物遮挡，北斗导航无法定位，不能够及时精确地锁定受害人当前所处

的位置，延误了警方及时采取有力的应对措施。基于北斗导航的防护鞋，具有

及时定位，发求救短信等多功能的没有。

二、设计模型及解决方案

北斗自动报警鞋，在鞋底内设置有电源、北斗导航定位模块、WIFI 模块、

通信模块、中央处理芯片、存储器和压力传感器，在鞋面上设置有音频采集器、

摄像头、电源开关按钮与北斗导航定位模块天线，中央处理芯片分别连接北斗

导航定位模块、WIFI 模块、存储器、压力传感器、音频采集器、摄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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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导航定位模块用于执行中央处理芯片的定位命令，并将获取的位置数

据发送给存储器，WIFI 模块接收中央处理芯片的启动、定位命令，自动搜索周

围的 WIFI 热点信号，通信模块拨打预设应急电话命令，对北斗导航定位模块采

集的位置数据、WIFI 模块采集的 MAC地址数据、音频采集器采集的音频数据以

及摄像头采集的图像数据进行发送。

压力传感器用于检测鞋底所受的压力数据，在预设时间段内接收的压力数

据次数与预设的压力次数相符时，控制通信模块拨打预设的应急电话，预设的

压力数据次数分别为一次、两次和三次，对应的应急电话分别是“110”、“120”
或者“119”。摄像头为红外摄像头，可以摆脱常规摄像头对光线强度的依赖，

从而提高图像 数据的采集效果。北斗导航定位模块获取当前所处的位置数据，

发送北斗导航定位的位置数据至存储器，通信模块将存储器中存储的位置数据、

MAC 地址数据以及图像数据发送给应急处理中心，对鞋子穿着者的所处位置进

行准确定位，并采取相应的应对处置措施。柔性太阳能板设置于鞋面有光源的

地方即可进行充电及储能，隐蔽开关用压电传感器制成，遇到危险的时候，用

脚压一下隐蔽开关，启动控制电路，通过北斗导航定位系统和拨号系统，将现

在的位置和遇到危险的信息通过无线网络系统发送到 110 系统，给自己带来救

援。将报警装置与鞋结合起来，使得安全随时伴随着自己，适合经常上夜班或

经常走夜路的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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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多模接收机的北斗和 GPS 卫星信号比较研究

作 者：吴 晗、吴珉阳、李孟祺

指导教师：谭 丽、张永强

学 校：湖南省宜章县第一中学

【摘要】本项目是通过北斗多模接收机接收北斗和 GPS 信号，研究不同覆盖物、

水深等外界因子对北斗和 GPS 接收信号的影响，通过连续 11小时每半小时的观

测，比较北斗与 GPS 信号、信噪比等数据，并将数据与去年相同时间进行比较

分析。我们发现：北斗的整体优势不如 GPS，抗干扰能力较差。不同溶液颜色对

北斗和 GPS 信号都有一定程度的衰减，北斗呈现的是一直升高的趋势，而 GPS
呈现的是先升高再下降的趋势，且整体衰减情况是北斗更加明显，GPS 出现一半

以上的卫星消失的现象。随着浓度升高，GPS 与北斗信号都出现一定程度的衰减，

北斗的衰减度略少，但消失数更多；手机信号对 GPS 的影响不明显，但北斗有

一颗卫星消失且其他卫星都有 1 到 11的信号减弱；所有的覆盖物都对 GPS 和北

斗的信号有一定的影响：其中铁盒对卫星信号的影响最大，塑料盒与烧杯对 BD
信号强度影响不大，但对 GPS 有较大影响，水深对 GPS 和北斗接收机信号有明

显的影响：随着水深度增大，信号的衰减量也增大，其中对 GPS 的影响明显强

于北斗，北斗在水中的抗干扰能力明显强于 GPS。

【关键词】北斗 GPS 信号 衰减 比较

一、引言

北斗导航系统是我国自主研发、独立运行的卫星导航系统，是继美国的 GPS
系统、俄罗斯的 GLONASS 系统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成熟的投入应用的卫星导航系

统。北斗导航系统的建设目标是建成独立自主、技术先进、开发兼容、稳定可

靠覆盖全球的导航系统。

二、研究方法与过程

1、文献法：通过查询相关文献，了解导航与定位的相关知识。

2、实验法

（1）实验目的

①学习卫星导航基本原理、卫星定位接收机使用方法和学习读取数据；

②采集 BD 与 GPS2017 年及 2018 年信噪比等数据，观察 BD 与 GPS2017 年

与 2018年卫星信号情况；

③体验不同环境对卫星导航定位影响。

（2）实验器材

多模接收机（北京大学数字研究院制造）、相关多模接收机软件、电脑、不

同溶液、天平、智能手机、铁盒等。

（3）实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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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准备实验

地点:学校实验室，时间:2018年 2 月 20日，事件:配制溶液，调试设备。

2、进行实验

地点：学校操场，经度：112.949248E,纬度:25.404719N,
时间:2018年 2 月 20日，2 月 21日，平均海拔:213.8 米,
实验一：多模接收机连续接收相关信号

目的：了解在某一地点的接收时 2018 年和 2017 年的卫星状况、信号强弱

情况，比较两年的不同。

过程：用多模接收器连续 11小时接收信号。

实验二：探究水深对信号的影响

过程：取一个容量为 1000ml的量筒，将量筒放在一个固定位置；将多模接

收机分别放入深度为 10cm,20cm,30cm的水中，收集数据。

实验三：探究溶液颜色对信号的影响

过程：将其分别放入 10%、15%、20%、25%络合碘溶液；0.01mol/L硫酸铜

溶液、氯化铁溶液、氯化钠溶液进行实验。

实验四：探究落叶厚度对信号的影响

目的：模拟在树叶覆盖，树木下接收信号如：丛林搜救，丛林勘查，森林

救火，探测矿物等。

过程：将接收器分别放置于高 4cm、8cm、12cm 落叶下，读取接收器的相

关信号。

实验五:探究人体对信号的影响

目的：模拟人在使用信号时的衰减程度，特别是在人群密集场所。

过程：两人模拟大体积人，两双手模拟小体积的人，分别覆盖至接收器上，

读取数据，进行比较。

实验六：探究溶液浓度对信号的影响

目的:模拟在不同浓度的溶液下接受信号，如在淡水海水的情况下，在不同

海域，海水的盐度可能不同。

过程：将接收器密封好后，分别放入 0.5mol/L、1.5mol/L、1.0mol/L、
2.0mol/LNaCl溶液中，读取数据，进行比较。

实验七:探究电磁波对信号的影响

目的：模拟在电磁波密集处使用信号，如电梯，微波炉等。

过程:小组成员互打电话，将一个接收机在同一位置接收信号，读取数据，

与开始没有打电话的数据进行比较。

实验八:探究不同材料覆盖物对信号的影响。

目的：模拟在铁制建筑物与防火门，塑料内墙和玻璃制品如玻璃墙，窗户

的环境下接受信号。

过程:将接收器放在铁盒，塑料盒，烧杯内接收信号，读取数据。

实验九：溶液酸碱度对信号的影响

过程：将接收器放入不同酸碱度的溶液中，读取数据，进行比较。

三、结果与讨论

( 注：将探测器放入液体中时，用塑料进行防水处理，故对信号有一定影响。)
（1）、水深对接收器信号的影响

（表格中 10cm、20cm 和 30cm 分别代表 1000mL 量筒中 10cm 水深、2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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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深、30cm水深，（0）代表卫星信号消失，信号单位为分贝）

表 1 水深对接收器信号的影响

BD GPS

卫星编号
信号衰减

卫星编号
信号衰减

10cm 20cm 30cm 10cm 20cm 30cm

7 -7 -16 -13 16 -6 -21 -7

9 -15 -5 -13 23 -10 -4 -3

26 -7 -16 -4

27 -13 +0 -13

31 -20 -5 -17

1.北斗系列卫星相对可测定卫星数量较少，这与北斗在轨运行卫星数量有一

定关系：

2.从信号衰减程度来看，不同水深对于北斗系列卫星和 GPS 系列卫星信号都

有一定的影响，并且北斗系列卫星信号波动幅度略微高于 GPS 系列卫星信号波

动幅度。但北斗系列卫星的趋势和信号比较稳定，GPS 信号不稳定，信号时起时

伏。

3.从水深的影响来看，随着水深的增加，整体卫星信号趋势在逐渐好转。

（2）、溶液颜色对接收器信号的影响

（表格中 10、15%、20%、25%、硫、氯、铁分别代表 10%黄色络合碘溶液、

15%棕黄色络合碘溶液、20%淡红色络合碘溶液、25%红棕色络合碘溶液、

0.01mol/L 黄色氯化铁溶液、0.01mol/L 蓝色硫酸铜溶液、0.01mol/L 无色氯化钠

溶液，（0）代表卫星信号消失，信号单位为分贝）

表 2 溶液颜色对接收器信号的影响

BD GPS

卫

星

编

号

信号衰减 卫

星

编

号

信号衰减

10% 15% 20% 25% 硫 10% 15% 20% 25% 硫

7 -13 -14 -12 -23 -12 16 -14 -10 -6 -15 -9

9 -14（0） -14 -16 -16 -13 23 -10 -5 -15 -6 -5

26 -26（0） -19 -23（0） -25（0） -12

27 -9 -3 -11 -3 -1

31 -30（0） -26（0） -28（0） -28（0） -16

BD GPS

卫星编号
信号衰减

卫星编号
信号衰减

氯 铁 氯 铁

7 -21 23（0） 16 -13 -18

9 -19 -16 23 -16 -11

26 -27（0） -16

27 -16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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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30（0） -24

1.颜色会影响卫星信号，且颜色越深，影响程度越大

2.从随着颜色加深，GPS 多个卫星开始出现卫星信号消失这一情况可，北斗

系列卫星抗颜色干扰能力明显强于 GPS系列卫星，且北斗系列卫星稳定性较好。

（3）、探究遮盖物对接收器信号的影响

（表格中 4cm、8cm、12cm、L、B、P、I、G 分别代表 4cm 落叶厚度、8cm
落叶厚度、12cm 落叶厚度、小体积人体、大体积人体、塑料盒、铁盒、烧杯，

（0）代表卫星信号消失，信号单位为分贝）

表 3 遮盖物对接收器信号的影响

BD GPS

卫

星

编

号

信号衰减 卫

星

编

号

信号衰减

4cm 8cm 12cm L B 4cm 8cm 12cm L B

3 -10 -7 -10 （0） （0） 12 -10 -6 -6 -30 -11

6 +7 -7 -8 -19 -26 14 -7 -6 -11 -14 -8

7 +12 -9 -12 -20 -16 24 +6 +6 +5 +12（0） -8

9 +9 -9 -9 -22 -26 25 -23（0） -17 -18 -26 -24

BD GPS

卫星编号
信号衰减

卫星编号
信号衰减

P G I P G I

3 -2 -1 -15 10 +1 +1（0） -19

7 -3 -4 -15 12 +9 +10 -3

9 +1 +2 （0） 24 +1 0 -14

32 0 0 -8

1.所有遮盖物均对卫星信号有一定影响，总体变化趋势来说，北斗卫星变化

幅度相对 GPS较小，但北斗出现了几个卫星失去信号的情况，定位精确度下降。

2.当有遮盖物干扰卫星信号时，GPS卫星系统更加稳定。

3.在本次实验中，影响最严重的是铁盒，在塑料盒与玻璃盒中，BD 卫星信

号未受太大影响，而 GPS 受到的影响较为严重，出现卫星信号强度波动的情况。

（四）、探究溶液浓度对接收器信号的影响

（表格中 0.5、1、1.5、2 分别代表了 0.5mol/LNaCl 溶液、1mol/LNaCl 溶液、

1.5mol/L、2mol/L，（0）代表卫星信号消失，信号单位为分贝）

表 4 溶液浓度对接受器信号的影响

BD GPS

卫星编号
信号衰减 卫星

编号

信号衰减

0.5 1 1.5 2 0.5 1 1.5 2

7 -14 -20 -18 -15 16 -13 -14 -18 -13

9 -11 -15 -21（0） -19（0） 23 -3 -13 -19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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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15 -20 -20 -19

27 -8 -14 -12 -20

31 -13 -19 -22 -30（0）

1.溶液浓度对所有卫星信号均产生一定影响，且溶液浓度越深，影响程度越

大

2.总体来看，北斗卫星信号稳定性略微优于 GPS卫星信号，但北斗卫星出现

卫星失去信号的状况要略微早于 GPS卫星，使卫星系统定位能力下降。

（五）探究溶液酸碱度对接收器信号的影响

（表格中酸、碱、盐分别代表了 1mol/L 乙酸溶液、1mol/LNaOH 溶液、

mol/LNaCl 溶液，（0）代表卫星信号消失，信号单位为分贝）

表 5 溶液酸碱度对接收器信号的影响

BD GPS

卫星编号
信号衰减

卫星编号
信号衰减

酸 碱 盐 酸 碱 盐

7 -9 -17 -20 16 -5 -15 -14

9 -20（0） -16 -15 23 -15 -11 -13

26 -24（0） -22（0） -20

27 -5 -7 -14

31 -29（0） -32（0） -19

1.溶液酸碱度对接受器信号有一定影响。

2.碱溶液对卫星信号影响最大，其次是酸溶液，且以上两种溶液中均出现卫

星信号消失的情况。北斗卫星在酸碱盐溶液中信号的稳定性要明显强于 GPS 卫
星的信号，且不易出现信号消失情况。而盐溶液对二者信号的影响几乎是相同

的。

（六）、探究电磁波对接收器信号的影响（表格中(0)代表卫星信号消失，信

号单位为分贝）

表 6 电磁波对接收器信号的影响

平常使用的电话对卫星信号影响不大，偶有卫星信号出现下降，总体变化

趋势趋于平稳。

2．卫星观测实验（具体数据见附件）

BD GPS

卫星编号
信号衰减

卫星编号
信号衰减

qq 电话 手机电话 qq 电话 手机电话

3 -3 -5 10 -4 +2

7 -2 -3 12 +9 -4

9 -1 +2 24 -3 -11

32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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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7 年北斗与 GPS 数据比较 图 2 2018 年北斗与 GPS 数据比较

相关定位数据均值比较

2018 年：GPS 卫星数量的均值为 6 颗，北斗的均值为 6.1 颗，二者相差很

小；整体信号强度，北斗比 GPS低 13.2%；极差，北斗比 GPS 低 42.0%。北斗信

噪比比 GPS低 23.5%。
由此可知，观测到的北斗和 GPS 卫星数量差不多，虽然 GPS 的信号强度和

抗干扰能力高于北斗，但北斗信号总体波动比 GPS 小，北斗卫星在定位各方面

的相关功能与 GPS各有所长。

2.2017 年：BD 的卫星数量均值为 9 颗，GPS 为 10.4 颗，BD 比 GPS 差 13.5%；
BD 整体信号强度比 GPS差 8.4%； BD极差比 GPS13.9%。

这也说明，由于卫星数量少，BD 在定位方面的相关功能比 GPS 微差，但相

信当我们把所有卫量都发射完后，BD3的功能会比 GPS 强。

3.2017 与 2018 相比北斗：信号强度差不多，但数量减少，极差减小，信噪

比略低。极差减小可能与观测到的数量减少有关。

GPS: 极差减小，数量和强度增加，信噪比略高优于去年。

4.卫星信号会受大气或时间误差等因素的一定程度的影响，如何采取措施尽

量减小此类影响，提高卫星精度，以增强卫星的使用性能，是值得人类探究的

问题。

7.结合2017，2018年的数据，我们发现北斗的总体定位性能仍相对弱于GPS，
说明我国对北斗系统的研发和调控仍需不断努力

结论

在未设定外界因子干扰情况下

1．2018 年 BD 比 GPS 信号强度弱，抗干扰能力低，2017 年也存在同样的不

足。

2．2018年北斗和 GPS 的整体定位性能都比 2017 年有一定改善。

3．相比之下，2017年到 2018 年北斗相关定位性能的提高幅度不如 GPS大。

设定了外界因子干扰情况下

1．所有的外界因子均对卫星信号有干扰，且随着干扰强度的加强，BD 强

度衰减幅度略大于 GPS，但 GPS 失去信号的情况出现次数较多，信号稳定性较

差。

2．用水深及 NaCl 浓度模拟海水影响时，BD信号波动幅度较大，体现了北

斗抗水影响能力较差。

3．当信号接收器在酸碱度不同的环境下工作时，酸与碱对卫星信号影响较

大，且 GPS在碱性环境下失去信号的次数较多，稳定性比 BD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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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随着颜色加深，GPS 多个卫星开始出现卫星信号消失，体现了北斗系列

卫星抗颜色干扰能力强于 GPS系列卫星，且北斗系列卫星稳定性较好。

5．不同遮盖物对卫星信号都有一定影响，其中，铁盒的影响较大，BD 与

GPS信号在铁盒中都出现了较大的波动，而在塑料盒与玻璃盒中，GPS 出现信号

波动情况，BD 受到的影响属于可以接受的波动范围之内。

6．实验表明，平常所使用的电话对卫星信号影响不大，偶出现卫星信号下

降，总体变化趋势趋于平稳。

（二）、原因分析

不同覆盖物对信号都有衰减的原因：

（1）物质对信号的吸收作用，金属材料对电磁波有反射作用，造成信号的

衰减。

（2）多路径效应：在对来自卫星的信号进行解码时，总会有来自其他物体

的反射到接收机上的信号，这样就造成两种信号的混合，这种由于部分信号反

射被接收从而使接收天线收到来自不同路径上的信号引起的接收误差就是多路

径效应误差。这种反射信号一般来自用户接收板周围的反射体，如高的建筑体，

飞行物体，军舰，以及其他航天飞行体的表面。码伪距因为受到多路径的干扰

较大，在某一时刻进行的测量，多路径对伪距造成的误差可达 10-20米，甚至在

很糟糕的情况下出现卫星信号失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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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老人守护腕带设计方案

作 者：陈 成

指导教师：韩凌燕

学 校：山东省烟台第二中学

【摘要】随着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多、老龄化速度快，独行老年人安全越来越成

为我们关注的重点问题。据相关数据统计，跌倒已是造成我国 65岁以上老年人

意外死亡的首位原因。

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老人守护腕带，此腕带使用了 MPV6000 三轴加速度

传感器对加速度的变化进行测量，是机器人的技术核心。程序核心是单片机

MCU，GSM 模块运用 Wacom 模块，以 AT命令集的方式进行短信的发送。辅助

配件 BDS 传感器，蜂鸣器，3.7V锂电池。

本设计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利用北斗导航系统快速定位，达到快速联

系家人，快速救援的目的。这一设计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摔倒对老人的危害。

【关键词】北斗卫星 导航 老人安全 守护腕带 智慧生活

一、研究背景

1、需求分析

人口老龄化已成为 21 世纪我国面临的巨大挑战。由国家统计网得到的 1990
年至 2010 年的人口数据统计资料,在对各阶段人口增长率假定短期内不变的基

础上,运用马尔萨斯方程对分段（0-14 岁，15-64 岁，65 岁以上）年龄人口进行

预测,进而得到 2006—2020 年我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以及占总人口比例等人

口老龄化有关指标预测值,并依此预测出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多、老龄化速度快等

特点。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已经不可避免。据相关机构的报道和调查研究，将

近一千万左右没有子女的家庭将在我国出现。失独养老的相关问题已经得到了

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三无”老人、农村的“五保”老人的养老问题由国家解决是

民政部的根本目标，通过集中与分散的途径使这些人的生活问题得到基本的解

决，但老人不能得到有效监护等问题越来越突出。

跌倒已是造成我国 65岁以上老年人伤害死亡的首位原因。发现老年人跌倒

时，我们应进行有效的处理。而因“彭宇案”和天津“许云鹤案”带来的后患，人们

对摔倒的老人的信任产生了危机，致使人们不敢上前搀扶，致使很多摔倒老人

难以在最佳时间得到有效的治疗。

2、技术背景

移动定位包括基站定位和卫星定位。基站定位目前一般只对手机用户开放

使用，许多使用基站定位的机器也是使用手机模块。比如现在的电表通过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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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模块就可以实现远程抄表。手机基站定位服务又叫做移动位置服务（—它

是电信移动运营商的一种增值服务。运营商通过自己的网络（如网）得到手机

用户的经玮度坐标、基站号、小区号信息，再把相关信息和电子地图平台结合，

就能提供定位、导航等服务。此时移动设备能接收到的基站数目越多定位越准

确。因为移动设备是通过接收不同基站下行导频信号到达时间差或者到达时刻

以及基站的位置信息并通过相关的算法实现定位的。

卫星定位技术就是通过卫星对某个物体进行准确定位。能提供授时、定位、

导航等功能的前提是使用卫星定位的物体在此时能接受到至少颗卫星的信号。

其核心功能是定位，在此基础上可以对个人、车辆、飞机以及船舶的进行准确

导航。

卫星定位系统是通过卫星定位的方式对地面目标进行定位和导航服务的系

统。典型的卫星定位系统系统如美国的北斗、前苏联的 GLONASS、中国的北斗

系统和欧洲的伽利略系统。其中北斗全球定位系统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系统。

它是由美国研制并与上世纪 90年代投入运行的。

北斗由卫星、地面监控系统、用户接收机组成⑴。北斗分为军用和民用两

种类型，它能提供被测物体的时间、三维速度和坐标等数据。卫星接收和储存

由地面监控系统并执行其操作指令，这些都是通过卫星上的微处理机实现的。

被测物体必须装有收发机。它的作用是得到卫星信号并对信号进行相关的处理

和解码，从而得到需要的数据。北斗在监控、遥感、导航等领域得到广泛的应

用，由于其带有星载原子钟，所以还能提供准确的授时功能。这也是各个国家

争先恐后的发展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的重要原因。

二、问题分析——老人日常监护中存在的问题

城镇化让广大农民能和城里人一样幸福地生活，但是对于一些文化水平不

高的老人可能会在日常生活上出现如下问题：

1、使用手机拨打紧急电话

手机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通讯工具，迎来了移动互联网时

代。但是很多老人不会使用或者看不清屏幕上的数字，还有随着记忆力的减退

记不住对方的手机号码等等。

2、容易迷路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老人城市的日新月异给他们的出行增加了一定的麻

烦，如公交改道、楼盘的建设等等。很多老人出门后不知道回家的路线怎么走，

以致于许多寻人启事见诸报端。

3、老人安全的早期预警

如果一个老人在晚上出现在离家几公里外的地方，这就有可能不是一个正

常的情况或者存在安全隐患。他的监护人如果能提前知道这个情况就能做出妥

善的处理。

4、BDS应用范围

目前，使用北斗进行定位导航的主要有汽车的车载导航仪、飞机航线的辅

助指导、城市智能交通管理，还有远洋船只也用其进行导航导航。北斗存在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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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针对误差的形成原因已经有人提出了很好的解决方法。比如分步几何法，

它通过恢复安置误差角来减小误差。还有城市交通中的多条线路问题，数据结

构中有最短路径和关键路径的算法。同时北斗因为信号受建筑遮挡、碳水化合

物吸收等因素的影响。对定位连续性要求髙的设备可以通过其他定位方式进行

辅助或者加大接收器功率并对信号进行放大，在不能接受北斗到信号时切换到

其他定位方式，如基站定位。Taylor 等人通过在可见北斗的接收机能接收到的卫

星数目、不同卫星在不同时间点对地球上固定点获得的数据以及接收机计算卫

星的轨道数据的分析，建立了对应的数学模型。通过实验得出了不同的星历数

据能预测出卫星当前是否可用。

三、设计思路

我们对以上问题进行了探讨，设计出了守护腕带，这一设计将在一定程度

上缓解摔倒对老人的危害。

北斗接收机通过得到卫星与接收机之间的距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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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误差，实际上有 4 个未知数，X、Y、Z 和接收机时钟

差 T，需要 4 颗卫星，构成 4 个方程式进行求解，从而得到观测点的经度、讳度

和高度。如图所示:

四、研究任务和目标

护腕带实时提供老年人的当前位置信息，让服务中心和其亲属可以时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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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知道老人的当前所在位置；可以提供历史位置查询，让服务中心和其亲属可

以了解到老人平时经过和常去的地方；也可以提供一般呼叫，老人可以非常方

便的致电自己的亲属和中心，得到需要的帮助；提供 SOS 紧急呼叫，让服务中

心和其亲属即可知道老人的应急要求和出事地点，必要的时候可以远程监听老

人附近的状况。可以把电子围栏设置在经常去的地方，当老人超越电子围栏时，

将老人的位置信息反馈给系统和他的监护人。系统还提供导航服务，选择家或

者其他目的地作为兴趣点，当老人要去兴趣点时，提供路程和路线信息给老人。

针对移动定位技术特点和云平台系统的要求，本文先对定位终端的通讯和

TCP/IP 开发的一般方法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尤其是 Socket 编程处理技术和

GOOGLE 地图开发处理技术，确定了以北斗做为卫星定位系统、GOOGLE 地图作

为平台显示地图。然后研究了云平台的几个重要问题，并且初步实现云平台方

案，解决了云平台终端与平台通讯问题和接口问题。并对平台进行稳定性测试。

五、工作方式

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老人守护腕带自带加速度传感器，可以在老人摔倒、

重力加速度快速的变化时做出应对，使蜂鸣器鸣响，如果 15秒内老人不去主动

关闭警报证明是误操作，联合短信模块将联合北斗卫星导航系统（BDS）对其家

属进行通知，使家属可以快速对老人提供帮助，如为老人呼叫救护车等。

六、功能介绍

1、意外摔倒自动报警功能

佩戴该产品的老人意外摔倒后，报警器开始报警音提示【提示音 1】，提示

时间持续 20 秒，在无人触动【主动/解除报警】的情况下，产品通过 GSM或 GPRS
发出报警短信到指定监护人员手机。同时，报警提示音改变为紧急报警音【提

示音 2】，持续报警，直至人为触动【主动/解除报警】后报警音停止。

2、紧急情况主动报警功能

在产品上电后的任意状态，用户通过触动【主动/解除报警】按键 3 秒后，

产品报警提示音响起【提示音 1】，持续 20 秒。在无人触动【主动/解除报警】

按键的情况下，产品发出报警短信，同时报警声音改变为紧急报警音【提示音 2】。

3、手动确认报警功能

在产品紧急报警音【提示音 2】响起时，用户通过触动【主动/解除报警】

按键，确认报警。此时产品紧急报警音关闭【提示音 2】；该功能在自动报警和

主动报警时均适用。

4、手动取消报警功能

当产品报警提示音【提示音 1】响起时，用户通过触动【主动/解除报警】

按键，解除报警。此时产品会取消“报警短信”发送，同时产品报警提示音【提示

音 1】关闭；该功能在自动报警和主动报警时均适用。

5、电池电量提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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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表面红色指示灯为电量提示。当电池电量充足时，红色灯灭；当电池

电量低时，产品红色指示灯慢速闪烁，需立即充电；当电池电量耗尽时，产品

红色指示灯快速闪烁，此时，传感器将关闭所有功能。

6、网络信号提示功能

产品表面绿色指示灯为网络状态提示。当绿色指示灯快速闪烁时，说明，

产品未找到网络信号，此时，产品不能发出报警短信。当指示灯慢速闪烁时，

表示跌倒器已经注册到 GSM 网络；另外当跌倒器与 GSM 网络有数据传输时，

指示灯会频繁闪烁。

七、结构介绍

1.加速度测量装置：

此腕带使用了MPV6000三轴加速度传感器对加速度的变化进行测量，是机器人

的技术核心。

2.程序核心：单片机MCU

1、 GSM模块：运用Wacom模块，以 AT命令集的方式进行短信的发送。

2、辅助配件：BDS传感器，蜂鸣器，3.7V锂电池

八、程序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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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片机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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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 口

UART协议
串 口

UART协议

锂电池

3.7V

IIC
协议

九、功能拓展

1.可在腕带上加装脉搏测量，对老人的身体状况进行检测，提前设立报警区，

间在有异常状况时对家属进行通知。

2.可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BDS）设定老人活动范围，在老人走出范围时进

行报警并通知家人，防止一些记忆力有所下降的老人走失。

3.可在腕带上加装计步器，记录老人一天的运动情况，督促老人进行身体锻

炼。

附程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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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电复位

BDS 模块检测、启动
蜂鸣器长鸣，提示

错误

引发错误处理机

制
传感器检测、初始化、校正

GSM模

块状态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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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S
异常

传感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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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卡、

无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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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物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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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高精度定位的智能铁鞋监控管理系统

作 者：郝博新

指导教师：刘松林

学 校：郑州外国语学校

【摘要】铁鞋是铁路站场普遍采用的车厢制动和防溜装置，对保证铁路运输安

全起着重要作用，但传统铁鞋存在着工作状态难以监控、管理手段落后等主要

缺点，给列车停靠带来严重安全隐患。为此，本文提出将北斗高精度定位模块、

无线通讯模块和姿态传感器嵌入铁鞋本体的思路，设计了一种“智能铁鞋”。在

此基础上，设计了一套基于北斗高精度定位的智能铁鞋监控管理解决方案，可

有效克服传统铁鞋使用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使铁道作业的安全性得到可靠保障，

同时实现了铁鞋的智能化管理。

【关键词】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高精度定位 智能铁鞋 监控管理系统

【Abstract】 Iron shoe is a kind of carriage brake device, which is widely used in
railway stations, and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guarantying the safety of railway
transportation. However, the traditional iron shoe is hard to be monitored and
managed, thus brings serious hidden troubles to train parking. In order to overcome
these disadvantages,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intelligent iron shoe and
designs an intelligent iron shoe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system scheme, by
integrating the Beidou positioning module, wireless communication module and
attitude sensor, and embedding into the body of iron shoe. The system can avoid the
shortcomings of traditional iron shoe in application, ensure the security of railway
transportation and realize the intelligent management of iron shoe.

【Key words】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High Precision Positioning,
Intelligent Iron Shoe;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System

一、背景及意义

车站是铁路运输的基层生产单位，列车车厢的可靠制动和防溜是车站行车

管理工作中的重点。由于列车溜逸往往造成车辆脱线、颠覆、冲突等重大恶果，

所以防溜工作出现问题导致的生产事故中相当比例为重大大事故。铁路沿线众

多的中间站，普遍生活艰苦，条件较差，人员素质较低，作业随意性大，实际

作业流程与作业标准相差甚远。同时，因为国内大多数车站为非封闭站场，防

溜设备的设置一般在线路尽头的道岔区，在缺乏有效现场监控的条件下，经常

发生已经设置好的防溜设备因闲杂人员的移动导致防溜作业失效，形成了严重

的安全隐患。为了消除隐患，多年来，全国铁路部门就防溜工作多次召开会议

研讨并组织开展专项整治。各铁路局、车务段也组织了各种安全监督机构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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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干部赴现场对标检查，帮助完善安全管理，付出了巨大的监管成本，但仍难

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一老大难问题。目前，铁路站场普遍采用铁鞋作为车厢制动

和防溜装置。除了管理操作问题，传统铁鞋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具体主要

表现在下几个方面：

1）铁鞋是否放置到位无法监控；2）发车时铁鞋是否己经取出同样难监控；

3）铁鞋发生被盗无法及时报警；4）铁鞋的领取、放置、取出和还回，均由人

工操作完成，值班员无法及时判明铁鞋是否处于规范的安全状态。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提高铁道作业的安全，本文提出了将北斗高精度定位

模块、无线通讯模块和姿态传感器嵌入铁鞋本体的思路，设计了一种智能铁鞋

和基于北斗高精度的智能铁鞋监控管理系统方案，将有效的解决上述铁鞋使用

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隐患，提高铁道作业的安全性。

二、系统设计

铁鞋制动，就是在一跟或两跟钢轨上放置铁鞋，向前滚动的车轮压上铁鞋

后便沿钢轨滑行，轮轨之间由滚动摩擦变为滑动摩擦，阻止掣轮前进，起制动

作用。铁鞋的滑动摩擦会产生大量热量，通过隔热抗震材料减小热量向安装有

智能铁鞋控制系统及电源的铁鞋腔体内传导，保证控制系统工作在安全温度范

围内，控制系统内的温度传感器实时检测铁鞋腔体内环境温度，一旦温度超过

设定的阈值时，控制系统控制散热风扇工作将腔体内热量排到铁鞋外面，当温

度正常时散热风扇停止工作。

铁鞋安装完成后通过手机端告诉管理平台，当铁鞋接收到管理平台的启动

指令时铁鞋开始进入防溜车及防盗模式，通过姿态传感器实时监测铁鞋的状态

（滑动、静止、摆动），通过北斗定位模块实现铁鞋位置管理和监测，通过 GPRS
模块将上述铁鞋状态信息、位置信息及控制系统工作状态传送到管理平台，实

现安全监管。本系统基于北斗高精度定位的智能铁鞋监控管理系统的组成主要

包括：智能铁鞋、智能铁鞋监控管理平台，系统的组成如图 1所示。

图 1 系统组成

2.1智能铁鞋

主要由铁鞋本体、电源、高精度北斗定位模块、通讯模块和压力传感器组

成（要求符合耐高温、抗低温、抗振动、易维修、易操作等特点，适用于野外

等复杂情况）。智能铁鞋系统的组成如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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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智能铁鞋传感器组成

（1）北斗差分定位模块

北斗差分定位模块，通过接收 CORS 站差分信息，实现巡检工人对铁鞋位置

的实时确定，精度可达亚米级。

（2）GPRS 通信模块

GPRS通信模块用于传输位置信息和传感器信息，是整个系统中较为耗电的

部分，因此选用具有低功耗模式的 USR-GM3通信模块。

（3）姿态传感器

采用 MPU-6050 集成了 3 轴 MEMS 陀螺仪，3 轴 MEMS 加速度计，以及一

个可扩展的数字运动处理器 DMP（Digital Motion Processor），通过该传感器可

实现铁鞋振动监测，实施监控铁鞋是否滑动及制动完成，也可通过数据分析铁

鞋是否被盗。并且内部自带的温度传感器可以用来监测铁鞋内部环境温度，当

温度超过阈值时启动散热风扇进行散热，保证系统工作在安全温度范围内。

（4）环境温度传感器

由于铁鞋制动时会产生大量热量，而且控制系统和电源都安装在铁鞋腔体

内部，热量不易散发，为了保证系统工作在正常的温度范围内，散热隔热便成

为智能铁鞋的一个主要设计指标，采用微型风扇作为散热器，配合温度传感器

设定的阈值及时将热量散发到铁鞋外部。

2.2智能铁鞋监控平台

智能铁鞋监控平台主要包括完成实时监控、历史追溯、设备管理、信息维

护、用户管理、系统设置等运维工作；针对值班人员使用的安监工具，更高效、

更快捷的完成导航、指引、作业管控等。

（1）监控管理

对铁鞋状态、位置等信息的实时在线监控，显示铁鞋“生命周期”中的状

态、位置、当前领用人员等信息。

（2）预警管理

历史预警查询，可按时间段、值班人员、铁鞋 ID 等条件查询。综合预警统

计报表，对报警信息的汇总和统计。

（3）铁鞋管理

对铁鞋的基本信息登记管理，对其建立唯一 ID；建立领用人与铁鞋的对应

关系，设置放置的轨道、工作时长等。

（4）用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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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定义车站上下级关系以及对应的角色和权限（系统管理人员、值班工

作人员等）。

三、工作过程

本系统通过北斗导航系统及其网络 RTK 服务对智能铁鞋进行监测管理，对

铁路设施进行有效管理和监控，做到实时预警，提前防范。系统具体工作流程

如图 3所示。

图 3 系统工作流程

四、创新点

该系统利用北斗导航系统的高精度定位功能，设计了人员监测管理系统，

该系统能够提供货场、管线等野外作业环境下人员监控管理。系统的创新点如

下：

（1）本系统利用北斗导航系统的精确定位、短报文功能，实现了铁路设施

智能铁鞋的精确定位，保证铁路货场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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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系统设计了智能铁鞋监管系统，提高铁道作业的安全性，有效的解

决铁鞋使用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隐患，提高铁道作业的安全性。

五、结论

本文基于北斗高精度定位功能，设计了一套基于北斗高精度的智能铁鞋监

控管理系统，有效地解决了铁路铁鞋的管理问题，不仅可以节约大量的人力成

本，更能利用实时管理功能，保证在调车作业中铁鞋数量的齐全，并为有效实

现防溜作业提供保障。新型智能铁鞋管理系统通过技术手段替代人工进行防溜

作业，解决铁鞋防溜后在轨状态的安全问题和管理难题，实现集防溜、撤鞋、

在轨检测、异常报警、行车信息揭示于一体，为防止因车辆溜逸发生事故、确

保车站行车安全提供一种技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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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导航防护头盔

作 者：陶 然、付乃馨、孙浩轩、陶宣百

指导教师：司凤萍

学 校：大庆市红岗区大庆市第二中学

【摘要】北斗导航防护头盔包括头盔本体，头盔顶壁上有摄像头,可以用来拍照

与拍摄，头盔内有无线发射装置和控制中枢，包括北斗导航模块，可以通过音

视频终端将采集到的信息及时发送至远程控制中心，方便现场操作人员与远程

控制中心进行及时沟通。外壳的表面有太阳能电池板，前端设有麦克风与蓝牙

装置连接，在有电话需要接听的时候，就不需要摘掉头盔进行接听，省去麻烦

的同时还能带来安全。太阳能电池板产生的电能可以电路进行充电，北斗导航

模块用来给佩戴人地理定位，并在遇险时给营救队提供位置。存储器用来存储

的视频和照片。无线通信器、立体声耳机、用于将输入语音相应转化为输入控

制指令的语音识别器，具备运动录影、行车记录、导航定位、通话等功能。设

计背景头盔是防护交通意外等对头部损伤的安全帽，它一般呈半圆形，采用尼

龙钢盔、玻璃钢盔或汉麻头盔，提高了头盔的防护性能。随着安全头盔的产生

就给人们带来安全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的麻烦，如在带安全头盔骑摩托车或

是工地工人员等户外工作人员使用时，还有在使用移动电话时要脱掉头盔进行

接听，显得麻烦或是容易分散人的精神注意力，会容易引起事故。随着科学的

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对头盔的功能和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传统的头盔不能满足

使用者需要。

一、设计方案

北斗导航防护头盔包括头盔本体，头盔顶壁上有摄像头,可以用来拍照与拍

摄 头盔内有无线发射装置和控制中枢，包括北斗导航模块，可以通过音视频终

端将采集到的信息及时发送至远程控制中心，方便现场操作人员与远程控制中

心进行及时沟通。外壳的表面有太阳能电池板，前端设有麦克风与蓝牙装置连

接，在有电话需要接听的时候，就不需要摘掉头盔进行接听，省去麻烦的同时

还能带来安全。太阳能电池板产生的电能可以电路进行充电，北斗导航模块用

来给佩戴人地理定位，并在遇险时给营救队提供位置。存储器用来存储的视频

和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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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像头摄像头像素为 500万，分辨率 1080P，具有夜视功能，12V 供电，与

手机 WIFI 连接，定时录像、定时图片抓拍，移动侦测报警，电脑或手机远程实

时查看和回看。

北斗导航定位可接收北斗、GPS 双模定位，位置、航速、航向信息精准，定

位更快，导航定位无盲区，ATGM332D-5N 系列模块全星座定位导航模块,GNSS
SOC 单芯片—AT6558，支持 GPS、BDS（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具有高灵敏度、

低功耗、低成本，-148dBm 跟踪灵敏度：-162dBm 定位精度：2.5 米（CEP50）首

次定位时间：32 秒低功耗：连续运行<25mA（@3.3V）内置天线检测及天线短

路保护功能，提供定位必需的辅助信息，比如电文，粗略位置和时间。

头盔，材质 ABS 工程塑料 ABS 工程塑料即 PC＋ABS(工程塑料合金)，具有

PC树脂的优良耐热耐候性、尺寸稳定性和耐冲击性能；玻璃钢(frp) 材料，质轻、

高强、防腐、保温、绝缘、隔音等诸多优点，碳纤维材质，强度比钢的大、密

度比铝的小、比不锈钢还耐腐蚀、比耐热钢还耐高温，不但轻巧，而且消耗动

力少，机械强度高，质量小，价格昂贵，一般选择 ABS 工程塑料可能以满足需

要。头盔内部耳朵处置扬声器，在多功能头盔前端设有麦克风与蓝牙装置连接，

方便接听电话接听，

柔性太阳能电池板，使用太阳能供电，省去使用充电电池要反复充电的麻

烦，柔性太阳能电池板重量轻，可折叠，功率可达 40W，电压 12伏，转化率达

到 23%，没有栅线，保证功率输出的稳定性和持久性，比普通单晶 17%转化效

率高，电流可以高出 40-50%。头盔内安装有微型存储器，可以存储视频和照片，

这个存储器是可以拿出来的，和优盘一样，可以将存储的东西传到电脑里；摄

像头旁边还有强力照明灯，夜间、雨天或光线不好时，打开照明用。

https://www.baidu.com/s?wd=ABS%E5%B7%A5%E7%A8%8B%E5%A1%91%E6%96%99&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4nv7-PHT1uj6dmyRsuWI-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1RvnH6sPjbY
https://www.baidu.com/s?wd=ABS%E5%B7%A5%E7%A8%8B%E5%A1%91%E6%96%99&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4nv7-PHT1uj6dmyRsuWI-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1RvnH6sPjbY
https://www.baidu.com/s?wd=%E5%B7%A5%E7%A8%8B%E5%A1%91%E6%96%99%E5%90%88%E9%87%91&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4nv7-PHT1uj6dmyRsuWI-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1RvnH6sPjbY
https://www.baidu.com/s?wd=ABS%E5%B7%A5%E7%A8%8B%E5%A1%91%E6%96%99&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4nv7-PHT1uj6dmyRsuWI-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1RvnH6sPj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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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应用前景

北斗导航防护头盔北斗导航和 GPS 双导航定位、摄像、照相、接听电话等

多种功能于一体，功能齐全；佩戴人外去时，可以尽量少携带东西，又能达到

功能齐全的目的，能够满足佩戴者需要，方便地测出佩戴者地点的经纬度位置

信息，还可以通过音视频终端将采集到的信息及时反馈至远程控制中心，方便

佩戴者与远程程控制中心进行及时沟通，在遇险时给营救队提供位置，应用前

景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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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技术的三维电磁波源点轨迹捕获装置

作 者：徐 可、陈丽冰、练佳胤、沈 敏

指导教师：朱石明、陆光华

学 校：江苏省兴化中学

【摘要】通过四旋翼飞行器，实时捕捉空中的指定频率的电磁波，通过内置的

电磁波强度比较器，测得测试点空中八个方位强度差别，而达到向电磁波强度

最大的方向运动，通过不断地比较判断，最终自动控制飞行器到达电磁波最强

辐射点，便将位置信息发送到操控主站，以便查明辐射源的产生原因，从而查

罚黑电台、黑手机基站，以防范高科技犯罪。基于北斗技术的三维电磁波源点

轨迹捕获装置，以北斗导航的四旋翼飞行器为载体，带有灵敏的电磁波探头。

电磁波探头采用八个方位的高频检波二极管制作而成，可有效地完成电磁波的

测向测试，从而判断出电磁波辐射方位，从而快速地查出黑电台或黑基站的所

掩藏的地点。

【关键词】北斗技术 三维 电磁波源点轨迹 捕获装置

【Abstract】Through the four-rotors, the electromagnetic waves of the specified
frequency in the sky are captured in real time, and through the built-in
electromagnetic intensity comparator, eight azimuth intensity differences are
measured in the sky at the test point, which moves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most intense
electromagnetic waves. By means of constant comparison and judgement, the final
automatic control vehicle reaches the maximum 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 point, it
sends the position information to the main control station, in order to find out the
cause of the radiation source, and thus detecting the black-and-black radio station and
the cell phone base station. To protect against high-tech crime. Based on Beidou
technology, the three-dimensional electromagnetic wave source trajectory capture
device is based on Beidou navigation four-rotor aircraft, with sensitive
electromagnetic wave probe. The electromagnetic wave probe is made of
eight-direction high frequency detector diode, which can effectively measure the
direction of the electromagnetic wave, so as to determine the position of the
electromagnetic wave radiation, so as to quickly find out the hiding place of the black
radio or the black base station.

【Key words】Big Dipper technology Three-dimensional Electromagnetic
wave source trajectory Capture 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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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自然界，电磁波无处不在。如果长期暴露在高能级电磁波的环境下，会

对我们的健康造成损害。目前，市场上的电磁辐射超标报警器，可以测出一定

频率范围的电磁波的强度，只要超过该频率规定的电磁辐射强度标准就会发出

警讯，使用者就应远离被测物直至警讯消失为止。但是这种专业的检测仪器价

格昂贵，普通家庭舍不得购买。所以，我们想到了自己设计制作一个简易的电

磁波检测器，能够轻松、方便地了解身边的电磁波辐射强弱，避免不必要的伤

害。另处，社会上还有一些不法“黑广播”、“伪基站”的高科技犯罪活动，影

响社会的安定团结。

何为“黑广播”？其实就是指未经广电部门审批，个人非法架设的广播发

射装置。这种大功率的地下“黑广播”一般都是无人值守，通过 U 盘存储播放

内容。通常这些 “黑广播”的危害会造成：扰乱正常的广播秩序，容易对民

航通信产生干扰，影响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给无线电管理带来挑战，影响人

民群众身体健康。

又何为“伪基站”呢？即，假基站！设备一般由主机和笔记本电脑组成，

通过短信群发器、短信发信机等相关设备能够搜取以其为中心、一定半径范围

内的手机卡信息，通过伪装成运营商的基站，冒用他人手机号码强行向用户手

机发送诈骗、广告推销等短信息。通常的“伪基站”的危害会造成：“伪基站”

可窃取用户信息，埋藏极大安全隐患；在被强制接入“伪基站”期间，用户无

法进行正常通信；盗用运营商频率资源，干扰合法网络信号，引发网络拥塞；

滥发虚假信息、非法广告，甚至盗用银行等公共单位、政府权威部门的名义发

送诈骗短信，造成更大的社会危害。

下面，不妨让我们看看国家明确的相关违法犯罪的法律适用标准！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第二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违反国家规定，擅自设置、使用

无线电台（站），或者擅自使用无线电频率，干扰无线电通讯秩序，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国家明确了四种“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或者擅自使用无线电频

率，干扰无线电通讯秩序”的情形。

1、未经批准设置无线电广播电台（以下简称“黑广播”），非法使用广播电

视专用频段的频率的；

2、未经批准设置通信基站（以下简称“伪基站”），强行向不特定用户发送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558213&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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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非法使用公众移动通信频率的；

3、未经批准使用卫星无线电频率的；

4、非法设置、使用无线电干扰器的。

国家规定了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定

罪量刑标准。

1、“情节严重”：

（1）、使用“伪基站”发送诈骗、赌博、招嫖、木马病毒、钓鱼网站链接

等违法犯罪信息，数量在五千条以上，或者销毁发送数量等记录的；

雇佣、指使未成年人、残疾人等特定人员使用“伪基站”。

（2）非法生产、销售“黑广播”“伪基站”、无线电干扰器等无线电设备三

套以上或非法经营数额五万元以上

2、“情节特别严重”：

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期间，在

事件发生地使用“黑广播”“伪基站”，造成严重影响的；

同时使用十个以上“黑广播”“伪基站”的。

特别要说明的是，负有无线电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

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以滥用职权

罪或者玩忽职守罪追究刑事责任。有查禁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犯罪活动职责的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提供便利，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

的，以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追究刑事责任；事先通谋的，以共同犯罪论处。

实践中，如有违反国家规定，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或者擅自使

用无线电频率，干扰无线电通讯秩序等行为，需要对“黑广播”“伪基站”等无

线电设备、行为危害后果等进行专业认定。解释根据司法办案需要，明确了无

线电管理机构、广播电视主管部门等出具的报告及通信运营商出具证明的证据

资格和证明力。

无线电频谱资源属于国家稀缺资源，在军地多个领域广泛运用，随着无线

电技术的广泛应用，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比如大家在社会新闻中常见的黑

电台、伪基站问题，就属于对无线电资源的滥用。为了符合未来无线电技术的

发展需要，符合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需求，有必要尽早制定出台法律法规。

资源管理方面的国家立法很多，比如土地管理法、矿产资源管理法、水法、

森林法等等，但对于无线电频谱资源管理，国内目前仅有一部行政法规，位阶

更高的法律还没有。英国、丹麦、日本、韩国等国家都有无线电管理相关法律，

我国也应加速立法进程。

对无线电频谱资源管理，应统一无线电资源管理法制，目前无线电管理涉

及到部门较多，有国务院相关机构、军队单位等；明确无线电基础资源的集中

统一管理；有效利用资源，对内，依法开发、科学使用和管理无线电资源，实

现无线电资源的战略和经济价值，对外，有效维护我国在无线电领域的经济权

益。保障无线电使用的安全，管住那些通过黑电台、伪基站骗人钱财，造成社

会治安问题的行为。理顺无线电管理工作体制，经过过去多轮国家机构改革，

迄今为止无线电管理工作体制尚未完全理顺，既有中央又有地方，既有部门管

理又有委托管理，难以做到公平、法治，管理部门之间的矛盾也经常发生。

我们设计的基于北斗技术的三维电磁波源点轨迹捕获装置实现了三个方面

的创新：

1．通过四旋翼飞行器，实时捕捉空中的指定频率的电磁波，通过内置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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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波强度比较器，测得测试点空中八个方位强度差别，而达到向电磁波强度最

大的方向运动，通过不断地比较判断，最终自动控制飞行器到达电磁波最强辐

射点；

2．最强辐射点，便将位置信息发送到操控主站，以便查明辐射源的产生原

因，从而查罚黑电台、黑手机基站，以防范高科技犯罪；

3．以北斗导航的四旋翼飞行器为载体，带有灵敏的电磁波探头。电磁波探

头采用八个方位的高频检波二极管制作而成，可有效地完成电磁波的测向测试，

从而判断出电磁波辐射方位，从而快速地查出黑电台或黑基站的所掩藏的地点。

二、研究背景

在一次科学课上，科学老师向同学们介绍了电磁波，电磁波是一种能量，

很多物体都会释放出电磁波，超量的电磁波辐射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伤害。但是，

大多数电磁波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我们如何才能感知身边的电磁波呢？课后

我们一起探讨，然后，大家有了一个共同的想法：设计一个简易装置，能够捕

捉身边的电磁波。能够轻松、方便地了解身边的电磁波辐射强弱，避免不必要

的伤害。另处，社会上还有一些不法“黑广播”、“伪基站”的高科技犯罪活动，

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如何查出这些伪基站黑广播，让他们被绳之以法。

三、研究过程

1．了解原理

要捕捉身边的电磁波，首先要对电磁波有一个科学的认识。通过查阅资料

和询问科学老师，我们了解到了与电磁波相关的一些信息知识。

（1）定义

从科学的角度来说，电磁波是由同相且互相垂直的电场与磁场在空间中衍

生发射的震荡粒子波，是以波动的形式传播的电磁场。电磁波是能量的一种，

凡是高于绝对零度的物体，都会释放出电磁波。且温度越高，放出的电磁波波

长就越短。正像人们一直生活在空气中而眼睛却看不见空气一样，除光波外，

人们也看不见无处不在的电磁波。

（2）种类

电磁波有很多形式，它们的本质完全相同，只是波长和频率有很大的差别。

按照波长或频率的顺序把这些电磁波排列起来，就是电磁波谱。如果把每个波

段的频率由低到高依次排列的话，它们是工频电磁波、无线电波（分为长波、

中波、短波、微波）、红外线、可见光、紫外线、X 射线及γ射线。以无线电的波

长最长，宇宙射线（X 射线、γ射线和波长更短的射线）的波长最短。

（3）应用与危害

电磁波广泛应用于通信、工程、军事、医疗、科研等方面，为人类的生产

生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它给人们带来的危害也不可小觑。主要表现在以下

三个方面：①影响电子设备正常工作；②科学研究和事实表明，电磁波对人体

也有极大危害；③可能引发炸药或爆炸性混合物发生爆炸的危险。由于电磁波

无色、无味、无形、无踪，加之污染既无任何感觉，又无处不在，故被科学家

称之为“电子垃圾”或“电子辐射污染”。

（4）检测

借助于电磁波辐射检测仪可以随时随地测出电磁波的强度，提醒人们一旦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5029332&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327879&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327696&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25196&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512011&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98183&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85020&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24981492&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17064&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917806&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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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安全值，就要远离辐射源，避免对身体造成伤害。

2．问卷调查

科学老师告诉我们，设计制作出来的产品要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受到大家

的欢迎，那才有意义，不妨先了解一下大家的想法。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设

计了一份问卷，在同学们当中开展调查，问卷内容如下：

1. 你了解电磁波的相关知识吗？ （ ）

A很了解 B 了解一些 C不太了解

2. 下列哪些电器设备的电磁波辐射比较强? （可多选）（ ）

A电磁炉 Ｂ电热毯 C 电脑 D荧光灯 E led灯

F 微波炉 G 彩电 H不了解

3. 你觉得超量的电磁波辐射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伤害吗? （ ）

A会 B 不会 C不清楚

4. 你希望家里有一个仪器能够检测出电磁波的强度吗？（ ）

Ａ希望 Ｂ无所谓

5. 你家里有用于检测电磁波的仪器吗？（ ）

A有 B 没有

6. 你认为目前市场上电磁波检测仪有哪些不足？（可多选）（ ）

A操作不方便 Ｂ功能单一 C 价格昂贵 D不了解

7. 你理想中的电磁波检测仪具备哪些优点？

问卷汇总情况：

本次调查共收到 48份答卷，最终统计结果汇总如下：

1．大众对电磁波的相关知识了解不足。其中回答“了解一点”的有 29人，

占 60.4%；回答“不了解”的有 12人，占 25%。
2．一般人对常用电器设备电磁波辐射强弱情况不太清楚。回答“不了解”

的有 9 人，占 18.8%；答案中选“LED 灯”的有 6 人，占 12.5%。这是因为人们

对电磁波产生的原理和日常电器工作的原理认知不足。

3．大多数人认为觉得超量的电磁波辐射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伤害。其中选择

“会”的有 44 人，占 91.7%；选择“不清楚”的有 4 人，占 8.3%；无人选择“不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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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们普遍希望家中有一个能够检测出电磁波的强度的仪器，选择“希望”

的有 39 人，占 81.3%；选择“无所谓”的有 9 人，占 18.8%。而绝大多数家庭

没有相关仪器，选择“有”的仅 1人。

5．对目前市场上电磁波检测仪存在的不足，选择“价格昂贵”的有 28人，

占 58.3%；选择“不了解”的有 13人，占 27.1%；选择“功能单一”的有 15 人，

占 31.3%；选择“操作不方便”的有 10人，占 20.8%；（该项为多选）

调查结果显示：人们普遍对电磁波辐射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有所担心，希望

能有一个操作简便、经济实用的能检测电磁波的家用装置。这更坚定了我们尝

试小发明的决心。

3．获得启发

我们的想法虽然得到了老师的认可和赞同，可是要真正做出实物来，还需

要一定的技术支撑。就在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偶然了解到手机来电感应器的

相关信息：手机来电感应器，俗称手机来电闪。最早的手机来电闪是日本人发

明的。他们在收听收音机和使用电脑时发现有很大的吱吱噪音，而且距离越近

噪音越大。经过示波器观察表明手机在使用中，当向基台传送信号时，手机发

射的是很强的电磁波，会发出强烈的高频脉冲，他们利用这点发明了手机来电

感应闪光器，深受年轻一族的喜爱。在纷扰嘈杂的环境下，或者手机静音时，

来电闪可以提示人们接听电话。大家恍然大悟，难怪有时候人们正在对着话筒

讲话，突然随身携带的手机响了，音箱里就会传出刺耳的噪音。

既然手机发出的电磁波能让来电闪发光，我们能不能也尝试制作一个简易

来电闪，来捕捉身边的电磁波？

4．设计制作

（1）多次尝试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于是我们开始了一系列的实验研究。

利用所学的电路知识，我们首先将普通线圈与 4.5V 的钨丝灯泡连成一个简

易电路，靠近电磁波发射源，测试结果灯泡没有发光，实验失败。

接着，我们又把普通电线圈换成了漆包线圈，结果灯泡仍然不亮。

接收线圈的匝数增加，本来应当接收的灵敏度是提高了的，是什么回事呢？

我们几个人经过交流讨论，并在与科学老师提问后，最后我们知道，这钨

丝小灯泡的耗电量可大呢，钨丝发光其本质就是电阻发热到上千的温度，才在

电能在转化热能的同时，部分地转化为光能。所以钨丝灯炮发光效率很低，最

灵敏的钨丝灯炮发光也用 0.1A 左右，所以用它来显示电磁波的存在是不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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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的电磁波其能量通常是很微弱的。

经过科学老师的提醒：LED灯炮节能且灵敏度极高。于是，我们把灯泡换成

了 LED，可是仍然没有发光。

后来，通过查阅资料，原来，不同频率的电磁波需要不同形状的“天线”，

线圈只适合“捕捉”频率较低的电磁波，而手机或微波炉等家用电器发出的是

频率较高的电磁波，要使 LED 灯发亮，必须要与一种二极管连接，于是我们找

到二极管，满以为大功告成，可结果还是让我们很失望——LED灯依旧不亮。无

奈之下，我们想到了去青少年科技中心请教科技老师。在老师的细致讲解下，

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二极管有很多种类，根据其不同的用途，可以分为整流

二极管、检波二极管、开关二极管、发光二极管等等。检波二极管是手机及家

用电器的高频辐射最佳“捕捉”高手。检波二极管一旦进入磁场中就会自动检

波，检测到适合波段就会产生电流通向发光二极管，可以让 LED灯闪烁。

很快，我们买来检波二极管，开始了新的研究。我们将一根检波二极管与

LED灯相接。

当我们用这个简易装置再次检测手机电磁波时，惊喜地发现：LED 灯发出了

极微弱的光，尽管那光亮稍纵即逝且那么微弱，但足以点燃我们继续探究的热

情。

怎样让 LED 灯发出更亮的光？让它持续的时间更长？我们再次请教了专职

的科技老师。老师告诉我们：LED 灯发光需要达到一定最低电压，串联多个检波

二极管可提升电磁波所产生的电压，所以检波二极管串联的数量会直接影响电

磁波接收的效果。那多少个二极管串联的效果最好呢？我们通过一组对比实验

进行研究，分别将 1到 12 个检波二极管与 LED灯连接，测试接收来电手机电磁

波的效果。测试结果见表 1：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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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波二极管

根 数

LED 灯发光

效 果

检波二极管

根 数

LED 灯发光

效 果

1 根 偶尔会有微弱的闪光 7根
明显，闪光亮度增强，持续时

间变长

2 根 偶尔有微弱的闪光 8根
有明显的闪光，灵敏度变强，

亮度好，持续时间长

3 根 偶尔有弱的闪光 9根
闪光最灵敏，亮度最强，持续

时间最长

4 根
偶尔有较弱闪光，闪亮

的几率变大
10 根

亮度不明显增强，持续时间没

有变长

5 根
有连续的弱闪光，闪亮

的几率变在
11 根

亮度反而略有减弱，持续时间

略有变短

6 根
明显，闪光亮度变强，

效果有改善
12 根 灵敏明显有所下降

实验结论：使用 9 个检波二极管与 LED 灯串联，接收电磁波效果最佳——

闪光最灵敏，亮度最强，持续时间最长。

随后，我们又在电磁波接收装置的形状上进行对比测试，结果发现，将二

极管连接成近似圆形、针脚朝一边稍稍弯曲，状似碗形时，它的灵敏度越高。

因为其形状酷似瓢虫，我们为它起了个很生动的名字，叫作“瓢虫状电磁波‘捕

捉’器”。为了稳定形状，我们又找来合适的电路板进行固定，这下我们的“小

瓢虫”更加漂亮了，第一代电磁波“捕捉”器就此诞生了。

（2）电路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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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应用与改进

在随后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对瓢虫状电磁波“捕捉”器进行了改进和完善，

从而就有了二代、三代、四代产品。

1．从单一发光到声光灵活切换

科学老师告诉我们，一个成功的产品在出厂前都要经过很多道工序的检测，

力求完美地呈现在用户面前。虽说我们的电磁波“捕捉”器成功地做出来了，

但是它的功能到底怎么样？有没有缺陷？还需要经过多次的测试来验证。

我们几个轮流拿着“捕捉”器进行测试，很快，顾天成提出了一个问题，“如

果是盲人，眼睛看不见，那他怎么知道有没有电磁波呢？”这是个很好的问题，

我们在设计产品时，没有考虑到一些特殊人群，例如盲人。我们需要对“捕捉”

器进行改进，让他适用于不同的人群。

科学老师让我们做了个实验，一人拿着话筒正在尽情高歌，另一个人拿着

手机靠近音箱，这时，手机突然来电，随即音箱里传来了吱吱的杂音。我们顿

时有了想法，手机就是电磁波源，空气中的电磁波在耳机线路中感应生电。原

来，电流不但可以转化成光，还可以转化成声音！顾天成的问题很快迎刃而解。

我们在电磁波“捕捉”器上安装了一个插孔，不但可以接 LED 灯，还可以连接

耳机或音箱。这样，可以根据使用者的需要，灵活地切换，非常方便。功能升

级，这算是电磁波“捕捉”器的二代产品吧！

老师还告诉我们，如果能捕获到无线电信号，说不定还能听到电台的音乐

呢？我们非常好奇，缠着他试给我们听。老师真是神通广大，还真的找来了“特

斯拉等离子音乐发生器”。当听到从“捕捉”器上的耳机传出的音乐声时，我们

欢呼雀跃，激动万分。

2．从定性到定量检测

接下去的日子，研究继续进行。我们在几种不同品牌和型号的手机上进行

操作，结果发现“捕捉”器上的 LED 灯亮度并不是完全一样，可见不同的手机

所产生的电磁辐射大小并不一定相同。LED 灯的亮度只能粗略地告诉我们辐射的

强弱，“如何更准确地知道电磁波的大小呢？”在测验的过程中我们又提出了一

个新问题。

可是，仅凭我们现在所学到的知识，还远远不能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再一

次请教了专职的科技老师。老师告诉我们，变化的磁场在导体中产生感应电动

https://www.baidu.com/s?wd=%E6%84%9F%E5%BA%94%E7%94%B5%E5%8A%A8%E5%8A%BF&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d9uyDLPyR3uW-buAR1uj63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b3rjbkrHn4rjTznHnYn1Rs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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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如果是闭合回路就会产生电流。我们可以通过测量“捕捉”器上通过的电

流大小，从而间接地了解电磁波的能量大小。在科技老师的帮助下，我们找到

了理想的器材——微安表。为什么选用微安表呢？这是因为电磁波产生的电流比

较微弱，需要高灵敏度的微安表才能测出。装有微安表的电磁波“捕捉”器就

是我们的第三代产品。

拿着第三代“捕捉”器，我们进行了一组测量实验，分别对不同的电磁波

源进行检测，获得的相关数据如表 2—表 5 所示。

表 2 实验 1 三种日常家电的测试

电磁波源

电 流

有无 最大峰值、电流 大小描述

苹果手机
待机时无、拨号或

来电时有
43μA 微弱

格兰仕微波炉
工作时有、不工作

时无

爆表、（大于量程 50

μA）
明显、且高火时较明显

美的电磁炉
工作时有、不工作

时无

爆表、（大于量程 50

μA）

明显、全功率时辐射最

强

本次实验结果分析：手机通常在拨号或来电与信号基站有数据交换时，才

有一定的电磁波辐射，且为间断式的数据交换。微波炉、电磁炉由于其加热原

理是利用微波使水分子发生强烈振动或高频电磁波使金属器皿产生涡流致热，

故通常会有一定的电磁波辐射。

表 3 实验 2 新老式日光灯的测试

种类 测试点 1 测试点 2 测试点 3

老式日光灯
电子发射端 加速端 镇流器

16μA >50μA 3μA

新式日光灯

（实质是 LED

灯）

电压正极 电压负极 镇流器、（实质是恒流电源板）

1μA 0μA

5μA

（很奇怪！反常！问了老师，

说是恒流板上有电压变换电

路，升压变换有一定高频辐射）

说明：1．为了确保安全，本实验在科学老师指导监督下完成；

https://www.baidu.com/s?wd=%E6%84%9F%E5%BA%94%E7%94%B5%E5%8A%A8%E5%8A%BF&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d9uyDLPyR3uW-buAR1uj63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b3rjbkrHn4rjTznHnYn1Rs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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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所有数据以最大峰值数而记录。

结论：老式的玻璃管节能灯，由于需要产生大量电子加速运动碰撞氩气生

热，进而使水银产生蒸气并被电离，并发出强烈的不见光紫外线，紫外线照射

到荧光粉发出近乎白色的可见光，故其电磁波辐射较为明显。新式 LED 节能灯

其工作原理是利用半导体发可见光，没有热效应，更没有紫外线的电磁辐射，

所以其发光效率极高，难怪现代的住房装修都使用 LED的节能灯了！

表 4 实验 3 螺旋式玻璃管节能灯的测试

辐射强度

距离
20W 9W 3W

0.00 米 >50μA 38μA 19μA

0.01 米 28μA 19μA 8μA

0.05 米 16μA 9μA 3μA

0.10 米 9μA 4μA 1μA

0.20 米 5μA 2μA 0μA

0.40 米 3μA 1μA 0μA

0.60 米 1μA 0μA 0μA

0.80 米 1μA 0μA 0μA

1.00 米 0μA 0μA 0μA

1.50 米 0μA 0μA 0μA

2.00 米 0μA 0μA 0μA

结论：辐射随距离的增大，衰减较快，通常玻璃管节能灯的安装应在较高

处。

表 5 实验 4 手机的测试

辐射强度

距离
苹果 4 华为 P9 VIVO

找手机的发射天线

（最强辐射）

显示屏

左上边

显示屏

右上方

显示屏

左下方

垂直屏幕离

天线 0.00 米
43μA 48μA >50μA

垂直屏幕离

天线 0.01 米
28μA 24μA 29μA

垂直屏幕离

天线 0.05 米
15μA 11μA 16μA

垂直屏幕离

天线 0.10 米
7μA 5μA 7μA

结论：不同手机，发射天线位置并不相同，不同品牌手机，其电磁辐射程

度略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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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近距离到远距离

接下去的日子，测试继续进行。我们带着“捕捉”器，寻找各种电磁波源

来测验。我们把它放在手机上、电脑旁、微波炉前、电磁炉边都很方便检测，

可是想要检测高高挂在天花板上的荧光灯却没那么容易，还需站到桌凳上才行，

这很不方便，而且也不安全。看来我们的“捕捉”器还需要改进。

没过几天，同学笑嘻嘻地拿了个东西给我们看，原来是个手机自拍杆。我

们问，拿它来做什么？同学晃了晃脑袋说：“给我们的电磁波‘捕捉’器装个升

降杆，不就可以轻松的检测荧光灯了？”这个主意真不错。在科学老师的指导

下，我们改装了手机自拍杆，将“捕捉”器安装在杆顶，而将微安表巧妙地固

定在手柄上端。在测量时，根据需要灵活调整杆的长度，并且能方便地看到微

安表上的指针移动。这下，我们的电磁波“捕捉”器更加得心应手了，这便是

我们的第四代产品。



第九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学组）

388

接下来，我们将瓢虫状电磁波捕捉器的接收头，按照立体几何上的八个象

限重新分布它们的接收方位，中间间隔一个金属圆球进行各个方位干扰的隔离，

通过电压比较器进行电磁波不同方位的强弱的比较，从而控制无人机进行向电

磁波辐射较强的方向运动，从而达到找到最强电磁波辐射点的目的，并通过无

人机上的北斗定位系统获知到精确的位置信息。

五、收获与体会

“多功能瓢虫状电磁波捕捉器”的发明项目从创意构想到实物呈现，再到

改进成“基于北斗技术的三维电磁波源点轨迹捕获装置”，并不断完善，一路走

来经历了近一年的时间，其间，我们进行了观察、构思、信息收集、网络查新、

问卷调查与统计、实验测试、摄影记录、填写研究日志、撰写研究报告等大量

的活动。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我们收获了许多，现小结如下：

1．这次实验研究让我们学会了留心观察、善于思考、大胆想象、敢于创新。

通过这次研究活动，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只要留心观察身边细小的事，就会有

许多让你惊奇的发现。要知道，我们在生活中，难免会遇到一些问题，只要我

们用心思考，不断探索，问题也许就会迎刃而解。那时我们就会深深地感受到

创新思想、创新意识的无限魅力所在！

2．通过这次研究活动，我们明白了“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的道理。要将自己的创意变为实物，就必须通过动手操作。在不断的实践过程

中，我们从开始时的笨手笨脚，到熟练使用工具，规范操作实验，这些进步不

仅使我们自己感到高兴，老师和家长们也为我们竖起了大拇指。

3．这次研究是我们四位同学共同合作进行的。在此过程中，我们越来越感

受到分工合作的重要性。我们四人，组长负责整个活动方案的制定，并牵头开

展研究活动，一位同学负责材料的采购，参与实验研究和作品的制作，一位同

学全程参与研究活动，并重点负责调查问卷、研究日志、研究报告等文字工作。

我们既分工明确，又密切配合，遇到难题一起商量对策，很多问题都是在我们

的讨论中寻找到解决方法的。这次经历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协调性、执行力，锻

炼了我们的统筹思维，可谓获益匪浅。

4．通过这次研究我们还感悟到，科学研究的过程不会一帆风顺，“不经历

风雨，怎见得彩虹”。我们在研究过程中碰到了很多困难，开始的时候，我们为

知识缺乏而担忧，此后我们又为多次失败而叹气。但是在老师的帮助和鼓励下，

我们迎难而上，克服了一个个难关，最终成功地完成了作品，满满的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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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锻炼有助于我们茁壮成长，且让我们受益终生！

六、致谢

感谢学校科技中心的老师们，他们给我们的实验研究提供了很多帮助，指

导我们购买电子元件，帮我们配备实验用品，还教会我们使用电烙铁进行电子

焊接、画电路图等，在此对他们的大力帮助表示感谢。另外，市科学技术协会、

发明协会的领导及专家们，给我们提出了中肯的意见与建议。还有，我们特别

要感谢我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因为是他们帮助和鼓励我们，为我们提供了各

种实验设备及制作场所，使我们的研究得以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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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自动收集水面垃圾两栖船

作 者：刘 浩、邓雅莉、肖竞宜、陆伟凡

指导教师：刘章平、罗定庚

学 校：湖南省宁乡市第一高级中学

一、设计背景：

有一次，去 湖玩，看到水面上漂浮的生活垃圾，民工们乘着船，艰难

的打捞，针对水面上的塑料袋瓶、纸屑等漂浮垃圾，能不能设计收集水面垃圾

两栖船？又运用我们学过的北斗知识，设计自动收集水面垃圾两栖船。

二、结构与功能：

由带轮子的两栖船体、及附属部分（前导筛、垃圾收集筐、打捞传送机构、

后驱动太阳能电机、北斗设备等组成；打捞装置在电机）驱动下前进，水面漂

浮垃圾涌入前导筛，打捞机构将垃圾捞起并传送到收集框中，实现垃圾的打捞

与收集，从而节省人力劳动。

三、研究过程：

由人工手抓水面漂浮的东西--手拿收集器--机器自动收集。

四、科学原理：

北斗、太阳能、机械。

五、创新部分：

本作品针对湖面或者浅水域河道的漂浮垃圾，设计出低成本、高效率的快

速打捞装置，能够北斗导航控制无人驾驶就可以实现垃圾的快速打捞与收集，

外形较小，吃水较浅，工作连续可靠，工作效率高，采用太阳能动力推进，无

污染，低噪音，安全性高，运行及维护成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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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导航的水质监测飞船的设计与制作

作 者：刘品良、曹公达、马若航、陶宣百

指导教师：吴德双

学 校：大庆市实验中学

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随着我国现代化工业和服务业的蓬勃发展，人们在重视其经济效

益的同时却往往忽略了他们对环境的污染，特别是水资源污染对人类的威胁更

严重，大庆拥有百湖之城称号，湖泊众多，无法逃避各种排泄物污染的厄运，

各种日常消费品的包装物在湖面上漂浮。用人工检测费时费力，工作效率低，

无法快速确定污染源目标，有些水域人工无法工作。目前，我国研制的检测水

面污染物的设备不多，并且价格昂贵，功能不尽人意。因此，开发一种性能优

良，价格便宜，操作简单，使用安全的基于北斗导航的湖泊检测飞船已成为一

种必要，而且有较好的市场前景。

二、飞船的设计

湖面检测飞船分为 6个部分：船体，控制系统，动力驱动系统，视觉系统、

遥控器及避障传感器。各部分功能综述如下：(1)船体：主体由双体船构成，船

体四周有 4 个电机，2个正转，2 个反转，由飞行控制器控制运转，(2)控制器为

核心构成控制系统，接收视觉系统、遥控器、避障传感器等设备的输入信号，

计算和输出多路控制信号，协调各驱动电机，并对系统状态进行监控；(3)动力

驱动系统：湖面检测飞船的动力源为锂电池，由 4 电机的速度不同来调整前进

方向；(4)视觉系统为高清摄像头，（5）、北斗导航定位系统判断水面污染的位置；

遥控器手动控制或飞控自动控制飞船运行、停止，转弯或监测等；避障传感器：

超声波、红外传感器位于飞船主体前方，能够检测出障碍物的存在以及其它潜

在危险，防止飞船主体与岩石或其它非漂浮物体相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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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电机由四个夹子固定在船体上，电机分别连接在飞行控制器四周插头

上，中间插头连接图像摄像头，飞行控制器控制飞船的前进后退速度左转右转

方向，避障传感器：超声波、红外传感器、温湿度传感器、PM2.5 传感器、水

质检测传感器、浊度检测传感器、北斗导航模块连接在核心处理模块上。当飞

船遇到障碍无法前进时，飞船中飞行控制器与四个夹子电机脱离飞船主体独立

飞行，变成四轴无人机继续探测湖泊湖面。实现水上空中立体探测，机动灵活

的起降、水上低空循迹的自主飞行，在湖泊水利管理上具有巨大的应用前景，

包括水域规划、水情监测、湖道走向、水库监测、洪灾区域检查等，还能查看

水毁桥梁、淹没区域等情况，搭载高分辨率数码相机进行快速测图、搭载视频

采集设备，实时的采集并回传即时的影像数据，将在湖泊水利领域得到迅速而

广泛的应用。运用传统的方法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而利用飞船可迅

速掌握情况，减少人员工作量，缩短巡检周期，大大提高信息的实时性和准确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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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硬件总体设计

湖面检测飞船控制系统的任务是根据输入的信息控制电机完成相应的动

作，从而使飞船达到收集湖面漂浮污染的目的。采用专用的双控制器为核心器

件，使得系统具备独立的数据处理能力，能够独立控制飞船运动和低空飞行。

飞船控制系统结构控制系统选用 TMS320LF2407A DSP，自己定义陀螺仪系统、自

己定义气压定高系统，电机可以上下随意翻转 90 度，风叶可以随意旋转 360 度

易于调速的直流电机。超声波、红外传感器是移动飞船最常用的避障传感器，

电机驱动模块负责将控制量转化为 PWM 信号从而对飞船的升降左右电机进行

控制。信息接收模块通过视觉系统、语音系统、传感器接收外界信息，从而判

断检测污染，何时避障以及何时返回。

飞船作为人类的新型生产工具，携带方便、操作简单、反应迅速、载荷丰

富、任务用途广泛、起飞降落对环境的要求低、自主航行，减轻劳动强度、提

高生产率、改变生产模式，把人从危险、恶劣的环境下解放出来；提高了处理

紧急预警突发事件和灾害的办事效率，快速准确地对湖泊进行航拍，提供宝贵

的搜救信息，提高了水利资源调查户外调查办事效率，快速准确地为水利资源

面积、水利水质情况地理检测信息，快速准确的对湖泊测量实时监控，解决了

人工作业缓慢和不能力及的缺陷。使用安全的智能湖面检测飞船已成为一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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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较好的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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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智能城市早期火灾预警

作 者：王天昊、邱子墨、张子洋、尚博雅

指导教师：邱选兵、王建荣

学 校：山西省实验中学

【摘要】火灾对人民生命健康及财产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尤其是公共场所

发生火灾给国家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给社会、家庭带来毁灭性的

灾难。传统的火灾预警系统多采用单一点式的烟雾传感器、温度传感器、光敏

传感器、红外线探测器等火灾传感器，其存在灵敏度低、容易老化、误报率高、

可靠性差，人工报警等不足，缺乏智能型火灾预警席，因此提出了一种基于“北

斗+”的智能城市早期火灾预警系统。通过安装在城市各个街道、楼宇等建筑物

的各个节点感知环境中的火灾特征参数：CO（一氧化碳）、CO2（二氧化碳）、

光强变化、温度变化等综合参数，通过设置阈值和预警判断逻辑来判决是否发

生火灾或有潜在火灾，然后通过北斗定位模块获取到节点的经纬度坐标，将火

灾特征参数和位置坐标发送给 119 指挥中心，从而实现城市火灾早期预警的智

能化管理。

作品在实验室建立了报纸阴燃实验，并获取了火灾参数，通过分析火灾各

个特征参数时间的相互关系，建立了可以用来进行报纸火灾预警的特征逻辑判

断模型，并通过安装在楼房过道中的节点现场试验表明，该预警系统可以快速

识别出阴燃的报纸和燃烧中的报纸，并及时地发送现场火警参数到了手机监控

端。

【关键词】北斗+；多传感器；Micropython；火灾预警

【Key words】Beidou +； Multi-sensors；Micropython ；Fire alarm

一、引言

火灾对人民生命健康及财产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尤其是重要场所发生

火灾将给国家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给社会带来重大影响。据公安部消防局统

计，2016 年，全国共接报火灾 31.2万起，亡 1582人，伤 1065 人，直接财产损

失 37.2亿元；2015年，全国共接报火灾 33.8万起，造成 1742人死亡、1112 人

受伤，直接财产损失 39.5 亿元；2014 年全国共接报火灾 39.5万起,死亡 1817人,
受伤 1493 人,直接财产损失 43.9 亿元。可以看到火灾总数在逐年下降，然而每

年引起的死亡人数都超过了 1000 人，直接的财产损失超过 37 亿元。其中每年

火灾中因违反电气安装使用规定等引发的火灾占总量 1/3，特别重大火灾和 1起

特别重大火灾则全部是电气原因引发的，并且家庭火灾亡人占总数近七成以上。

然而，对于目前的火灾预警系统来说，大多数采用的是廉价的感温、感烟

火灾等传统火灾传感器，大多存在灵敏度低、容易老化、容易误报等不足；同

时及时发生了火灾，只能靠人为发现并拨打 119报警电话，119指挥中心缺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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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化、有效化、自动化、智能化的火灾预警系统，从而实现城市火灾预警的自

动监控、自动预警、自动处理险情的一体化管理。因此，我们团队提出了一种

基于“北斗+”的智能城市早期火灾预警系统，通过安装在城市各个街道、楼宇

等建筑物的各个节点感知环境中的火灾特征参数：CO（一氧化碳）、CO2（二氧

化碳）、光强变化、温度变化等综合参数，通过设置阈值和预警判断逻辑来判决

是否发生火灾或有潜在火灾，然后通过北斗定位模块获取到节点的经纬度坐标，

将火灾特征参数和位置坐标发送给 119 指挥中心，从而实现城市火灾早期预警

的智能化管理。

我们作品的理念是：

通过北斗最新技术，能够提前预警（测试一氧化碳与二氧化碳指标是否超

标）通过报警引起人们的注意，实用，轻便，不易损坏。能大大降低风险，保

证我们生命安全。

二、作品设计原理

作品的设计原理如图 1 所示。在图 1 中火灾网络节点 1 为第一个火灾发生

地点，节点 2 为第二个火灾发生地点，两个火灾发生地都通过北斗实现火灾节

点位置的经温度，当火灾特征参数超过阈值并符合逻辑判断规则时，通过移动

网络发送短信，短信内容包括经纬度、CO 浓度、CO2浓度、light（光强）和 temp
（温度）。我们的作品可以让某手机号的用户知道某位置的火灾情况。

图 1 作品工作原理

三、作品硬件设计

作品的硬件设计原理如图 2 所示，其中以开源开发板 TYPBoard为核心，外

接火灾特征检测用的传感器：CO 传感器可以检测此地点的 CO 的浓度；CO2 传

感器可以检测此地点的 CO2 的浓度；温湿度传感器可以检测此地点的温湿度，

当火灾特征参数超过阈值并符合逻辑判断规则时，采用声光近进行报警，并通

过北斗定位，然后通过 4G 模块发送信息给监控 119 指挥中心(在我们的作品演

示中，采用手机接收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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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节点硬件原理图

3.1 主控制板

TPYBoard是以遵照 MIT 许可的 MicroPython 为基础，由 TurnipSmart公司制

作的一款 MicroPython 开发板，它基于 STM32F405单片机，通过 USB 接口进行

数据传输。该开发板内置 4 个 LED灯、一个加速传感器，可在 3V-10V之间的电

压正常工作。TPYBoard开发板让用户可以通过 Python 代码轻松控制微控制器的

各种外设，比如 LED等，读取管脚电压，播放歌曲，和其他设备联网等等。TPYBoard
开发板支持 Python3.0 及以上版本的直接运行，支持重力加速度传感器，支持上

百周边外设配件，支持 SWD烧写固件。零基础也能灵活掌握单片机技术

该作品采用了 TPYBoard的升级版本 TPYBoard_V702，它在标准的 TPYBoard
的基础上板载了 GPS 和手机模块功能。由于作品用到北斗定位功能，因此本作

品中只用了板载的手机模块功能，北斗定位模块采用外接实现。

3.2 传感器

3.3.1 CO 传感器

CO 传感器采用 ME2-CO 型传感器，其根据电化学的原理工作，利用待测气

体在电解池中工作电极电位上的电化学氧化过程，待测气体电化学反应所产生

的电流与其浓度成正比并遵循法拉第定律，通过测定电流的大小就可以确定待

测气体的浓度。广泛适合工业特别是民用领域的 CO 浓度检测。它具有低功耗,
高精度,高灵敏度,线性范围宽,抗干扰能力强,优异的重复性和稳定性等特点。

我们选择 5V供电，通过单片机的“Y11”引脚与 CO 传感器的模拟信号相连，

通过数据手册可知，模拟电压 0.4V-2V 对应 0-2000ppm 关系，可以得到火灾特

征参数 CO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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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CO 传感器原理图

3.3.2 CO2传感器

MH-Z19 二氧化碳气体传感器（以下简称传感器）是一个通用型、小型传感

器，利用非色散红外（NDIR）原理对空气中存在的 CO2 进行探测，具有很好的

选择性，无氧气依赖性，寿命长。内置温度补偿；同时具有数字输出与波形输

出，方便使用。该传感器是将成熟的红外吸收气体检测技术与精密光路设计、

精良电路设计紧密结合而制作出的高性能传感器。该传感器工作原理如图 4 所

示，工作电路如图 5所示。

图 4 CO2 传感器原理图

图 5 CO2 传感器工作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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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传感器具有高灵敏度、高分辨率、低功耗、提供 UART、PWM 波形等多

种输出方式、温度补偿，卓越的线性输出、优异的稳定性、使用寿命长、抗水

汽干扰、不中毒等特点。将传感器 Vin 端接 5V，GND 端接电源地，用户通讯接

口的 RXD 端接探测器的 TXD，TXD 端探测器的 RXD。探测器可以直接通过传感

器的 UART接口读出气体浓度值。

3.3.3 光强传感器

当发生火灾时，光强会发生明显变化，因此可以将光强作为一个判断火灾

是否发生的指标。光敏电阻（photoresistor or light-dependent resistor，后者缩写

为 ldr）或光导管（photoconductor），常用的制作材料为硫化镉，另外还有硒、

硫化铝、硫化铅和硫化铋等材料。这些制作材料具有在特定波长的光照射下，

其阻值迅速减小的特性。这是由于光照产生的载流子都参与导电，在外加电场

的作用下作漂移运动，电子奔向电源的正极，空穴奔向电源的负极，从而使光

敏电阻器的阻值迅速下降。

通过单片机的 Y12 口与光强传感器的信号线相连，由数据手册中给出的关

系式，可用电压值来表示光强。

3.3.4 温度传感器

温度是一种表征物体冷热程度的物理量，而温度传感器就是将物体的冷热

程度转换为便于测量的物理参数进而对温度进行间接测量的仪器。温度传感器

主要由感温元件和温度显示两部分组成，感温元件主要用于感受温度并将其转

换为电信号等易于测量的物理参数，经过处理电路将其转换为相应的温度并显

示出来。这是温度传感器工作的大致原理。

温度传感器选用 SHT20 传感器，该传感器参数如表 1，我们采用 I2C 通信方

式，利用单片机自带的 I2C接口直接连接 SHT2x 传感器的信号引脚。

表 1 SHT20 性能参数

尺寸 输出 电压范围 能耗
湿度工作

范围

温度工

作范围

湿度反

应时间

3X3X1.1

mm

I²C 数

码,PWM
2.1- 3.6 V

3.2µW (8 位，1

次测量/秒条件

下)

0 - 100%

RH

-40-

125°C

8 sec

(tau63%

)

3.3 北斗定位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我国独立自主研制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是国家正在

建设的重要空间信息基础设施。2003年已建立的“北斗卫星导航试验系统”是

主动式双向测距二维导航系统，应用优势主要体现在：（1）具备定位与短报文

通信功能；（2）是我国自主研制的系统，高强度加密设计，安全、可靠、稳定，

适合关键部门应用。

ATGM336H-5N 系列模块是小尺寸的高性能 BDS/GNSS 全星座定位导航模块

系列的总称。该系列模块产品都是基于中科微第四代低功耗 GNSS SOC 单芯片—

AT6558，支持多种卫星导航系统，包括中国的 BDS（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美国

的 GPS，俄罗斯的 GLONASS，欧盟的 GALILEO，日本的 QZSS 以及卫星增强系统

SBAS（WAAS，EGNOS，GAGAN，MSAS）。AT6558 是一款真正意义的六合一多模

卫星导航定位芯片，包含 32 个跟踪通道，可以同时接收六个卫星导航系统的

GNSS 信号，并且实现联合定位、导航与授时。 ATGM336H-5N本系列模块具有

高灵敏度、低功耗、低成本等优势，适用于车载导航、手持定位、可穿戴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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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直接替换 Ublox MAX系列模块。其主要的性能指标如下：

出色的定位导航功能， 支持 BDS/GPS/GLONASS 卫星导航系统的单系统定

位，以及任意组合的多系统联合定位，并支持 QZSS 和 SBAS 系统

支持 A-GNSS
冷启动捕获灵敏度：-148dBm
跟踪灵敏度：-162dBm
定位精度：2.5 米（CEP50，开阔地）

首次定位时间：32 秒

低功耗：连续运行<25mA（@3.3V）
内置天线检测及天线短路保护功能

在本作品中，ATGM332D-5N 系列模块通过 UART 作为主要输出通道，按照

NMEA0183 的协议格式输出。为了精确定位，我们采用了北斗和 GPS 双模定位

方式，以保证我们的定位可靠运行。

3.4 预警

2.4.1声光报警

当 CO 浓度达到 170ppm 且 CO2 浓度达到 800ppm，或光强小于 0.2，或温

度大于 32度时，便触发报警：点亮 LED 灯，并启动蜂鸣器。

2.4.2发送短信

在系统检测到火灾时，便会给固定的手机号码发送一个包含 CO 浓度、CO2
浓度、光强、温度及火灾经纬度的信息。

四、作品软件设计

4.1 开源 MicroPython介绍

MicroPython是近年开源社区中最热门的项目之一，它功能强大，使用简单，

是创客、DIY 爱好者、工程师最好的工具，也可以用在专业开发中。相比另外一

个创客神器 Arduino，MicroPython 使用更加简单、方便，入门更快，性能也更

好，更加适合初学者。它无需复杂的设置，不需要安装特别的软件和额外的硬

件，也不用编译和下载，只要一个 USB 线，使用任何文本编辑器就可以进行编

程。大部分硬件的功能，使用一个命令就能驱动，不用了解硬件底层就能快速

开发，对于产品原型设计、软件移植非常有好处，让开发过程变得轻松，充满

乐趣。和传统开发方法相比，使用 MicroPython开发产品原型的速度更快，程序

也更容易实现模块化，更方便进行维护。和其他一些类似软件相比，MicroPython
是可以真正用在产品开发中的。

MicroPython是在单片机上可以跑的 Python，也就是说，你可以通过 Python
脚本语言开发单片机程序。MicroPython遵守 MIT协议开源，被授权人拥有复制、

修改、发行和再授权的权利。由剑桥大学的理论物理学家乔治•达明设计。和

Arduino 类似，但 MicroPython更强大。MicroPython基于 ANSIC，语法跟 Python3
基本一致，拥有自家的解析器、编译器、虚拟机和类库等。目前它支持基于 32-bit
的 ARM 处理器，比如 STM32F405。也就是说 ARM 处理器 STM32F405 上直接可

运行 Python语言，用 Python语言来控制单片机。

4.2 作品主程序设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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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流程图如图 6所示。开机后，我们导入所需要的功能模块，如：串口、

UART、IO 等，紧接着初始化所需要的外设，初始化完后，单片机进入主程序：

读取定位位置，温度、CO 浓度、CO2浓度和光照强度传感器，并进行阈值判定，

如果大于我们设定的阈值，那么启动声光报警，并开启手机移动服务，将信息

通过短信发送给设置好的手机号码用户。

图 6 作品流程图

4.3 关键子程序流程

如图 7为读取 CO2 传感器的关键子程序，其发送命令的格式如下：

Byte0 Byte1 Byte2 Byte3 Byte4 Byte5 Byte6 Byte7 Byte8
起始字节 传感器编号 命令 - - - - - 校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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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xFF 0x01 0x86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79
发送完命令后，传感器返回的数据格式如下：

Byte0 Byte1 Byte2 Byte3 Byte4 Byte5 Byte6 Byte7 Byte8
起始字节 命令 浓度值高位 浓度值低位 - - - - 校验值

0xFF 0x86 0x02 0x60 0x47 0x00 0x00 0x00 0xD1
通过分析返回数据，如果校验成功，那么计算气体的浓度：气体浓度值 = 浓

度值高位 * 256 + 浓度值低位。

图 7 CO2 读取子程序

五、实验与模型建立

5.1 实验

试验箱我们采用了 XXXXX 学校的光电工程研究所根据 Froude 模型[10]制作

的燃烧实验箱。其中实验箱的长为 130cm，宽为 48cm，高为 40cm 如图 3（a）
所示。其俯视图如图 8（b）所示，各传感器依次贴在实验箱顶半径为 20cm 的

圆上，每种传感器各两个，同种传感器得到的数据进行均值处理，可减小由传

感器个体差异而造成的系统误差，提高系统的精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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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尺寸图 （b）传感器安装俯视图

图 8 实验箱与传感器安装示意图

在实验室环境下，通过点燃报纸模拟火灾，并记录随着时间变化各传感器

的数据。图 7(a)、(b)、(c)、(d)分别为温度、CO浓度、CO2 浓度和光照强度（这

里用电压值来表示光照强度）随时间变化的曲线。由图 7 可以看出，随着报纸

的燃烧，温度、CO 浓度、CO2浓度和光照强度均发生了明显变化，所以可以将

这四个特征量作为判断火灾是否发生的指标。

（a）温度随时间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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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O 浓度随时间变化曲线

（c）CO2 浓度随时间变化曲线

（d）光强随时间变化曲线

图 9 火灾多特征量实验结果

5.2 建模

从图 9 中可以看出，温度、CO 浓度、CO2浓度和光照强度等火灾特征参数

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相应的值都在变化，因此我们通过分析和对比，设定的阈值

分别如下：

温度：30；CO 浓度：170ppm；CO2浓度：800ppm；光照强度：1.2V

六、现场火灾试验

6.1 现场测试

我们在楼道的拐角处安装了两个传感器节点，安装的示意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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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安装示意图

6.2 实验结果

采用报纸阴燃实验，可以看到传感器的浓度在变化，当超过我们的阈值时，

神光报警，并发送短信到手机上。

图 11 现场试验录制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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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收到短信截图

七、结论

该作品通过安装在城市各个街道、楼宇等建筑物的各个节点感知环境中的

火灾特征参数：CO（一氧化碳）、CO2（二氧化碳）、光强变化、温度变化等综

合参数，通过设置阈值和预警判断逻辑来判决是否发生火灾或有潜在火灾，然

后通过北斗定位模块获取到节点的经纬度坐标，将火灾特征参数和位置坐标发

送给 119 指挥中心，从而实现城市火灾早期预警的智能化管理。作品在实验室

建立了报纸阴燃实验，并获取了火灾参数，通过分析火灾各个特征参数时间的

相互关系，建立了可以用来进行报纸火灾预警的特征逻辑判断模型，并通过安

装在楼房过道中的节点试验表明，该预警系统可以快速识别出阴燃的报纸和燃

烧中的报纸，并及时地发送现场火警参数到了手机监控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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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共享单车在我国已进入蓬勃发展的态势，截至 2016年底，中国共享单

车市场整体用户数量已达到 1886 万，2017年用户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经估算已

超过 5000万用户规模。但随着共享单车的快速普及，随之而来的乱停乱放、共

享单车破坏、偷盗等不文明现象日益凸显，给城市管理者以及共享单车运营者

带来了诸多难题，亟需得到解决。

本文针对共享单车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乱象，以北斗卫星导航定位技

术、虚拟电子围栏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为依托，创新提出采用第三代北斗高精

度导航定位芯片 HD8040，实现对共享单车的实时、可靠、准确定位；通过电子

围栏技术，将共享单车的电子锁设定为只有停在电子围栏所在区域才能被锁上

的模式，解决共享单车乱停乱放问题；基于北斗系统高精度定位的功能，在共

享单车上植入人工智能技术模块，实时分析识别骑行者的行为，对于交通不文

明现象，及时报警，从而规范共享单车骑行者的行为，实现整治共享单车乱象

的目标。

【关键词】共享单车 北斗导航 乱象整治 人工智能 电子围栏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shared bikes is presenting the booming trend in
China. Up to the end of 2016, the total shared bikes user number of China has
reached to 18.86 million, and the number kept increasing rapidly in 2017 with a
number of 50 million plus estimated. With the rapid popularizing of shared bikes,
however, along with it are the more and more barbarism phenomena, such as parking
in disorder, bike destruction, bike robbery and so on. These phenomena which take
great troubles in the city management of shared bikes operation, must be solved
immediately.

In this paper, according to the management chaos of shared bikes, a kind of
application study which aimed at solving management chaos of shared bikes are
discussed combined with the HD8040 chip of 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and
position system. This kind of application study can make shared bikes actualize
real-time, credible and exact vehicle positioning. More importantly, based on
technology of electronic fence, the shared bike can be locked as long as the bike was
parked in the electronic fence zone, and in this case, parking in disorder of shared
bikes can be solved reasonably. And behaviors of rider can be standardized by
improved with the technolog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hich can give an alarm in
time by identifying the incivilization riding behaviors. Finally, target of regulat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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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os of shared bikes can be realized.

【 Key words】 Shared Bikes, Beidou Satellite, Chaos Regul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lectronic Fence

一、研究动机与目标

1.研究动机

共享单车与高铁、支付宝和网购被称之为中国的新四大发明之一，它给人

们带来了方便快捷，为城市减少了拥堵，为环境减少了污染，解决了人们最后

一公里出行问题。但是，共享单车运行以来，出现的诸如乱停乱放、共享单车

破坏、偷盗等问题层出不穷，甚至出现了很多城市因为大量无序堆放的单车所

造成的交通阻塞现象，给城市管理者以及共享单车运营者带来了诸多难题，因

此如何科学有效地整治共享单车乱象显得尤为重要。

2.研究目标

虽然现在很多城市和机构都在不断提出解决共享单车乱象的方法，但都有

其局限性，效果不太好。本文基于北斗技术的发展，提出以北斗卫星导航定位

技术、虚拟电子围栏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为依托，结合必要的辅助手段和措施，

实现整治共享单车乱象的目标。

二、研究背景

共享单车发展历程[1]
共享单车是一种分时租赁模式，属于共享经济的一种，可以节省时间，节

能减排，同时也为用户起到健身的作用。共享单车早在十年前，就已经在国内

出现了，只是当时的各方面条件都不及现在，所以还不普及，直到 2014年以来

才渐渐开始火爆，这十年共享单车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1.2007 年-2010年为第一阶段，共享单车由国外的公共单车模式引进国内，

由政府主导，多为有桩单车，也就是固定桩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每辆单车都需

存放到固定桩所在处，固定桩通过与单车的接触获取信息，用车人的信息通过

插卡传入到固定桩，固定桩信息通过网络传入到控制终端。这种方式下，用车

人取、还车都必须到达固定桩位置，不够灵活；而且初期需要投入大量资金、

占用大面积场地建设固定桩；同时，车本身没有定位装置，一旦丢失很难找回。

2.2010 年-2014年为第二阶段，专门经营共享单车市场的企业开始出现，但

仍以有桩单车为主。

3.2014 年至今为第三阶段，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共享单车

应运而生，更加便捷的无桩单车开始取代有桩单车。截至 2016年底，中国共享

单车市场整体用户数量已达到 1886 万，2017年用户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经估算

已超过 5000万用户规模。

三、共享单车乱象

自从共享单车走入城市，自行车重新回到了人们生活中。但是，蜂拥而至

的单车也给城市管理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挑战，马路、小区乱停乱放，肆意破坏

的车辆堆积成山等乱象频发，共享单车使用、管理存在的问题层出不穷[2]。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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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乱象已对共享单车的发展造成不可忽略的影响，去年以来，就有上海、广州、

北京等 12个城市宣布暂停共享单车新增投放。

1.运维力量不足，单车乱停乱放

共享单车“顾骑不顾停”的问题尤为凸显，或零星或扎堆地停放在车行道、

人行道、草坪上，甚至有些使用者将共享单车停在车行道路的中央，此种现象

使得公共交通、公共消防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图 1 共享单车乱停乱放

2.“肆意破坏”折射不文明现象

共享单车目前存在较为广泛的肆意破坏现象，有些人为了一己私欲或丁点

小便宜，甚至纯粹是为了破坏而破坏，不仅损害了其他市民的正当权益，也阻

碍了共享经济的普及与发展。今年 2 月 24日，香港共享单车公司 Gobee.bike宣
布，由于大量的盗窃和破坏，将停止在法国的服务，据统计，Gobee.bike在法国

投放的自行车至今有 3200辆被毁坏，超过 1000辆被偷盗或据为己有。

图 2 共享单车被破坏

3.“马路杀手”频现交通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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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单车乱骑行现象普遍，各种不文明现象时有发生：骑车闯红灯、随意

横穿马路、逆行等，这些交通违法行为，不仅扰乱了公共交通秩序，影响道路

安全，也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去年 7 月，郑州市一名 12岁的少年和 3 位小伙伴

骑共享单车在路上玩耍，就不慎从车上摔下来，不幸身亡。

4.“共享”变“私享”

有些共享单车的车锁被毁坏，并被人上了私锁据为己有。其实很多共享单

车的价值不菲，私自加锁、改装、出售、盗窃，将涉嫌刑事犯罪。去年 2 月 28
日，成都首例盗窃破坏共享单车案在龙泉驿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并当庭判决，

吕某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拘役 3个月，处罚金 1000元。

图 3 共享变私享

四、目前解决方法

当前共享单车乱象治理已成焦点，3 月 5日，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在两会

召开期间经过人民大会堂“部长通道”接受采访时表示，针对共享单车发展过

程中乱停乱放、押金退取难等问题，需要大家共同治理、共同维护。对此，摩

拜回应，下一步将探索更多方式引导用户文明骑行；ofo表示逐步建立共享单车

信用体系，树立用户文明骑行理念。

目前整治共享单车乱象的方法总体还是比较传统，一是通过城管人员强力

引导，规范停车；二是通过交警对不文明骑车行为进行惩戒；三是通过共享单

车经营者进行维护。

这些方法最大的局限在于被动处置，不能在不文明现象发生之前主动制止，

同时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使得企业运维成本居高不下。

五、课题研究设计

1.设计思路

共享单车目前的种种乱象，很大程度与使用者的不良习惯密切相关。那么

采用一种适宜的方式适时掌握共享单车的状态，就可以通过各种辅助手段和措

施，降低不文明现象的发生。通过认真仔细地分析研究，我认为通过北斗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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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航系统，准确定位共享单车的实时位置；通过电子围栏技术，将共享单车的

电子锁设定为只有停在电子围栏所在区域才能被锁上的模式，解决共享单车乱

停乱放问题；在共享单车上植入人工智能技术模块，实时识别骑行者的行为，

对于交通不文明现象，及时报警，从而规范共享单车骑行者的行为，达到乱象

整治的目标。

2.核心技术

六、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1.系统简介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我国自主发展、独立运行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由 5
颗静止轨道卫星和 30颗非静止轨道卫星组成，系统建设目标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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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卫星导

航在国民经济社会各行业的广泛应用。根据工程建设计划，北斗系统在 2020年

前后实现全球星座组网，向全球提供服务。2018年 2 月 12日 13 时零 3 分，我

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了北斗系统第二十八

颗和第二十九颗导航卫星。这次发射的一箭双星是北斗项目第三步，至此距系

统组网的 35颗卫星目标，仅差六颗就将完成[3]。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提供定位（Positioning）、导航(Navigation)、授时(Timing)

三大功能，又称为 PNT功能，其关键作用是提供时间/空间基准和所有与位置相

关的实时动态信息。此外，北斗系统也具有短报文通信功能，通过特殊短报文

终端可以一次传送 40-60 个汉字的短报文信息。近年来，在海上渔船监控、地质

灾害监测、气象监测和应急减灾等重点领域，北斗系统的应用需求呈现出快速

增长的势头。

2.共享单车现有定位模式

共享单车目前的定位模式大体有两种，一种是以 ofo为代表的用户定位模

式，一种是以摩拜、小蓝单车为代表的智能锁定位模式。

用户定位模式是指共享单车本身并没有安装定位设备，单车定位是靠用车

人的手机定位数据来确定的。当用车人用车完毕通过手机进行付款时，共享单

车平台系统将会通过云端记录用车人的手机位置，该位置信息即被认定为该单

车的停放位置。此种定位模式简单直接、方便快捷、成本低廉，但是也有比较

明显的弊端，例如，当用车人没有在结束用车后第一时间付款，那么单车位置

定位的偏离就会很大；再或者用车人付款之后再将单车占为己有或车辆被城管

拉走，云端也很难继续跟踪单车的踪迹。

智能锁定位模式是在锁内安置芯片、通信模块和电池[4]，单车的位置信息

可以进行定位、发送、传输。当用户在骑行的时候，通过支持北斗、GPS 等卫星

定位的芯片进行定位，加上通信模块（调制解调器）实现信号发送和传输。智

能锁定位模式较用户定位模式有了很大提高，基本能实现准确定位，只是当前

使用的定位芯片稳定性还需要加强，对于共享单车停放位置周边的公交干道或

工厂、以及高楼密集的住宅对定位准确性带来的“城市峡谷效应”影响还不能

有效克服，一般情况下，在“城市峡谷”区域，共享单车的定位会有一定的“漂

移”，给使用者在寻找共享单车时带来一定不便和影响，用户体验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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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单车现在虽然能通过定位模式特别是智能锁定位模式基本实现定位，

但是一来稳定性和准确性还有待加强，二来并没有进一步的手段对车辆的不正

常移动或乱停乱放现象进行纠正，因此存在较大的局限性。

3.定位技术改进设想

图 4 共享单车北斗精准定位示意图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高精度定位技术是本文所提出的共享单车乱象整治的技

术核心。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三代北斗高精度导航定位芯片 HD8040，是一款拥有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基带和射频一体化 SoC 芯片，从研发伊始便瞄准行业

最高水平[5]。作为一款高精度导航定位芯片，HD8040 在标准单点定位的情况下

便可实现亚米级的定位精度，在地基增强或星基增强辅助情况下更可实现厘米

级甚至毫米级的定位精度。利用差分定位原理的北斗地基增强系统，依托遍布

全国的卫星定位地基增强站，融合各类定位技术，通过互联网平台可提供全天

候高可用差分播发服务，让共享单车即使在有高楼、大树遮挡的“城市峡谷”

地带，也能实现最高毫米级的精准定位，电子地图上的共享单车位置不再“漂

移”，共享单车用户使用体验更佳。

图 5 HD8040 芯片 图 6 北斗定位模块

七、电子围栏技术

1.技术简介

电子围栏技术最早起源于英国英格兰的流动牧场，是目前最先进的周界防

盗报警系统，目前，在所有可行的共享单车乱停乱放解决方案中，电子围栏技

术已成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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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电子车锁结构图

基于北斗卫星导航定位技术的电子围栏关键点在于无需像蓝牙电子标签等

其他电子围栏一样需要在地面安置信号发射/接收器，它可以通过在电子地图上

划定一个特定的无形围栏，利用北斗芯片精准定位，将共享单车位置通过卫星

测绘上传到系统之中，就能够实现定位数据与“电子围栏”临界点阈值匹配，

从而判断单车是否停靠在了禁停区或者推荐停车区内。北斗定位+电子围栏的应

用设置，目前在极少城市及共享单车企业开展了试点应用，但仅限于骑行者未

停放在电子围栏区域时，云平台推送消息提醒骑行者[6]。

2.改进思路

我的改进思路是将共享单车的电子锁设定为只有停在电子围栏所在区域内

才能被锁上的模式，未按要求停放，将持续计费，同时将停放行为纳入个人行

为征信体系，并结合相应的惩罚和奖励手段，从而有效解决共享单车的乱停乱

放问题。

图 8 北斗定位+电子围栏+电子锁解决共享单车停放示意图

3.人工智能技术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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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在计算机上实现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工程学方法，采用传

统的编程技术，使系统呈现智能的效果，而不考虑所用方法是否与人或动物机

体所用的方法相同，如文字识别、电脑下棋等；另一种是模拟法，它不仅要看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A%80%E6%9C%AF/83224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87%E5%AD%97%E8%AF%86%E5%88%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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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还要求实现方法也和人类或生物机体所用的方法相同或类似。人工智能

的发展离不开对海量大数据的深度学习，必须高性能的处理器进行支撑。目前

国内外芯片开发商均大力研发自己的 AI 处理器芯片，其中既有 Intel、NVIDIA、
AMD等国外传统芯片制造商，也有寒武纪、华为等国内优秀厂家。特别是寒武

纪科技的 Cambricon-1A 是一款深度学习专用神经网络处理器芯片（NPU），据称

这是国际上首个成功商用的深度学习处理器产品，可广泛应用于计算机视觉、

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智能处理关键领域。

基于北斗系统高精度定位的功能，在共享单车上植入人工智能技术模块，

可实时采集数据并通过 AI 处理器芯片，分析识别骑行者的行为，对于闯红灯、

横穿马路、逆向骑行等交通不文明现象，可及时报警，平台系统将扣减骑行人

的信用积分，同时视情节严重程度给予相应惩罚；如骑行者在骑行过程中没有

违反交通规则，平台系统将增加骑行人信用积分，在达到一定程度时可给予红

包等相应的奖励。通过此种方式，可有效制止和约束不文明现象，从而规范共

享单车骑行者的行为。此外，通过该技术，也可对共享单车的偷盗、恶意破坏

现象进行定位识别及追踪分析，将分析结果配合城市天网等系统，可协助公安

机关破案。

图 9 AI 处理器芯片 图 10 数据采集模块

八、设计原理

1.系统架构

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技术结合电子围栏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实现

整治共享单车乱象的目标。总体系统架构由 AI 处理器、北斗定位模块、数据采

集模块、数据存储模块、电源管理模块、电子锁模块、数据通信模块和 AI软件

系统组成。

AI 处理器可选择寒武纪科技的 Cambricon-1A神经网络处理芯片（NPU），该

处理器主要用于对骑行者行为的分析；北斗定位模块由北斗定位芯片、天线组

成，通过与北斗卫星的通信获取位置信息，其中北斗定位芯片可采用 HD8040
芯片；数据采集模块主要由数据采集系统、AD转换模块组成，通过采用 LoRa、
NB-IoT 技术的低功耗物联网传感技术将骑行过程中的状态以及外界条件（如红

绿灯状态）传输至 NPU；数据存储模块存储系统运行过程中所产生的数据并支

撑系统基础运行；电源模块主要由发电装置（光伏、骑行、花鼓等）、蓄电池以

及电源管理系统组成，主要为整个系统供电；车锁开关模块由减速电机以及车

锁开关装置组成，当 NPU 发出开锁或禁止锁闭的指令后，由减速电机对车锁进

行相应的控制； GPRS通信模块则担负着单车与互联网之间的通信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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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发电花鼓 图 12 GPRS通信模块

图 13 系统架构图

2.软件流程设计

系统整体软件流程是：当骑行者完成手机扫码开始骑行后，北斗定位模块

实时与北斗卫星进行通信对骑行者进行定位，AI 处理器根据采集到的位置信息、

骑行信息并通过 AI 软件结合电子地图进行处理、分析后，判断骑行者是否有不

文明骑行行为，并上传给后台云平台；当系统判断骑行结束时，软件系统根据

所停放的位置信息与电子地图提前设定的停放区域位置数据进行比对，只有当

系统判断单车停放在电子围栏区域内，电子锁才能被锁闭并结束计费，否则将

持续计费，并通知用户。软件流程图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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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软件流程图

九、创新点

1.创新提出以北斗卫星导航定位技术结合虚拟电子围栏技术和人工智能技

术为依托，解决共享单车目前存在的乱停乱放、违反交通、恶意破坏等乱象。

2.采用第三代北斗高精度导航定位芯片 HD8040，实现对共享单车的实时、

可靠、准确定位。

3.采用基于北斗卫星导航定位技术的电子围栏技术，克服蓝牙电子标签等其

它电子围栏需要安装前端信号发射/接收器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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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将共享单车的电子锁设定为只有停在电子围栏所在区域内才能被锁上的

模式，未按要求停放，将持续计费，从而有效解决共享单车的乱停乱放问题

5.基于北斗系统高精度定位的功能，在共享单车上植入人工智能技术模块，

可实时分析骑行者的行为，对于交通不文明现象，及时报警，从而规范共享单

车骑行者的行为。

十、结语

以北斗卫星导航定位技术结合虚拟电子围栏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整

治共享单车乱象，在技术上是可以实现的，并且也能降低企业的人工运维成本，

但同时存在如下问题制约其规模化使用。

1.芯片加装成本较高，特别是具备模式识别、机器学习能力的 AI 芯片；

2.软件平台系统开发复杂；

3.后期硬件维护费用高。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下一步的改进方向，一是通过规模化使用，降低成本；

二是优化硬件结构，提高可靠性，减少后期维护费用；三是利用采集到的大数

据，进行深入挖掘分析，提高综合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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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长江流域生态城市建设力度不断加强，国家政策支持、经济

投入也不断加大，然而，“水问题”依然存在，暴露出长江流域生态城市建设存

在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没有测绘数据支撑，导致各种滞留、蓄积雨水的各种

设施不达标。因此，把北斗地基增强系统应用到生态城市建设中，为长江流域

生态城市建设做好前期的调研、数据准备。

本文利用基准站采集长江流域土地利用状况，182座城市的雨水滞蓄设施情

况，以及区域内地表径流和常年降水量等。数据处理中心接受基准站数据，并

分析、处理，得出宏观、中观、微观三种层次数据，通过信息系统传给多用户。

宏观上分析了长江水系水生态安全格局，把流域内 182 座生态城市建设看着一

个整体，避免了生态城市建设孤立行为而导致的失误；中观层面的长江支流滨

水绿地控制范围，限制了城镇化对长江水系蓄水设施的破坏；微观层面分析了

城区下凹绿地面积比例，渗水地面面积比例，避免了生态城市建设的绿地达标

率过低的现象。

北斗地基增强系统（CORS）在我国许多省、市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成

熟技术和理念为本文的研究及进一步的拓展奠定基础。然而，本文北斗地基增

强系统应用范围较广，跨域多个省、市，涉及到的政府部门较多，这也给本文

研究成果的实际运用带来一定难度。

【关键词】北斗地基增强系统 长江流域 生态城市建设

【Abstract】Recently despi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logical city building in
Yangtze River,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policy and financed greatly, the “water
problems” still remain, revealing the problems with the building. The most important
one is that the facilities of rain-impounding cannot reach the standard without the
surveying and mapping data. Therefore, to prepare for the early research and data
preparation, the continuously operating reference stations should be put into the
Ecological City Building.

According to the data station about the land use gathered rain retain in from 182
cities and the surface run off and rainfall annual year etc., in the data processing
center, the data can be received and analyzed to get three scales: macro level, middle
level and micro level and then transferred to many clients through the communication
system. On the macro level, the water ecological security pattern in Yangtze river will
be analyzed and the 182 ecological cities Building can be seen on a whole, avoiding
separating the construction individually, which would lead to failure; On the mid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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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the green lands can be controlled in the tributaries to the Yangtze River, thus
limiting the destruction of the facilities of rain-impounding. On the micro level, the
percentage of concave green and seepage surface area will be analyzed, putting an
end to lower green land.

CORS has been built and put into use in many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our
country. The mature technologies and concepts have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research and further expansion of this paper. However, CORS has a wide range of
applications, including mor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in various provinces, cities and
municipalities, which also makes it difficult for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his study.

【 Key Words】 Continuously Operating Reference Stations; Yangtze River;
Ecological city building

一、背景

2014年，长江流域已经开始进行生态城市建设，国家政策支持力度、经济

投入都不断增加，然而，现状并不乐观，城市绿地没有达到滞留雨水的标准（如

图 1）。2016 年、2017年长江第 1 号洪水，直接经济损失 140 多亿，影响安徽、

江西、江苏、湖北和湖南等省，其中安徽的皖南、绩溪、池州等地再现城中“看

海”模式（如图 2、表 1）。长江洪水是一个系统性的综合问题，应在长江流域

范围内寻找解决办法，如果把长江比喻为“盆”，盆里的水溢出，最好的解决办

法是减少流进盆里的水。故而，解决长江“水问题”的关键从源头做起，科学

地进行生态城市建设，以解决“水问题”为主要目的，在城区进行各种滞水、

蓄水设施的建设、修整，在长江水系进行湖泊、湿地、水库的新建、整合，就

地留住雨水，降减少低长江洪水形成的机会，“水问题”解决了，生态城市建设

也就实现了。因此，把北斗地基增强系统运用到长江流域的数据采集、分析，

传输，使资料、数据公开，防止生态城市建设的各种设施不达标，避免区域内

单个城市孤立、局部的建设行为等就显得非常重要。

图 1 作者对滁河支流考察，沿河两岸的绿化带形成坡地，雨水直接流入河里，沿岸

的道路绿化带高出路面很多，很难渗透、蓄积雨水。



第九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学组）

421

图 2 现有问题

表 1 2016 年与 2017 年长江流域洪灾情况对比表

发生范围

（个）

直接经

济损失

（亿元）

农作物

受灾面

积（千公

顷）

受灾（万

人）

失踪

（人）

死亡

（人）

2016 年
11 个省、37 个

市、133 个县
31.4 168.9 277.2 20 14

2017 年

14 个市、115

个县、1207 个

乡镇

103.36 427.09 403.07 4 13

较 2016 年增减数

量
1155 2007 179 281 142 -2

较 2016 年增减比

例(%)
6.38 2.29 1.52 0.45 -0.8 -0.07

二、系统运用意义

1、CORS 系统获取高精度的空间数据和地理特征，有助于生态城市建设宏

观层次的土地利用红线划定，成为长江流域生态城市建设规划、管理和决策的

基础；

2、提供高精度、高时空分辨率、全天候、近实时连续的可降水汽量变化序

列 ，有助于生态城市建设中观层面的湖泊、水库、湿地等储水、净水设施的新

建和扩建；

3、提供高精度、高可靠性、实时的定位信息，并实现城市测绘数据的完整

统一，有助于生态城市建设微观层次的道路绿化带、下凹绿地、坑塘、破唐、

植草沟等设施，达到渗水、滞水、蓄水的标准；

4、CORS 系统远程（internet）服务，把数据传输给多用户，实现了长江流

域生态城市建设数据共享，有效优化了生态城市建设的策略，为建成生态城市，

进而解决长江“水问题”提供了契机。

三、应用理论概述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缩写为 BDS﹞是中国

正在实施的自主研发、独立运行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与于 GPS、GLONASS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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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ileo 系统并驾齐驱。为了提高 RTK 的测量范围，建成北斗地基增强系统

（Continuously Operating Reference Stations,缩写为 CORS）。
CORS 系统是通过一个或若干个固定的、连续运行的参考站，对区域 GNSS

定位误差进行整体建模，利用现代计算机、数据通信和互联网(LAN/WAN)技术组

成的网络，实时地向不同类型、不同需求、不同层次的用户自动地提供经过检

验，不同类型的北斗观测值(载波相位，伪距)、各种改正数、状态信息，以及其

他有关北斗服务项目的系统，及时地满足城市规划、国土测绘、地籍管理、城

乡建设、环境监测、防灾减灾、交通监控，矿山测量等多种现代化信息化管理

的社会要求。

CORS系统由基准站、数据处理中心、数据传输系统、定位导航数据播发系

统、用户应用系统五个部分组成。各基准站与监控分析中心间通过数据传输系

统连接成一体，形成专用参考站网络，数据传输系统与定位导航数据播放系统

共同完成通信传输。地基增强系统是动态的、连续的空间数据参考框架，可快

速、高精度的获取空间数据和地理特征，不仅可以建立和维持城市测绘的基准

框架，更可以全自动、全天候、实时提供高精度空间和时间信息，成为区域规

划、管理、决策的基础。并能提供高精度、高时空分辨率、全天候、近实时、

连续的可降水汽量变化序列。

CORS 建成能使更多的部门和更多的人使用 GPS 高精度服务, 将极大地加快

该城市基础地理信息的建设，它必将在城市经济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由此带

给城市巨大的生态效益是不可估量的, 它将为生态城市建设提供良好测绘数据

和投资建设的依据。

四、应用原理

CORS系统主要由指挥中心、基准站、数据处理中心、用户端等组成，两大

用户端以指挥中心为桥梁进行信息传输。在长江水系建设多个基准站，采集当

前长江水系土地利用状况，掌握真实准确的水生态区域的基础数据。同时，采

集长江流域 182 座城市区域的雨水滞蓄设施，以及地表径流和全天候的降雨变

化序列，进行调查、监测和统计。数据处理中心接收并控制各基准站发回的数

据，进行分析、处理、存储、管理，形成一定格式的数据文件。利用通信网络

（internet 网络公共通信网络、专门无线网络、电台发布的 GNSS 数据）传输给

用户（手机、北斗接收机、车载终端等 GNSS 信号接受）。CORS 系统的应用，强

化长江流域水生态土地资源信息社会化服务，为生态城市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如图 3、图 4）
其实，把北斗系统应用到长江流域生态城市建设中，主要目的是利用北斗

地基增强系统（CORS）分析、整理数据，在宏观上对长江水系水生态安全格局

分析，并结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参考 182 座城市总体规划，科学的确定长江

流域水生态设施规划红线。根据降雨量从中观层面确定长江水系滨水绿地控制

范围，并确定破唐、雨水湿地等设施的位置、数量、存水量等，同时依据道路

径流速度数据，确定植被缓冲带的长度、宽度，以消减径流流速和污染负荷，

依据常水位变化的采集数据，限制生态驳岸的宽度，并指出适应的水生植物。

从微观层面提出城市地块年径流总量的控制率范围，下凹绿地面积比例，以及

可渗透地面面积比例等。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F%8E%E5%B8%82%E5%9F%BA%E7%A1%80%E5%9C%B0%E7%90%86%E4%BF%A1%E6%81%A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F%8E%E5%B8%82%E7%BB%8F%E6%B5%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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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CORS在长江流域生态城市建设中应用原理示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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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CORS在长江流域生态城市建设中应用原理文字分析

五、创新点

（一）兼容模式

本文创新性地把北斗系统和生态城市建设进行融合，兼容了网络、电台的

播报，以及多样性的用户端，在大数据服务领域的作用下，不仅有效地将北斗

系统带进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体现了“北斗导航+美好生活”的主题，还使更

多的人受益于北斗，了解、关注北斗及其后期研发。

（二）整体性模式

本文从整体的角度研究长江流域“水问题”的解决方案，以系统思维把生

态城市建设与长江“水问题”进行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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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总结

把北斗系统应用到长江流域生态城市建设，主要目的是从整体的角度研究

长江“水问题”，把长江“水问题”看着是整个流域的问题，应规划设计整个流

域的滞留水、蓄水设施，在长江水系就地留住雨水，降低流入长江的雨水量，

故而降低长江洪水形成的几率，进而为流域生态城市建设提供保障。

本文立足于解决实在的现实问题，来源于人们工作、生活，核心技术简单

易投入生产易操作，应用技术较成熟。利用多基准站采集真实、形象的数据，

数据中心从宏观、中观、微观等三个层次，给出生态城市建设的规范和限制性

要求，整体化、规范化的为长江流域生态城市建设提供了科学数据。

参考文献

[1]郑静，周鹏飞，许银山.金沙江中游与长江中下游洪水遭遇规律分析[J].人民长

江,2015,46（18）：43-47.

[2]谭国良，郭生练，王俊等.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水文水资源演变规律研究[M].北京：

中国水利电力出版社，2013.

[3]《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白皮书[J].卫星应用,2016(07):72-77.

[4]戴明龙,沈燕舟.长江上游与洞庭湖洪水遭遇规律研究[J].水资源与水利工程学

报,2010,21(6):117-120.

[5]吴海玲,高丽峰,汪陶胜,李作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发展与应用[J].城市规

划,2015,39(6):26-36.

[6]俞孔坚，李迪华，袁弘等.“海绵城市”理论与实践 [J].导航定位学

报,2015,3(02):1-6.

[7]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0465801.

[8]https://www.baidu.com/baidu?ie=utf-8&tn=56060048_4_pg&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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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的海洋监测系统

作 者：付宗诺

指导教师：张 炜、吴巍荪

学 校：北京市航天中学

【摘要】海洋污染通常是指人类改变了海洋原来的状态，使海洋生态系统遭到

破坏。有害物质进入海洋环境而造成的污染，会损害生物资源，危害人类健康，

妨碍捕鱼和人类在海上的其他活动，损坏海水质量和环境质量等，对于海洋环

境的监测显得尤为重要。然而，海洋面积辽阔，对于海洋生态的精准监测难度

很大。借助遥感卫星，可以得到一些分析数据，不过无法得到更详尽的数据帮

助我们分析，达到科学研究与环境治理的目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设计了一套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海洋环境监测

系统。 该监测系统，通过在海洋中大面积部署环境监测浮标，可以在发现海水

被污染的第一时间发起预警，同时进行长期的数据采集与监测，适时进行故障

上报。该系统的建成和完善必将会为海洋环境保护与科研提供更多的实时数据。

【关键词】海洋检测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海上智能浮标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图 1 海马与棉签

图 1 为自然摄影师贾斯汀·霍夫曼（Justin Hofman）在印度尼西亚的松巴瓦

拍摄的一张照片，该照片进入了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举行的第 53届野生动物年

度摄影大赛的最终决赛名单。它展示的是海马用尾巴勾着一根粉色棉签。Hofman
在 Instagram发布了这张照片，他表示希望这张照片不存在。

根据此前的一项研究，全球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达 480万至 1270万吨。

塑料污染对海洋动物来说是危险的：鸟类和鱼类可能因摄入太多的塑料而死亡。

一些研究预计，到 2050年，海洋中塑料垃圾的总重量可能将超过鱼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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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2—2016 年管过海洋油气平台污染物排海量

图 3 2016 年我国监测区域海洋垃圾主要类型

图 4 我国 2011-2016 年入海排污口邻近海域水质

从以上数据得出，近年来，我国近海海区水质无明显改善。海洋污染最严

重的部分，是大陆架海域，它承受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污染总荷量，而这里正

是人类活动最繁忙的区域。

近几十年，随着世界工业的发展，损害生物资源，危害人类健康，妨碍捕

鱼和人类在海上的其他活动，损坏海水质量和环境质量的海洋污染日趋严重，

并有继续扩展的趋势，“精准扶贫”式的海洋检测已经提上了日程。

现在的海洋污染监测，其主要任务是：定期监测海洋环境中各种污染物质

的浓度和其他指标；估量污染物对人体或海洋资源的某些特定成分的影响，并

在污染物超过标准时发布警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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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投放浮标

要想完成海洋监测任务，需要对海洋的环境数据进行大面积的采集、监控

与分析。现有的科技手段主要是采用遥感卫星获取数据，不过遥感卫星是通过

地面/海面向太空发出的各种电磁波信号进行处理获取数据，只能获取较为少量

的数据。对于海洋环境的更详细的信息是无法获取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设计了一套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海洋环境监测

系统。该监测系统，通过在海洋中大面积部署环境监测浮标，可以在发现海水

被污染的第一时间发起预警，同时进行长期的数据采集与监测，适时进行故障

上报。该系统的建成和完善必将会为海洋环境保护与科研提供更多的实时数据。

二．功能设计

针对海洋检测，我设计这套系统采用多种先进的海洋环境监测技术和北斗

定位系统集成技术，以海上浮标体为基础平台，以太阳能为能源的浮标。

1.海洋环境信息采集功能

当浮标放入海中时，它可以时时监测海水有没有被污染。如果海洋遭到污

染，它就会把传感器收到的信息传到中央处理器，中央处理器再将信息给地面

接收站，地面接收站给监控服务中心汇报，监控服务中心就会派人去处理。

2.状态监测及故障信息自动上报功能

当浮标被损坏时，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精确定位功能会通过传感器、中央

处理器、地面接收站、监控服务中心来告诉专门维修人员让他们来维修。

3.特殊情况报警功能

当有特殊情况时，如水下因地壳运动而出现的新暗礁、海上的风暴等及时

借助北斗导航系统上报。

它会对海洋水质、水文、气象、生态等多种要素进行实时、原位、自动监

测，并通过浮标系统管理与应用服务平台软件，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一段时

间的监测与综合评价、海域排污的实时监控、以及海洋灾害的监测预警，为海

洋环境保护、海洋综合管理、海洋防灾减灾等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在这套系

统里我需要运用到北斗定位系统、传感器等等。

三．技术背景

1.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我国自主研制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可在全球范围内全天候、全天时为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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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提供高精度、高可靠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并具有短报文通信能力，已

经初步具备区域导航、定位和授时能力，能够为我们设计海上智能救生衣提供

准确的位置与时间信息。

2.水质传感器

当描述和评价海洋环境水质污染现状时,必须对海洋水质污染的主要参数如

温度、pH值、盐度、浊度等进行现场综合、长期、连续的监测,以研究它们之间

的关系探索海水的细微结构和海洋污染水平。由于对现场综合水质测量系统的

研究和应用早就受到重视, 所以水质传感器发展较快。在海洋水质的现场监测项

目中, 除通常的水质监测项目外, 国外对水质污染的其他一些要素也有监测, 如

美国的叶绿素监测、日本的重金属汞监测、德国的放射性监测, 挪威还有营养盐、

放射性和光束透射监测等项目。

四．系统设计

1.总体框架

风速风向传感器和空气湿温度传感器和水质传感器，通过太阳能的能源，

再到中央系统处理器通过北斗卫星定位系统传到地面接收站的电脑，再给监测

系统服务器，再通知地面管理人员处理。

2.详细设计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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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描述：在水面之下有一个浮标体，它是用来使整个浮标漂浮的重要结

构，还有一个水质监测器，它是用来监测海水有没有被污染的，当它监测到海

里的悬浮物质、大肠菌群、病原体、水温等不在标准线上或超出或减小时，它

就会把这些信息全传给中央处理器，中央处理器在把信息传给地面接收站，最

终到监控服务中心的服务器上。

水上描述：水面上有一个平台在中间位置有一个总系统处理器它是用来处

理和整理各项系统的汇报信息。太阳能板在尽可能靠上的位置来接收阳光转为

能源。在上面还有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它可以定位浮标具体位置，还有就是可

以定位行走路线轨迹。在架子上还有测风仪和测空气系统。

五、实验与验证

基于学校老师提供的环境，我对于海上智能浮标的部分功能进行了实验性

验证。

1.北斗实时定位实验

首先我们借助专业的实验设备来获取北斗卫星的数据。我们在核心处理模

块中烧录经纬仪的程序，将北斗启航 BOX+专用实验设备中的北斗定位模块、无

线通信模块等进行连线。硬件连接图如下：

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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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北斗卫星实时定位硬件连接截图

在电脑上也连入通信模块，打开带有电子地图的专用软件。将设备拿到户

外可以接收到北斗卫星信号的地方，电脑上显示出了我们当前的地图位置，并

列出了的经纬度、时间以及行进速度等信息，如下图所示：

图 9 北斗卫星实时定位截图

通过这个实验，我们验证了北斗实时定位数据的获取、通信上报给系统，

以及匹配电子地图精确显示位置。

2.北斗历史数据轨迹回放实验

通过记录海上历史路线数据，追找浮标的具体位置，于是我们设计了如下

实验：利用北斗定位模块、核心处理模块、TF 卡存储模块，硬件连接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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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北斗定位行走路线轨迹硬件连接截图

我在学校校园里行走一圈，将连续获得的北斗定位和时间数据记录到 TF 卡
的文件中。当完成运动记录后，将 TF 卡数据导入 PC 的专用软件，便形成了完

整的行进历史路径，如下图所示:

图 11 北斗卫星历史数据运动轨迹回访截图

六、展望与不足

通过这次的实验和系统设计让我更加喜欢北斗，让我知道了更多北斗的知

识和我不懂的系统与模块，让我成长很多。我的这套系统其实还可以运用在河

里、入海口，可以监测工厂的排水口是排的符合要求的还是不符合要求的。

参考文献

1.https://wapbaike.baidu.com/ 百度百科

2.国家海洋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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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海上浮油回收设备

作 者：曹敬延、杨丰绮、初 滢、董星哲

指导教师：刘汝涛、潘 影

学 校：大连育明高级中学

【摘要】进入 21世纪以来，海洋资源的开发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科学发展

也越来越使人们认识到，海洋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宝库，面积占地球表面的 71%，
蕴藏陆地上绝大多数种类的资源。目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先进海上平台

的投入使用使海上石油的开发成本降低，效率提高，对海上石油开发的投入也

越来越显现其可观的经济效益。但是，在大规模开发的同时，也出现海洋环境

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海上漏油事故所引起的一系列的损失。

海上浮油处理设备主要应用于海上漏油事故中对油污的回收和清理，以减

少海面浮油量进而降低对事故海域生态环境的影响，对海上油污的回收还可避

免过大的资源浪费，因此意义重大。目前我国在处理漏油事故中方法落后，主

要依靠人力收集浮油，工作效率低，急需一种实用且易推广的海上浮油处理设

备。

目前应用于实际的海上油污处理设备很少，且制作成本过高，工作效率低，

难以推广使用。本设计应用相关原理，设计成的浮筒式的浮油回收设备，在漏

油事故中可用于对海水表面浮油的收集工作。其构造简单，生产成本低，可在

油船上备用以及时处理海上漏油事故。

【关键词】海上浮油 浮筒 回收设备

【Abstract】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the development of Marine
resources has been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has
also made people realize that the ocean is a great treasure house of resources, which
covers 71% of the earth's surface and contains the vast majority of resources on land.
At presen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dvanced offshore
platform in use of offshore oil development cost reduction, increased efficiency,
investment in offshore oil development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how its
considerable economic benefits. However, at the same time of large-scale
development, there are also Marin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mong which the most
important is a series of losses caused by the offshore oil spill.

Offshore oil treatment equipment is mainly used in maritime oil spill in the
recycling and cleaning of oil pollution, in order to reduce the surface oil slick to
reduce the influence of the Marin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for the accident, and
recycling for Marine oil pollution in can avoid excessive waste of resources,
therefor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At present, China is lagging behind in handling the
oil spill, mainly relying on manpower to collect oil and oil, and the work efficiency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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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 and a practical and easily promoted floating oil treatment equipment is urgently
needed.

At present, the application of offshore oil pollution treatment equipment is very
few, and the production cost is too high, the work efficiency is low, it is difficult to
promote the use. This design applies the relevant principle, the design of the floating
oil recovery equipment, in the oil spill accident can be used to the surface oil slick
collection work. The structure is simple, the production cost is low, and can be used
on the oil tanker to handle the offshore oil spill accident.

【Key words】: floating oil; pontoon; recycling equipment

一、作品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1.1作品研究的目的

海上原油泄漏事故所造成的损失巨大，我们需要相应的针对性的辅助设备

来处理原油泄漏事故。在处理海上漏油事故中，应用相应的浮油回收装置可以

提高工作效率，减少海上浮油的扩散。同时回收的原油可以经处理后重新利用

节省资源。

1.2作品研究的意义

本文通过对海上浮油的回收的原理和方法的研究，结合海上浮体的稳性以

及漏油的实际情况，设计出可浮筒式回收浮油的设备。该设备可以大大提高浮

油的回收效率，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二、作品介绍

2.1作品简介

目前，处理油污的方法主要是人工打捞，或者用吸油毡来清理海水表面的

油污。这样的方法劳动量较大，且效率不高。本产品克服了以上的缺点，应用

浮筒和吸油泵来连续的将油与海水分离并送到船上或岸边储藏或进一步加工。

本设计的特点是海水与浮油在浮筒内分离，避免将水和原油的混合液体一

同吸入船舱中。这样被送到船舱内的浮油浓度可以保证一定的高度，节省了船

舱的容积，保证了工作效率。

2.2创意来源

本作品创意源于生活，根据身边新闻报道得到思路，经调研分析确定思路，

经专业人士指导改进方案。

2.3解决问题

目前，处理油污的方法主要是人工打捞，或者用吸油毡来清理海水表面的

油污。这样的方法劳动量较大，且效率不高。本产品克服了以上的缺点，应用

浮筒和吸油泵来连续的将油与海水分离并送到船上或岸边储藏或进一步加工。

本设计的特点是海水与浮油在浮筒内分离，避免将水和原油的混合液体一

同吸入船舱中。这样被送到船舱内的浮油浓度可以保证一定的高度，节省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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舱的容积，保证了工作效率。

2.4作品原理及组成

2.4.1设计方案

图 1 设备示意图

浮筒式浮油回收设备（如图 1）主要是由：进水口（1）、浮箱（2）、滤网内

壁（3）、中心分层筒（油）（4、5）、水位传感器（6）、出水泵（7）、出水口（8）、
出油泵（9）、出油管道（10）构成。其中，浮箱（2）起稳定整个浮筒的作用，

滤网内壁（3）由 5 层同心开口筒壁构成，起稳定液流和初步分层作用。中心分

层筒（4、5）由上下两个小舱室和之间的筒体构成，由开口筒壁隔开，减少出

油泵和出水泵对中间筒体内液体的扰动，以便油水能有一稳定的环境进行重力

作用下的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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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作业示意图

2.4.2工作原理

浮筒式海上浮油回收设备，是一种操作简易、可嫁接的设备。在发生原油

泄漏是，可根据情况严重程度，风浪等环境情况调用不同数量的本设备。使用

时可根据情况采用不同的工作方式，如单船多设备回收式、多船拖拽式。

在使用时，本产品需配合漂浮围栏使用。先用漂浮围栏将漏油区围住阻止

其在海面上扩散。然后再漏油区将浮筒放置在海面，待浮筒内充满水和油的混

合物以后，即可启动电源，使设备进入工作状态，利用高效水泵将舱内上层油

泵出浮筒进入油管输送到收集油的船只中，同时油和水将从浮筒侧面开口自动

流入浮筒，通过数层开孔的筒壁，使油和水在自重的作用下分层，最后进入中

央分层区。在中央分层区，设计有一传感系统，主要一开口竖直管和一传感浮

体组成，浮体密度介于水和油之间(P(水)>P(浮)>P(油)，故将悬浮在水油分界面上。

当油从上部被输走，筒中水的上表面上升到一定位置时，传感器将触动电位开

关，带动浮筒底部的排水泵进入排水工作(因为 P(水)>P(油)，油始终浮在水面上。

当水的上表面降到一定程度，传感器将触动电位开关，停止浮筒底部的排水泵

的排水工作。重复上述过程，就能将水和油的分界线保持在一定的程度，从而

使油能持续地从上 C方泵出，达到分离浮油的目的。

三、作品创新点

3.1 前人研究对比分析

经万方数据库查找，发现相关领域文献两篇：

文献一

【提名】海上溢油回收人工水母模型设计及其特征分析

【作者】董伟

【来源】万方数据库

【单位】上海海事大学

【摘要】本项目来源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No.50379024)和上海市

教委重点学科资助项目(沪教科 2002-44)，并且对已研究的人工水母的结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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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专利：仿生型海上浮油回收装置(申请专利号为 200520040224.1)。 本项目为

研究和开发海上溢油处理设备提供了有效的研究方法，在海上溢油问题受到越

来越高重视的今天，该课题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 本文

的研究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方面主要是根据仿生机械学的原理，提出了

“人工水母”的概念——人工水母就是仿造天然水母设计出的机械装置，然后

根据现有的溢油回收原理，研究出人工水母回收溢汕的基本原理，并结合机械

设计方面的知识，研究设计出人工水母模型的基本结构，最后通过 PROE 软件对

人工水母进行建模，为本文提供了人工水母的 3D渲染效果图；第二方面主要对

设计出的人工水母模型进行稳性分析和漩涡特征的分析。 小课题的创新点就在

于将仿生机械学的原理应用到设计海上溢油回收装置中，仿照天然水母的外部

形态和内部结构原理设计出了用于溢油回收的人工水母模型。

文献二

【题目】海洋平台供应船溢油回收装置的应用

【作者】宋健；汤延明

【来源】万方数据库

【单位】南阳金陵船舶设计公司

【摘要】结合我厂为阿根廷建造的具有溢油回收功能的 VS4408 海洋平台供

应船,介绍了溢油回收装置的原理、组成、布置以及如何使用等情况.溢油回收装

置的发展有利于提高海上油污回收能力,减少和避免各类船舶事故引起的海上石

油污染,溢油回收装置的有效使用是降低和消除溢油污染的重要手段.
经对检索出的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对比，得出如下结论：文献 1 主要是根

据仿生机械学的原理，提出了“人工水母”的概念，着重对仿生机械的研究。

文献 2主要研究了海洋平台上浮油回收装置的应用

3.2 创新及新颖点

本课题的研究特点是： 1.采用浮筒式结构。2.作为外部设备，不依赖船结

构特殊。3.单个设备体积小，便于快速投放。

四、研究过程以及技术路线

在确定题目后，我们依次进行了调研、原理分析、方案论证实物制作等过

程，我们通过对相关产业的参访论证产品的必要性，并通过咨询专业人士，查

阅相关资料论证产品的可行性。在实物的制作过程中，考虑到成本和加工的效

率等问题，我们主要选用钢材，并采用数控铣技术，这样既可以保证运动的灵

活性，又方便拆卸。

五、测试结果以及作品总结

本作品安全可靠，实用性强，发展前景将非常广阔。

随着海洋石油开发的逐渐增加，以及国际社会对海洋环境保护的日渐重视。

当有漏油事故发生时，用于海上浮油回收装置的效率是能否快速处理油污染的

关键。而目前的处理方法一般是人工和机械相结合，且在事故发生时需要调用

相关的船只，船只的调用大大的浪费了宝贵的时间。所以，开发一种能快速投

放到事故现场，甚至可以在容易发生事故的游轮、平台、原油码头长期储备的

设备是十分有必要的。本产品正是应以上要求而开发的，具有简单可靠，独立

性好，投放迅速，便于储备的特点。并可根据不同情况组合使用多个本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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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六、模型展示

图 3 产品整体效果图

图 4 产品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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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滤网内壁效果图

图 6 浮箱效果图

参考文献

【1】董伟.海上溢油回收人工水母模型设计及其特征分析[D],2005

【2】宋健,汤延明.海洋平台供应船溢油回收装置的应用[J],2006,1: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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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海拔高度及山势位置对北斗信号影响的探究

作 者：全思语、覃小乐

指导教师：全世红

学 校：北京师范大学万宁附属中学

【摘要】本研究以“海南第一山”东山岭为例，研究了不同海拔高度及山势位

置对北斗信号的影响。通过科学设计观测路线，进行多个场景的实地观测，获

取了较为详实的第一手资料。通过分析，我们认为山体、山势及海拔高度会影

响地面北斗系统接收卫星信号的质量。一般来讲，海拔越高，视野越开阔，接

收的信号强度会越强，定位精度就会越高；海拔高度越低，接收的信号强度会

越弱，定位精度就会越低。一般在山体的南面信号较强，西面和北面较弱，我

们推测可能与南方向卫星较多有关。

【关键词】海拔高度 山势 北斗信号

【Abstract】This study "hainan first mountain" dongshan ridge, for example, to
study the different altitude and landform of position of beidou signals. Through
scientific observation route design, field observation of multiple scenarios to obtain
more detailed first-hand informa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we think that mountain,
mountain and elevation will affect the quality of the beidou system satellite reception
on the ground. In general, the higher the altitude, the more broad vision, the received
signal strength will be stronger, the higher positioning accuracy will; The lower
altitude, receiving signal strength will be weaker, location accuracy will be lower.
Generally in the south of the mountain signal is stronger, the west and north of the
weaker, we suspect that may be associated with more south direction of the satellite.

【Keywords】The altitude Guilin Beidou signals

一、研究目的

探究不同海拔高度及山势位置对北斗信号的影响。

二、研究内容

1、以“海南第一山”东山岭为例，探究不同海拔高度是否对北斗信号有影

响；

2、以“海南第一山”东山岭为例，探究不同山体位置或山势是否对北斗信

号有影响。

三、研究方法

1、实验法。以配发的“我是北斗观察哨”器材观察，通过对在东山岭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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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观景点进行观测试验，记录并分析观测数据，进行比较分析，观察海拔高

度是否对北斗信号产生影响；

2、比较法。比较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环境下北斗信号的数据，分析

引起北斗信号产生变化的原因。

3、观察法。主要观察天气及观测点周围的遮挡物是否影响北斗信号。

四、设计方法

山势、山体的变化会影响北斗卫星的信号传输，因此我们设计了通过爬山

的方式探究在山上不同位置、不同高度（海拔）对北斗卫星信号的影响。

五、数据分析

我们首先设计了观测路线，沿着东山岭进去主要的观景点进行爬山观测。

东山岭风景区在万宁市东 2 公里处，因三峰并峙，形似笔架，历史上又叫笔架

山，是海南开发较早的旅游景点之一。曾与五公祠、鹿回头、天涯海角、大小

洞天等景点齐名，素有“海南第一山”之称。东山岭面积有 10平方公里，海拔

只有 184 米高的东山岭遍山都是奇石。主要的观测点有东山岭景区入口广场—

—佛像广场——海南第一山观景点——华封仙岩观景点（有树荫遮挡）——潮

音寺（有树荫遮挡）——瑶台望海观景点——半山腰——真武殿——冠盖飞霞

观景点——山顶——望海观景台——半山腰小路——经䡴观景点——下山腰马

路——天外飞石观景点——山脚马路——东山岭入口等。我们从早上七点半开

始进行观测，至上午十点结束，历时 2 个半小时。天气也从开始的晴到后来的

多云转阴，变化较大。

通过对观测数据进行比较分析，我们发现：1、不管在什么位置，1,2,3号卫

星的信号都比较稳定，其仰角、方位角都稳定在 50、54、69，信号强度的波动

范围也不是特别大。但是随着海拔高度升高，信号强度有增大的趋势，如 1 号、

3号星在山顶空旷的地方最高达到了 45、48，2 号星在接近山顶的山腰达到最高

为 43；有树荫遮挡是信号较弱，在华封仙岩、潮音寺处有树荫遮挡，1、2、3
号星的信号强度为 35、41、44 及 43、23、38，可以看出有较明显的影响。另外，

从整个的数据来看，我们发现 7号星与 8 号星的信号变化较大。见统计表。

卫

星

次

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7 号

仰

角
45 41 40 37 35 34 32 31 30 29 24 23 22 21 20 19 18 18

方

位

18

4

18

5

18

6

18

6

18

6

18

7

18

7

18

7

18

7

18

7

18

6

18

6

18

6

18

6

18

5

18

5

18

5

18

5
信

号
37 43 42 39 27 32 31 38 40 41 23 31 19 45 28 40 36 0

8 号

仰

角
44 43 43 43 43 43 43 43 44 44 45 46 46 47 48 48 49 49

方

位
7 10 12 14 15 17 18 19 20 21 27 29 30 31 33 34 36 37

信

号
45 43 22 26 32 30 32 41 29 40 38 28 43 36 44 32 31 43

方

位
西 西 西 西 西 西 南 西 西 北 西 西 南 南 南 南 西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7%E5%AE%8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C%94%E6%9E%B6%E5%B1%B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C%94%E6%9E%B6%E5%B1%B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94%E5%85%AC%E7%A5%A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9%BF%E5%9B%9E%E5%A4%B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5%B7%E5%8D%97/13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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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以看出，7 号星的仰角和信号强度变化较大，仰角最大为 45，最

小为 18，差值达 27；信号强度最大为 45，最小为 19，相差大 26，但方位角比

较稳定，信号强度有一次甚至为零，不知是什么原因，推测可能是测量误差的

原因。8 号星仰角比较稳定，但是方位角和信号强度变化较大，方位角的最大为

37，最小为 7，最大差值达到了 30；信号强度最大为 45，最小为 22，差值为 23。
我们分析，之所以出现这么大的差值，除了测量误差和树荫与岩石的遮挡以外，

最大的因素可能是山势的影响，在山的某个方向把卫星的信号挡住了。综合分

析，我们认为，海拔高度和山势会影响北斗卫星信号的传递。

实验结论：

由于北斗卫星信号易受障碍物遮挡，因此山体、山势及海拔高度会影响地

面北斗系统接收卫星信号的质量。一般来讲，海拔越高，视野越开阔，接收的

信号强度会越强，定位精度就会越高；海拔高度越低，接收的信号强度会越弱，

定位精度就会越低。一般在山体的南面信号较强，西面和北面较弱，我们推测

可能与南方向卫星较多有关。（从星空图可以看出，北斗卫星大多分布在南方向，

如图 1,2,3）。另外，我们对比另外一组同学观察的数据还发现，在海边观测，多

了一颗 12 号星，而东山岭离海边并不远，直线距离只有 5-6公里左右，而且观

测是在同一天，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探究。

图 1 早上 7 点半星座图 图 2 上午 9 点 16 分星座图

图 3 上午 9 点 54 分星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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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导航定位系统和 Arduino 的

一氧化碳中毒自动警报和求救系统

作 者：陈亦伍

指导教师：龙新明

学 校：四川省彭州中学

【摘要】一氧化碳中毒导致的死亡，占我国伤害事件的第三位，无论是城市还

是农村，均有发生。现有的一氧化碳检测器当气体浓度达到或超过报警控制器

设置的报警点时，气体检测报警控制器发出报警信号，并可启动电磁阀、排气

扇等外联设备，自动排除隐患，但无法对人进行救援；而非基于物联网的一氧

化碳的监测系统，可实现分级报警，辅助救援，但无爆炸浓度警示，不能准确

定位。本系统是一种在煤气中毒时自动求救的装置，采用一氧化碳传感器检测

一氧化碳浓度，由声光报警器发出声光警报，由手机信号发射器发出信号。一

氧化碳传感器传输数据给 arduino，由 arduino 根据浓度判断，由手机信号发射

器和北斗卫星导航发出求救信号、定位和一氧化碳适时浓度给相应平台，增加

了爆炸浓度警示，可实现“监测预警-分级报警-准确定位-辅助救援”，尽大可能

的降低死亡事件和由爆炸引起的次生灾害。

【关键词】一氧化碳中毒北斗卫星导航传感器 arduino 警报 求救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动机

1.1研究动机

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一氧化碳中毒事件，事件原因多以燃煤取暖为主，还

包括炭火取暖、煤气热水器使用不当、人工煤气泄漏、汽车尾气等。近期，关

于一氧化碳中毒的一些新闻引起了我的注意。据报道，入冬以来，广州 110 平

台共接报群众洗澡时因一氧化碳中毒致人员伤亡的警情 30 起，致 23 人死亡。

2018年 1 月 10 日四川叙永县水尾镇一户居民因烧炭取暖，导致一家 4 口全部身

亡。

一氧化碳中毒后其实不会立即死亡，中毒初期首先出现头痛、头昏、恶心、

呕吐、四肢无力等症状，进而出现意识障碍、晕迷，因一氧化碳无色无味的特

性，存在一定的隐蔽性，不易察觉，中毒时常发生在夜间或睡觉时间，中毒者

往往不易发现，未主动发出求救或无力求救。而在报警的过程中，也存在因为

地址信息不准确等原因，导致救援人员不能及时赶到，延误救援的情况。救援

人员如果在救援时未做好相应级别的个人防护，也有中毒的风险。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E%92%E6%B0%94%E6%89%87/618058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E%92%E6%B0%94%E6%89%87/618058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7%83%E7%85%A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2%AD%E7%81%A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5%A4%E6%B0%9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1%BD%E8%BD%A6%E5%B0%BE%E6%B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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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洗澡引起一氧化碳中毒 图二 烤火取暖引起一氧化碳中毒

图三 救援地址不准确的相关报道

图四 不当救援导致死亡的报道

基于以上一些情况，为了在一氧化碳事件发生时能够及时警报、准确定位、

快速响应、救援得当，将伤亡和次生事故降到最低，我希望研制一种基于北斗

导航定位系统和 arduino 的一氧化碳中毒自动警报和求救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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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目标

系统实现以下几方面的目标：一是监测煤气浓度，由控制系统发及时预警，

自动关闭球阀，实时传输数据，根据不同的浓度范围分级响应，自动报警至相

应平台，及时救援并尽可能减少 110、119、120 资源的浪费；二是提供准确的

位置定位，避免因位置不准确造成救援的延误； 三是根据实时数据做好相应级

别的个人防护，避免更多的人员伤亡者；四是发出爆炸预警，避免不当处置造

成的爆炸带来更大的损失。

二、常见市售煤气报警系统的功能及优劣

2.1独立型一氧化碳报警器

产品

名称
产品图片 产品功能 优点 不足

数显

式

探测器具有显示、报警

功能

价格便

宜，安装

简便

仅能发出

声光提示，

不能采取

相应的处

置

智能

型

各通道自动显示，液晶

背光，各通道自动巡检、

锁定设定，声光报警，

一氧化碳报警器以提醒

用户采取安全措施，并

驱动排风、切断、喷淋

系统

可降低

一氧化

碳浓度

对出现中

毒人员，无

相应的处

置

一氧

化碳

报警

器

Wifi 联网控制，具有中

文化语音提示、微信报

警消息推送及微信远程

控制，报警控制信息输

出驱动排风扇、电磁阀、

机械手及时排风，关闭

阀门。

可实现

较多节

点的集

中远程

控制

系统稳定

性差，当一

个节点发

生故障，整

个系统会

瘫痪；对出

现中毒人

员，无相应

的处置

2.2一氧化碳物联网报警系统

http://www.junshundianzi.com/ProductInfo.aspx?id=415&tid=67&pid=141
http://www.junshundianzi.com/ProductInfo.aspx?id=415&tid=67&pid=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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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名称
产品图片 产品功能 优点 不足

一氧

化碳

物联

网报

警系

统

系统将通过联网，自动

触发出租房屋的住房、

房东、村级、乡级处置

中心和运营企业呼叫中

心五级报警。

1、有效解

决报警装

置“只报

警，无措

施”的状

况

2、具数据

分析功能

1、需要专

网和平台

无法实时

传输数据

无法与

120、119、

120 平台实

现实时数

据传输4不

能准确发

出位置定

位

三、设计思路、材料与可行性分析

3.1 设计思路

CO 的浓度在达到一定浓度时会造成人员中毒。以 CO 气体的浓度来作为触

发装置的条件，我首先想到了监测到 CO升高立即发出声光警报后马上报警，但

又想到如果情况没有那么危急，便会浪费公共资源，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于是

我设计根据浓度，分级响应，首先通过房主，在无法联系不上房主或是房主无

应答以及 CO 浓度继续增大则通过北斗卫星定位发送定位信息给小区物管或村

委会，到达一定的浓度，直接拨打 119、120、110 进行救援，并实时传送一氧

化碳实时浓度；通过查阅资料显示，在 CO 浓度不同，出现的症状是不同的，其

对应的应急措施也不同。所以我设计了几种情况：

1.当一氧化碳传感器监测到 CO 浓度达到 50ppm时，触动声光报警仪（声音，

蓝色），表示空气中一氧化碳异于正常，提醒人员检查原因，及时处置；由使用

煤气引起的，可通过自动球阀切断煤气（煤炭等不完全燃烧等除外），同时通过

预先设定好的程序拨打电话和短信播报，解决人员不在现场的情况及时得到通

知的问题，如未通知到、无应答或人员未及时达到现场，向小区物管或村委会

发出定位，通过小区物管或村委会人工通知或者前往现场排查。

2.当 CO 浓度继续增大达到 100ppm 时，声光报警仪（声音、黄色）同时北

斗定位向业主及乡村的村委会或小区的物管发出定位、实时推送浓度，以便及

时上门核查并采取相应措施。

3.当浓度大于 300ppm时，可能导致昏迷，声光报警仪（声音、橙色）除向

业主、村委会或小区物管发出通知外，立即向 120、110、119报警、发送定位，

实时发送浓度情况；

4.当浓度继续增大到爆炸浓度 12.5%~74.2%时，声光报警仪（声音变成更尖

更快、红色）给急救人员发出爆炸预警。

综合考虑效果和成本，检测系统选用电化学一氧化碳气体传感器；声光报

警系统采用发光二级管和蜂鸣器；系统选用 arduino； 定位系统选用北斗卫星

定位系统；信号发射系统选用手机；关闭阀门系统选用电动球阀。为解决在室

内不能直接接收北斗信号，选用天线或信号放大系统增加信号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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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材料

3.2.1电化学一氧化碳传感器(CO 传感器)TGS5042

化学一氧化碳气体传感器采用密闭结构设计，其结构是由电极、过滤器、

透气膜、电解液、电极引出线（管脚）、壳体等部分组成。化学传感器的传导系

统接受识别系统响应信号，并通过电极、光纤或质量敏感元件将响应信号以电

压、电流或光强度等的变化形式，传送到电子系统进行放大或进行转换输出，

最终使识别系统的响应信号转变为人们所能用作分析的信号，检测出样品中待

测物的量。

3.2.2 arduino

图五 arduino
Arduino 是一款便捷灵活、方便上手的开源电子原型平台。包含硬件（各种

型号的 Arduino 板）和软件（Arduino IDE)。它构建于开放原始码 simple I/O 介面

版，并且具有使用类似 Java、C 语言的 Processing/Wiring 开发环境。主要包含两

个主要的部分：硬件部分是可以用来做电路连接的 Arduino 电路板；另外一个则

是 Arduino IDE，你的计算机中的程序开发环境。你只要在 IDE 中编写程序代码，

将程序上传到 Arduino 电路板后，程序便会告诉 Arduino电路板要做些什么了。

Arduino 能通过一氧化碳传感器来感知环境中一氧化碳浓度，当气体浓度发

生变化时，气体传感器的输出电流也随之成正比变化，经报警器的中间电路转

换放大输出，通过 Arduino 驱动不同的执行装置，完成声、光、报警功能以及联

http://www.isweek.cn/1100.html
https://baike.baidu.com/item/Arduino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0%94%E4%BD%93%E6%B5%93%E5%BA%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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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关闭球阀等。通过不同的浓度对应的电流信号设定不同的阈值，设计程序。

板子上的微控制器可以通过 Arduino 的编程语言来编写程序，编译成二进制文

件，烧录进微控制器。对 Arduino 的编程是通过 Arduino 编程语言 (基于 Wiring)
和 Arduino 开发环境(基于 Processing)来实现的。基于 Arduino 的项目，可以只

包含 Arduino，也可以包含 Arduino 和其他一些在 PC上运行的软件，他们之间进

行通信 (比如 Flash, Processing, MaxMSP)来实现。

3.2.3一氧化碳电动 O 型切断球阀

一氧化碳电动 O 型切断球阀适用于两位切断、调节的场合。阀与执行机构

的连接采用直接方式，电动执行机构内置伺服系统，不用另配伺服放大器，输

入 40mA 信号及 220VAC电源即可控制运转。

3.2.4手机信号发射器

图六 手机信号发射器、天线

手机通信发射信号的原理主要是由接受信号部分以及发送信号部分组成

的。接收信号部分主要是利用了天线来进行接收射频为 935-960MHz的信号，然

后会经过 U400、SW363等频率把发射的信号和接收信号分别开来，这样就可以

使收信号和发信号互相不会干扰。U400需要良好的工作状态，它受到第三脚电

位的控制，然而第三脚电位又会受到 CPU 的各种信号的控制，比如 TXON、RXON
信号的控制，然后经过天线的开关的信号会最初经过带有 FL451 这种通滤波器

的滤波，然后再进入高频放大管——Q418 从而得到放大，Q418 这种高频放大

管的的输出会经过 FL452 滤波再到 Q420混频管进行混频。混频之后，本机的振

荡信号会从 RXVCO 产生，而且会经过 FL453 滤波，再到 Q420 的基极里面进行

https://baike.baidu.com/item/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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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频，混频之后的点评从 Q420的集电极输出，然后变成 153MHz的中频信号，

然后会经过 FL420滤波，这样就会得到 153MHz 的纯净的中柴油机信号。这个中

柴油机信号经过 Q421放大之后，会传送到 U201 的 31 脚，然后 153MHz 的中频

信号和 153MHz 这一个载波信号会在 32D53里面进行解调，从而产生 RXI 和 RXQ
着给两个模拟的基带信号，然后经过 U201的 46#和 48#，会传达到 U501的 14#
和 15#。从 U501 的 14#和 15#出来之后会产生一个相误差的电压，再从第 8 脚

输出，再来控制以下变容二极管的 CR300 容量从而改变 TXVCO 的频率，TXVCO
是一个振动的频率。从 Q300 的 C极输出来的 890-915MHz 信号，会发射到 Q301，
然后经过 Q301，被放大和缩小之后就会进入 Q302，再从 U400的 4#送天线发射

出去。用于发出信号到指定地点。

3.2.5天线

天线是一种变换器，它把传输线上传播的导行波，变换成在无界媒介（通

常是自由空间）中传播的电磁波，或者进行相反的变换。在无线电设备中用来

发射或接收电磁波的部件。无线电通信、广播、电视、雷达、导航、电子对抗、

遥感、射电天文等工程系统，凡是利用电磁波来传递信息的，都依靠天线来进

行工作。此外，在用电磁波传送能量方面，非信号的能量辐射也需要天线。一

般天线都具有可逆性，即同一副天线既可用作发射天线，也可用作接收天线。

同一天线作为发射或接收的基本特性参数是相同的。在室外安装天线增强信号

的接收。

3.5北斗卫星定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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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迅速，从 2000年开始，已经历了两代，2017
年至 2020年为第三阶段。目前，以“一箭双星”方式成功发射第二十八、二十

九颗北斗导航卫星。到 2020 年我国将发射 35 颗北斗导航卫星(5 颗静止轨道卫

星＋3 颗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27 颗中圆轨道卫星)，建成采用无源与有源导

航方式相结合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其服务范围为全球；定位精度为 2.5 至 5
米；测速精度为 0.2 米/秒；授时精度为 20纳秒；每次短信字数也增加了。它将

为民用用户免费提供约 10 米精度的定位服务、0.2 米/秒的测速服务，并且将为

付费用户提供更高精度等级的服务。随着“北斗”地基增强系统提供初始服务，

它还可提供米级、亚米级、分米级，甚至厘米级的服务。

图七 北斗导航定位系统定位原理图①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B5%E7%A3%81%E6%B3%A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7%A0%E7%BA%BF%E7%94%B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B%B7%E8%BE%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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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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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 北斗导航定位系统定位原理图②

RTK（Real - time kinematic，实时动态）载波相位差分技术，是实时处理两

个测量站载波相位观测量的差分方法，将基准站采集的载波相位发给用户接收

机，进行求差解算坐标。这是一种新的常用的 GPS 测量方法，以前的静态、快

速静态、动态测量都需要事后进行解算才能获得厘米级的精度，而 RTK 是能够

在野外实时得到厘米级定位精度的测量方法，它采用了载波相位动态实时差分

方法，是 GPS 应用的重大里程碑，它的出现为工程放样、地形测图，各种控制

测量带来了新曙光，极大地提高了外业作业效率。

选用北京时代民芯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 GPS/北斗导航定位系统双模接

收机模块（MXTOS2-200）采用 RTK 技术，提高定位精度，满足自动求精度要求。

图九 北斗卫星导航模块图

四、控制原理

4.1系统工作原理

整个系统包括检测系统、声光报警系统、控制系统、定位系统、联动关闭

阀门系统、信号发射系统六个大的部分。通过检测系统检测一氧化碳浓度，由

控制系统根据地预先设定好阈值，发出相应的处置命令，关闭球阀，由手机信

号发射器和北斗卫星导航发出求救信号、定位和一氧化碳浓度给相应平台，达

到分级响应和自动发出求救信号的目的。然后救援人员定位信息确认发生中毒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D%99%E6%80%81/1064393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9A%E4%BD%8D%E7%B2%BE%E5%BA%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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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的位置，根据所处环境一氧化碳浓度，预判中毒情况，及时实施救援。

4.2系统装置简图

4.3 工作流程图

CO 浓度 达到 50ppm

4.4 一氧化碳浓度对人员安全的相关数据

4.4.1 中毒剂量

一氧化碳通过呼吸道吸收进入人体 ,成人急性吸入中毒剂量约为

600mg/(m3.10min), 或 240 mg/(m3.3h) ； 吸 入 最 低 致 死 剂 量 约 为 5726
mg/(m3.5min)。

4.4.2爆炸极限

一氧化碳与空气混合的爆炸极限为 12.5％～74.2％。

4.5报警设定值

5.1 系统参照 GB 15322-2003 可燃气体探测器标准，按照 EN50291欧洲或美

国标准设计四种报警浓度：1 当浓度大于等于 50ppm，小于 100ppm,且持续性时

声光报警

关闭阀门

检测系统 信号发射控制系统

不同平台

定位系统

关闭球阀

CO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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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传感

器
北斗卫星定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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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房主

报警求救、

发送定位及实时

CO 浓度情况

发 送 定 位

到 小 区 物

管

发 送 定 位

到村委会

城
市

乡
村

CO>100pp

m

CO>3

未联

Arduino 主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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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爆 炸 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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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为 60 分种时；2 当浓度大 100ppm,小于 300ppm,且持续时间为 10 分钟时；3
当浓度大于等于 300ppm,且持续时间为 3 分钟时，执行气体浓度超限报警任务；

4当浓度达到 12.5％～74.2％，发出爆炸提示。

五、系统布置

传感器的布点

安装于厨房煤气管道旁、客厅、卧室近天花板处。

原因：上述三处为常见中毒位置；CO 的相对分子质量比空气稍小；三个传

感器可提高测量方法精度。

六、创新点总结和有益效果

1.能够准确定位并发送位置信息，救援人员可根据定位直接导航前往，减少

找不到地方导致的延误，确保救援及时性。

2.实现自动报警，即使在人员发生中毒昏迷的情况下，也能得到及时发出求

救信号。

3.设定了四级报警阈值，以便分级响应，采用分级响应模式，提高处置效率，

同时减少了 120等公共资源的浪费。

4.特别增加爆炸浓度预警，避免处置不当引起爆炸导致次生事故。

5.通过传输实时数据至相应平台，为救援指挥提供依据，可对事故的大小、

危害程序、可能存在的中毒人员的情况进行预判。

6.整个设计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救援人员能够随时了解到事故现

场一氧化碳的浓度，可根据情况做好相应的个人防护。

7.充分利用现有的平台，可实现互通与共享，减少投入。

8.多点布置传感器，提高精确度。

七、进一步设想

7.1开发相关软件

开发一氧化碳传感器的软件、信号发射的软件、信号接收的软件。

7.2提高自动化

提高一氧化碳监测过程的自动化、数据传送的自动化、数据处理的自动化、

数据分析的自动化、数据存储的自动化、安全预警的自动化等。

7.3高度集成化和个性化

将各功能模块集成在一起，外观可进行个性化定制，以满足用户不同的审

美要求，与不同装修风格融合。

7.4模块化

把各个功能模块设计成抽插式模块，便于维修、更换、升级。

7.5智能化

整合物联网，实现更多远程处置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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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减小误差

减小系统中存在的各种误差，包括测量误差、与接收机有关的误差、卫星

星历误差、射频干扰-即 RF 信号、信号传播误差等引起的误差。

7.7配套设施

小区物管、村委会等地，建立或完善接收平台；利用 119/120/110现有的平

台，补充相配套的接收装置与发送指令的设备。

八、应用推广

此装置也可广泛应用于农村和城市，集中或散居住房，也可用于存在一氧

化碳危害的化工行业、餐饮业等行业；地下管道或矿井等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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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卫星定位巡航车

作 者：李哲研

指导教师：朱迎春

学 校：西安交大阳光中学

“北斗一号”卫星定位系统是中国自主研发，利用地球同步卫星为用户提供全

天候、区域性的卫星定位系统。本项目将“北斗起航”电子模块搭载在智能车

上面，实现在一定区域内自动巡航的功能。

设计原理：本作品在使用的时候，通过天线接收北斗卫星的信号，将自身

所处的经纬度信息通过串口通信协议发送到控制核心——Arduino，控制核心对

位置信息进行处理，然后在规定范围内进行自主导航。在运行过程中，小车遇

到障碍物时，通过超声波传感器进行障碍检测，避免出现撞车的情况。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AB%E6%98%9F%E5%AE%9A%E4%BD%8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0%8C%E6%AD%A5%E5%8D%AB%E6%98%9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AB%E6%98%9F%E5%AE%9A%E4%BD%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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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定位海洋浮动能量收集器

作 者：司方翔

指导教师：刘汝涛

学 校：大连市第二中学

【摘要】近几年由于 PM2.5 过高导致雾霾天气等环境问题得到人们高度重视，

化石能源无可再生，能源危机限制人类文明的持续，再生能源的发展与开发迫

在眉睫。我国领海面积辽阔，开发海洋能源并使其达到产业化是未来能源战略

的重点。大海中蕴藏着巨大的能量，波浪能、风能、太阳能等。尽管目前在浮

动能量收集技术、规模和成本等方面，海洋能源开发与常规能源还难以相提并

论，但是从我国能源长期发展战略和技术储备的角度来看，在解决海洋平台、

海上航标灯、沿海及海岛居民和解放军战士电力提供等问题上，持续的浮动能

量开发具有重要的意义。本项目的创新点在于设计出了完全绿色的能量浮动收

集器，将海上风能，太阳能，波浪能收集于所设计的能量收集器中，三种能量

通过最少的步骤储存在蓄电池中，实现了能量供应，有效解决海上电力利用问

题，多源发电问题，不同频率、电压、相位的不稳定电源向蓄电池稳定充电问

题和船用蓄电池组的设计问题。

北斗卫星定位可以根据时时参看海洋平台的位置，避免海洋平台出现错位。

【关键词】波浪能 太阳能 绿色能源 多源并网 海洋开发

一、项目背景

根据世界能源理事会预计，2020年世界能源需求将相比于2015年增加70%，
到 2100 年将增加 5 倍。目前占全球能源消费总量 35%的发展中国家，到 2020
年将消费全球能源的 50%，到 2100年可能达到 65%，世界能源消费呈现增长的

态势。按照目前的能源消费增长率来计算，地球上的化石能源仅可以维持到下

个世纪后半叶。尽管如此，人类还面临着严峻的能源利用效率较低的问题，一

次燃料得到最终使用的只有 30%-40%；由于燃烧矿物燃料排放的二氧化碳量逐

年增多，使得温室效应加剧，长此以往，必将危害人类的生存环境，影响人类

的生活。不但如此，传统燃料富含氮硫，在使用过程中产生大量的污染，环境

污染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这些问题无疑将严重制约未来人类社会的发展。

人类把目光投向到清洁新能源的发现与利用当中，实现能源的多元化，如：核

能、风能、地热能等。

海洋资源的合理开发是一个海洋大国的战略方针。我国海域辽阔，总面积

470万平方千米， 其中南海占总面积的 58%。近几年，随着我国国力的大幅提

升，国家对南海的资源开发力度明显增强，在具有领海争议的地方，东南亚各

国对我们的海洋资源更是疯狂掠夺，并大有将海域占为己有的趋势。响应国家

号召，我国南海岛礁建设工程夜以继日的开展，用军事实力和技术实力两方面

宣誓南海主权不可侵犯。岛礁的建设和运营需要源源不断的电力供应，远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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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的海域供电成本高，往返运送供电周期长等不利因素严重制约了工程开展和

人员生活，我们急切需要在南海电力供应就地取材的技术支持。海洋电力开发

技术的储备也是我国走向深蓝战略的基础。

海洋是人类生命的摇篮，巨大的资源宝库，蕴含着丰富的能量，其中就包

括波浪能、风能、潮汐能。波浪能主要是是指海洋表面波浪所具有的动能和势

能。在当今能源短缺的情况下，作为绿色能源的海洋波浪能受到了世界各海洋

大国的重视。波浪能利用技术已经经历了装置发明、实验室试验研究、实际海

况应用示范等几个阶段，设计和建造中的问题已基本解决，下一步的目标是建

造达到商业化利用规模的波浪能装置，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和可靠性。根据统

计，我国沿海海域年平均波高在 2 米左右，局部地区波浪振幅平均 7 米左右，

波浪能总量约有 5 亿千瓦，可开发利用的约为 1 亿千瓦。我国波浪能发电研究

始于 70年代，80 年代以来获得较快发展。我国最先研制的小型波力发电装置主

要应用于导航灯标。1990 年，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在珠江口大万山岛上

研建的 3 千瓦岸基式波力电站试发电成功。2005 年在广州汕尾市完成世界首座

独立稳定的波浪能电站。

太阳能作为一种可再生的新能源,具有清洁、环保、持续、长久等优势，已

成为应对能源短缺、气候变化与节能减排的重要选择之一，其大规模利用可有

效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其发展前景被各国看好。与常规能源相比，太阳能

资源储量丰富，每年到达地球表面的太阳辐射能换算到煤产量约为 130 亿吨，

约为目前全球耗能总和的 2 万倍，太阳辐射源源不断供给地球，按目前太阳产

生的核能速率估算，氢储量可维持上百亿年，而地球寿命约为几十亿年，所以，

太阳能对人类来说是取之不尽的。其还具有普遍性，相对于其他能源来说，太

阳辐射能分布在地球上大部分地区，可就地取用，对解决偏远地区的供能问题

有极大的优越性。太阳能素有“洁净能源”和“安全能源”之称。太阳能几乎

不产生任何污染，远比常规能源清洁，也远比核能安全。太阳能被专家学者誉

为是理想的能源。据估计，每照射在地球上六小时的能量，就够全球人类一年

的使用，它的长期发电成本低，是 21世纪最清洁、最廉价的能源。因此，太阳

能的利用是未来能源研究使用的重点方向。

我国地域辽阔，每年消耗的能源巨大，同时，我国又拥有辽阔的海域，因

此，在能源消耗巨大的背景下，如何简单，高效的利用多元化的海洋能源是我

们小组认为具有广阔前景并且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二、研究思路

本课题希望开发出一种有效利用海上波浪能、风能和太阳能等绿色能源的

能量浮动收集器，通过实验和理论论证可靠性，让三者进行一次有机的结合，

为海洋绿色能源利用提供一种解决和改进的方案，进而对背景中所提出问题诸

如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等问题提供一套解决方案。

我们的基本思路是：通过设计出能集合风能，太阳能，波浪能并网发电充

电于一体的能量收集器，将不稳定的能源转化为蓄电池组中稳定的电能，为海

洋结构物与沿岸提供电能供应，缓解能源问题。

三、研究意义

能源一直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的重要议题。当前，能源消费持

续强劲增大，供需矛盾进一步恶化。目前，世界大部分能源仍掌握在西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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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中。化石能源即将开采殆尽，能源价格波动对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都造成严

峻挑战。所以新型能源的利用能够帮助我国改变这一状况，而中国又是海洋大

国，海洋中蕴藏丰富的能量，比如：风能、波浪能、潮汐能等。而本作品就是

基于风能与太阳能、波浪能转化为电能而设计的，期间不产生任何污染物。具

有如下两个特点：

1、结构与组成简单，易加工生产和维修保养

2、针对我国尚未开发利用的广阔海域，发展潜力大，竞争力强。

四、方案设计

4.1 项目工程尺寸与规模：

4.1.1 总体尺寸：边长 60m 正六边形，高 3.5 米（不计发电浮标水下部分）

4.1.2 发电浮标尺寸：圆形底座直径 1m；摆叶直径 0.6m；高度 3 米，共 7
组。

4.1.3 振动浮子：发电箱体长 2m×宽 1m×高 1m；直径 0.8m ；高度：2m；

浮子间间隔：0.8m；共 180组。

4.1.4 摆式电箱：发电箱体长 2m×宽 1m×高 1m；摆板 1m×1m；高度：

1.5m；电箱间隔：0.8m；共 180组。

4.1.5 风电机组：高度 3m；扇叶直径 2m；共 12 组。

4.1.6 太阳能板：有效采光面积 4600 m^2。

图 1 收集器总尺寸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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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发电浮标模型图

4.2电池组设计：

每一组电池组工作时间：2 小时电池组容量：900kW·h； 比能量：

180kW·h /kg 电池组总重量:5t； 电池组尺寸:6m^3电池

分组:1.5mx1mx1mx4块；电池组位置：六边形中心

4.3项目重点和难点介绍：

4.3.1 项目总体结构强度设计：

海洋环境恶劣，如果大型工程结构漂浮于海面工作，在风浪流的联合作用

下很难保证结构安全和工程效益，本课题设计项目结构骨架为正六边形结构，

连接处采用铰链连接，三角形可以一定尺度上相互运动。结构浮力由 19处浮体

提供，尽可能将浮力均匀分布，减小风浪流直接作用下的结构应力水平。重量

占比最大的电池组安装于正六边形中间部分，采用 spar平台浮力原理。

图 3 结构布置图

4.3.2 发电浮标的工作原理

浮标发电的设计是根据波浪摆动，浮标下层 4 个摆叶对侧一组分为 2 组，

两组的大小相同而材料重心不同，致使具有不稳定的摆动性，当波浪来临整体

随波浪的浮动使摆叶发生摆动，进行切割磁感线运动。浮标上层 4 个摆叶设计

成一面凸出流线形和一面凹陷的形状，相对平静的海况时，充分受海风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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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进行转动，做切割磁感线运动。当波高到达 2.5m时，海浪直接涌至上层浮

标，产生风力推动类似的转动发电。其次是对电的处理，通过线圈与导线之间

的电刷将电导出，摆叶轴处与导线接入二极管转换电路，使其摆动产生的交流

电变为直流电方便利用和储存。

图 4 发电浮标部件图

图 5 上部摆叶模型图 图 6 上部摆叶渲染图

4.3.3振荡浮子式的设计

振荡浮子发电模块的发电原理是圆柱形浮子在波浪周期性运动中随波浪峰

谷震荡，浮子带动传动杆运动进而带动发电机运转，从而实现机械能向电能的

转换。我组设计了模型证明振荡浮子式发电装置的可行性。

图 7.振动浮子工作原理图 图 8.振动浮子模型图

4.3.4 摆式电箱的设计

摆式波浪能发电装置利用海洋波浪的运动推动机械发生摆动或转动，将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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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能转化为摆叶机械能。摆动装置的低频转动经增速齿轮箱的增速，驱动马达

发电机发电，将机械能转化为电能，从而实现波浪能发电。我国南海平均波高

约为 2—3 米，波浪周期 T≈9s，摆式电箱运动适合波浪大推力和低频特性，转

换效率较高。

图 9 摆式电箱模型图

4.3.5 风电机组安装设计

考虑到海洋环境的特殊化，在大摇角浮式结构物上安装大型风电机无法保

证风机结构安全，所以采用高度仅为 3m；扇叶直径为 2m，在正六边形边线和

对角线上共 12组，每组风机底部均设置独立浮体提供浮力，减轻对骨架结构的

压应力。

4.3.6 太阳能板安装设计

在正六边形的边线和对角线分割出的 6个三角形上配置钢性的浮性结构物，

上层安装总面积 9300 m^2 的太阳能光电板，充分收集利用海洋空间的能量。太

阳能电池的发电原理实际土是利用半导体结的光生伏打效应,所谓光生伏打效应

就是当物体受光照时,物体内的电荷分布状态发生变化而产生电动势和电流的一

种效应。当太阳光或其他光照射半导体的结时,就会在结的两边出现电压,叫做光

生电压。鉴于市场上相关技术已经成熟，采用现有设备即可。

我们对相关电路进行选取，起到防止过压，欠压，过流保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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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开关管保护电路图

图 11 光电系统硬件整体图

五、各模块发电量计算

5.1 波浪能发电模块

发电浮标：浮标的设计是浮标根据波浪摆动，摆叶重心不均导致摆叶转动

产生电能，实物模型测得浮标能量转化率约为 45%-48%，以我国南海平均海况

计算，平均每个浮标每天可提供 45kW·h，7 组浮标一天可收集波浪能 315kW·h。
振荡浮子：振荡浮子的设计是可以受波浪运动而产生垂向振动，继而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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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速电机发电的振荡浮子，此装置对于波浪能所含能量的吸收与转化效率为

50%-55%，根据波浪能计算公式，我国平均南海平均海况环境下，纵向总长 120m
的波浪能发电端，180组振动浮子，一天可以提供 1800kW·h。

摆式电箱：摆叶将低频、大推力的波浪所携带的机械能转化为马达发动机

的电能，齿轮传动效率达可 95%，发电机能量转化效率 80%，计入机械摩擦消

耗，模型试验能量转化总效率约为 70%-73%。纵向总长 120m的波浪能发电端，

180组振动浮子，一天可以提供 2520kW·h。
综合测试各装置对波浪机械能的分级利用以及相互影响，最终，7组发电浮

标加 180组振动浮子加 180组摆式电箱，一天可以收集波浪能 4172kW·h。
5.2 风能发电模块

风电机组：南海风力平均为 9 米/秒，以现在风机发电转化效率 75%计，风

机单位受风面积发电 0.3kW·h/h，12组风机一天收集电量 271kW·h。
5.3 太阳能发电模块

海上有效持续光照时间 8 小时，以电转换效率为 20%计（设备模拟环境效

率可达 22%-25%，考虑结构浮动角度影响），每平米单位时间发电为 0.12kW·h，
日工作时间 8小时，可以提供 4416kW·h。

六、电能存储

6.1 电能并网问题

海洋浮动能量收集器所收集的电能来源分为波浪能、风能、太阳能，涉及

到电能并网问题。所设计的并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交流并网，而是将三种不稳

定的能源产生的不稳定的交流电通过一个整体的稳压模块整流滤波成为稳定的

直流输出储存在蓄电池中。现有市场设备以发展到较高水平，满足充电模块的

设计，将不稳定 220V交流输入，250V直流输出给电池组充电。

6.2 蓄电池组设计

6.2.1 锂电池的基本要求

比较高的能量密度和功率密度

良好的倍率性能

安全性良好

循环寿命长

电池一致性好

经过查阅相关资料，我们最终选择使用锂电池作为我们蓄电池组的材料。

6.2.2 电池组参数

锂离子电池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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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称电压：3.3—3.8V(单个电池名义电压值)
比能量：180kW·h /kg(1000 个 180W 的用电器工作 1 小时，锂电池的质量为

1kg)高压高容量大型电池组：需要将电池并联成一个电池组以便获得所需的安时

数，然后再将这些电池组串联，直到获得足够的电压和电容量。

电池组参数设计：

电池组总重量：5t(总电容量为 9×10^5kW·h，可临时储存超 10 天的总电量)
电池组尺寸：6m^3
6.2.3 锂电池优势：

1） 高能量密度

锂离子电池的比能量高达 180kW·h /kg，同电量时，重量是相同容量的镍镉

或镍氢电池的一半，体积是镍镉的 40-50%，镍氢的 20-30%。
2） 高电压

一个锂离子电池单体的工作电压为 3.7V(平均值)，相当于三个串联的镍镉或

镍氢电池。电池组串联很容易可满足 250V的直流高压。

3） 无污染

锂离子电池不含有诸如镉、铅、汞之类的有害金属物质。

4） 不含金属锂

锂离子电池不含金属锂，因而不受飞机运输关于禁止在客机携带锂电池等

规定的限制。

5） 循环寿命高

在正常条件下，锂离子电池的充放电周期可超过 500次。

6） 无记忆效应

记忆效应是指镍氢电池在充放电循环过程中，电池的容量减少的现象。锂

离子电池不存在这种效应。

7）快速充电

锂电池基于比能量高，可以充分发挥其充电快速反应的性能，对能量的收

集效率更高。

七、创新点及应用

7.1 创新点

1、结构稳定性强，适用于海况较恶劣的深海区，因地制宜收集波浪能、风

能、太阳能，充分利用了海上的绿色能源，为平台和海岛提供电能。

2、现实意义极强，现在能源紧缺，传统的方式能源利用不高、浪费严重。

本作品利用新能源并且涉足尚处开发探索阶段的海洋领域，有着广阔的发展空

间。

3、此作品并非单一孤立，可与传统火电、水电并网，进行多种相连组合，

提高效率和稳性，可实现大规模发电。

7.2项目优势

1）所收集能量直接转化利用，减少多次转化的损失染；

2）能量收集自海洋，纯净无污；

3）海上装卸电池，减少了铺设海底电缆等输送能源的途径；

4）多种绿色能源结合使用，优势互补。



第九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学组）

465

参考文献

[1]胡佳林. 一种海洋能及风能联合发电装置. 东方汽轮机. 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

[2]柳博瀚，付宗国，颜盛汉，黄聪汉. 新型海洋能综合利用发电平台设计. 科技创新

与应用. 1、浙江海洋学院 船舶与海洋工程学院，浙江 舟山 316022 2、浙江海洋学院 浙

江省近海海洋工程技术重点实验室，浙江 舟山 316022 3、浙江欧华造船股份有限公司，浙

江 舟山 316101 4、太平洋海洋工程（舟山)有限公司，浙江 舟山 316057

[3]顾煜炯，谢 典. 一种振荡浮子式波浪能发电装置的实验研究. 太阳能学报. 华北

电力大学能源动力与机械工程学院，北京 102206



第九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学组）

466

基于北斗的城区停车服务系统

作 者：林汝彦

指导教师：王善云

学 校：四川省德阳中学校

【摘要】随着时代进步，城市交通以及街道停车日益拥挤、无序是日常生活中

的普遍问题。如何通过现有科学技术更好的管理城市停车，解决生活中停车难、

管理难的问题？本系统设计了一种通过对物联网数据、传感器数据进行收集及

分析，应用互联网，设计的城市车联网附属城区停车服务系统。系统通过北斗

导航向汽车传递车位定位，使车主快速找到正规且合理车位；通过停车服务系

统使车库管理人员了解车位状态，实现停车智能管理；亦可应用于城市交通管

理部门，对车位进行监管，接收违规停车车辆的违规信息。本系统硬件配套设

备有车位管理器作为数据收集终端。

【关键词】物联网 车联网 互联网 停车智能管理

【Abstract】With the progress of the times, the urban traffic and the street parking
are increasingly crowded and unordered.So how to use the now availabl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manage the city parking in a more effective way?This paper has
designed a urban parking service system attached to the city car networking which
can collect and analysis the data from the internet of thing(IoT) and the sensors by
using the internet technology. It has three main functions.First ,the system can use the
Beidou navigation to transfer the position of the parking space to the car, so that the
owner can quickly find the regular and reasonable parking space.. Second, this
system can be used to help the garage managers understand the status of the parking
space and realize the intelligent parking management.Third, it can also be used in the
urban traffic management department to supervise the parking spaces and receive the
specific information of the illegal parking vehicles. The hardware equipment of the
system has a parking manager as a data collection terminal.

【Key words】Internet of things（IoT）, Internet of Vehicles, Internet, parking
intelligent management

一、前言

在城市的日常生活中，汽车拥堵在闹市的街头找不到空的车位；人行道上

一辆违规停放的轿车拦住去路等等问题愈演愈烈。面对这类现象，足以证明城

市管理需要得到来自科技的优化，并随着数据库技术、物联网技术的不断和发

展，智慧城市的建设已迫不及待。因此，为助建智慧城市，方便人们的生活，

美化城市形象，本系统致力于使城市得到智能停车管理，用户得到智能停车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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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城市停车服务系统主要使用人员为车主、交通管理部门以及停车服务区。

二、研究背景

2.1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北斗系统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北斗系统空间段采用三种轨道卫星组成的混

合星座，与其他卫星导航系统相比高轨卫星更多，抗遮挡能力强，尤其低纬度

地区性能特点更为明显。二是北斗系统提供多个频点的导航信号，能够通过多

频信号组合使用等方式提高服务精度。三是北斗系统创新融合了导航与通信能

力，具有实时导航、快速定位、精确授时、位置报告和短报文通信服务五大功

能。由此，北斗系统已具备优良和较全面的服务能力。2018年，国家北斗地基

增强系统将在中国大陆实现实时厘米级服务的全境覆盖。届时，北斗高精度定

位服务有望成为全社会共享的一项公共服务，在其赋能之下，智慧城市、自动

驾驶、智慧物流等各种应用都将实现真正的大规模商用。

2.2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经国务院同意，由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编制的《全国城

市市政基础设施规划建设“十三五”规划》日前正式发布实施（以下简称《规

划》）。《规划》指出我国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存在的总量不足、标准不高、发展不

均衡、管理粗放等问题，提出市政基础设施是新型城镇化的物质基础，也是城

市社会经济发展、人居环境改善、公共服务提升和城市安全运转的基本保障。《规

划》明确了“十三五”时期 12项任务，其中就有加强道路交通系统建设，提高

交通综合承载能力；推进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促进居民出行高效便捷，提高安

全运行管理水平。

2.3车联网

根据中国物联网校企联盟对车联网的定义，车联网是车辆位置、速度和路

线等信息构成的巨大交互网络。但如今车联网、互联网、计算机技术的结合只

是应用于为汽车选择最佳路线，及时汇报路况等导航功能，对于应用于城市停

车功能并未得到开发。

三、系统基于车联网的基础

3.1车联网构架

车联网的主流构架分三层。第一是感知层，就是 OBD、RFID 等感知系统；

第二层是互联互通，即车与车、车与路互联互通；第三层是通过云计算等智能

计算，调度、管理车辆。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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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车载终端实现了第一层，即实时感知车辆各项状态数据、位置信息，并经

过移动网络传送至云平台。

3.2车载终端

作为车联网和系统的用户端，车载终端具有以下结构作为城区停车服务系

统基础。

(1)MCU 主控模块

作为终端的主控制器，控制终端中各外围模块的运行。

(2)北斗定位模块

负责采集北斗定位系统卫星信号，并以标准的 NMEA0183协议输出，供 MCU
使用。

(3)GPRS 通讯模块

负责使用 GPRS与服务器端进行数据通讯，并拥有通过短信接收指令能力。

(4)CAN 总线模块

负责通过 CAN总线协议与车辆进行数据通信，采集 OBD 数据。

(5)运动状态检测模块

负责通过三轴加速度传感器，检测车辆的静止、运动状态。

(6)数据存储模块

用于缓存在 GSM网络覆盖盲区等待上报的数据。车载终端硬件结构图如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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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四、城区停车服务系统

城区停车服务系统是指通过在城市基础设施中增设道路 RFID 传感器和车位

传感器，与装载在汽车上的车载传感器通过无线频射等技术进行识别，识别信

息通过局域网/GPRS/3G 传送到城市车联网，利用计算机软件对车联网信息进行

分析和处理，得知车辆的属性信息和静、动态信息，并根据不同的功能需求对

所有车辆的运行状态进行有效的监管和提供停车服务。

4.1系统架构

系统主要由基础硬件设备、数据库、应用程序、操作界面组成。城市车联

网系统架构如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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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4.11基础硬件设备

基础硬件设备主要包括北斗定位终端、北斗通信终端、、网络平台及计算机、

道路传感器、车位传感器。负责采集、接收并传输数据。

4.12数据库

系统的数据库包括：

（1）车联网信息数据库：各传感器实时数据、车位信息数据、汽车移动数

据、汽车电子牌照数据

（2）监测管理数据库：历史数据、图表分析数据、违规信息数据、历史处

罚信息数据和北斗地理空间数据等。

（3）地图数据库：城市道路情况、城市交通状况、城市建筑、基础设施等。

4.13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主要包括：

（1） 数据管理及分析预测软件：数据收发接口管理软件、车位情况预测

分析管理软件等。

（2） 数据查询及储存软件：车库数据管理存储软件、历史停车数据查询

管理软件、车位信息查询软件等。

4.14操作界面

城区停车服务系统的操作界面包括：提供信息搜索、申请停车服务、实时

车位情况查询、联系车库等功能的操作界面。

4.2信息采集

（1）对于室外（路边、非地下停车场）停车，通过在停车位点安装车位管

理器，其中传感器状态信息直接通过互联网/GPRS/3G/短报文传送到城市车位管

理系统。

（2）通过车载传感器和城市局域网络，车载传感器将自身以及环境信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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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到城市车联网，通过计算机软件为停车服务系统收集信息，进行分类，传入

数据库。

五、用户服务方案

进入城区的车辆可以通过北斗车载终端打开停车服务功能。通过物联网数

据、北斗定位的车辆信息和停车地理信息系统的数据比对，将停车位位置信息

发送到北斗车载终端，通过识别软件对信息的处理，在导航界面为车辆提供车

位地标图使配备北斗车载导航系统的车辆可获取停车位点的相应信息。

模式图如图 4。

图 4
城市违规停车监测

提高车联网，对进入城区的车辆进行监测。通过分析和处理车联网中行车

数据，发现违停车辆。违停车辆的判别主要是通过静止时间和车位管理器数据

进行筛别。监测模式图如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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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六、城市交通管理系统

通过北斗和传感器采集城市地理信息，构建城市停车地理信息系统（GIS），
又根据车联网信息，通过违规滞停监测软件对车辆信息数据分析及筛选，发现

违规停车车辆。交通管理人员可通过移动终端获知违规车辆信息和地理位置图，

快速赶达现场，处理违规现象，给予处罚。处罚结果通过移动终端发送到交通

管理系统中，记入数据库，保存信息。基本模式图如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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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6.1交通管理信息通讯

6.11 方式一：TCP/IP通讯

车载终端可借助在城市范围内覆盖的 GPRS 网络与 Internet 和同样连接在

Internet的终端进行信息通讯。GPRS 网络选泽 TCP 协议而非 UDP协议。TCP（传

输控制协议），当客户端和服务器进行数据传输前，必须先建立起 TCP连接，然

后才能进行数据传输。但是 TCP 因为需要维持连接，需要一定的系统资源开销。

另外,因基站切换、信号覆盖等问题，GPRS 网络重新附着到网络上时 IP 地址可

能会发生变化，如果使用 UDP协议，终端和服务器间的连接是不稳定的，终端

的 IP 地址发生变化，会导致服务器无法下发指令。模式图如图 7。

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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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方式二：基于短报文功能的互动平台

由于城市地域的复杂性常常使局域网使用受限或受阻。而北斗系统的具体

功能含有短报文通信：北斗系统用户终端具有双向报文通信功能，北斗短报文

可以发布 140 个字的信息，既能够定位，又能显示发布者的位置。北斗的双向

通信功能双向通信就是指用户与用户、用户与中心控制系统间可实现双向简短

数字报文通信。因此，城市交通管理部门通过停车地理信息系统获知违规信息

即通过短报文以代码形式向车载北斗终端发送违规警告。

并且若车辆在接收到交通管理系统发出的警告信息后，若因特殊路况、预

警信息不及时、自身原因等无法延导航系统更改后的推荐路线行驶到合适车位

时，可通过发送短文报与交通管理系统取得联系。

交通管理中心接收短文报后，根据停车地理信息系统定位信息，快速对问

题情况评估分析，或通过短报文互动遣附近交警移动到问题区域了解详情，处

理停车问题。互动模式如图 8、图 9

图 8

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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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终端及适配设备含有北斗多卡通信终端集成北斗 RDSS 功能，内部电路

包含 RDSS 收发芯片、功放芯片、基带电路等。模块可选内置 RNSS&GPS 模块，

同时内部集成一颗 ARM 处理器，可以实现北斗 RDSS 多卡工作模式，极大提高

北斗 RDSS短报文的发送数据量和发送频度。如图 10

图 10

6.2互动信息模块

关于车载导航系统对警告信息的接收和处理：

选择嵌入式系统作为车载终端的数据处理和各功能模块的控制、调度中心。

LCM 显示模块：显示车载终端接收到的违规警告信息。

GPRS 无线通信模块：建立车载终端与远程监控中心间无线连接，实现车辆

的在线监控和数据传输。

七、停车场管理系统

对外开放的停车场也是城市停车服务系统的用户之一。城市停车服务一体

化即特定地区停车服务对外开放是有群众基础的需求。这样的需求也可以通过

城市停车服务系统实现。

停车场停车信息管理系统可通过停车位点传感器对停车位停车情况掌控实

时信息，自动计时，达到智能管理的功能。

系统整体架构由基础层、数据层、应用层和表现层组成。

系统模式图如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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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系统结构图如图 12

图 12

7.1基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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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层主要包括北斗定位终端、网络平台、计算机、车位管理器等硬件设

备。负责接收并传输数据。

7.2 数据层

系统的数据层包括：

（1）车位传感器监测数据库：北斗通信终端收集各传感器监测的实时数据、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提供的监测区域的车辆行驶状况等。

（2）监测管理数据库：车辆信息数据、、车位状态数据、历史交易信息数

据历史停车数据、图表分析数据、财务收支数据和地理空间数据等。

（3）地图数据库：所属停车场的运营情况，道路情况及基础设施等。

7.3应用层

在数据层对收集到的信息进行初步筛选，去除无效信息后，启动应用层。

应用层主要包括：

（1） 数据收发接口管理软件及分析计时收费软件。

（2） 数据查询及储存软件：监测数据管理存储软件、历史监测数据查询

管理软件、停车信息查询软件等。

（3） 安全预警系统软件：自动动态监测预警软件、报警发布管理软件等。

通过对大量历史数据及实时监测数据的分析，综合地段状况，在车位状态

分析、数据整合、计时收费等软件的支持下，由计算机精确快速处理信息，使

车库管理人员通过停车信息系统对全部车位精确监管，对相应车辆进行收费。

7.4表现层

表现层为系统的操作界面，提供信息搜索、实时车位监测、车辆行驶状况

查询、图形分析等功能的操作界面。管理系统界面如图 13

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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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员车位显示界面如图 14

图 14

八、车位管理器

8.1无线物联车位传感器

无线物联车位传感器是含北斗芯片和传感器为一体的城市基础设施。用于

对车库车位的车辆存在实时检测。应用物联无线车位感知传感器采用物联网技

术，无需布线，便可大规模快速部署使传统停车场实现完成智能化升级。采用

无线物联网技术，最多可连接 65000 个传感器，而一般大型停车场车位数量大

约在 1000个左右，可远远满足正常需求。每一车位都有配置北斗定位模块，进

入停车服务系统后位置信息共享，在北斗车载终端可完成定位、导航、预订、

付费等一系列功能。

8.11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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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位管理器技术参数表

设计规格 直径 100*25mm

设计重量 0.12kg

物理原理 超声波、磁阻效应等

感测范围 0.4~3.7m

距离最大误差 0.1m

工作点压 220V

环境温度 -20℃至+50℃

工作温度 -20℃至 65℃

工作湿度 30%-90%（相对湿度）

表 1

一般的北斗终端设备提供串口或网口接入方式，本适配设备将串口或网口

接入方式转化为 ZigBee无线形式。

8.2北斗定位模块

为实现使用北斗定位系统获取车位位置，需在车位管理器中安装北斗定位

模块。例如使用芯星通公司推出的 UM220北斗／GPS 双系统模块。UM220北斗

定位模块的特点是集成度高，功耗低，非常适合北斗系统大规模应用的需求。

UM220定位模块原理如图 15。

图 15

8.3车位管理器电子标签

城市车位类型多种多样，不同类型车位可对车位管理器设置电子标签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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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对城市内所有公开车位实施电子编码，可由此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城市

停车资源的全面整合。另外不同电子标签的车位管理器设置不同的系统程序。

例如街道属于城市公共地区，街道车位属于共有车位，所以街道车位属于特殊

车位，通过对车位管理器设定电子标签进行分类，街道车位可由城区停车服务

系统通过一系列监测软件直接进行管理。

8.4 车位状态的识别

采用各向异性磁阻传感器（AMR）检测车位状态。

8.41 AMR 检测原理

地球磁场的强度为 0.5~0.6 高斯，对于车位检测来说，检测范围在 10 米以

内，此范围内的地磁场可以视为恒定不变的。当有铁磁物体进入传感器测量的

地磁场范围内是，一定会扰动其周围的地磁场分布情况。汽车可看做多个双极

性磁铁组成的模型，由进入的车辆前端发动机和车轮以及车辆内部其他铁磁性

物体对地磁场产生扭曲和畸变。

一辆汽车扰动地球磁场时，不管它的运动状态如何，运动或是静止，由于

车辆内部铁磁性物质的存在，必定会影响原环境分布均匀的地磁场。当车辆处

于 AMR传感器检测的区域时，AMR 传感器就能检测出这种影响。如图 16 所示，

一辆汽车对地磁场的扰动情况，并且汽车的不同部位对地磁场的扰动也不一样，

这说明车辆的不同部分对地磁场的影响不尽相同。通常，普通车辆的发动机和

车轮是车辆上对地磁场影响最大的两个部位。

图 16
因此，通过 AMR传感器感应磁场分布的微小变化，引起内部点库阻值发生

变化，从而引起电路中电流电压发生变化，通过一系列信号处理会将电流/电压

值模数转化后输出到控制器，由控制器对信号进行分析得到车位状态信息。

8.42选择原因

车位检测的方法目前有射频识别技术（RFID）、超声波感应技术、红外探测

技术、感应线圈技术、地磁传感技术。

RFID 技术是现在很多停车场采用的，但这种方式要每位车主都配置一张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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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频射卡，而本系统的停车管理面向城区各种开放停车位，这对非停车场车

位的检测和管理是极其不方便的，所以不予采用。

超声波感应技术是使用较多的一种方法。其工作方式需要在车位正上方安

放超声波发生器，当有车停放在车位时，由发生器接收反射回来的声波，从而

进行判定车位是否空缺。而对于城区露天的街道停车位，安装发生器是一项繁

重的任务，面临很多的困难，并且成本高，周围环境若产生高频噪音可能还会

引起误判，所以此方式并不能满足本系统的功能和需求。

红外探测技术现已进入成熟阶段，稳定性也较高。但市场上并没有利用类

似的方法做出这套系统，只停留在理论阶段。原因是红外线比较容易受到包括

光源、热源的干扰，进行误判，并且对车辆的区分度也不高。

感应线圈技术是指将感应线圈埋在道路表面，车辆经过感应线圈是，车辆

上的金属部件就会扰动磁场引起感应线圈的电感变化产生电流，由此通过检测

感应线圈的电流变化就可监测车位上是否停有车辆。但感应线圈的安装施工庞

大复杂，线圈容易断裂，维护和维持功能都是问题。感应线圈受环境影响大，

自身寿命短，使用一段时间后测量精度会明显下降，引起误判，不适宜作为城

市的技术设施建设。

因此，我们选择一种更先进稳定的 AMR技术对车位状态进行监测。

8.43检测流程

运动状态监测任务流程图如图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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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8.5数据传输

收集到车位状态信息后，无线物联车位管理器之间的数据汇集及发送采用

ZigBee技术。

基于无线 ZigBee数传模块

数据汇集点由无线 ZigBee 数传模块、微处理器、太阳能充电电路、电池电

源管理电路等组成。（如图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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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ZigBee 是 IEEE 802. 15. 4协议的代名词。根据这个协议规定的技术是一种近

距离、低复杂度、低功耗、低数据速率、低成本的双向无线通信技术，不仅要

适合于自动控制和远程控制领域，可以嵌入各种设备中，同时支持地理定位功

能。

并且，车位状态监测是长期并且连续性的工作状态，而采用 ZigBee 的车位

传感器在低耗电待机模式下，2 节 5 号干电池可支持 1 个节点工作 6-24 个月，

甚至更长。相比之下蓝牙只可以工作数周、WiFi 却只能可以工作数小时。选用

此技术更适用于户外车库车位监测以及地下车库车位监测需要。

无线数传模块的硬件设计：无线数传模块的硬件设计主要分为 CPU 部分、

射频部分和接插件三个部分。CPU 主要电路由 CC2430 及其辅助电路组成；射频

部分主要由功率放大器（PA）组成；作为通用产品， 接插件的选择也至关重要,
为了方便模块的替换，选择可插拔、间距为 1．27 mm 的插针作为接插件。

CPU 部分原理图如图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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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射频部分电路图如图 20

图 20
数据采集点利用嵌入式 ZigBee 模块将各监测计的实时监测数据传送至

ZigBee 协调器，ZigBee 协调器对数据进行汇集、初步处理后，可将数据通过

GPRS/3G 网络传入城区停车服务系统，经过数据分析及处理，将车位信息更新

在城区停车地理系统中，形成停车地图如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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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8.6预订功能

通过对车位管理器设定预订服务程序，可对车位开设预订服务。用户可在

网络平台对可预订车位进行预订。预订服务有效时间可由人为设定。通过预订

车位，可消除人们对到了目的地而车却无处安放的情况的担忧和顾虑，大大方

便了人们的生活。如图 22。

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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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特殊识别功能

安装汽车电子标签识别器并设定程序，实现特定车位停特定车辆的停车服

务。车位传感器识别汽车的电子标签对车辆进行身份判断，再进入设定的特殊

服务程序。

8.8信号灯

为使用户直观了解停车状态，车位管理器设计中安装 5 颗状态指示灯。分

别是电源模块的电源状态指示灯、通讯模块的网络状态指示灯，GNSS状态指示

灯、CAN 总线通讯状态指示灯以及预订状态指示灯。电源状态指示灯由硬件控

制，电源接通时指示灯亮，电源断开时指示灯灭。当车位被预定时，预订状态

指示灯亮。LED指示灯模块原理如图 23。

图 23

九、进一步研发想法

（1）车位的选择是具有车主个性化分别的，可进一步研发数据分析软件为

车主提供人性化车位推荐等服务。

（2）众所周知，城市运营产生的各领域的数据是巨大的，这些数据经过合

理的分析、挖掘，可产生大量的传统数据所不能反应的城市运行信息。并且由

于本系统具有较强的开放性，其推广关系到用户的隐私保护等方面的问题。进

一步研发需要增加本系统的数据库分析处理能力、保密性、安全性和隐私保护

性。

十、项目研究人员

姓名 单位 性别 年龄 专业 学历 职业 在项目中承担工作

女 16 理工 高中 学生 全部工作

十一、致谢

感谢王老师对项目的启发和指导，感谢家人和同学的支持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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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系统的移动茶叶环境检测平台

作 者：陈国浩、李泽彬、黄善业、王世瑜

指导教师：黄龙青、马 俊

学 校：浙江省海亮高级中学

【摘要】近年来，农业智能化逐步发展，通过农业智能物联网网络获得的各种

数据成为了农民们了解农作物生长，及时调整农业生产的重要手段，但是传统

的农业智能物联网更多的是基于大棚开发，拥有生长环境数据检测准确、位置

精确等优点，但成本却是一个推动农业智能化发展的一个重大门槛。移动环境

检测平台虽然可以很好的解决传感器成本高的问题，但传统的技术手段难以实

现任意位置的精准位置检测。导致传统的移动环境检测平台的实用价值不高，

更多具有科研的象征性意义。但随着北斗卫星定位技术的突飞猛进，我们可以

实现在全国范围内的精确的位置检测。在配合移动环境检测平台，不仅可以实

现精确的环境数据、所在位置检测。还可以大大的降低成本。提升我国农业智

能化进程。利用移动平台获得的精确数据，调整农业生产，提高我国农业的产

量和质量。为农民实现增收。

【关键词】北斗系统 环境监测 机器人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gradual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agriculture, a
variety of data obtained by agricultural intelligent network become farmers'
understanding of crop growth, an important means of timely adjust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but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intelligent networking is based
more on greenhouse development, with growth environment data accurate detection
and precise location advantages, but the cost is a push for intelligent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a major threshold. Although mobile environment detection platform can
solve the problem of high cost of sensors, it is difficult for traditional technology to
achieve precise location detection at any location. The practical value of the
traditional mobile environment detection platform is not high, and it is more
symbolic of scientific research. However,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Beidou
satellite positioning technology, we can achieve accurate location detection in the
country.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mobile environment detection platform, it can not
only achieve accurate environmental data and location detection. It can also greatly
reduce the cost. Promote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Intelligentization in China. The
accurate data obtained from the mobile platform can be used to adjust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improve the production and quality of agriculture in China. Increase
the income for the farmers.

【 Key words 】 The Beidou system,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gri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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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gentization, tea growth

一、研究背景

1.1 茶叶地环境监测的现状

茶叶是世界三大非酒精饮料之一。在我国喜爱饮茶的人不计其数。高品质

的茶叶对茶叶的生长环境要求较为苛刻。但在传统茶叶生产中由于农民没有具

体的茶园环境数据，不清楚土壤的湿度、酸碱度、温度等参数，不能进行科学

的种植。农民浇水、施肥、打药，全凭经验、靠感觉，从而不能充分利用土壤

资源，不能保证茶叶的产量和质量。

随着物联网技术的出现人们把物联网和农业相结合，形成了新型现代农业

即农业物联网。农业物联网通过温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PH值传感器、光传

感器、CO2 传感器等设备，检测农田环境中的温度、相对湿度、PH值、光照强

度、土壤养分、CO2 浓度等物理量参数，通过各种仪器仪表实时显示或作为自

动控制的参变量参与到自动控制中，保证茶叶有一个良好的、适宜的生长环境。

远程控制的实现使技术人员在办公室就能对多个茶田的环境进行监测控

制。采用无线网络来测量获得作物生长的最佳条件，可以为温室精准调控提供

科学依据，达到增产、改善品质、调节生长周期、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

图 1
虽然当前已经有了物联网在茶叶方面的应用，但是基本上都是采用定点方

式进行监控，市面上还没有出现利移动平台进行茶叶生长环境检测的机器人平

台，而茶园一般规模较大，以浙江松阳为例，松阳是产茶大县，境内的优质茶

园面积超过 13 万亩。所以需要大量的节点并且进行繁杂的布局（如图一）。虽

然传感器的成本近年来有了很大程度的下降，但其应用成本仍偏高，一个湿度

传感器要几百元，一个土壤水分传感器要一千多元，一个温室全部环境参数传

感器要在一万元左右，对于农民来说仍然是笔很大的投入，所以目前农业物联

网应用还主要集中在一些科研院所、农业企业及政府推动的项目中。这严重阻

碍了物联网技术在农业方面的应用。所以我们开发这套作品用于农业方面拟解

决大量节点的问题带来成本问题。同时茶田中的过道较窄，不方便人们的行走，

而且茶叶的高度较低，检测时需要人弯腰检测，不利于人们的身体健康。

1.2 北斗系统的发展现状

卫星导航技术是一种采用导航卫星对地面、海洋、空中和空间用户进行导

航 定位的技术。导航卫星如同太空灯塔。卫星导航综合了传统导航的优点，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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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 全球、全天候、高精度的导航定位。 我国卫星导航定位技术也取得长足

的发展。 中国自主研制的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已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成熟的卫

星导航定位系统。上至航天、下至工业，渔 业、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卫星导

航定位技术无所不在。卫星导航定位技术在国 家经济发展和国防安全建设的深

远意义不言而喻。

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定位原理介绍：北斗卫星定位系统的发展经历了两代：

北斗一代和北斗二代，目前我国正在大力发展北斗二代。因此我们介绍北斗二

代的定位原理。

北斗二代采用了 RNSS 的无源定位信号传输体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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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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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1 R2
R3，三颗卫星发射信号的时刻分别为 T1 T2 T3，三颗卫星的坐标分别为(X1 Y1
Z1)(X2 Y2 Z2) (X3 Y3 Z3)，接收机的坐标为(X Y Z)，那么可以列出方程如下：

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理论上实现了对未知点位置的计算，但由于北斗第

二代采用了无源定位信号传输体系，因此我们无法保证传输时间 T 的准确性，

出现了标准时间与接收端时间的钟差 dtr.使得三个方程出现了四个未知数，这在

数学上不可行，因此我们需要引入第四颗卫星，形成四个方程，四个未知数。

三颗卫星交会的实际方程为

>

解出方程便可以得到所在的位置。

二、研究内容

1、茶叶环境检测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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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一个能够搭载多种传感器的移动环境检测平台；

2、传感器数据记录与分析。

对机器人检测茶园中与茶叶生长相关的各项数据进行记录与分析；

2.1.茶叶地环境监控机器人及循迹系统研究

1.设计原理：

以 arduino mega 2560 为开发核心，利用超声波测距器，进行自主寻迹，利

用车上搭载的各个传感器检测茶叶的生长环境，并和小车所在的经纬度信息记

录到 sd 卡当中，当小车完成某一块场地的数据检测之后，再由我们基于课堂上

所学的 vb 程序设计开发的解析软件，对车辆检测到的原始数据进行解析。同时，

系统预留了丰富的功能扩展空间，可进行二次开发。为了更系统的介绍我们的

设计，我们将车体分为车辆上部、车辆下部、土壤检测器。并进行分别介绍。

车辆上部：车辆上部搭载了 arduino mega 2560开发板。上机位的左右两边

还搭载了两个超声波测距器，能够检测车体和两端茶树的距离，实现寻迹功能。

同时上机位还搭载了中微课 ATGM336H,能够检测检测装置所在的经纬度、UTC
时间等数据，且检测精度高，授权时间快。能够很好的发挥 bds 的各个功能。

在车辆上部的前部，搭载了 GY-30光感强度传感器，GY-30 传感器是工业生产中

十分常用的一款光感应传感器，体积小巧，检测精度高。可以很好的检测车体

所在环境的光线情况。后部搭载了 sd 卡写入模块，可以将各个传感器检测到的

数据写入 sd 卡当中，方便用户查看茶叶生长环境的各个数据。在 sd 卡写入模块

的左边搭载了 l298n电机驱动模块，能够方便的控制电机的驱动，实现平台的移

动。

车辆下部：车辆下部搭载了四个驱动电机，具有扭力大，转速高等优点，

配合上机位的 l298n电机驱动模块使用，可以实现平台的移动。

土壤检测装置：土壤检测装置由一个舵机和一个土壤检测传感器组成，当

车辆需要检测某一个地点的土壤数据时，舵机转动，使土壤检测传感器插入土

壤当中，检测土壤的各个数据。当检测完成之后，舵机在牵引传感器上升，方

便车辆的行进。

2.寻迹系统

硬件控制

舵机控制与电机控制

电机控制我们使用 L298N电机控制模块（图 4）。利用电源直接供电，配合

arduino mege 进行控制。

图 4
3.HC-SRO4超声波模块

在茶田中，为了不让移动平台的检测影响茶叶的生长，我们需要用 HC-SRO4
超声波模块（图 5）测量移动平台距离种植区的距离，实现寻迹。HC-SRO4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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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触发测距，向前方发送超声波信号。并实时检测是否有返回数据，当检测到

传感器发送的超声波碰到物体并返回传感器时。检测超声波在空气中的传播时

间，再将声音的传播速度乘以时间/2，便可以得到传感器与前方的距离。配合

程序，实现寻迹。

图 5
4.程序设计

茶叶是一种经济价值较高的经济性作物，因此早已实现了集约化生产，几

乎所有的茶田都经过了人工的开垦，目前大多数的茶田采用了一种纵向类梯形

的茶叶地土壤环境。如下图 6

图 6
在两列茶树的中间是经人工开垦较低平的过道，在过道两边是相对较高的

茶叶种植区。这为我们使用超声波传感器实现寻迹提供了可能。位于移动平台

两端的超声波传感器实时检测车辆与两边种植区的距离，并取平均值，以此计

算移动平台目前在过道中的相对位置。并根据相对位置，做出调整，使平台在

中间前进。不会撞到茶树，影响茶叶的生长。

当移动平台上的个超声波传感器中的某一个超声波传感器数值明显大于某

一个值时。说明移动平台到达了过道的终点，需要通过转弯来到达新的过道，

进行检测。因此，我们首先利用超声波传感器的两个数值进行比较。判断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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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所在位置是茶田的左段还是右端。如果是左段我们便需要向左转弯，来到

到新的过道当中，继续寻迹。以此类推。但当移动平台到达了中间过道时。移

动平台上的两个超声波传感器或的的数据几乎一样。如果仅仅利用超声波的数

值来实现寻迹。移动平台将一直在中间过道来回检测。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做

出了针对的程序开发。

移动平台开始运行，到达第一个过道的终点时。先通过超声波测量车辆到

两端的距离，判断移动平台的出发位置是位于茶田的左段还是右端。如果在茶

田的左段，则向左转弯达到新的过道，向前寻迹。当新的过道到达了终点时，

由于移动平台在上一次转弯时改变了方向，因此这时我们需要向右转弯。使车

辆继续寻迹。程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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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判断移动平台的位置，然后定义一个变量 zuoyoushu 来记录移动平

台转弯次数，并利用 c 语言中的 % 字符来求 zuoyoushu对于 2 的余数，如果余

数为 1，说明方向为正。移动平台的下一次转弯便向左。如果余数为 2，说明移

动平台的方向为反，便需要右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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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茶叶地环境监控机器人环境监控系统研究

1.茶叶地环境监控机器人环境监控硬件设计

移动机器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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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该部分分为 4 个部分，分别是开发板模块、寻迹部分、检测模块、数据存

储模块。

2.开发板模块：

开发版：arduino mega 2560（图 8）
该开发板基于 ATmega2560 处理器。具有较强的数据处理能力，且具有 54

路数字输入输出，能够很好的满足大量传感器的使用需求。而且有程序开发较

为简单，开发周期短等优点。

图 8
3.检测模块

DHT22数字温湿度传感器

在茶叶的生长中，温湿度是影响茶叶品质的一个重要因素。过高的温度和

过低的温度都不利于茶叶的生长。因此我们需要利用传感器对 温湿度进行精确

的记录。方便农户及时作出调整。DHT22 数字温湿度传感器（图 9）是一款含有

已校准数字信号输出的温湿度复合传感器，该传感器产品具有极高的可靠性和

出色的稳定性、超快响应、抗干扰能力强、性价比极高等优点。非常适合我们

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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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GY—30光线强度传感器 日光的长短强弱直接影响茶叶的品质和产量，因

此我们需要对光线状况进行检测，以便农户了解光照情况 GY-30（图 10）是一

种通用的光照度检测模块，内置模数转换电路，能过直接数字输出。且体积小

巧，检测精度高。可以很好的检测车体所在环境的光线情况。

图 10
4.中微科 ATGM336H-5N北斗定位芯片

茶园的面积广大，我们只有先对其进行精确的定位，才能利用其它传感器

进行针对化的调整。中微科 ATGM336H-5N（图 11）北斗定位芯片拥有出色的定

位导航功能，能够检测检测装置所在的经纬度、UTC 时间等数据，且检测精度

高，授权时间快等优点。能够很好的发挥 bds的各个功能。

图 11
5.数据存储模块

这一模块由 sd 卡读写模块和 sd 卡组成（图 12）。sd 卡读写模块通过开发板

上的 io口与开发板相连，能够将数据传入 sd 卡中。达到我们将数据记录的目的。

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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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茶叶地环境监控机器人环境监控软件设计

1.移动平台程序

我们为了检测环境，运用了大量的传感器，对环境进行检测。由于需要多

次测量环境，因此，我们利用 arduino 的自定义函数，将各个传感器的读取程序

定义为自定义函数，方便我们调用程序。并把各个传感器获得的数值赋值给数

据类型为 String 的变量。同时将 sd卡的写入程序也定义为自定义函数。方便我

们调用写入。程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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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图

2.上机位程序设计

上机位为利用 VB开发的数据解析程序，用于把传感器上获得的原数据转化

为直观的文字表述，方便用户了解传感器的结果。Visual Basic（图 13）是一种

通用的基于对象的程序设计语言，为结构化的、模块化的、面向对象的、包含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8%A1%E5%9D%97%E5%8C%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D%A2%E5%90%91%E5%AF%B9%E8%B1%A1


第九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学组）

500

协助开发环境的事件驱动为机制的可视化程序设计语言。具有程序简单、功能

强大、开发时间短等诸多优点。我们利用 VB程序开发专门为我们的小车开发的

程序解析程序，使传感器数据转化为直观的环境数据，方便用户了解环境。

图 13

图 14
首先，我们需要将北斗原信号进行提取加工，计算出所在的经纬度 由于北

斗传感器输入的原数据中包含了众多数据，但我们只需要其中的一部分，因此

我们需要利用 vb中的 mid 函数对数据进行提取。

在将程序输出到文本中便可以实现数据的解析，其他几个传感器的解析原

理基本相同，在此不再重复介绍。详见图 1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C%80%E5%8F%91%E7%8E%AF%E5%A2%8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8B%E4%BB%B6%E9%A9%B1%E5%8A%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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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2.3 北斗系统在茶叶地环境监控机器人的应用

目前我国的茶叶生产以实现了大规模化种植生产。利用传统的技术我们难

以实现精准的定位。而北斗卫星定位系统恰恰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北斗

卫星定位系统能够提供 10m级的精度，还能够提供发送请求的精确时间。利用

这一功能配合其他的传感器，我们便可以掌握某一位置的精确环境信息，为农

民进行调整创造条件。

三、茶叶地环境监测机器人的应用

我们的茶叶地环境监控机器人内部集成了大量对于茶叶生长相关的传感

器，能够很好的检测对茶叶地当中的各个环境数据，能够方便用户了解茶叶的

生长状况，并对茶叶生长环境进行科学的调整，提升产量和质量。为农民征收。

同时，我们采用了通用的寻迹方案，能够适应绝大多数的茶田生长环境监测需

求。

四.总结

1．我们的茶叶环境监测机器人平台结构简单，利用超声波传感器进行寻迹，

采用多种传感器进行环境检测，并能够将数据记录到 sd 卡当中。相比传统的茶

田生产环境检测方式，我们的移动监测平台在成本上具有极大的优势，利用北

斗定位系统，在检测精度上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还可以快速适应不同的茶

田坏境，快速检测茶叶生长环境。为用户调节生产提供了科学的数据。同时利

用 VB开发的专用环境检测程序，能够将传感器数据转化为直接可读的数据，使

得用户不需要掌握过多的传感器知识，便可以直接上手。降低了用户的学习成

本。使用户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茶叶管理上。

2.我国是产茶大国，年茶产量巨大，茶田分布全国各个地区，我们的移动茶

叶生长环境检测平台能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检测，为全国的茶农们提供一手的

茶田环境数据，为农户的生产提供指导。

3．目前，我们的移动茶叶生长环境检测平台依然有很大的进步空间。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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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在日后为移动平台加入 ZigBee 技术，形成大规模的组网机器人。提升

移动平台在进行大规模茶田检测时的效率。其次我们希望加入 GPRS 模块。实时

将传感器获得的数据上传至云端。使用户在手机上可以实时的查看目前的检测

结果。同时，我们还希望为移动监测平台加入无线充电模块，配合太阳能板，

为移动平台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最后，我们希望对解析程序进行进一步优化，

实现数据可视化，能更好的使用户了解茶叶生长的环境。

参考文献

[1]乐江波. 环境温度监测机器人的设计与实现[D].西华大学,2010.

[2]董硕. 林区巡防监测机器人研究[D].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2013.

[3] 胡 彬 . 一 种 基 于 环 境 监 测 移 动 机 器 人 定 位 的 新 方 法 [J]. 微 型 电 脑 应

用,2011,27(06):7-9+1.

[4] 林 江 . 茶 叶 生 产 气 象 要 素 分 析 及 气 象 灾 害 防 御 [J]. 农 业 与 技

术,2017,37(11):12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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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地震救生宝”

作 者：余 佳

指导教师：王善云

学 校：四川省德阳中学

【摘要】“地震救生宝”是我设计的一款，在地震中保护生命的救生装置。外表

为椭圆形，由钛合金等高强度材料制成，内设有安全座椅、柔软地毯、小型卫

生间、制氧器、食物存放箱等多种构件。以便为人们提供安全舒适的救援环境。

随着北斗系统的全面建成，为其内部设置北斗定位终端提供了技术保障，能够

突破地震时的通信盲点，与外界取得实时联系，从而提升救援速度，为更多生

命的存活赢得了机会。

【关键词】北斗定位终端 地震 救生

【Abstract】The "earthquake life preserver" is a device I designed to protect life
during an earthquake. It is made of high strength material such as titanium alloy, with
safety seat, soft carpet, small toilet, oxygen maker and food storage box. To provide a
safe and comfortable environment for people. With the complete construction of the
Beidou system, it provides the technical guarantee for setting up the Beidou location
terminal, can break through the communication blind spot of earthquake, and make
the contact with the outside world in real time, so as to improve the rescue speed and
win the chance for more lives..

【Keywords】Beidou positioning terminal, earthquake, lifesaving.

一、引言

身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四川人，我所经历过的地震大大小小，不计其数，其

中，印象最深刻的便是 5.12 特大地震。那时我还不足十岁，年幼的我用稚嫩的

双眼见证了那个充满鲜血的日子。高大雄伟的建筑瞬间成为废墟、幼小的婴孩

被坍塌的房屋砸得血肉模糊、就连平坦宽阔道路也被染成了血色。无数的尖叫

声在耳边来回萦绕，一条条鲜活的生命永远埋于地下，一个个幸福的家庭瞬间

支离破碎。我绝望地看着这个血红的世界，可除了哭泣什么也做不了。那种无

力感足够让我铭记一辈子，我真的不愿让这样的惨剧再次上演，也不想家人、

自己以及所有的同胞再次遭受如此之痛。据此，我决心设计一个能在地震中保

护生命的美好作品—“地震救生宝”。

二、思路与方案

（一）思路

在地震发生后，平均有 12 秒的逃生时间（地震发生大约 12 秒后，房屋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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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发生坍塌）但这对于楼层较高的居民以及行动缓慢的老人、孩童来说，是远

远不够的。如何能够保证人体生命安全，使大家顺利度过灾难呢？

在“地震救生宝”的设计过程中我们需要解决以下问题：

1、坚硬外壳

地震发生时，钢筋水泥等建筑材料很容易坍塌，各种尖锐砖瓦和笨重石块

对生命造成极大威胁。“地震救生宝”需配备坚硬、厚实的外壳，将废墟阻挡在

外，以保障人体安全

2、内部保护措施

即使人们躲进了这个相对安全的生存空间，人体依然会随地震剧烈晃动，

容易受伤，因此装置内部一定要柔软，且置安全座椅和安全带等保护措施。

3、生存必须品

人们等待救援的时间较长，为了维持生存，需要放置干粮和水源等物品。

并且还要有一个小型卫生间，以供人们排泄体内废物。

4、呼吸装置

人类每时每刻都需要呼吸，而“地震救生宝”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

面的氧气无法支持人长期生存，因此内部还要设有换气机、排气孔，持续地为

空间提供新鲜空气。

5、求救装置

在“地震救生宝”中求救装置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一旦地震，通讯会受

到巨大影响，为了突破地震时的通讯盲点，我们需要借助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

导航系统，通过北斗终端，实现精准定位。同时还要通过发送短报文的方式及

时与外界取得联系，提升救援效率。

（二）具体方案

1、坚硬外壳

“地震救生宝”的外壳是整个设计的关键，对生命提供的基本保障。外壳

必须十分坚硬，做到无论废墟怎样挤压，都不会裂缝、变形。因此钛合金等高

强度材料是外壳制作的首选。（如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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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地震救生宝”的外壳图

2、内部保护措施

“地震救生宝”拥有十分严密的保护措施，它所配备的安全座椅采用双重

固定，有效防止地震晃动时，人体受伤，比普通的汽车安全带更加可靠。除此

之外“地震救生宝”的内壁还铺有一层又软又厚的地毯，在安全方面做到了真

正的万无一失。(如图二)

图二 安全保护必需品

3、生存必须品

人们在“地震救生宝”中所带时间较长，因此一些生活用品是必不可少的。

所以“地震救生宝”上下安装了两个方便的隔板，上层隔板放置的是食物、水、

医药箱、手电筒等用品；下面隔板是一个小型卫生间，以供人们排泄体内废物。

图三 生存必须品

4、呼吸系统

一般情况下，大脑缺氧 5 分钟神经细胞就会受损，导致不可逆转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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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更长时间的缺氧，将会直接导致死亡。但“地震救生宝”是一个相对封闭的

空间，氧气无法自由进入。因此我在其内部安装了换气机，能够不断排出废气，

同时将新鲜空气源源不断地输入。（如：图四、图五）

图四 换气机实物图

图五 换气机原理图

5、求救装置

求救是“地震救生宝”的一大重要功能。它的主要通过北斗定位终端进行

求救。北斗定位终端来源于由中国自主研制的北斗卫星系统，可以通过北斗定

位和发送短报文的方式向外界求救。其具体方式是，先将包含接收方 ID号和通

讯内容的通讯申请信号加密后通过卫星转发入站，地面中心站接收到通讯申请

信号后，经脱密和再加密后加入持续广播的出站广播电文中，经卫星广播给用

户；接收方用户机接收出站信号，解调解密出站电文，完成一次通讯。（如图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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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救生北斗导航信息传输系统

（三）总体介绍

1、总体介绍

下面将结合图七和图八对“地震救生宝”，进行进一步的阐述：“地震救生

宝”是一个针对地震发生房屋倒塌，而设计出的一款人体保护装置，主要由坚

硬外壳、安全进出门、柔软地毯、食物储存箱、安全座椅、换气机以及北斗终

端等组成。

当地震发生时，人们快速跑向“地震救生宝”，通过安全门，进入这个安全

的保护空间，然后坐上安全椅，系好安全带。一旦房屋倒塌，砖块、钢筋等建

筑废墟，会被由高强度材料制成的坚硬外壳隔绝在外。所以虽然 “地震救生宝”

会随地震不断摇晃、滚动，但就像娱乐场的海盗船一样，即使摆动的厉害，人

却是安全的。

“地震救生宝”上下还有两层隔板：上层隔板内放有干粮、水、手电筒、

医疗箱等用品用以生存；下层隔板可供人排泄体内废物。墙面挂有换气机用以

提供新鲜的空气。

换气机的旁边是对外进行联系的北斗定位终端。被困者通过发送短报文和

北斗定位的方式，先将包含接收方 ID 号和通讯内容的通讯申请信号加密后通过

卫星转发入站，地面中心站接收到通讯申请信号后，经脱密和再加密后加入持

续广播的出站广播电文中，经卫星广播用户；接收方用户机接收出站信号，解

调解密出站电文，完成求救。

北斗定位终端，为搜救人员提供了精准的位置信息，搜集人员通过定位，

迅速赶到现场，将“地震救生宝”从废墟中挖掘出来，对被困者进行营救。这

样既推动了救援效率，又为更多生命的存活赢得了时间。（如图七、图八、图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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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总体图

图八 使用案例

2、“地震救生宝”使用流程图（如图九）

图九 使用流程图

三、预期效果

“地震救生宝”原理简单，实用性强，且制作成本相对较低，大多数家庭

能够接受。同时它也为我们预防地震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地震救生宝”会真正走进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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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沿线观测北斗系统的调查

作 者：姚如意

指导教师：

学 校：Mount Stromlo High School

【摘要】因为机缘巧合，我有幸开始了北斗之旅。便利用假期时间，跟着一带

一路的脚步，从非洲到大洋洲、从南半球和北半球。从中国，到域外正式成员

国，再到域内正式成员国。分别在亚洲的保定、北京、非洲的埃及、大洋洲的

澳大利亚，观测了我国自主研制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BDS）。在三个月的观测

与思考中，领略到中国北斗“自主、开放、兼容、渐进”的核心思想，一带一

路的大国风范。

一、调查目的

在在全球三个不同的地区，通过观测北斗卫星来调查北斗的特点、卫星数

量和思考未来发展趋势。

二、调查方式

我想要在三个观测地点去观测北斗这样的方式去调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要在每一个地点做到更好的观测效果，我的调查方式是在三个国家，分别用芯

片和接收器接收北斗的信号记录下来。再把接收器从窗户伸到室外，要避免室

内观测有遮挡的问题，还要避免室外因天气原而中断观测的方式。只是记录北

斗的数据是一个问题，我尝试了三种方式去记录北斗的运行轨迹。

（一）第一种方式

首先，我想到了用录屏的方式，根据时间笔录的方式记录下北斗的运行轨

迹就得到北斗运行资料。使用这种办法，可以非常完整的记录北斗的运行轨迹，

只可惜电脑却不给力，运行了没一会儿就发热，内存也告急，风扇急速转动，

还没来得及保存，电脑就主动强行关机，在此之前录的像全部消失。可怎么办

才好！为了这次观测北斗，这台笔记本电脑是新买的，内存足够大，完全可以

满足日常的使用，没想到仍然出现了状况。想来想去，只能换其他办法重新开

始。

（二）第二种方式

我想，既然录屏是以录像的形式保存北斗的运行轨迹，那么如果控制电脑

定时自动截取北斗卫星的位置，把它们每一张都记录下来，串成一个视频，就

可以达到与录像相同的作用。这样不仅解决了时间紧、电脑内存有限的问题，

还可以借助图像更清晰地显现出北斗的运行轨迹。我从网上下载了最受欢迎的

自动定时截屏软件，运行了几个小时后，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因采用的是免

费软件，截屏后的图片自动印着软件提供商的 LOGO，不但非常清晰而且面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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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在被观测的卫星图上。为了取得更好的效果，将这些电脑截屏图片都作废

处理了。

（三）第三种方式

遇到困难，如果可以解决掉那就是进步。我重新寻找软件下载，经过多次

搜索与尝试，终于可以用一个软件把北斗的轨迹忠实地记录并保存下来，于是，

观测北斗卫星的软件与电脑陪伴着我走过三大洲，一起领略北斗的风采。

三、开始调查——在三个国家观测北斗的过程

（一）在国内通过观测北斗的方式调查

在国内，我分别在保定与北京两个城市进行观测。在保定与北京期间，因

为楼宇林立，不管在哪个方向都有遮挡，很难找到一个非常优质的位置，观测

效果并不很好，有因为雾霾的问题，在我回国后并没有找到很好的机会去观测

北斗，非常遗憾，10 个小时的观测并不太理想。不过这次观测让我积累了经验

丰富了软硬件的知识，所以在之后的过程中，我会避免这些问题，去做到最好。

（二）在域外正式成员国：非洲埃及通过观测北斗的方式调查

1．埃及的背景介绍

埃及位于非洲大陆东北部，北隔地中海与欧洲相望、西南部直通非洲大陆

腹地。埃及又与欧、亚、非各国相连的海运、空运及同非洲各国相连的陆路交

通网，交通便利。如今，埃及是中国一带一路的重要合作伙伴之一，也是北斗

卫星目前覆盖的三十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一。在２０１６年习近平总书记就

在埃及与埃及总理伊斯梅尔一同参观了“中国高科技展”的北斗专题展区。目前，

北斗卫星全球系统建设正在加速推进，已发射 5 颗试验卫星，根据后续组网建

设计划，预计将于 2018年左右率先覆盖“一带一路”国家，也就是说现在在埃及

已经可以进行北斗的并提供基础服务，2020 年前后全面建设具备覆盖全球的服

务能力。

2．观测地点的周围环境

我在假期期间去了埃及的开罗，在同时也进行了北斗卫星的观测。开罗与

我国的上海同为位于北纬 30 度附近，上海濒江临海,属亚热带湿润海洋性季风气

候，温和湿润，四季分明。开罗属于地中海气候，夏季炎热干燥,高温少雨,冬季

温和湿润。虽然都是国际大都市，但是还是有很显著的区别。

开罗建筑物的高度普遍不高，我的房间又在顶层，本以为这次观测卫星的

位置很理想。但观测中我才发现，随着地理位置的不同，气候条件也不同，人

们看待事物的观念真的会不同的，这也包括基础建设的理念。

埃及与我国的不同，最明显的是表现在对待太阳的态度上。人们在建设楼

宇时，将楼和楼之间的距离挨得非常的近，我住在偏高的楼房，所以东；西；

南三个方向很开阔，在朝北的方

向有一座楼宇和我所住的楼房距离非常接近，偏偏我就住在朝北的房间，

所以这栋楼房，和天台的房檐造成的遮挡，对于我一开始观测造成了干扰，这 10
个小时的观测效果并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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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设置软件 图 2 在室外观测北斗

3．开始观测

我将目光瞄准了楼顶的平台，平台上视野开阔，正前方就是奔腾的尼罗河，

不仅非常漂亮，也是非常好的观测地点。只不过没有电源，我本打算把电源接

到楼顶，却因为担心天气会有变化而放弃。经过仔细观察，我想到了一个绝妙

的点子。接收器的线大概３米长，如果把它从房间的窗户伸向楼顶，把接收器

放在楼顶上就不用担心电源的问题了，我借来一根废弃的电话线，大概五米长，

到楼顶上把电话线垂下来，将接收器栓到电话线上，再一点一点拽上去，当接

收器刚好到楼顶护栏上的时候，把电话线栓到楼顶水管上，系一个死结。这样

子，电话线一头系在管道上面，一边系在接收器上面，可以观测到的北斗卫星

几乎多了一倍，基本稳定在６个左右，最多可以一次性观测７颗北斗卫星。

图 3 吊在楼顶的接收器 图 4 正在悬挂接收器的作者

图 5 吊在窗外的北斗芯片 图 6 作者正在观测北斗

开罗观测北斗，让我虚惊了一场，在我安装好接收器的第二天，妈妈大概

在凌晨 5 点把我紧张地叫起来，原来埃及下雨了，我要去查看伸出窗外的探测

器情况。要知道埃及开罗很干燥，下雨的频率范围从-0%到 3%，平均值为 1%，
我发现下雨到地表全湿的程度，埃及人就已经很满意了。这么小的几率都会碰

到，在检查完接收器后，我不禁吓出一身冷汗，如果我在室外观测北斗的，电

脑就会淋雨，那之前保存的数据就很危险了。

（三）到域外正式成员国：大洋洲的澳大利亚通过观测北斗的方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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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斗七星和北斗导航

天上的星星参北斗，虽然在澳洲南纬 35°的位置，刚好看不到北斗七星，

但是通过近 100个小时的观测，我们可以清楚的通过接收器“看”到北斗导航。

以前，人们以天上的北极星和北斗七星来测算地理位置与方向；现在，在没有

北斗七星的日子里，可以看北斗卫星导航来精准的辨别方位，因为 GPS 发展比

较早，所以澳洲用 GPS 比较多，澳洲之前，我并不认为在南半球，北斗有很大

的优势，但是经过近 100 个小时的观测，和寻找的资料了解到，北斗一代就可

以覆盖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现在，北斗三代在亚太地区的卫星数量很有优势，

和耕耘了 40年的 GPS不相上下，这得益于区域系统，区域系统覆盖对他覆盖的

区域很有优势，澳洲就在区域覆盖系统里，所以我观测到大概有 7 到 8个卫星。

四、调查结果

（一）卫星轨道

在我观测期间，每一次观测都会有一些卫星保持一直不变，但是 GPS 就没

有看到静止的卫星，这是为什么？从资料里了解：卫星导航系统是由一定数量

分布的卫星，包括卫星的高度，卫星的倾角，卫星的轨道组成的空间部分，叫

做卫星星座。我们的北斗的卫星轨道是非常特别的，由静止轨道卫星、中地球

轨道卫星、和倾斜同步轨道卫星组成的，这是其他导航系统都不具备的。

因为 GPS 是中轨道卫星，对于这样的卫星，监测站要全球分布，这一点 GPS
已经做了。但是我们因为起步晚，路要一步步走。我们现在已经正式开始全球

组网，并向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提供基本服务。我们要等到 2020年，做到全球

分布，届时，北斗将会和高铁一样成为国家的名片，我们的骄傲。

话说回来，监测站是什么？在导航系统里，不仅有在天上的卫星，还有一

部分地面监测站，他在不断观测所有的卫星，对所有卫星计算轨道，计算钟差。

可以拿观测来说：在埃及，观测不到国内和澳洲的北斗卫星，如果要现在的准

确位置，那就是不准的。监测站也一样，如果没有监测站的数据，只是一小段

一小段推算的话，他的误差是比较大的。但是在现在的条件下，要稳扎稳打，

先做好一带一路的区域卫星。

所以，我们选择从星座来入手，北斗系统有三种卫星轨道：一种是中轨卫

星轨道 MEO，高度是两万一千多千米，比 GPS 略高比 Galileo略低，但和他们一

样绕着全球转；另外一种轨道就是同步卫星轨道 GEO，高度是 3 万 6千千米，

在赤道面上，和地球自转一致； 还有倾斜轨道的同步卫星 IGSO，高度同 GEO
一样，但是他在中国的上空盘旋。这种布局从区域系统来讲，只有 MGO 的监测

站要全球分布，其余两个可以完成非常高的利用率，达到了 80%，而 MEO仅仅

为 40%，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区域系统上，可以用比较少的卫星来达到同样的效

能。

北斗七星以北极星为中心作周日视运动。一小时转 1 5 度，2 4 小时转一

周 ，我发现北斗导航的一些星座也是以周期的形式转动：像 6、7、8、9、10、
13号倾斜同步轨道卫星的星下点，是以“8 字形”的样子，每 24 个小时转一周，

在我国上方盘旋，为区域系统做贡献；

看来北极星就像是静止轨道卫星，在地球上看他们都完全不动，而 1、2、
3、4、5号卫星就是静止轨道卫星了，这种星座非常适合用于有遮挡的地方，例

如都市峡谷地带，因为对于地面上的人来说，卫星就固定在天空上的某一个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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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很容易把天线瞄准向它。其他的轨道卫星，在天空中会快速移动，很快就

会离开我们的头顶，然后我们就联系不上它了，例如中轨道卫星：

中轨道卫星，也就是 MEO，MEO 只有三颗，是 11、12、14 号卫星，他们

大约 26.5或是 12个小时就可以绕地球一周，和 GPS、Galileo 是同一种卫星。

（二）北斗系统的优势和思考

1.短报文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具备短报文功能，可以看作人们平时用的“ 短信息”，

北斗短报文可以布 140 字的信息， 既能够定位，又可以显示发布者的位置，我

觉得这个功能是北斗的一个亮点，只是这个功能有容量限制，不太适合日常通

信，作为紧急情况通信更加合适。这个功能的作用是：我们不但能知道我在哪，

还能让别人知道你在哪。所以对一些紧急情况的求救，例如汶川大地震中发出

来的第一条消息。

我认为这个功能有很大的潜力，比如可以在北斗 4 代中加入 1G 的容量，进

行一些视频通话或者语音聊天的功能，用来传送一些文件，或者民用

2.三频发播

北斗是第一个实现三频发播的，三频代表更好的消除高阶电离层延迟影响，

还可以提高定位可靠性，增强数据预处理能力，大大提高模糊度的固定效率。

还有一点就是三频信号，有备用的频率，如果一个频率信号出现问题，可以使

用另外两个频率进行定位，可靠性和抗干扰能力都提高了。那三频信号这么好，

为什么 GPS 用的还是双频信号？因为在 GPS 卫星导航系统里，还有许多以前发

射上去没有“退休”的双频卫星，在没有更换所有双频卫星前，只能使用双频

信号。所以在近几年，三频信号可以很好的展现北斗的优势。

我希望北斗可以利用好近几年的优势期多多发展，比如我们可以在冬奥会

期间让各国人民认识北斗，还有我们可以在一带一路峰会中和非洲的朋友们推

广北斗等等方法，去提高北斗的知名度，开拓我们的市场。

3.北斗可以实现分步开通

北斗和 GPS 不一样，GPS 在全部建成后才开始投入使用的，而北斗只发射

了 16 颗卫星，就在 2012 年 12 月 27 日就在亚太地区正式开通运行。有些人要

问了，这算是什么优点呢？因为北斗系统是一个非常精密，复杂的系统，有一

些技术细节和衔接的问题，需要很多时间，来一点点的磨合、改进。早一点运

行，北斗就可以早一些完善这个系统，早一些发展，就可以更加成熟，少了几

年磨合期，对今后向全世界推广是一个很好的基础。

五、调查感悟

通过近三个月的调查，跨越了半个地球的观测，我有很多的感悟。在此期

间，我去国内外的网站上看过很多文章、访谈。发现有些人对北斗的理解不是

很全面，并且发表了不符合事实的节目，和一些过激的的言论。我希望可以多

做一些科普的工作让大家对北斗多一些理解，因为 GPS 从发射卫星开始，到达

到所谓全部的技术指标，发展了二三十年。北斗是一个很年轻的导航系统，还

需要时间去让北斗成长。去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多从各方面去全面的介绍北斗，

让国内外都可以正确的了解北斗知识，从而理解北斗的作用，让北斗人在一个

正面，健康的舆论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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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埃及观测的卫星图片 图 8 在澳大利亚观测的卫星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