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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飞行器的精准农业数据采集分析互联网平台的设

计与实现

作 者：黄骏天、刘洋、穆童、张丽雯

指导教师：杨通

学 校：中国民航大学

【摘要】在精准农业大发展的背景下，充分利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定位功能，

以北斗飞行器作为用户端，在农业生产中积极探索新的实践方案，提高农业生

产效率。在飞行器上安装彩色摄像机、红外线摄像机、热感摄像机，对种植于

野外的农作物种建立三维模型，通过这些数据来计算每一棵果树上果实的数量，

从而估计整个产地的产量，便于优化下游产业链及销售渠道；通过这些数据了

解每一个作物的生长情况，实现“精确栽培”，对症下药节约农业生产成本；还

可以进一步计算出相关的农作物生长指数，判断农作物生长是否健康；此外还

可以预防病虫害。通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将这些数据按照位置区域划分，利

用互联网大数据等工具进行归纳汇总，全息立体的反映农业现状，同时预测未

来农业发展趋势，对于国家农业生产可以起到非常大的统筹规划指导作用。

【关键词】北斗 野外果园 精准农业 飞行器 互联网 大数据 GIS RS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precision agriculture, it
makes full use of the precise positioning function of the 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Beidou aircraft acts as client, exploring new practices actively in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e vehicle
which can build 3D models for crops which planted in wild orchard is equipped with
a color camera, an infrared camera, and a thermal camera. These data are used to
calculate the amount of fruit on each plant, to estimate the output of the whole
orchard. which facilitates the optimization of downstream industrial chain and
distribution channels. Through these data, we can understand the growth of each
crop, realize the "precise cultivation", and reduce the cos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e related crop growth index can be further calculated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crops are healthy. It can also prevent pests and diseases. Through the 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we will divide the data according to the location area, and use
the tools of Internet big data to make an induction summary, with reflecting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agriculture holographic and predicting the future trend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his can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national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Keyword] 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 Wild orchard ; Precision Agricultural;
Aircraft ; Internet ; Big Data; GIS; 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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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及意义

农业问题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问题，一直是国际上人们关注的焦点。

近些年来，就世界范围而言，绝大部分可用耕地都已经被开垦耕种，农业生产

系统效率不断下降，这主要是由于水资源缺乏、农作物疾病、气候变化和一些

其他的原因，农业现状对农业生产信息化建设的要求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精

准农业”应运而生。

国际精准农业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成果表明，精准农业是一种基于信息和知

识的现代农业管理系统。首先是基于信息，即需要利用北斗卫星定位系统(BDS)、
地理信息系统(GIS)、遥感(RS)技术，农田作物产量空间分布、信息采集与产量分

布图自动生成技术与装备，先进的土壤水分、肥力、气象、病虫草害和旱情分

布信息的实时采集技术等来获取客观信息，实时获取空间分布信息和快速准确

进行数据处理，精准调控作物生长，提高农产品品质;然后是基于知识，利用获

得的信息，运用科学的管理决策和技术手段，包括农学、专家系统、智能装备、

技术经济评估等，在信息平台上进行信息的识别、集成处理和系统分析，进—

步做出科学的农业管理处方决策，精准农业是一个不断融合多学科的知识化、

智能化集成系统。精准农业作为当今世界农业发展的新潮流，通过信息技术支

持可以实现定位、定时、定量的现代化农事操作技术实施与管理，以最节省的

投入得到更高的收入，并以高效利用各类农业资源为目的。

作为信息收集的技术手段， BDS、GIS、RS 技术在精准农业中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BDS 的快速、高精度、低成本等特点，能快速准确地获取研究区域内农业

资源的空间位置信息，尤其是在野外果园，可提供大量其他常规手段难以得到

的资源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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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DS 技术在精准农业中的应用，是以地理信息系统（GIS）为核心，遥感技

术和全球定位技术为地理信息系统提供快捷高效的数据源，形成地理信息系统

数据操作与综合分析的平台，为空间数据的分析以及一系列的应用建模提供前

提。利用提供的空间定位和分析能力，挖掘各类数据的内在联系，使农业资源

信息采集、动态监测、分析、管理与决策为一体，直观、形象、动态地显示各

种农业资源的空间分布状况以及变化趋势等。分析农业可持续发展与各种农业

经济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对农业生产行为和农业布局做出科学合理的分析评

价，为农业决策部门、管理部门和有关机构提供农业资源管理与决策支持的手

段，为社会提供全方位的农业地理信息服务，从整体上提高农业工作的科学化、

规范化水平。

本文将借鉴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多旋翼飞行器、GIS、互联网、大数据在农

业生产中已经成功的实践经验，提出一套完整的系统设计方案，旨在提高野外

农业生产系统效率，是一项崭新的尝试。

二、飞行器的设计

本文设计的多旋翼飞行器，除了飞行器本身之外还包括如下硬件：彩色摄

像机、红外线摄像机、热感摄像机、北斗模块、携带 WI-FI 模块的单片机、OPENMV
图像视觉系统。飞行器安装上述设备之后，在农田、果园中飞行的过程中，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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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摄像机的传感器采集农田、果园以及农作物的模型数据，北斗模块接收北

斗卫星发送的信号得到经纬度信息，单片机将上述数据打包整理传输给中控中

心。

图 1 飞行器设计

三、中控中心及云平台设计

中控中心包括主系统和子系统两部分，子系统直接接收飞行器返回的各种

摄像机及北斗模块采集的数据，并对这些数据进行整理、筛选、关联、存储、

成像等操作，产生的结果能够直接指导农业生产；主系统是一个大数据分析平

台。子系统收集数据整理出来的结果每天定时传送给主系统，主系统从覆盖全

国的子系统获取这些数据建立大数据模型，通过大数据算法能够提出更加科学

高效的农业生产统筹规划指导方案，同时也可以作为农业科学研究的有力依据。

中控中心主系统筛选、整理出可供社会群体使用的信息，将这些信息公布

到云平台上并快速迭代更新，解决农民与市场对接难，导致农产品滞销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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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于北斗飞行器的精准农业数据采集分析系统示意图

四、预估果园产量

现代经济竞争已不是单个生产环节和单独产品的竞争，而更多地体现在整

个产业链之间的竞争。中国农业的发展必须从产业关联或产业链的角度来提升

其竞争力，也就是对农业产业链进行优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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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OPENMV 机器视觉上位机演示图

在野外大范围的果园环境下，例如内蒙古地区的野外沙棘园，人力预估统

计数量耗时耗力，成本较高。我们通过飞行器上的摄像机，能够对果园中的每

一棵果树搭建精确的三维模型，通过这个我们能够了解每一颗果树上都有多少

果实（图 3），由此来估算整个果园的产量。通过这种技术手段，使得供应链的

优化和管理得到提升，进而使得产业链的运行效率和价值实现不断提高，对成

本的节约是非常有效的，能够创造更多的价值。

图 4 通过果树三维模型预估果实数量

借助北斗模块的帮助，精确定位各种农作物的产地，通过对各个产地土壤、

水质等资源建立大数据模型分析，掌握各种农作物的最佳生长环境，从而培育

出更加优质的农产品。

五、精确栽培

作物精确栽培主要是研究作物栽培学中栽培方案设计、生长指标诊断、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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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品质预测等定量化关键技术及应用平台，从而对作物栽培管理系统中的信息

流实现智能化监测、数字化表达、精确化管理。其基础广泛涉及到农学、土壤

学、生态学以及信息学、系统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支持技术主要包括

遥感监测、系统模拟、决策支持、空间信息管理等现代信息感知、传输、处理

和利用技术。作物精确栽培技术的研发，旨在实现栽培方案的定量化设计、生

长指标的智能化诊断、产量品质的动态化预测，可简要归纳为精确设计、精确

诊断、精确预测三大技术环节，有助于改善常规作物栽培模式由于受气候、土

壤、生产条件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而表现出的时空适应性弱和定量化程度低

等特征，促进作物生产管理过程的精确化与科学化，提升作物栽培学发展的技

术水平和适用能力。

通过我们设计的飞行器对农作物进行三维建模之后，将视觉信息和红外信

息整合起来生成图像信息，我们能够从中很容易的看出农作物的健康状况以及

计算出一些农作物生长指数（图 5）。

图 5 生长不健康的农作物

就像给病人看病需要对症下药一样，我们可以掌握任意一颗农作物的生长

情况以及所需的营养物质，再使用飞行器来执行施肥等措施。无论是在飞行器

的使用上，还是在对资源的利用上，这比以前一味的使用飞行器喷洒农药更进

一步。

六、了解农作物光合作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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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对农作物进行三维建模

通过对果树进行三维建模（图 6），将每一棵果树的树冠尺寸和树叶面积做

关联计算出“叶面积指数”，进而我们就能够推断出这棵果树进行光合作用的情

况。“叶面积指数”是反映植物群体生长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其大小直接与最终

产量高低密切相关。

七、病虫害预防

病害问题一直是困扰农业发展的主要问题，在防治工作中，方法不正确，

分析不科学的现象时有发生，有的时候由于分析失误，极容易导致病害扩大，

有些地方病虫害防治技术满足不了农业发展需求，更是和生产环节相脱离，达

不到预期，在农业生产中造成了较严重的影响。在我国个别地区，农业技术推

广体系落后，农业基本建设不足，机制不够完善的问题较为普遍存在，在各类

农业技术推广中，不能有效的建立实验和示范基地，对有些基地激励措施不完

善，造成了种植户只对丰产有兴趣，对机关报技术推广冷淡，有些好的经验不

能推广与介绍，解决不了实际生产问题。如果能够及时发现病虫害的倾向，制

定相应预防措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病虫害对农业生产带来损失的问题。

以橘子树为例，通过飞行器上的摄像机采集到的农作物模型数据之后，将这些

数据转化成视觉和红外线合成的图像，可以很容易的发现树叶萎黄病（图 7）这

一问题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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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树叶萎黄病

八、结语

围绕物联网“全面感知、可靠传送、智能处理”功能，组建农作物生产智

能监测系统，需要解决空间位置信息和数据传输问题。借助我国自行设计的北

斗卫星导航系统，建立农作物智能监测系统，可对非产业化园地等农作物生产

区域远程监测，节省人力。随着北斗导航系统的全面建成和国家政策力度的加

强，以及用户产品的多样化和价格竞争力的增强，全球导航产品中，北斗导航

系统在农业导航产品的应用将会占到一个合理的份额。

参考文献

[1] 许世卫 ,王东杰 ,李哲敏 .大数据推动农业现代化应用研究 [J].中国农业科

学,2015,48(17):3429-3438.
[2] 扈立家,李天来. 我国发展精准农业的问题及对策[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05-12,7(4):400-402.
[3] 孙宪兵,郑卫锋,孙奉劼.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与 GPS 导航系统的性能比较[J].城市建设

理论研究(电子版), 2012(8).
[4] 史舟,梁宗正,杨媛媛,郭燕. 农业遥感研究现状与展望[J]. 农业机械学报, 2015, 46(2).
[5] 张荣群,张小栓,高万林,张健. 北斗导航系统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展望[J]. 测绘通报,

2012(S1):685-686.

附件一 OPENMV程序源代码

1. # 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for Agricultur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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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mport sensor, image, time,pyb

4.

5. from pyb import UART

6. green_threshold = (30, 100, 15, 127, 15, 127)

7.

8.

9. uart = UART(3, 9600)

10. sensor.reset() # Initialize the camera sensor.

11. sensor.set_pixformat(sensor.RGB565) # use RGB565.

12. sensor.set_framesize(sensor.QQVGA) # use QQVGA for speed.

13. sensor.skip_frames(30) # Let new settings take affect.

14. clock = time.clock() # Tracks FPS

15. while(True):

16. clock.tick() # Track elapsed milliseconds between snapshots().

17. img = sensor.snapshot() # Take a picture and return the image.

18. blobs = img.find_blobs([green_threshold],area_threshold=100)

19. a = 0

20. c = 0

21. d = 0

22. e = 0

23. if blobs:

24. for b in blobs:

25. area = b[2] * b[3]

26. a+=1

27. if area>4000:

28. img.draw_rectangle(b[0:4],color=(0,0,255)) # rect,blue

29. img.draw_cross(b[5], b[6]) # cx, cy

30. d+=1

31. time.sleep(10)

32. elif area<4000 and area>3000:

33. img.draw_rectangle(b[0:4],color=(0,255,0)) # rect,green

34. img.draw_cross(b[5], b[6]) # cx, cy

35. c+=1

36. time.sleep(10)

37. else:

38. img.draw_rectangle(b[0:4],color=(255,255,0)) # rect,yellow

39. img.draw_cross(b[5], b[6]) # cx, cy

40. e+=1

41. time.sleep(10)

42. print('bad=',e)

43. print('good =',c)

44. print('great =',d)

45. print ('all=',a)

46. print(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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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定位的智能安全帽

作 者：覃继灿、杨登杰、兰二斌、肖洋

指导教师：钟伦珑

学 校：中国民航大学

【摘要】一线露天环境下，特别是偏僻、分散作业时，生产人员的人身安全存

在多种潜在威胁，加上生产人员本身违章违规操作、以及生产安全意识淡薄，

导致了多数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为了减少安全生产事故、保障正常的生产秩

序、提高工作及生产效率，对生产人员的身体状况、工作状态、生产环境变化

情况的实时监控显得尤其重要。对于这种需求，便于携带的智能安全帽是一种

有效的解决办法。基于北斗定位技术，集成单片机核心控制模块、太阳能供电

模块、传感器模块、报警模块、北斗模块、照明模块、摄像头和终端显示模块，

设计并制作了一种智能安全帽。工作时，传感器模块采集的现场数据经单片机

处理，与北斗位置信息打包，经 GPRS 无线网络传到上位机处理，可实现人员精

准定位、人体体征检测、人员工作状态监控、工作环境监测和实时一线施工人

员的双边通信的功能，既保障了施工人员的人身安全，也方便生产管理人员对

一线生产的监管和人员调度。

【关键词】北斗定位 安全保障 无线传输 环境监测 单片机 传感器 上

位机

[Abstract] In the open air environment, especially in the remote and decentralized
operation, the personnel safety of the production personnel.

There are many potential threats, including the production personnel's own
violation of regulations, and the production safety awareness is weak, leading to the
occurrence of most safety production accidents. In order to reduce production safety
accidents, safeguard the normal order of production,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work
and production, the production personnel health, work status, production
environment changes in real-time monitoring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For this
demand, the easy-to-carry smart safety helmet is an effective solution. Based on
beidou positioning technology, integrated single-chip core control module, the solar
energy power supply module, sensor module, alarm module, beidou module, lighting,
camera module and display module,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a kind of
intelligent safety helmet. , sensor module to collect field data by 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 processing, packaging and beidou position information, the GPRS
wireless network to the PC, it can realize accurate positioning, human body signs
detection, personnel working status monitoring, environment monitoring and the
function of real-time two-way communication line construction personnel, both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construction personnel, also facilitate production management
regulation and on line production personnel schedu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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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Beidou;positioning;Security;Wireless;transmission;Environmental
monitoring;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The sensor;Upper machine

一、背景及意义

近年来，人工智能产业迅猛发展，不断地冲击着人们的传统认知，智能可

穿戴设备也如火如荼地面市。如今，智能拐杖、智能手环、智能手表等可穿戴

设备层出不穷，但对智能安全帽的研究及生产应用还未普及。现有的安全帽是

用来保护头部，防止冲击物伤害头部的防护用品。有的安全帽本身存在质量问

题，存在抗冲击、抗穿刺能力不强，帽箍吸汗、透气性差，采用非全新材料制

做零部件等质量问题；其次，有的作业人员将安全帽作为公共安全器具，想用

时就随便拿上一只，这种混戴现象造成治理混乱。随着工业生产对生产安全和

工作效率要求的提高，本团队希望实现安全帽的智能化功能。

随着我国自主研制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快速发展，北斗系统在各行各业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给一些传统行业带来了突破性的变革。[1] 北斗卫星导航

系统给用户提供了精准的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且性能稳定可靠。我们以北

斗定位技术为基础，设计并制作了智能安全帽。依托北斗的精准定位，可记录

露天一线施工人员的位置信息和运动轨迹；当人体生命体征异常（如脉搏虚弱）

时，后台管理人员可收到警报并联系医护人员到指定位置对施工人员进行救助；

同理，当相关环境检测数据异常时，也可提醒施工员并在必要时后台提供相应

帮助；其次，通过摄像头可记录其工作状态，这也起到督促其认真工作的作用；

再者，在 GSM 模块的协同下可实现实时一线和后台的双边通信，有助于后台管

理人员对现场施工人员进行联系和调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管理模式并提高了

工作效率。

对于践行“智慧、安全、环保”理念的施工单位和企业来说，使用智能安

全帽实现对人员的动态管理无疑是一种明智之举，所以本团队认为智能安全帽

有着良好的应用前景。

二、系统及硬件设计

2.1 设计思路

基于北斗定位的智能安全帽以“安全+管理”为设计理念，主要由单片机核

心控制模块、太阳能供电模块、传感器模块、报警模块、北斗模块、照明模块、

摄像头和终端显示模块组成，施工人员头戴安全帽，通过 GPRS无线网络将数据、

位置信息传输到上位机显示终端；结合北斗定位技术，管理员在终端可查看施

工人员位置、心率、工作状态及工作环境温湿度，可与施工人员进行语音通信，

实现可视化动态管理和快速应急处理。系统原理框图如下：



第九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15

图 1 系统原理框图

2.2主要模块

2.2.1 单片机核心控制模块：采用 STM32F103微处理器，功能强大。

2.2.2 北斗模块：精准的卫星定位及导航功能。

图 2 北斗模块和单片机接线图

图 3 北斗模块

2.2.3 照明模块：在普通的头灯基础上加装了一个光控电路，使得头灯可根

据周围的环境照度自动调整亮度。

图 4 照明模块电路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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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照明模块工作原理图

2.2.4 报警模块：采用 ISD2560 语音芯片，可实现蜂鸣器报警和危险情况下

语音提示报警的功能。

图 6 ISD2560 语音芯片内置框图

图 7 报警模块工作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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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传感器模块：由 MQ-2 气雾传感器、PulseSensor 脉搏心率传感器和

DHT11 温湿度传感器组成。

图 8 传感器

2.2.6 GSM 模块：具有发送短信、语音通话、GPRS 数据传输等基于 GSM 网络

进行通信的基本功能，同时，将蓝牙模块附加在 GSM 模块中，也可用蓝牙传输

数据信息。

图 9 GSM 模块电路图

三、主要功能

3.1 图像采集功能

开启安全帽前置的摄像头，记录工作人员的工作状态，并将摄制内容存储

在 SD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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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强光照明功能

考虑到使用的方便性，在普通的头灯基础上加装了一个光控电路，使得头

灯可根据周围的环境照度自动调整亮度。当环境照度较弱时，光控头灯亮度就

大；当环境照度较强时，光控头灯亮度就小。

3.3 北斗定位功能

依据 BDS，在百度地图上查看一线工作人员具体位置和记录其运动轨迹。
[2]

3.4 语音通信和发短信功能

安全帽内置主板上设有 GSM 模块，可实现一线工作人员与后台管理员的双

边语音通信（安全帽可与管理员之间接打电话），一线工作人员也可以给管理员

手机发求助短信。

3.5 工作环境监测功能

当工作环境温度过高（如高于 30度）时，安全帽会发出语音警报，提示注

意安全；当工作环境中有烟雾或一氧化碳、甲醛等有毒气体时，安全帽同样会

发出相应的语音警报。

3.6 心率脉搏监测功能

当佩戴安全帽的工作人员的心率与正常范围（60-100）相差过大时，安全

帽会有语音报警；在后台上位机显示终端也可查看其心率。

3.7 地理围栏功能

在地图上划设好安全的工作区域和危险的工作区域，当一线工作人员在工

作时间内走出安全的工作区域或走进危险的工作区域时，安全帽会有向佩戴者

发出蜂鸣器报警，同时后台监管中心会收到提示信息。

四、实物展示

4.1安全帽正反面

图 10 安全帽实物图

4.2主板正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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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主板实物图

五、系统测试及软件展示

5.1手机 APP显示经纬度和速度

图 12 手机 APP 显示

5.1.1 手机显示软件：本团队基于 Android 操作系统，用 Java语言开发了蓝

牙显示定位和速度的 APP。
5.1.2 软件设计思路: 当管理员手机和安全帽通过蓝牙连接成功后，打开此

APP,会接收到经纬度和速度信息，然后每十秒会更新一次。

5.1.3用途：一种辅助后台管理员查看一线施工人员位置信息和速度的方式。

5.2上位机显示终端

5.2.1地理围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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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先在地图上划设工作区域和危险区域，当佩戴安全帽的工作人员走出工

作区域或走进危险区域都会触发报警模块发出警报。

图 13 地理围栏

5.2.2运动轨迹记录

利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进行定位及运动轨迹记录。

图 14 运动轨迹记录

5.2.3 数据集成显示

在上位机上，可调取百度地图查看佩戴安全帽的工作人员的位置，同时可

观看其心率、所在位置经纬度和所处工作环境的温湿度。

图 15 数据集成显示

5.3测试结果分析及注意事项

经过多次在不同环境下的测试，安全帽已基本实现目标功能，但是还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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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待改进的地方，比如说摄像头存在存储卡内存不足、图像记录抗干扰能力弱、

清晰度较低的缺陷；数据通过 GPRS 网络传输到上位机终端的速度较慢；北斗定

位的精度较低等问题。鉴于此，我们总结出以下使用此款智能安全帽的注意事

项：

（1）避免在强磁电环境中使用；

（2）长期不用此安全帽，应放置在阴凉通风干燥处；

（3）室内或隧道等区域北斗信号较弱，可能无法精准定位。

六、扩展功能展望

（1）使用其他定位方式，如激光定位，可实现室内定位；超声波定位，有助于

实现岩层内、洞窟内北斗定位信号较弱的地方进行定位。

（2）夏季很多工人都不愿意戴闷热的安全帽，所以可在帽檐处增设迷你电风扇。

（3）在主板上增加智能芯片，芯片可包含工人的姓名、工号、照片、联系方式、

身份证等个人信息，一个工人一个特定的安全帽，让智能安全帽实现“打卡”

上下班功能。

（4）依托此款智能安全帽，结合 RFID 等技术可开发一套“安全生产智能管理

系统”。

七、结语

一线场外作业有着诸多的潜在风险，如高空作业风险、临边作业风险、施

工洞口风险等等；其次，很多安全事故都是违章违规操作导致的，各项工作规

范无法保证按制度执行。凭此可看出安全帽市场有着潜在的需求，也有变革的

必要性。此款智能安全帽以北斗定位技术为基础，为“安全”和“管理”提供

智能化服务，适用于很多场外工作人员，如露天采石场工人、建筑工地施工员、

护林员、高压电线巡检员等，既保障了一线工作员的安全，也方便了指挥中心

对员工的调度和管理。

参考文献

[1]曹冲.北斗产业发展的深度研究剖析.卫星导航定位与北斗系统应用[G].2016.9.

[2]王让会，吴晓全，蒋烨林.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与电子地图及其多目标应用.卫星导航

定位与北斗系统应用[G].2016.9.

附录

手机 APP 部分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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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位机部分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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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板部分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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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导航的农业植保检测机器人

作 者：程铭、苏长青、张良总、莫雯

指导教师：陈洋卓

学 校：湘潭大学

【摘要】精准农业灌溉技术是以大田耕作为基础,按照作物生长过程的要求,通过

现代化的监测手段,对作物的每一个生长发育状态过程以及环境要素的现状实现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监控,同时运用 3S 技术以及计算机监控等先进技术实现

对农作物、土壤墒情、气候等从宏观到微观的监测预测,根据监控结果,采用最精

准的灌溉设施对作物进行严格有效的施肥灌水,以确保作物在生长过程中的需要,
从而实现高产、优质、高效和节水的农业灌溉设施。

我们以图像处理为基础，建立基于北斗导航的农业子母机器人视觉导航系

统。四轴飞行器与履带机器人构成子母机器人系统联合作业，以准确的识别百

合特定部位为目标。通过机械臂和履带车协调工作，达到定点精准灌溉的效果，

并对田地信息检测监控。

该课题提出的百合特征提取方法，对实现灌溉水的定量喷洒提供了理论支

持及可行方案，对基于机器视觉的田间局部定位精准灌溉机器人系统的开发具

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对实现精细的绿色农业有较为积极的作用。

这一项目涉及计算机科学、图像处理等诸多领域，同时可利用机械臂完成

一系列农业工作，如“农药精准喷洒除草”、“精准施肥”和“精准灌溉”等农

业应用，具有较强的公益性和社会价值。

关键词：精准农业 北斗导航 机器视觉 子母机器人

一、设计背景

我国是一个拥有 13亿人口的大国，同时也是一个农业大国，粮食历来都是

国家长治久安百姓幸福生活的保障。经测算，2015 年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为

83.46%，根据预测结果分析，至 2020年我国粮食自给率将下降至 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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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仍然有 2/3 的有效灌溉面积采用的是落后的灌溉方法，还有一

半以上的农田得不到有效的灌溉。运用传统的灌溉方法如淹灌和喷灌，由于快

速地将水供给耕作层，植物的根带吸收能力有限，大量的水资源通过溢流、蒸

发和深渗流失，同时也将植物根部的肥料渗走，造成水资源的浪费以及土壤结

构的变化。

我国是世界第一农药消费大国，单位面积化学农药的平均用量比世界平均

用量高2.5-5倍。目前我国农药的利用率不足30%，近年我国农药的使用量达1200
吨以上，其中 10%-20%附着在植物体上，其余都散落在土壤和水中，对土壤、

水源、空气及农副产品产生了极大的危害。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

此外，由于我国正步入老龄化社会，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在减少，特别是

湖南省由于劳动力不足带来的农业减产问题已日趋严重。路径规划、智能检测

田间环境、精准喷药的灌溉技术是现代化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所以，基于现今不理想的农业发展现状，我们研究了未来农业的发展，搜

索了相关的方法，设计了一种基于机器视觉技术的具有田间信息采集、精准灌

溉、精准喷药、精准除草的机器人，希望可以减少农药带来的污染，减轻农民

的负担，减少对田间环境带来的破坏。

二、设计内容

（一）需求分析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更加享受于为物质资源，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口带来

更重的粮食负担，农作物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关注对象。食品的种类急剧增加，

农业迫切需要大力发展，这造成了农民以及农场的沉重负担。随着我国老龄化

情况日益严重，劳动力急剧下降，很多农田得不到合理的利用。再加上农药的

不合理利用，我国的土壤破坏很严重。这对我国农业的发展有着极大的限制。

所以精准的灌溉、喷药、除草以及检测田间信息变得极其重要。

在农作物生长过程中，人们要实时观测农作物生理特征、病虫草危害特征、

农田气候特征、土壤有机质含量特征等信息，以便适时采取相应的田间管理措

施，实现农作物高产、优质和高效的目标。

为了解决土壤恶化的问题，我们尝试了增施有机肥、化学改良剂、进行生

物改良等措施，但是这些措施的普及程度不高，且成本高，工作量大。在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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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社会人力资源缺乏的状况下，能够进行田间信息采集的精准灌溉喷药除草机

器人的出现可以有效地解决包含在内的所有问题，并且成本相对较低，操作简

单，具有推广意义。

根据网上的数据显示，近年来发达国家的农药使用量约为 65 万吨，平均每

hm2施用接近 7.5kg，中国的施药情况则是发达国家地两倍。并且使用传统的喷

洒农药的方法，农药在土壤中残留量一般高达 50%~60%。据世界卫生组织报道，

发展中国家的农民由于缺乏安全知识和安全措施，每年有 200 万人农药中毒，

其中有 4万人死亡。

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去阻止这些意外的发生，中毒和死亡的数量在未来

还会持续上升。所以智能对于农业的这一系列严重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了。精

准喷药可以帮助农民进行农药的喷洒，减少对农民的伤害，同时田间信息采集

功能可以预防土壤进一步恶化，改善田间环境的质量。

根据农业发展现状，通过智能装置、精准仪器设计和人工显示个性化服务

可以给用户带来方便快捷的工作体验和现代化的操作技能。

综上所述，设计一个能够进行田间信息采集、精准喷药、精准灌溉、精准

除草的机器人对减轻未来农业压力是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法。

（二）设计方案

1.精准灌溉

图 2-1
这是一款以机器视觉为基础的太阳能智能灌溉机器人。喷头部分设计了一

款高效的多头的雾化喷头，可同时对多株作物进行灌溉作业，大大的提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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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节省人力成本和时间损耗。该太阳能绿色农业灌溉机器人可以广泛应用

于经济作物产业园中，在精准灌溉、节约人力成本方面具有广阔前景。

2.精准喷药

图 2-2
智能灌溉机器人可以改造成太阳能绿色农业智能喷药机器人，以图像处理

为基础，建立喷药机器人视觉导航系统，获取田间图像后，以准确的识别百合

特定部位为目标，并设计出一条高效合理的运动路线。通过机械臂和履带车协

调工作，达到定点喷药的效果。

3.精准除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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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在 RGB 空间直接将杂草与背景分割成二值图像，将现场分成 25 个区域，根

据各区域中杂草面积阈值确定其位置。再此基础上，结合直接施药方法和自动

导航等技术，开发了除草机器人模型。将执行器末端放置设计的一款除草爪头，

履带车行进到目标点后进行物理性除草。

4.田间信息采集

通过传感器对田间的温度、湿度、光照、空气以及土壤肥沃度的检测，将

信息传递给无人机，无人机通过经纬度的计算航拍出效果图反馈给远程电脑终

端。获取农作物小区域产量信息，建立小区域产量空间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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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监控区域土壤湿度指数图像

灌溉管理是精准农业的第一步，测量出小区域田间土壤湿度指数图像，使

灌溉精细化、精准化，为植物提供所需的补充水，同时最大地发挥水的价值。

图 2-5 监控区域土壤农药浓度指数图像

对监控区域内各部分的农药量进行实时监控，绘制出土壤农药浓度指数图

像使农业工作者充分了解农田施药情况，能够对农药使用精细化，减少农药对

土地的污染。

（三）细节设计

1、无人机装置



第九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31

图 2-6 无人机模型图

1 摄像头 采集图像，用于图像处理。

2 电池 提供电源

3 电机 产生驱动转矩，提供动力源

4 螺旋桨 飞行器共有 4个螺旋桨及电机，通过旋转为飞行器提供升力。通

过调整不同电机转速，改变飞行器飞行姿态及移动。

5 图像处理模块及北斗导航模块

2、履带行走装置

本机器人选择四轮式履带车结构，一方面，可以保证农业机器人适应复杂

多变的环境，有较强的野外运动能力；另一方面，四轮式结构可以极大提高机

器人的灵活性，在进行灌溉工作时，可以提高精确度，达到靶向灌溉，准确除

草的高效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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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履带侧视图 图 2-8 履带俯视图

3、机械臂结构

图 2-9 机械臂模型图

1 执行器末端:用于执行灌溉，喷药等作业。

2 中臂:连接作用，控制爪头竖直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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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臂:连接作用，机械臂的主要运动部分。

4 滚动轴承:中臂与末端连接轴承。

5 三角架:大臂与末端连接部件，提高运动的稳定性和连贯性。

6.连杆:中臂抬升的主要受力部件，保证运动流畅。

7 凸轮:电机与连杆的连接点，中臂运动的主要受力部分。

8 电机:机械臂动力装置。

9 横梁:机械臂与履带车的连接点，控制机械臂整体的水平运动。

图为本发明的机械臂结构示意图：底板通过螺栓联接固定在移动车上，安

装板与底板之间用滚动轴承联接，电机 1 操控安装板可进行 360°旋转，底盘

带动整个机械臂做旋转运动；大手臂与电机 2 联接，电机驱动大手臂做旋转运

动；联杆 2 一端通过凸轮与电机 3 联接，电机 3 带动凸轮转动，连杆 2 随着凸

轮机构可做往复运动，连杆 2 的另一端与中手臂联接，电机 3 间接控制中手臂

运动，中手臂可做一定范围的旋转运动；末端执行器通过与连杆 3、三角板、连

杆 1联接，可做小范围的旋转运动。

4、环境监测装置

图 2-10 环境监测装置模型图

（1）监测装置：环境温度的测量采用 AM2302传感器。光照强度的测量采

用 GY-30数字式光照强度传感器，用于获取实时的光照强度值。CO₂浓度的测量

采用 MH-Z14A 红外传感器，它利用非红色散红外原理对环境中的 CO₂浓度进行

探测，内置温度补偿。土壤湿度、土壤温度的测量采用 SMET-2型传感器，SMET-2
是一款土壤水分、温度二合一的土壤传感器，具有湿度补偿、温度补偿算法，

采用 485接口与微控制器连接，微控制器采用 MODBUS-RTU 协议与土壤传感器

通讯。

（2）连杆：可伸缩，该机器人机身上端设计了一款以微控制器 STM32F103
为核心的农作物生长状况监测系统，采用多种传感器构建了传感器网络，实现

对农田图像、经纬度、光照强度、土壤温度和土壤含水率、盐分等信息的实时

可靠性测量和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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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子母系统装置

图 2-11 工作流程图

喷药机器人和线路规划无人机组成的子母系统共同完成植保作业；所述无

人机图像采集模块采集农田图像，发送至无人机控制模块；所述无人机控制模

块根据农田图像生成最优喷药线路，并发送给机器人控制模块，机器人控制模

块控制机器人按照最优喷药线路行进至需要喷药的农田区域附近后，机器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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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采集模块获取周围的农作物图像，并识别农作物上需要喷药的部位，发送至

机器人控制模块；机器人控制模块控制机械臂移动至农作物上需要喷药的部位，

使喷头对准需要喷药的部位开始进行喷药。本发明通过无人机的智能规划线路，

最大程度地减少机器人在工作过程中的药剂、电量等耗损。

图 2-12 子母系统模型图

图 2-13 飞行器田间路径规划示意图

6、机载北斗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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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中飞行器机臂具有一个北斗导航模块 BN280，经过测试，模块精度

1m~2m，可以满足为飞行器定位的要求。飞行器自动在田地上方飞行，当飞行

器需要返航时，返航的原因可能由续航时间决定。

北斗导航模块在飞行器起飞时刻，无人机自动记录起飞的经纬度坐标对无

人机位置进行精确定位，实现无人机对母机器人的路径进行精确规划。

图 2-14 机载北斗模块实时卫星定位电脑端配置

无人机飞行时刻的飞行位置将由数传单元配备天线，与电脑端通信。通信

内容包括：无人机当前飞行状态，无人机当前飞行经纬度坐标，地面工作人员

的各项无人机控制指令，UTC时间，系统运行时间。

三、系统工程

（一）机械臂运动学建模

图 3-1 机械臂建模图

由机械臂的结构可知，控制机械臂的关节转动主要有 3 个步进电机 1 个数

字舵机，因此需要通过控制步进电机和数字舵机的旋转角度来控制机械臂末端

到达的坐标。其主要过程如下：

首先我们先定义模型所需的假设：

假设将目标物体视为一个质点。

械臂底座始终绕 z轴，从正 x轴方向开始转动，不考虑其他方式。

基于三维空间，建立 D-H 坐标系，我们用某个 3*1 位置矢量来确定该空间

内任一点的位置，对于直角坐标系 {A}，我们假设空间中任一点坐标

P( , , )。 在已知该点坐标情况下，我们目标要得到一组较合



第九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37

理的机械臂舵机转角值。如图 3-1：
计算底座转角值根据假设②，底座转角值即为 P 点在 xOy 平面投影点可以

计算得到：

（3-1）

计算 。由于 已知，我们的研究可以简化为二维平面几何

多边形，如图所示。该几何图形所有边均已知，即在已知所有边，根据限制条

件，得到最优的 夹角值。我们由此建立以下坐标误差平方和最小的

最优路径模型：

（3-2）
综上所述，从目标点坐标可得到一组机械臂转角值，即可得知最终机械臂

定点运动时的形状。

（二）图像识别

图 3-2 图 3-3

图 3-4 图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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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图 3-7
百合喷药点的准确识别是喷药机器人精准喷药的重要前提。如图 3-2为实验

时 Kinect所拍摄的原始图片，通过将其 RGB 颜色空间转化为 HSV颜色空间，提

取图像中的 H分量，然后进行自适应阈值分割可得到图 3-3，对图 3-3进行形态

学降噪，确定百合轮廓，通过求解百合叶面的狭长程度（轮廓顶点，外接矩形），

拟合根茎形态，从而得到确定每一簇百合的在图像中的坐标。

（三）田间信息采集

图 3-8 农田信息监测系统

农田信息采集系统包括农田采集仪和远程服务器端软件两部分，农田信息

采集仪用来采集实时的农作物生长状况信息，并将采集的农田信息上传至远程

服务器，远程服务器段软件接收到农田信息采集仪上传的数据后进行解析、显

示、存储，并将解析后的数据转发给已连接服务器的手机端 APP，手机端实现对

数据的远程检测，以便能够及时作出处理。农田信息采集系统的结构框图如上

图所示。

四、总结

这是我们对精准农业发展的一次大胆的探索和尝试。通过对当今世界精准

灌溉技术和田间采集技术发展的现状及趋势进行分析，基于机器视觉的绿色农

业植保检测机器人是中国发展高效农业和精细农业的必由之路。



第九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39

智能手机北斗定位性能评估与改进

作 者：杜祯强、夏震远、李佰春、刘晓东

指导教师：柴洪洲、潘宗鹏

学 校：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

【摘要】谷歌于 2016 年推出的 Android7.0 操作系统首次开放了原始 GNSS 观测

值读取接口，使得开发者能够基于 GNSS 原始观测值进一步开发精密定位和位置

服务应用，也为进一步发掘安卓智能终端在智慧生活中的应用潜力提供了可能。

然而，当前安卓终端输出的原始观测值特性及质量如何，特别是其相对于现有

高精度 GNSS 接收机观测值的特性差异有待深入分析。因此本文首先在谷歌发布

的开源观测量分析记录工具 GNSSlogger 的基础上进行改进，使其支持 GPS、
GLONASS和 BDS 三系统 RINEX3.0x 格式原始观测值文件输出。其次，对不同品牌

终端原始观测值的 SNR 和 DOP 值等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了不同终端 GNSS 原
始观测值的特性差异，尤其是北斗 GEO、MEO和 IGSO 的数据质量。最后以基于

高精度定位板卡的同类实验结果作为对比，通过精密单点定位 PPP 算法改进，

实测验证分析了安卓智能终端 BDS 单点定位性能。

【关键词】安卓手机，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观测数据质量，精密单点定位

[Abstract] The Android 7.0 operating system launched by Google in 2016 for the first
time opened the output interface of original GNSS observations. So developers can
further develop the appliance of precision positioning and location service based on
the original GNSS observations. It is possible to further explore the potential
appliance of Android smart devices in smart life. However,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quality of the original observations outputted by the current Android smart devices
is unknown. The characteristics with relative high precision GNSS receivers needs
further analysis in particular. This paper firstly improved the function of GNSSlogger
released by Google, made it supports GPS, GLONA1SS and BDS, and translated raw
observation file to RINEX3.01 format. Secondly, the difference of SNR and DOP at the
different brand device were analysed. The difference of the original GNSS
observations characteristics at different Android smart device were analysed, in
particular the data quality of the Beidou GEO, MEO and IGSO. Finally, based on the
contrastive experienc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ndroid smart devices and precision
positioning board were compared. Through the experience, used by The precise
point positioning PPP algorithm, the BDS single-point positioning performance of
Android smart devices were analyzed and verified.

【 Key words 】 Android phone, BDS, Observing data quality, Precision point
positi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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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BDS）是我国自行研

制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是继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GPS）和俄罗斯的格洛纳斯

（GLONASS）之后的第三个成熟的卫星导航系统[1]。目前 BDS 已广泛应用于亚太

地区的各个国家，在 Ublox、CSR、博通、高通等国际芯片厂商的努力下，越来

越多的手机等移动设备开始支持北斗卫星导航系统[2]。

Android7.0是谷歌推出的新一代手机操作系统，它的出现使得安卓手机获取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GNSS）的原始测量数据

成为可能。2017 年谷歌发布了 GNSS 分析工具 GNSSlogger，用户可以利用手机

等移动终端获取包括 GPS、GLONASS、Galileo、BDS、SABS、QZSS 等导航系统的

原始测量数据[12]。这是首次手机等移动终端能够获取原始的测量数据，同时谷

歌也公布了 GNSSlogger的源代码，方便用户进行程序的优化，定位算法的改进。

然而 GNSSlogger也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是输出的原始测量文件，其格式

并不是国际上标准的 RINEX 格式，无法适用于通用的测量数据处理软件，给数

据质量分析和定位结果解算带来很大困难。其次是 GNSSlogger 无法对北斗卫星

的数据进行处理，对于谷歌同时发布的相应处理工具，也仅能适用 GPS，无法对

BDS，GLONASS，Galieo等卫星数据进行处理。欧洲已有学者成功对 GNSSlogger
进行改进，使之能够适用于 Galileo [13-15]。目前还没有针对北斗卫星系统对

GNSSlogger 进行改进，也并不清楚智能手机所获得的北斗数据质量。另外对于

目前的手机定位芯片，由于体积和价格的制约，所采集的信号质量在短时间内

不会得到很大的提升[3]。目前 GNSSloggerc采用伪距定位，定位结果精度不高，

不利于实际应用。

针对以上 GNSSlogger 所存在的问题，本文做了几点改进。首先对 GNSSlogger
所采集的测量数据进行转换，使之变为标准的 RINEX 格式，能够适用于大多数

测量数据处理软件。其次扩展了软件的定位功能，增加了 GPS/BDS/GLONASS 组
合定位和精密单点定位 PPP功能[4]，提高定位的精度和可靠性。最后通过实验对

GNSSlogger所获取的测量数据进行质量分析并对定位精度进行评估。

二、基本原理

2.1原始数据的生成

Gnssloger可以安装在 Android7.0 版本以上的安卓设备中，携带方便且操作

简单，所采集到的测量数据会生成一个 TXT格式的文本。用户可以通过蓝牙、

QQ、微信等通讯方式进行传输数据并将其导出，其具体格式如图 1 所示。

图 1 原始测量数据

图 1 中“#”作为标识符，位于一行的开头，表示这一行是属于头文件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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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 第 1~11行为头文件。“FIX”是一个观测历元的开始标识，“RAW”是一个历

元里原始数据的标识，如图 1 的第 13 行，这一行设计应有 29 个数据，每个数

据之间用逗号隔开。但目前的手机只能接收到单频的数据，因此部分数据为空。

GNSSlogger所设计的 29个数据的具体含义如表 1 所示。
表 1原始测量数据的含义

类型 描述

Raw 原始数据标志字符

ElapsedRealtimeMillis GNSS 接收端实时时间（纳秒）

TimeNanos GNSS 接收端内部硬件时间（纳秒）

LeapSecond 跳秒

TimeUncertaintyNanos 时钟时间的不确定度

FullBiasNanos GNSS 接收端与 GPS 时相差的时间

BiasNanos 时钟的亚纳秒偏差

BiasUncertaintyNanos 时钟偏差的不确定度

DriftNanosPerSecond 钟漂（纳秒/秒）

DriftUncertaintyNanosPerSecond 钟漂的不确定度

HardwareClockDiscontinuityCount 时钟间断数的统计

Svid 卫星的 ID 号

TimeOffsetNanos 数据获取的时间偏差

State 卫星同步状态

ReceivedSvTimeNanos 接受数据时的 GNSS 卫星时刻

ReceivedSvTimeUncertaintyNanos GNSS 卫星时的误差估计

Cn0DbHz 载波噪声密度

PseudorangeRateMetersPerSecond 时间戳下的伪距变化率

PseudorangeRateUncertaintyMetersPerSecon
d

伪距变化率的不确定度

AccumulatedDeltaRangeState 周跳探测状态

AccumulatedDeltaRangeMeters 载波累加量

AccumulatedDeltaRangeUncertaintyMeters 载波的不确定度

CarrierFrequencyHz 载波频率

CarrierCycles 载波整周数

CarrierPhase 载波相位

CarrierPhaseUncertainty 载波相位不确定度

MultipathIndicator 多路径效应的状态

SnrInDb 信噪比

ConstellationType 星座类型

由表 1 所示，GNSSlogger 所生成的原始数据格式很不直观，不能直观地显

示观测的时间，伪距观测值和信噪比，也不能适用于大多数的 GNSS数据处理软

件。因此有必要对数据格式加以转换，使之变为标准的 RINEX 格式。

2.2 GNSS 伪距和载波的计算

2.2.1伪距观测值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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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算伪距观测量时，直接获得的是终端接收到卫星信号的时刻 Rt 与信号

离开卫星的时刻
st 之差（

s
Rt t

），伪距观测值
~
即为上述差值与真空中的光速c

的乘积[5]。由于卫星钟与接收机钟均有误差，假设卫星信号离开卫星的真正时刻

为 a ，则 S
S

at
t v  

，同理假设到达接收机的真正时间为 b ，则 RR t bt v  
。故

伪距的计算公式为
~

( ) ( ) ( ) ( )S SR R

S
R b t a b a tt t

c t t c v c v c cv cv                  （2-1）

按照 GNSSlogger 的数据格式，进行提取转换，按照公式 2-1 进行计算，得

到伪距观测值，具体步骤如下：

1、计算 GPS 周计数 GPS week number
9weekNumber FullBiaNanos 10 / WEEKSEC   （2-2）

其中 WEEKSEC 为 604800，是一周所对应的秒数。

2 、 计 算 测 量 时 刻 相 对 于 1980 年 1 月 6 日 0h00min00s 的 周 数

weekNumberNanos
9weekNumberNanos weekNumber WEEKSEC 10   （2-3）

3、因为钟差是从第一个历元开始算起，所以采用 FullBiasNanos(1)
tRxNanos TimeNanos FullBiasNanos(1) weekNumberNanos   （2-4）

4、从 TimeOffsetNanos 和 BiasNanos 中提取并计算卫星发射的时刻与接收时

刻
9tRx Sec onds tRxNanos TimeOffsetNanos BiasNanos 10   

（2-5）

9tTx Sec onds Re ceivedSvTimeNanos 10  （2-6）
5、通过计算时间差从而计算伪距

Pr M (tRx Sec onds tTx Sec onds) LIGHTSPEED   （2-7）

其中 LIGHTSPEED为
82.99792458 10 ，是 WGS84 坐标系下真空中的光速。

目前谷歌发布的 GNSSlogger对应的数据处理软件仅能处理 GPS 数据，对于

北斗和 GLONASS来说，各自有着独自的时间系统，因此需要将北斗时和 GLONASS
时统一转换到 GPS 时，进而再计算伪距。各个时间系统之间的转换关系如表 2
所示。

表 2 时间系统的转换关系

系统 转换关系

GPST-TAI TAI GPST 19s 

GLONASS-TAI TAI GLONASST 3h leapsecond  

BDT-GPST BDT GPST 14s 

UTC-TAI UTC TAI leapsecond 

根据三个时间系统之间的关系，将 GNSSlogger采集到的北斗时间数据和

GLONASS 时间数据统一转换到 GPS时，再按照 GPS 数据的处理方式生成伪距即

可得到 BDS 和 GLONASS伪距观测值。上述过程的计算流程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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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计算流程图

2.2.2载波观测值的计算

由于目前手机芯片的硬件限制，还不能直接获取载波相位信息，但可以通

过获取多普勒频移值，通过一定的算法将载波值推算出来。但由于整周模糊度

的存在，所以需要伪距值对计算的载波值加以约束，以保证小数部分的精确并

且周跳值不大。

由于卫星和接收端存在相对运动，会导致接收频率的变化，从而造成多普

勒频移值 D (t)f 。根据相位和频率之间的关系，对多普勒频移值 D (t)f 进行积分可

以得到这一时间段内载波值的变化量，如公式 2-8所示[6]。

2

1

t

D
t

(t)dt   f （2-8）

理论上在每毫秒内，载波值的变化量 i 都可以表示成 [ ]


   i Df i T，其

中 [ ]


Df i 是多普勒频移值，可认为是常数。对于 GNSSlogger 来说，目前手机终端

的采集频率为 1s，可以对每个历元的多普勒频移值进行累加，并用伪距值加以

制约，最终得到载波相位值。

计算得到相应的伪距值和载波相位值，从而将 GNSSlogger的原始测量观测

值转为标准 RENIX格式。转换后的 3.01版本的 RENIX 格式文件如图 3 所示。

图 3 RINEX 3.01 观测值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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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定位模式的改进

GNSSlogger 所采用的定位模式是伪距定位，定位的精度较差。尤其是对于

这种安装在手机终端的软件，实时性的位置变动太大，应用性较差。所以需要

对定位模式进行改进。精密单点定位技术（Precise Point Positioning，PPP）
是综合利用伪距和载波相位值以及精密卫星星历，通过各种误差模型进行改进，

经过卡尔曼滤波不断收敛得到最终定位结果。借助 RTKlib 将转换所得到的观测

文件进行精密单点定位解算。

忽略伪距与载波的硬件延迟偏差，原始伪距及载波相位观测量的基本观测

方程可表示为：

, , ,

, , , ,

= ( , )+ ( ) +

( , )+ ( ) +

  

      

s s s s s
r i r r r i r r P

s s s s s s
r i r r r i r i r i r

P X X c t t I T

X X c t t I T N 

 

  
（2-9）

式 2-9 中，下标 1, 2i 表示频率，r为测站标志。s为卫星标志 [ , , ]r r r rX x y z ，

[ , , ]s s s sX x y z ，
2 2 2( , ) ( ) ( ) ( )s s s s

r r r rX X x x y y z z      
， ,

s
i r
和 ,

s
i rP 分别表示以周

为单位的相位观测量和以米为单位的伪距观测量， ,
s
i rN
为以周为单位的整周模糊

度， ,
s
i rI 为电离层延迟，

s
rT 为对流层延迟， ,

s
r 
和 ,

s
r P

分别为相位和伪距的测量噪

声。上述改正项中的卫星坐标和卫星钟差改正通过内插 IGS 提供的精密星历与精

密钟差获得，卫星与接收机天线相位中心、相位缠绕、相对论效应和固体潮等

通过模型改正予以消除[7]。

采用扩展 Kalman 滤波(Extended Kalman Filter，EKF)进行定位参数估计，每

当有一组新的观测数据，就和上一次的定位结果联合进行处理，得到新的定位

结果。GNSSlogger 的定位结果就会随着时间不断收敛，从而位置精度也越来越

高，点位跳动幅度越来越小，使得 GNSSlogger的应用性更强。

三、实验过程

2018年 1 月 19 日，在郑州信息工程大学三号实验楼的天台进行实验，选取

了三台统一安装 GNSSlogger App 的手机，其中两台 HUAWEI P10，一台小米 6，
作为对比又选取了两个北斗星通的 GNSS 板卡，分别连接着楼顶的两个天线，以

上设备均支持多 GNSS数据采集。

【实验一】为了对比安卓手机与板卡所观测的数据质量以及定位结果，在

实验楼天台距离天线约一米的位置，放置两台 HUAWEI P10同时打开 GNSSlogger
进行原始测量数据的获取。连接天线的两个北斗星通的板卡，同时开始工作对

卫星信号进行观测。观测时间是早上 9 点到 10 点，大约一个小时，实验场景如

图 4所示。

【实验二】为了对比不同手机所观测的测量数据质量以及定位结果，在实

验楼天台相同位置，放至两台安装 GNSSlogger 的手机，一台 HUAWEI P10，一台

小米 6，同时打开 GNSSlogger 进行原始数据获取。观测时间为下午 3 点至 4点，

大约一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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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实验场景

图 5 所观测的卫星

如图 5 所示，此次观测共接收到 31 颗卫星的数据，其中 GPS卫星为 10颗，

GLONASS卫星为 10颗，BEIDOU 卫星为 11颗。此次数据采集上空开阔无遮挡，

在星空图中卫星分布均匀，具有良好的几何形状。

四、数据分析和定位结果比较

4.1数据质量分析

信噪比 SNR（Signal-Noise Ratio)是指卫星信号与噪声的比例，能够反映测量

采集的数据质量[8]，板卡用天线所采集到的数据、HUAWEI P10和小米 6 用

GNSSlogger所采集的测量数据载噪比 SNR 如图 6所示。

图 6 SNR 的对比

由图 6 可以看出，板卡的信噪比 SNR 基本都高于 40dBHz，数据质量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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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手机来说，无论是 HUAWEI P10 还是小米 6，信噪比 SNR 基本都达不到

40dBHz。这说明在采集数据功能方面，安卓手机还是与板卡之间有一定差距，

可能是由于手机天线与板卡天线质量上存在差异。HUAWEI P10和小米 6 在同样

用 GNSSlogger 采集数据的情况下，信噪比 SNR 还是有一定差别，这说明在

GNSSlogger 在不同手机之间所采集的测量数据质量也存在差别，可能是由于不

同手机厂商采用的不同芯片质量上的差异。

北斗卫星轨道分为 GEO（地球同步轨道）、MEO（中圆地球轨道）和 IGSO
（倾斜地球同步轨道）三类，从这三类轨道中各挑出一颗北斗卫星，绘制它们

的信噪比 SNR 如图 7所示。

图 7 北斗卫星信号 SNR
可以看出 GEO 的信噪比变化最为平滑，而 IGSO 的信噪比变化呈波浪状，这

与卫星的运行轨道有一定的关系。GEO 和 MEO 的信噪比要略高于 IGSO 的信噪

比，但都属于比较好的质量情况。

卫星定位的精度取决于观测值的精度以及用户与卫星之间的几何图形强

度。在伪距定位中常用精度衰减因子 DOP（Dilution of Precision）来定量的反映

几何图形强度，包括三维点位精度衰减因子 PDOP、几何精度衰减因子 GDOP、
二维平面位置精度衰减因子 HDOP、高程精度衰减因子 VDOP[9]。将板卡用天线

所采集的数据，HUAWEI P10 和小米 6 用 GNSSlogger 采集的测量数据绘制 DOP
值如图 8所示。

图 8 卫星的 DOP值

由图 8 可以看出，无论是板卡还是手机的 DOP值都比较低，表示所观测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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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的空间结构都比较好。但板卡的 DOP 值变化很平稳，表明对卫星的观测连续

稳定，而小米 6 的 DOP值变化呈锯齿状，说明对卫星观测还不稳定不连续。而

HUAWEI P10相对小米 6 而言，变化较为平滑，表明不同的手机的定位芯片对卫

星的连续观测能力还是存在差异。

4.2定位结果比较

由于放置手机和天线的观测墩坐标先前已精确测定，所以可认为板卡连接

的两个天线的位置和两台手机的位置的真值是已知的。对板卡进行伪距单点定

位，结果如图 9 左所示。对于 HUAWEI P10 用 GNSSlogger 所采集的测量数据进

行伪距定位，结果如图 9右所示。

图 7 伪距定位结果

板卡伪距定位精度在米级，精度能够满足大部分的实际应用，但天线的造

价成本比较高，移动性不好，也不方便携带。手机的伪距定位精度差，有些点

位甚至差到十几米，不利于在 GNSSlogger 上实时显示位置，也不能满足很多的

实际应用要求。

手机用 GNSSlogger 采集数据的定位精度不高，表 3 给出了 BDS 单系统和

BDS/GPS/GLONASS组合系统定位[10]结果的 STD 和 RMS。
表 3 定位结果的 STD 与 RMS

北斗 STD 组合系统 STD 北斗 RMS 组合系统 RMS
X 方向 19.7985 10.5253 20.2919 10.7221
Y 方向 40.9353 16.5163 40.9135 16.5231
Z方向 17.7660 11.4182 17.9966 11.4290

由表 3 可知，无论在 X，Y 还是 Z 方向上，组合系统的定位 STD 和 RMS 均
明显小于单系统北斗定位。表明多系统的定位的确可以改善伪距定位的效果，

尤其是在单个系统的卫星较少的情况下，甚至在某些地方单个系统卫星数不满

足定位要求，多系统定位具有明显优势。

利用精密单点定位 PPP对小米 6用GNSSlogger所采集的测量数据进行处理，

定位结果如图 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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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小米 6 精密单点定位结果

由图 10可以看出，开始定位时定位结果偏差较大，随后利用卡尔曼滤波不

断进行收敛的过程中，定位结果随时间增加不断收敛最后逼近真值[11]。表明精

密单点定位 PPP的算法是适用于 GNSSlogger的观测数据，可以改善定位的效果，

提高定位的可靠性。

五、总结

针对 GNSSlogger 生成的测量数据不是标准的 RINEX 格式，对应的处理程序

仅能处理 GPS 的测量数据，GNSSlogger 采用伪距定位精度差，可用性差等问题，

本文开展了如下工作。一是通过计算伪距观测值和载波相位值，是 GNSSlogger
输出的数据转换为 RINEX 3.01 的标准格式，从而能适用于大部分的数据处理软

件。二是扩展了软件的定位功能，使之能够兼容 BDS、GLONASS 等多种卫星导

航系统，从而能够进行多系统组合定位，提高定位的精度和可靠性。三是对

GNSSlogger 的观测数据用精密单点定位 PPP 的算法来定位，从而提高定位结果

的可靠性。

实验表明，经转换得到的 RINEX 格式文件能够适用各类测量数据处理软件。

质量分析表明 GNSSlogger采集到数据的质量总体上不如板卡的天线，而且不同

品牌的手机所采集到的数据质量也并不相同。功能扩展后，GNSSlogger 可以成

功处理北斗和 GLONASS的数据，而且多系统组合定位的确能够提高 GNSSlogger
定位的精度。精密单点定位 PPP的算法适用于 GNSSlogger 的观测数据，能够提

高定位结果的精度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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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定位的仿生两栖勘测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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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团队研制出一种基于北斗定位模块并且可以闭环控制的仿生两栖勘

测蛇。首先，蛇体利用北斗定位系统实现精密定位，满足了定位需求。主体结

构采用 3D 打印技术快速成型，提出陆机从动轮式结构和海蛇仿生结构相结合的

创意，既能实现陆地 S型蜿蜒行进也能实现浅水中的上浮下潜；在防水性方面，

本团队设计出螺纹双凹槽防水结构，并结合了关节螺旋接口设计，多重防水设

计降低了渗液的风险；同时，蛇体搭载主动光源双目摄像头，可实现无昼夜限

制的视频图像采集、目标识别及跟踪拍摄的功能，本项目在上位机进行深度图

像的三维建模，实现 VR 沉浸式勘测；此外，其借助云端互联，搭建数据库，实

现数据的分布式计算和云端共享，即数据存储、数据调用和数据处理等；最后，

蛇体内置无线充电模块解决有线充电带来的不便。

本项目融合北斗定位系统，3D 打印、嵌入式控制处理系统、云端互联、VR
三维建模、LabVIEW 交互界面等多种技术，具有定位精度高、水陆两栖行进、

无线回传环境勘测参数、成本低廉等特点，可实现陆上、水下的勘测作业。可

广泛应用于自然灾害导致的狭窄地形的勘测、输油输气输水管道的检修、城市

下水管道疏通、浅海水产养殖的巡视作业、军事侦察等领域，发展前景较为广

阔。

关键词：北斗定位模块 仿生 水陆作业 双目摄像头 LabVIEW 嵌入式

[Abstract] The team developed a module based on Beidou Positioning and
closed-loop control of the bionic amphibious snake survey. First of all, the snake
body can achieve precise positioning using the Beidou Positioning System. The main
structure of the use of 3D printing technology of rapid prototyping, proposed
combining driven structure and snake bionic structure of creativity, which can not
only realize the land S wriggle and shallow water up and down; we designed a double
thread groove waterproof structure, combined with the design of spiral joint interface
Multiple, waterproof design reduces the risk of leachate; at the same time, the snake
body equipped with active light source can be realized without the function of
binocular camera, video image acquisition, target recognition and tracking shot of the
day and night limit, 3D modeling of this project depth image in PC, VR immersed
type survey; in addition, the use of Internet cloud And build the database, realize the
distributed computing and cloud data sharing, data storage, data transfer and data
processing; finally, a built-in wireless charging module to solve the inconvenience of
charging cable.

This project combines Beidou Positioning System, 3D printing, embe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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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processing system, Internet cloud, VR three-dimensional modeling,
LabVIEW interface and other technology,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positioning
accuracy, amphibious travel, wireless transmission environment survey parameters
and low cost, can realize the survey work on land and underwater. Can be widely
used in natural disasters in the narrow terrain survey, oil and gas pipeline
maintenance, city water pipe dredge, offshore aquaculture operations, patrol military
reconnaissance and other fields, the broader prospects for development.

【Keywords】Beidou amphibious bionic camera LabVIEW

一、研究背景

自 2008 年汶川地震之后，中国国内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例如

2010 年 8 月 7 日发生的青海舟曲泥石流灾害、2013 年 4 月 20 日发生的四川雅

安地震等。因此，灾难发生之后的勘测工作也愈发引起人们的重视，复杂狭窄

的地形及恶劣的作业环境对勘测机器人的运动能力提出了更加苛刻的要求。与

此同时，2011 年 3月 12 日福岛核电站的泄露事件，更加突出了水下人工作业的

危险性与机器代替人工的重要性。这些事件引发了了国人对我国救援工作及海

洋勘测技术的关注，本项目团队针对以上的事件进行思考：我们能否设计出一

种既能帮助救援人员勘测复杂狭窄地形又能应用于水下相关环境勘测（如：水

中输油管道检测）的水陆两栖机器人，以提高救援效率，保证水下环境的清洁

和安全。

在陆地环境作业时，救援人员往往因自然灾害导致的地形曲折狭窄、复杂

未知而无法展开勘测工作，这就需要体型较小、运动灵活的机器人来完成这一

工作，为救援人员规划安全的救援路径。

在水中环境作业时，人的潜水深度有限，现有的载人潜水器安全系数较低，

因此，水下机器人应运而生。然而传统的水下机器人体积较大，容易因不易操

控、开环控制而迷失方向。其中，由涡轮机驱动的机器人，其自身结构不仅限

制了其进入管道工作的能力，而且限制了其灵活性，尤其途经海岸浅滩时，涡

轮机会卷起沉淀物或被海草缠绕，对推进器造成巨大损伤。此外，因涡轮机的

螺旋桨噪声较大、隐蔽性低，其在军事应用中很容易被敌人发现。

基于北斗定位的仿生两栖勘测蛇不同于已有的机器人，它具有独特的运动

方式和仿生机械结构，在陆地上，低重心的行走方式使其运动更具有稳定性，

从而增强其行进效果；而在水中，基于北斗定位的仿生两栖勘测蛇能够通过蛇

体与水流摩擦产生前进的动力，噪声低、灵活性高。

因此，设计一种既可以在陆地复杂多变的环境中进行勘测，又可以在未知

的水下行进、进行环境监测和回传的蛇形机器人，对于环境勘测等领域具有长

远的发展意义和重要的应用价值。

二、研究现状

机器人的移动方式主要有轮、腿、履带和无肢运动等。蛇形机器人的运动

方式是典型的“无肢”运动。国外在蛇形机器人方面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工作,如
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等国家都开展了蛇形机器人工作 ,并研制出相应

样机。

2012 年，日本 HiBot 公司研制一款仿生机器蛇，可以在水中自由游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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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ACM-R5机器人，在陆地上就像儿童的一个奢侈玩具，但当放入水中就活跃地

游动着。未来其可作为威胁性携带武器。

2013年，美国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仿生机器蛇，这种蛇可以在任何物体攀

爬，可用于探索一些人类很难前往的区域，比如地震破坏后的灾区，也可以用

于急救和军事用途。

2016年，挪威特隆赫姆科技工业研究院的一支研究小组在研究如何利用机

器蛇在环境恶劣的火星表面收集样本。这项可行性研究旨在让机器人拥有比传

统漫游者更大的机动能力。

同时，我国在蛇形机器人方面也投入了许多研究。由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

化研究所研制的水陆两栖蛇形机器人由多个模块组成，可相对转动连接，蛇体

灵活，自由度高，但其成本较高，人机交互较差。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设计出基

于多自由度柔性运动单元的水陆两栖蛇形机器人，可实现多自由度的运动。但

其结构复杂，故障率高。

由此可见，国内外研究成果虽各有优势，但 GPS 定位有其弊端，且安全性

不能保证，尤其是对于中国野外作业的定位精度不够，同时远海区定位受限制，

对于大量数据的有效处理和分析较少，普遍存在操作不便、功能单一、功耗大、

制作成本高以及勘测难度大等缺点。因此，针对这些不足，本团队对蛇形机器

人进行相应的研究和创新,使其具有体态轻盈、行动灵活、成本低廉、生产方便、

充电便捷、人机交互友好、防水功能强等优势，从而为操作人员的勘测工作提

供便利。

三、研究目的

目前我国灾情频发，管道建设故障频出，环境勘测任务十分艰巨，单纯靠

人力不仅费时费力，而且效果也不尽人意。研究所，勘测机关等部门对于能够

在陆地进行勘测、在水下进行环境监测、并且可以较强适应环境，满足数据回

传机器人的需求日益迫切，若能设计一套完整的系统满足其需求，则可以极大

程度上提高勘测结果的准确性，助力一线工作人员，克服由于过度依赖人员或

已有的机器人而产生的成本高、精度差、效率低等弊病。

而传统的 GPS 定位有其弊端，且安全性不能保证，尤其是对于中国野外作

业的定位精度不够，同时远海区定位受限制，北斗系统不仅是我国自主研制的，

同时也能通信+定位双重功能。

鉴于此，本团队设计出一种可应用于水陆两栖复杂环境勘测领域的机器蛇，

可帮助相关部门操作人员进行勘测和数据的分析处理，为其提供便利。本项目

可用于灾后救援路径的勘测、水下输油管道的检修及城市下水管道的疏通、水

产养殖业的巡视作业以及军事领域的侦查等，未来也可为设备检修以及航空航

天等领域提供更多的帮助。

四、创新技术

 北斗定位模块

利用北斗定位精度高同时又能够进行通讯和信息的保密性的要求，实现在

国内尤其是山野中精密定位的要求，而且提高了传输信息的安全性和定位的可

靠性。

 螺纹双凹槽防水设计

本项目接口处防水设计最开始用螺纹拧合技术，但是其导致舵机中心轴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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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然后，本团队利用单螺纹插销技术，但是其导致了螺纹渗水。之后，本团

队利用单凹槽拧合技术，但是其导致了舵机的固定松动。最终，本团队经过严

密思考，完成了螺纹双凹槽结构的防水设计。本项目采用刚性关节公头和母头

拧合原理，利用凹槽卡紧技术配合螺纹旋转卡死，形成双重凹槽防水结构，外

部附加螺纹，可有效实现防水功能。

 从动轮式行进技术

不同于传统常见的驱动轮行进技术，从动轮可解决驱动轮所带来的电量消

耗过大、防水功能差等问题，更加贴近仿生功能。对于陆上平原草地等起伏不

大的地形，可使用从动轮行进技术实现蛇体和地面的恒距悬浮，避开坎坷的路

面，扩大机器蛇的适用范围。

 融合控件交互窗口

LabVIEW 上位机交互软件融合多种显示控件窗口。多仪表盘面板可显示蛇

体姿态信息、轨迹等运动信息，北斗定位窗口可显示基于北斗定位的仿生两栖

勘测蛇的位置信息，图像回传窗口可显示主动光源双目摄像头拍摄画面数据，

利用深度信息和三维重建图像算法，在环境重建面板搭建三维模型，增强操作

人员人机交互友好性，方便其随时查看回传数据。

 关节快速成型技术

蛇体刚性关节由3D打印技术完成。本团队使用三维建模软件Pro/E、3ds Max
构建关节立体模型，经切片后采用 3D 打印技术快速成型，缩短模型检验矫正周

期，降低生产成本，适用于蛇体关节模型频繁修改的情况。

 单元模块化

针对传统的机器蛇，大多数设计人员将其固化为一体，不可拆卸，这样虽

然能完成防水密闭性检验，提高系统的鲁棒性，但对于日常维护改进难以进行。

本项目采用单元模块化设计，刚性关节与柔性关节交替组合，配合螺纹双

凹槽设计和接口螺旋设计，有效解决了防水和拆卸问题，增强整体稳定性和可

升级维护性。

 无线充电模块

本项目利用无线充电模块技术对蛇体电池进行便捷充电。基于北斗定位的

仿生两栖勘测蛇的单元模块中安装模块接收装置，结合 RC 振荡、滤波电路和稳

压模块，对电磁感应电动势进行滤波稳压等操作，为作品的充电提供便利。

五、系统实现

图 1 系统整体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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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选用嵌入式系统对蛇体进行控制，融合北斗定位系统、云计算和 VR
三维建模的多层次系统架构实现对后期数据处理。

定位方面，安装北斗定位模块，对于野外作业可以通过北斗卫星进行定位

并把必要的位置速度等信息实施回传给操纵者，方便作业同时北斗系统的安全

性和可靠性以及国内定位精度之高满足了国防作业等特种作业的保密性和高效

性。

在系统控制方面，以嵌入式系统为核心板，可使用无线遥控或者直接依靠

上位机交互软件 LabVIEW，以无线局域网或串行实时连接的方式，将经交互软件

编译解析后的控制指令固化至嵌入式系统主机，产生时序响应。

在算法方面，本团队利用 Kalman 滤波算法融合处理传感器数据，通过此，

操作人员可得到基准校正后的蛇体姿态和运动状态，其次，主控制板可根据回

传数据进行基于比例、积分、微分控制算法的 PID 闭环控制算法，这使操作人

员可据此调节蛇体基准运动偏移和姿态漂移，增强蛇体运动的鲁棒性和反馈机

制。

图 2 PID 控制前面板

在视频图像采集方面，本项目采用蛇头主动光源双目摄像头实时拍摄环境

图像，利用图像识别和跟踪技术，完成摄像头对环境中某些特定需求目标的选

择性识别和跟踪拍摄，多角度获取其形态特点、运动状况等信息。此外，主机

对所拍摄环境图像进行处理后，将其共享至云端或由蛇尾天线回传至 PC 上位

机。经由压缩解压、滤波去噪、图像数字化等图像处理技术后，上位机对其通

过交互软件 LabVIEW 可实现低延迟分屏区分显示，同时，操作者可通过佩戴

VR 眼镜获得沉浸式勘测，提高作业人员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

采用螺纹双凹槽和外端螺旋接口结构的防水设计，可拓展作品的运动范围，

满足蛇体充电便利的需求，从而为操作人员提供更优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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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有轮关节的公头

六、应用前景

6.1灾后救援路径的勘测

基于北斗定位的仿生两栖勘测蛇可在抢险救灾一线发挥重要作用。首先，

因其具有灵活的运动方式和仿生式的身体结构，所以其可在坍塌建筑物、碎石、

泥泞、水湾等灾后地形中行进自如，到达救援工作者难以到达或环境状况未知

的地区。其次，其蛇头搭载的主动光源双目摄像头可将灾后地形实时回传给救

援人员，便于救援人员获取灾后地区的受损情况。此外，蛇身可进行北斗定位，

实时回传其位置坐标信息，与同时回传来的视频图像相结合，便于救援人员制

定抢险救灾计划，节省时间，保障救援人员的安全，提高救援工作的效率。

6.2管道的检修和疏通

近年来，随着我国管道建设事业的飞速发展，管道的建设使油气资源和污

水的远距离运输成为可能，便利了人民的生活。然而，其带来的弊端也显而易

见，例如油气、天然气泄露问题，输水管道炸裂的问题，下水管道堵塞的问题

等。

本团队设计的基于北斗定位的仿生两栖勘测蛇可以适应油气管道的特殊环

境，克服输水管道或下水管道压力较大的困难，从而实现对管道的检修和疏通。

6.3水产养殖的巡视作业

水产养殖巡视一直存在巡视不便的弊端。首先，本项目的蛇体具有肢体柔

软可弯曲的仿生结构，在水中可自由上浮下潜，运动到水产品周边进行详细观

测，并且不影响这些水产品的正常生长或生活习惯；其次，机器蛇头上搭载的

主动光源双目摄像头可以将水产品的实时动态传输给养殖户；除此以外，云端

互联可以将生长数据存储记录，便于养殖户管理与养殖；最后，本项目使用 3D
打印技术，成本费用较低，节省了养殖户的生产成本。

6.4军事领域的侦查

传统的机器人大多通过涡轮机驱动，噪声较大，隐蔽性低。与此同时，传

统的机器人体积较大，不易潜入狭窄的空间。而本团队设计的基于北斗定位的

仿生两栖勘测蛇具有隐蔽性好、噪声小、仿生行进的特点，所以其可以在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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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发挥特长。

七、总结与展望

本项目设计的基于北斗定位的仿生两栖勘测蛇——被誉为“最具动感的机

器人”，其仿生的身体结构、独特的运动方式和功能的高集成度，使其可执行水

陆环境中人工难以完成或无法完成的勘测任务。此外，其克服了传统机器人体

积大、行动不灵敏等缺点，能够适应各种复杂、狭窄的水陆环境，从而可应用

于灾后救援路径的规划、管道的检修和疏通、水产养殖的巡视作业、军事侦察

等领域。

该基于北斗定位的仿生两栖勘测蛇研制过程涉及 3D打印、北斗定位模块、

互联网大数据、VR、嵌入式系统等热门领域，涉及到滤波算法、3D模型建模、

水陆两用结构设计、PCB印制、图像回传，防水结构、云计算等技术领域。由于

涉及的知识和领域较为广泛，因此，本项目的研究和实现仅仅是一个开始，基

于北斗定位的仿生两栖勘测蛇的改进和优化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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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镖局”—基于北斗定位的智能密码箱

及物流安全管理系统

作 者：林奕祺

指导教师：王安成、张伦东

学 校：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

【摘要】在物流领域，由于包装保密性差、缺乏实时监管手段、委托方参

与度不够等原因，贵重物品的失窃现象时有发生。本作品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

综合运用北斗定位、GPRS 通信、嵌入式控制等技术，设计了一套包括智能密码

箱、管理软件和用户终端 App 的贵重品物流安全控制系统——“北斗镖局”。利

用 STM32 单片机、MC20 芯片、4*4 键盘、接近开关、电磁继电器和电子锁具开

发了一套智能密码箱，能够实现箱子的定位、动态密码生成、密码输入、开锁

控制和非法开启自动报警，并能与服务器端的管理软件进行 GPRS 网络通信，将

自身位置、状态、动态密码实时发送给管理端；基于 QT 平台开发了后端管理软

件，实现了对密码箱位置、状态的可视化和数据管理，并可与用户终端 App 进

行交互，接受用户请求并推送应答信息；基于 Android Studio 开发了用户终端

App，可实现密码箱实时位置显示、密码请求、收货地址重置等功能。系统还具

有地理围栏功能，当物品未达到用户设定的收获地址附近 200 米时，密码锁不

接受密码开锁请求。利用该系统，委托方和承运方后台均能实时监控物品所在

位置及状态，可以实现有效监管的目的，开锁密码只由用户请求并掌握，确保

了物品包装的安全性，因此，系统可大大提高贵重物品邮寄的安全性，在物流

空域具有极大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北斗定位 智能密码箱 地理围栏 动态密码 物流

一、应用背景

随着经济的发展，珠宝、名表、名包及电子产品等贵重物品的运输活动越

来越多。在运输途中，时常发生失窃、运输员监守自盗、贵重物品被调换等现

象。例如，2000年 10月，美国一家公司通过物流服务公司将一节装有 500 万美

元的高级电脑集装箱空运到新泽西州。当抵达目的地时，却发现货物全被调换

成瓦片。经警方查证，原来是该集装箱路上无人监管，在纽约机场转运时，窃

贼乘虚撬开箱子，调换了全部货物。近年来，在我国，物流运输途中失窃等情

况也多有发生，例如“2016年 6 月重庆警方破获快递公司包裹失窃案”，“2015
年 12月长春物流公司多次失窃案”，“2015年 8 月油罐车押运员监守自盗案”等，

这些对运输公司和用户造成了重大损失，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失窃、调换

等现象的发生，主要原因：（一）运输途中没有用锁具或者锁具不安全，没有密

码或者密码固定不变，容易被打开或被撬；（二）物流公司监管力度不够，物流

工作人员冗杂，容易产生监守自盗或调换现象。（三）用户虽然能够查看货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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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但位置更新不及时，且无法获知货物状态，对货物监管不到位。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设计了基于北斗的智能密码箱及安全管理系统。通过

该智能密码箱及管理系统，可以有效杜绝包裹失窃、调换的现象。本文的创新

之处在于：

采用定制密码箱作为运输载体，一方面代替了传统纸箱或塑料袋，可重复

利用、环保节约；另一方面增强快件的安全性能，不易被撬。

密码箱的密码动态随机变化，大大提高了快件派送的安全性与可靠性。

设置了地理围栏，只有当密码箱到达指定区域才能开锁，否则无法请求到

收货密码。

用户可根据需要在 APP端重置收货地址，提高了灵活性，方便用户使用。

二、系统设计与实现

2.1总体设计

基于北斗定位的智能密码箱及物流安全管理系统整体框架如图 1 所示，系

统由智能密码箱、用户终端、物流安全管理系统三个部分构成。

图 1.系统整体框架

密码箱采用单片机控制，基于数字加密程序，利用 GSM 或 GPRS 功能，可将

其位置、多种状态信息以及动态 6 位密码发送到物流安全管理系统，当用户向

管理系统发出请求时，管理系统再根据请求将信息发送至用户终端。用户可通

过 APP 实时跟踪密码箱位置、重置收货地址及请求收货密码。打开密码箱需根

据用户请求得到的密码和运输员的钥匙并且满足密码箱到达预置地理围栏即距

离收货地址方圆 200 米内才能安全打开密码箱，实现运输途中锁具的监控，形

成运输公司、用户方和运输员多方参与的安全物流方案。

根据整体框架和上述功能需求，系统采用如 2 所示的总体设计方案。相比

于传统的运输模式及锁具，该方案能够充分调动运输公司、用户方和运输员的

力量对货物进行监控，各方又能相互制约，避免了监守自盗或货物调换。另外，

基于位置和时间信息的密码实时变化，增加了密码破解的难度，改变的密码直

接发给用户，降低了对位置的依赖，同时用户可在 APP 端根据需求更改收货地

址，使到达地点更加灵活。该方案改变了传统的运输模式，增加了运输途中的

安全性，在古董、黄金、运钞车等物流运输方面有很大的应用前景，极大地提

高了物流运输行业的管理效益。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智能密码箱 物流安全管理系统 用户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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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总体设计方案

2.2智能密码箱设计与实现

智能密码箱由 STM32MC20 处理板、BD\GPS 双模定位天线、GSM 天线、电

磁锁、键盘、继电器 12V可存储电源及电源余量显示器构成。

STM32MC20 开发板集单片机与 MC20 芯片一体，提供 GSM 与 GPS/北斗双

模的功能来实现 GPS/北斗定位。同时也支持 GSM 基础功能，支持短信，电话，

GPRS，同时也可以使用基站实现模块定位。还提供了丰富的 GPIO 接口用来相应

键盘输入以及实现对电磁锁的控制。

所设计的智能密码箱样机如图 3所示。

图 3.智能密码箱

2.2.1通信模块

由 MC20芯片及 GSM 天线构成，实现了短信、GPRS 网络通信，将定位模块

获取到的位置及物件状态信息实时发送至后台服务器端。其中的 GPRS 网络配置

流程如图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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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STM32 开发板网络配置流程

2.2.2定位模块

定位模块主要包含定位芯片、北斗/GPS 双模定位天线，具有即时定位功能，

为后台服务器提供实时位置信息。主要运行原理是利用天线接收北斗卫星信号

进行定位，STM32 单片机将获取到的定位信息进行经纬度解析，再由通信模块

发送给后台服务器，由后台服务器的数据库进行统计管理。

2.2.3数字控制锁具

数字控制锁具为整个智能密码箱核心，如图 5 所示，该锁具锁由电磁锁、

4*4键盘、继电器组成，由 STM32单片机进行控制，当用户按*号键时开始输入

密码

按#号键结束，当输入的密码与密码箱内置密码相同且密码箱位于指定收货

区内时，电磁锁开启。再按顺序按*D#键将密码箱锁上。开发时还设置了超级密

码“012345”，当密码箱被输入三次以上错误密码时密码箱锁死，同时内部还设

置单独的地理围栏类似于收货地址设置，用户端 APP无法更改，只有该密码箱

返回“北斗镖局”且输入超级密码时才能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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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M32MC20 开发板 b.电磁锁 c.继电器

图 5.数字控制锁具

数字控制锁具体运作流程如图 6所示

图 6.数字控制锁具运作流程图

2.2.4电源模块

智能密码箱采用双电源模式：电路连接的车载电源和自带的 12V 可充电电

池。电池如图 7 所示，另外配备了电源余量显示器，当电源不足以供电磁锁开

锁时，该显示器会自动发出尖锐的报警声。车辆在运行过程中，通过电路连接

北斗锁和车辆电源，实现电力供应，同时后备电源也在不断充电，当车辆静止

时，由后备电源对北斗锁供电，当解锁后自动断电，为下一次运行节省电量。

图 7.供电电池及电源余量显示器

2.2.5智能密码箱开锁程序

数 字 控 制

锁具

后台服务器

fuwiqu
定位芯片

通信模块

北斗卫星

STM32单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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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用户终端 APP设计与实现

用户终端 APP 基于 Android SDK开发，应用百度地图接口实现了包裹实时定

位显示、地理围栏、坐标获取、GPS真实坐标转换为 BD 坐标以及两点距离计算

等功能，同时采用了 TCP 通信技术，实现了与后台服务器的数据交互。用户终

端 APP及主界面如图 8 所示，主要功能包括递件服务申请、实时物流查询、收

货地址重置和开锁密码申请。

a. APP 图标 b. APP 主界面
图 8.用户终端 APP

2.3.1 递件服务申请

用户申请递件服务可以直接到公司快递收发处，也可以通过 APP 提交服务

密码箱锁死

返回“北斗镖局”

输入超级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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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公司在收到申请后派人上门查收物件，并对用户及其物件进行合法性检

测，以及对送往位置进行服务范围的判断，通过核实后公司开始揽件包装并收

取相关费用，进而派送物件。

2.3.2 实时物流查询

公司收件后会将客户物件的实时位置信息发送至服务器，当客户点击 APP
中的实时物流查询按钮，服务器通过 GPRS网络将物件坐标发送至 APP，从而在

APP端显示物件在地图上的实时位置（如图 9 所示），进行快件的实时跟踪。

图 9.实时物流跟踪界面

2.3.3 收货地址重置

当用户需更改收货地址时，可在 APP 地图上点击生成紫色的定位图标或拖

动该图标进行进一步调整，通过调用百度地图 API 获取该定位图标的实际坐标，

当用户点击 APP 中的收货地址重置按钮后，APP 后台获取到重置坐标更新地理

围栏，通过 TCP 网络通信发送给服务器，再由服务器转发给密码箱，完成收货

地址重置，如图 10所示。

图 10.收货地址重置界面

2.3.4 开锁密码申请

当物件到达指定收货区域时，用户可点击请求收货密码按钮，此时 APP 界

面会提示请求成功并显示密码，若此时物件未在指定收货区域内，则提示请求

失败，如图 11所示。整个过程中只有公司后台和用户个人拥有知晓密码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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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物品安全。

图 11.收货密码请求界面

2.4物流安全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物流安全管理系统由前端和后端两部分组成，前端是后台数据的体现，前

端设计可理解为视觉设计，后端为后台服务器用来交互、管理数据，物流安全

管理系统运作流程如图 12所示。

图 12.物流安全管理系统运作流程图

2.4.1物流安全管理系统前端

物流安全管理系统前端基于网页开发，在页面的布局时， HTML 将元素进

行定义，CSS 对展示的元素进行定位，再通过 JavaScript 语言实现相应的效果和

交互。实现了所有寄出包裹的实时位置及状态显示、客户管理、订单管理、车

辆管理、员工管理、配送定价审核等功能。管理系统前端是将信息系统得到的

数据分析运用，从而实现对货物信息的实时监控。掌握物品实时位置信息和监

控异常情况，可监控整体运输路线和密码箱情况。

管理系统的登录界面如图 13 所示，该界面仅限内部工作人员登录。

通信系统

信息系统

管理系统前端

终端控制

系统

数据库

智能密码箱

用户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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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管理系统登录界面

管理系统主窗口如图 14所示，主窗口加载了百度地图，图中定位图标即表

示所寄出密码箱，管理人员将鼠标放置在定位图标上即可显示图中的信息窗口，

该窗口显示了密码箱编号、包裹类型、目的地、收寄件人及司机联系方式以及

密码箱状态等信息。

图 14.管理系统主窗口

以下为管理系统主要功能界面：

图 15.客户管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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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订单管理界面

图 17.订单添加界面

图 18.线路管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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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配送定价审核界面

图 20.车辆管理界面

图 21.员工管理界面

2.4.2后台服务器

后台服务器以华为云弹性服务器为平台，基于 QT5.9.1 开发，编程语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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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编译工具使用 Microsoft Visual C++ Compiler 14.0。采用 TCP通信技术、数据

库技术，实现了数据的交互与统计管理。

（1）通信系统

通信系统是用于连接北斗卫星、服务器和用户三者间的实时通信而建立的

系统。北斗卫星将定位信息实时发送给密码箱，再由密码箱发送给服务器并存

储至信息系统，同时还将密码箱生成的实时密码发送给后台服务器，当用户需

要打开密码箱时，可通过 APP 向后台服务器发起请求，随后服务器将密码发送

至用户终端（通过 TCP网络通信形式）。

（2）信息系统

信息系统是个超大数据库应用系统，是服务器核心。将通信系统传来的数

据信息存储于数据库同时分析，然后发送至监控系统和终端控制系统，与之共

享信息。同时信息系统还应接受终端控制系统和监控系统的调度，配合这两个

系统运行。

（3）终端控制系统

终端控制系统是服务器处理数据及连接用户终端 APP 及密码箱和服务器的

系统。终端控制系统可以调度信息系统传来的整理分析的数据，也可通过管理

系统前端监测实时情况，并且可将调度出来的信息送至用户终端 APP，便于用户

对于实时信息的掌握。

三、作品展示

作品综合演示视频见“附件 1：作品整体介绍及演示”。

智能密码锁综合处理程序见“附件 2：Test.axf，运行平台：Keil uVision4.0
烧录工具：ST-link。

所开发的用户终端 app 见“附件 3：用户终端 app”，运行平台：安卓智能

机。

所开发的物流安全管理系统前端软件见“附件 4：物流安全管理系统前端”，

该系统测试登录账号为：账号 ：信天翁，密码：123456，登录网页为文件夹中

的 index.html文件。

所开发的物流安全管理系统后台服务器软件见“附件 5：物流安全管理系统

后台服务器”。

四、应用前景与效益

虽说我国的物流系统已经比较成熟，但依旧有可以完善的地方。基于 BDS
的物流管理系统比传统的物流模式更加完善，更加安全，更加人性化。其经济

效更是益不言而喻。无论是我国还是国外，每年因快件被盗造成的损失都非常

巨大，如果运用此新型物流系统，即可挽回绝大部分损失。同时，该系统大大

提高了物件的防盗性能，其追踪能力对于打击盗窃犯罪具有积极作用。此外，

新型物流系统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为核心，对加速我国北斗系统的研究发展具

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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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智能车的土壤养分检测系统的设计与制作

作 者：王奇俊、唐家田、孟非凡、王俊楠

指导教师：吴恩铭

学 校：中国民航大学

【摘要】随着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逐步完善，其中民用频段的

应用技术也逐渐趋于成熟。不同种类的植物有不同的生长温度，及湿度。而且

不同植物以及植物在不同生长阶段对温湿度的需求也不相同。我们总是希望植

物生长、发育得快一些以增加利润，所以就需要在植物的整个生长期提供最合

适的温湿度。因此，我们在充分利用我国北斗导航定位技术的前提下，设计了

一个可以及时检测土壤养分的智能小车。

【关键词】北斗定位 智能小车 土壤参数

[Abstract]Along with our country independ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the upgrade of the cb application technology is also
gradually mature. Different kinds of plants with different growth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And different plants and plant in different growth phases, the demand for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is not the same. We always want to plant growth,
development faster in order to increase profits, so they need in the whole growth
period of plants to provide the most suitable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Therefore,
we make full use of our country under the premise of beidou navigation and
positioning technology, designed a smart car can be timely detection of soil
nutrients

【Key words】Beidou positioning, smart car ,Soil data

一、背景及意义

1.1研究背景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现代农业的机械化程度越来越

高。而土壤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程度不言而喻，所以了解土壤的各项参数对我

们的农业生产尤为重要。在传统农业生产中，人们通常依靠自己的生产经验来

选择种植的农作物，在不了解土壤参数的情况下种植农作物难以达到经济效益

最大化。而测量土壤参数面临着测量难度大、工作量大、成本高等问题。

1.2研究意义

为解决上述问题，我团队将北斗定位模块与自主设计的小车结合，设计出

一款集测量土壤湿度、盐碱度、电导率于一体的智能履带小车。该小车抗干扰

能力强，具有较高的测量精度，操作简单方便，成本较低，可维护性好。实现

对温湿度的实时监测，是一种比较智能、经济的方案，适于大力推广，以便促

进农作物的生长，从而提高亩产量，以带来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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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设计思路

2.1总体设计

2.2各模块具体设计

图一

1.单片机：控制北斗模块、传感器以及舵机，传输数 据至上位机。

图二

2.北斗模块：更加方便的掌握小车所在的地理位置及经纬度，更加容易获取

实时信息。

图三

3.传感器：测量土壤数据，获取参数信息，得到所测土壤温湿度、盐分、电

导率等。

图四

4.机械臂：在舵机的驱动下，使其带动传感器并插入所测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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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5.履带车：小车主体，便于在田间工作，使其适应环境，完成实验。

实验者通过上位机对单片机输入指令，使其能灵活控制机械臂来带动传感

器，从而令实验者可以轻松获取所测土壤的数据，便于科学研究。同时，利用

北斗模块，可以实时得到所处位置，使实验更完善。

三、应用范例

3.1作物种植前土壤数据监测

我们可以利用该小车在进行完农作物播种前的松土工作后，可利用北斗模

块提供的位置信息设置些许采样点，让小车去完成土壤参数的检测，从而我们

可以利用小车采集到的数据绘出土壤的各类养分分布的图表，最后可以根据这

些信息得出最合理最具有经济效益的种植方案。我们利用小车对一块未知土壤

情况田地进行测量。

经过我们的实验，该小车可得到的土壤数据参数如下。

经度 117.2045 纬度 39.1347 有机质含量 1.94%，全氮 0.203%,全磷 0.447%,
全钾 1.27%，速效磷 9.5ppm,速效钾 9.5ppm。有效微量元素：锌 1.49 ppm,铜
0.72ppm,铁 8.1ppm,锰 7.2ppm。

经过分析得到，土壤耕性良好，保蓄能力差。推荐种植谷子，马铃薯等作

物。

3.2 未开垦荒地的土壤数据监测

为满足农业发展需要对荒地进行开垦，对于土壤情况不了解，用小车派往

进行土壤参数调查，通过将带有传感器的机械臂插入土壤将数据由单片机发送

至上位机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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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四、总结与展望

经过近半年的努力，我团队将平日毫不相关的各器件组合并配上北斗模块

制作出本款智能化、成本低、功能多样的土壤检测小车。大大降低了平日测量

土壤数据花费高昂的人力物力成本。为土壤参数检测提供了全新解决方案。

将本产品开创式采用土壤检测+北斗模块的模式，体验到北斗定位系统为我

们生活带来的便利。也体验到“北斗+”模式能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纵观全球各大定位卫星在农业上的利用鲜有耳闻，将

“北斗定位系统+农业”的模式运作起来。利用北斗系统的高精确度以及成本低

的特点像本产品一般多加以利用其在农业生产中的价值难以估量。

本产品目前以能通过便捷的土壤检测为农业生产提供巨大便利，但是其在

农业方面的应用远不止于此。

1.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土壤养分小车+喷水装置

土壤湿度低于一定值时便定点喷水与传统灌溉相比节约了人力和水资源。

2.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土壤养分小车+施肥装置

农作物氮磷钾成分低于一定值便定点施肥，也可在程序写入经纬度智能施

肥，土壤养分浓度高即不施肥。解决了农业生产中常出现的烧苗等问题。

3.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土壤养分小车+播种装置

根据土壤养分情况只能选择播种位置以及深度和时间。为农业经济利益最

大化提供有力的科技力量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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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定位的监狱管理系统

作 者：孙世伟、路懿、任清泉、张舒然

指导教师：张业伟

学 校：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摘要】本文针对现今监狱系统和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提出新的变革性的改进方

案，基于北斗卫星导航定位技术，结合可穿戴智能设备应用、无人机技术、无

线通讯技术等，设计一款新型“电子监狱”——智能矫正脚环。此电子监狱系

统大大简化现行监狱系统，降低运行成本，节省人力物力，合理调配资源。此

电子监狱系统逐步取代实体监狱，允许服刑人员分布于家中完成改造。如此一

来，监狱管理人员工作化繁为简，服刑人员身心全面发展，同时社会负担也大

大减轻。此电子监狱系统，有三部分组成，主要部分为智能矫正脚环，次要部

分为综合监狱管理平台，辅助部分为无人机监察惩戒设施和惩戒设施。

【关键词】“北斗”卫星导航 可穿戴智能设备 “电子监狱”

[Abstract]Nowadays the prison system,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and the new
revolutionary improvement plan is proposed the measur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mmunity correction, based on BD satellite navigation and positioning
technology, combined with wearable intelligent device application,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 technology, wireless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etc., design a new
type electronic prison - intelligent correction foot ring. This electronic prison system
greatly simplifies the current prison system, reduces operating costs, saves
manpower and material resources, and rationally deploys resources. The electronic
prison system has gradually replaced the physical prison, allowing inmates to be
reconfigured at home. In this way, the prison management personnel work more
and more, and the prisoners are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developed, while the social
burden is greatly reduced. This electronic prison system, there are three parts, the
main part of intelligent correction foot ring, a peripheral part of prison management
platform, auxiliary part for UAV supervisory punishment facilities and correctional
facilities.

【key words】BD satellite navigation, wearable intelligent equipment, “electronic
prison”.

一、背景

先来看我国大陆监狱现状与美国、香港的对比：（1）从改造成本上，在美

国改造一个罪犯，财政需要拿出人民币约 40 万元/人·年，香港改造一个罪犯

需约 30 万元/人·年，中国大陆的平均水平是 2.6 万元/人·年。（2）从重新犯

罪率来看，美国的重犯率在 25%左右，香港的重犯率 50%左右，中国目前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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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率低于 5%。（3）从警力配比方面，美国的监狱中警囚比为 40%，香港的警囚

比为 50%，司法部曾在 30年前提出 18%的标准，目前全国监狱范围内的警囚比

的平均数接近这个标准。乍一看，似乎我们用最少的国家投入，最少的警力，

产生了比人家好得多的效果。可是，我国有我国的国情，那就是人口基数大、

人口素质跟发达国家相比有相当差距等，这些就决定这我国监狱也是高负荷运

作的，总体成本和社会负担同样不容小觑。

图 1 是大陆香港监狱日常

在这种情况下，进行行刑社会化就显得十分必要且低成本。行刑社会化是

当代西方刑罚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向，是指在刑罚执行过程中，要调动监狱外的

一切社会积极因素，合力救助、改造罪犯。在具体制度上，一方面，借鉴英国

做法，宜将自由刑分为社区刑罚和监禁刑罚两大类，在刑种建构中注意保留被

判刑人与社会的联系。另一方面，可借鉴美国的做法，引入“劳动赔偿”的方

法，即让犯人无偿为社会服务一定时间以此来替代部分自由刑并可尝试引进“家

庭监狱”制度，对一些轻犯不关进监狱，而是让其在家里服刑。这样既可以体

现人性化精神又规范落实罪犯的人权保护。要实现“社区刑法”和“家庭监狱”

就必须有强有力的行之有效的配套设施——电子监狱系统的辅助实现。对犯人

进行生命检测、精准定位、作息执行、学习监督、通信沟通，同时具备处理突

发事件、办理人事档案、统筹管理的功能和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防范潜在

威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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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社区矫正需要社会上每一个人的关爱

我国监狱系统已运行六十多个春秋，我国大多数监狱现行的是集中型、混

押型模式，这已难适应行刑专业化、社会化的需要。主要问题有如下几点：

（1）罪犯差别处遇真正体现难

（2）罪犯回归前的过度环境缺失

（3）行刑成本浪费

（4）监企社合一，监狱职能多元化

（5）改造罪犯方式、手段范后

（6）分级分类体制的不完善

如果在“电子监狱”的帮助下实现社会化，可以通过专家对所服刑社区或

家庭针对性提出改造方案，以此来实现分类的专业化，做到“因材施刑”。

综上所述，行刑社会化是我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改革和开放的必要趋势，

人民素质提高的必要途径，而辅助其实现的则是“电子监狱”。

二、产品及应用方案介绍

此电子监狱系统，由三部分组成，主要部分为智能矫正脚环，次要部分为

综合监狱管理平台，辅助部分为无人机监察惩戒设施。智能矫正脚环具备防拆

防爆防水、人体感应、生命检测、精准定位、作息执行、学习监督、通信沟通、

强制安保等基本功能或特点；综合监狱管理平台是“电子监狱”管理人员对所

有“在押在册”犯人检测管理的终端，同时兼具处理突发事件、办理人事档案

的功能，具有统筹管理的作用；辅助监察惩戒设施是一道强制防线，起到保护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防范潜在威胁的作用。

目前市场上存在大量的商业定位手环，像小米、华为、苹果的高科技公司

都已经推出自主品牌的多功能手环，可见对于定位来讲手环的电子部分的小型

化已经成熟，我们这里限于经费等原因并没有将智能矫正脚环的尺寸放在第一

位考虑，而是优先完成验证试验。同时考虑到在押服刑人员的心理自尊等原因，

我们采用更加隐蔽不易发现的脚环而不是手环。当然，安全因素也是我们着重

考虑的，例如：我们设想矫正脚环将包含强制安保部分——智能电击器。一旦

发现服刑人员有危险行为倾向，及时电击阻止事态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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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电子监狱构想

2.1智能矫正脚环

以 STM32开发板为基础，结合人体感应模块、北斗模块、2.4G 无线收发模

块、有源蜂鸣器模块等，开发一款适合穿戴的电子设备，并将电子硬件集成到

起结构支持作用的矫正脚环上去。

2.2综合监狱管理平台

电脑端开发一款软件作为后台管理系统平台。两者通过连接的无线通讯模

块将能够实现数据传输。通过无线通讯的方式将智能矫正脚环的位置数据、是

否正在穿戴中等相关信息发送到电脑。电脑上的管理系统经过初可视化理以后

呈现在工作人员的面前。同时，经过后期开发，后台管理系统平台将具备 ACCESS、
EXCEL接口，以便实现方便办公及档案管理等。

2.3无人机及惩戒设施

无人机为可射击类型，弹种主要为催泪弹、烟雾弹、麻醉弹等，可通过智

能矫正脚环触发也可通过后台管理系统触发。一般情况下，无人机为潜伏状态，

潜伏位置每隔一段时间更换。遇到突发状况或者紧急情况，无人机将升空做出

反应，针对犯罪分子发射麻醉弹，并向后台传输现场视频，如果实在制止不了

将向周边发出警告。无人机触发方式可分两种途径，一种是直接通过智能矫正

脚环，一旦脚环判定罪犯做出严重违规违纪，将通过蓝牙模块或者 WiFi 模块发

送信号给无人机，请求做出反制措施。另外一种是，智能矫正脚环将信号发送

给后台，由后台转发信号给无人机，使其做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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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电子监狱系统组成

三、系统实施方案

3.1系统结构

本项目系统结构如图 1 所示，系统分为目标端和监视端，目标端由北斗模

块、STM32 模块、人体感应模块、2.4G 收发模块、电池模块组成。监视端由 STM32
模块、2.4G 收发模块、电脑和监视软件组成，目标端的信息通过 2.4G 无线通信

传到监视端的 STM32模块，然后利用串口通信将信息传输到监视软件进行显示。

图 5、系统结构框图

3.2目标端设计

（1）北斗模块

本项目所使用的北斗模块如图 2 所示，核心定位芯片为瑞士 u-blox 公司

的 NEO-M8N，支持并发接收北斗、 GLONASS、 GPS/QZSS，并具有行业领先的

-167dBm 导航灵敏度，可以满足性能和成本要求。

北斗模块接受到北斗导航系统的定位信息后，通过通用同步/异步串行接收

/发 送 器 (Universal Synchronous/AsynchronousReceiver/Transmitter， USART)将
位置等信息发送给 STM32 模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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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北斗定位模块

（2）人体感应模块

人体感应模块与 STM32 模块连接，用来检测目标端是否离开罪犯，若感应

不到罪犯生物信号，则目标端则向监测端发送报警信号，本项目用到的人体感

应模块如图 3所示。

图 7、人体感应模块

（3）2.4G 收发模块

本项目所用的 2.4G 收发模块如图 4 所示，该模块传输距离可达 2000 米，

具有良好的抗干扰性，2.4G 模块与 STM32 通过标准 SPI 模式通信，最大速率可

达 10Mbps。

图 8、 2.4 收发模块

（4）STM32模块

STM32 系列基于专为要求高性能、低成本、低功耗的嵌入式应用专门设计

的 ARM Cortex-M3 内核。该处理器是一个 32 位处理器内核，内部的数据路径、

寄存器、存储器接口的数据宽度均为 32 位 。 CM3 采用了哈佛结构，程序存

储器与数据存储器相互独立，采用独立的指令总线和数据总线，可以让取指令

与数据访问并行不悖。 CM3 内部具有众多调试组件，用于在硬件水平上支持

调试操作，如指令断点，数据观察点等。另外，为支持更高级的调试，还有其

他可选组件，包括指令跟踪和多种类型的调试接口[1]。

将北斗模块、人体感应模块和 2.4G 模块接到 STM32模块上，构成目标端，

根据实际需要可将目标端设计成各种穿戴形式，STM32 模块将北斗模块接收到

的定位信息和人体感应模块的感应信号通过 2.4G模块传输到监测端的 STM32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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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然后通过 RS-232模式与电脑通信。

3.3硬件实现

（1）目标端：将北斗模块与 STM32 模块的 USART2 连接，北斗模块通过

STM32 模块 5V 供电，并与其进行串口通信，2.4G 模块连接 SPI3 端口，通过

STM32 模块 5V 供电，人体感应模块的信号端口与 PD3相连，通过 STM32 模

块 3.3V 供电，STM32模块通过电池供电。

（2）监视端：将 2.4G 模块连接到 STM32的 SPI3端口上，STM32通过 USB
供电。

图 5是目标端和监测端的硬件，供电后目标端与监测端的 24.G模块建立通

信，目标端的 STM32模块接收北斗模块的数据，然后通过解析得到经纬度、速

率、方位、可见卫星数和正在使用卫星数等，同时监测人体感应模块的信号，

最后以固定格式发送到监测端，图 6 是监测端 STM32接收到的数据，通过串口

调试软件显示，数据通过逗号分隔，数据为：<速度，纬度，经度，正在使用卫

星数，可见卫星数，人体感应模块状态>

图 9、目标端和监测端的硬件

图 10、监测端 STM32 接收到的数据

3.4软件实现

监视软件的编程工具是 VS2015 Community 版，框架为 MFC，编程语言为

JavaScript和 C++，本项目还使用了百度地图 API，可在软件上实时显示目标和监

视系统的位置。

（1）监视软件与 STM32模块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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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监视实时的接收到 STM32 模块数据，软件读取串口数据采用事件

触发模式，即单独开启一条线程来监视 STM32 发送过来的数据，发生中断后，

读取串口数据，同时通知主线程更新数据，读取完数据后等待下一次数据的到

来，图 7是监视软件整体效果图。

图 11、监视软件整体效果图

（2）百度地图网页文件

通过编程形式，实现 C++与 JavvScript交互开发，将接收到的经纬度数据直

接传送到百度地图网页上，从而实现在百度地图上实时显示目标的位置。

四、系统测试

4.1硬件测试

将目标端和监测端的硬件通过串口转 USB 线连接电脑，先打开目标端

STM32模块的开关，然后打开监测端 STM32 模块开关，打开两个串口调试软件，

查看发送和接受的数据是否一致，若一致，则说明数据收发正确，图 8 是目标

端发送的数据，图 9 是监测端接收的数据，图中因为北斗模块还没有定位，所

以数据以 0代替，数据更新速率约 1.1 秒。

图 12、目标端发送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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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9 监测端接收的数据

4.2 软件测试

完成上述硬件测试后，打开监视软件，操作步骤依次为：设置监测端经纬

度——>设置端口——>打开端口——>开始监视，操作完后状态栏会显示“正在

连接卫星”，如果北斗模块成功定位，状态栏则显示“正在监视中”，同时百度

地图会实时的显示目标端的位置，并且跳动，目标端和监测端的位置均有文字

标识，同时软件上方 Ribbon栏会显示目标端传过来的数据：经纬度、速度、可

见卫星、正在使用卫星，还有目标端和监测端的距离，此外还有说明的的是，

本项目的百度地图是在线的，由百度提供服务，所以在有网络的情况下才能正

常工作，图 10 是实际测试的效果图，图中显示了分别目标端和监测端两个标志

和标签，软件数据更新正常，数据更新速率大约 1.1秒。

图 14、软件实际测试效果

五、场景模型

首先，我们假设罪犯 A，他一朝失足犯了偷窃罪，判有期徒刑四年。鉴于其

有悔过意识，思想进步较快，态度积极，本应该吃四年牢饭的他遇到政策可以

进行社会化行刑。经过执法部门的心理专家和教育人员的辅导和教育，鉴定罪

犯 A 的精神态度和思想倾向达到移送“家庭监狱”的标准。于是，罪犯 A 在监

狱的后台管理系统登记完各种信息后，虽然罪犯 A 可能因为家境的问题租用不

起一套“电子监狱”，但是收监方允许其借用整个服刑期间，最后他还是愉快的

戴着智能矫正脚环返回家中。罪犯 A 很清楚，虽然可以“重见天日”，但是他只

能在以自家为中心方圆百米内活动，而且每天的作息还是与在监狱时一样，虽

然没有狱警的看管，但是他有进步的思想和对家人的承诺，更重要的是，智能

矫正脚环将会时时监督督促他何时该做何事。早上，A 在智能矫正脚环的起床铃

声中醒来，简单洗漱、吃早饭，一日之计在于晨，脚环每天上午都会为他安排

充实又实用的网络资源教程供他学习，一共四节课，他需要并渴望不断地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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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他想要把这四年服刑期当作自己迟来的大学，“大学毕业”后，他希望自

己成为一名合格的电焊工。完成一上午繁重的学业，还不到他的午饭时间，矫

正脚环为他安排了饭前运动操，来增强他的体质。吃过晚饭后，他有两个小时

的时间进行午间休息或娱乐。下午他要按照系统指定的路线去孤寡老人家照顾

生活，为社会做贡献。吃过晚饭后，是他进行劳动的时间。“劳动是罪犯改造的

主战场。有四大功能，第一是恶习的矫正，第二是技能的养成，第三是秩序的

稳定，第四是财富的创造。秩序的稳定很重要，一个人没事干的时候容易想入

非非，但是如果一天八个小时坐在生产线上，保质保量地完成生产任务，那么

这个人一定是遵守规矩，洗心革面的。”智能矫正脚环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所

以安排他按照指定的路线去固定地点做一名环卫工人。而劳动所得报酬一小部

分回报社会，剩下大部分作为他对家庭的贡献补贴家用。一直到夜深人静的时

候，他便也可以怀着满足感充实感和欣慰入睡。每周他还会按时到执法部门做

一次思想汇报。而他每一天的位置数据、行动路线、体温信息、心跳信息、学

习时间、通信状况等等相关信息反馈给后台管理系统。当然了，作为人，总会

有喜怒哀乐丑美善恶的。A 时常会做噩梦，梦中他看见自己心生邪念，他想要一

街之隔那家店的华为手机，他想偷甚至抢。他在应该休息的时间走向那家店，

智能矫正脚环提醒他该睡觉了，但他置之不理，智能矫正脚环提醒他违规靠近

隔离区防线了，他充耳不闻，智能矫正脚环提醒他已经离开法定电子监狱范围

了，同时脚环警报灯和警报声发出，并将紧急情况的信息同时发往三方，他的

法定行刑期间监护人和承诺人——他的妻子、后台监狱管理系统、潜伏无人机

惩戒设施。他的妻子在手机收到信息后立刻出门阻止他。后台狱警则立即调度

警力前往事发现场并通过大数据预测他很有可能对手机店作案，于是立刻电告

手机店主。潜伏无人机突然出现并向罪犯 A 射击麻醉弹以及抛投催泪弹。显然

最后他再次被捕并取消社会执行刑罚的资格，这一刻他惊醒。

六、结论或意义

本系统实现了罪犯终端、狱警终端、无人机终端的互联互通，生态的构成

电子监狱架构。（

图 18
(1)行刑社会化、监狱体系运行低成本、社会负担最小化的实现奠定基础

(2)真正体现罪犯差别处遇

(3)大幅减小行刑成本

(4)丰富和发展了改造罪犯方的式、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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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完善了分级分类体制

(6)还能补全罪犯回归前的环境缺失

(7)顺应时代的潮流，在监禁过程中体现人性化精神和落实人权保障

(8)实现监狱职能单一化专业化，保证监狱有可靠、充分的经费的同时

(9)潜移默化的改变着中国民众对犯罪人员带有歧视和恐惧的妖魔化的眼

光

通过“电子监狱”，既提高了罪犯管理的科学性和改造丁作的针对性，提高

了罪犯的改造质量 ， 有效利用了社会资源和维护罪犯合法权益，降低行刑成

本，又促进了现代行刑社会化和人文化，充分体现了法律惩罚和改造罪犯的刑

事政策，实现与国际先进的行刑模式对接适应国际人权斗争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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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系统的防溺水呼救护腕

作 者：孙天然、陈铭浩、覃勇、勾文沙

指导教师：雷勇

学 校：四川大学

【摘要】溺水是人体呼吸道进水后导致肺部吸水引起缺氧窒息的现象，可导致

呼吸衰竭乃至死亡的严重后果。近年来，溺水事故身亡频发，已成为学生非正

常死亡的头号杀手，儿童安全数据显示每年近 3 万儿童死于溺水，每年有近 5

万儿童因为意外死亡，溺水占 60%。仅 2007 年度，全国溺水死亡的总人数为 11.7

万人。本装置采用 STM32 单片机为控制核心，运用北斗定位导航系统兼容 GPS

定位模块，GSM 通讯模块，GPRS 数据传输模块，心率测量、脉搏传感器等相关

技术模块。本装置可以通过佩戴者的心率，血氧含量，位置，所处环境湿度等

信息进行综合测定与判断，在检测到使用者进入到水中时进行定位，并在此时

将佩戴者的位置信息发送至佩戴者亲人的手机上进行预警，在此过程中，设备

对佩戴者的各种体征进行实施监控并每隔固定时间将佩戴者的位置、生命体征

等信息进行分析，并将这些信息发送到外界，当检测到佩戴者的生命体征等信

息开始出现不正常的波动或存在向溺水状态靠近时，装置需要立刻将信息向外

界发送，并提醒佩戴者，从而最大限度的减少溺水带来的安全事故。本装置在

检测佩戴者状态时通过多种方式共同检测，可以最大限度确保检测的准确度，

减少误判率。

【关键词】溺水 北斗定位 心率测量 STM32单片机 GPRS数据传输

[Abstract] Drowning is the phenomenon of anoxia and asphyxia caused by the water
intake of the human respiratory tract, which can lead to severe consequences of
respiratory failure and even death. In recent years, drowning accidents have been
frequent. They have become the number one killer of students' abnormal death. Child
safety data show that nearly 30 thousand children die of drowning every year, and
nearly 50 thousand children are drowning 60% of them every year. In 2007, the total
number of deaths from drowning in the country was 117 thousand. The device uses
STM32 microcontroller as the core of control, and applies Beidou Positioning and
navigation system module, GSM communication module, GPRS data transmission
module, heart rate measurement, pulse sensor and other related technology modules.
The device can be through the wearer's heart rate, oxygen content, location,
environment humidity and other information determination and judgment in the
detected user position into the water, and will be motivated for the wearer's mobile
phone warning position information is transmitted to the wearer's family at this time,
to automatically detect the wearer in a state outside automatically send the position
information of the wearer to call for help, the safety accident and thus minimize the
drownings. The device can detect the wearer in a variety of ways, which can en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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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ccuracy of the detection to the maximum and reduce the rate of misjudgment.

【Keywords】Drowning, Beidou location, heart rate measurement, STM32-
single chip, GPRS data transmission

一、引言

本方案旨在研究开发一套基于北斗卫星的防溺水呼救护腕，本装置以

STM32 单片机为控制核心，运用北斗定位导航系统兼容 GPS 定位导航系统，

GSM 通讯，GPRS 数据传输，心率测量、脉搏传感器等相关技术。实现自动检

测佩戴者是否处于溺水状态并在预判或检测到佩戴者处于溺水状态后自动发送

求救信息，求救信息包括佩戴者的实时心率、血氧含量、位置信息等，以实现

最大限度的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概率。

本文首先介绍了防溺水呼救装置的研究背景。近年来，溺水死亡事故的数

量一直居高不下，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数据，2015 年世界各地每年溺水死亡

数估计为 36 万例，占所有与伤害有关死亡的 7%。在我国，每年的 5 至 9 月份，

是学生意外溺水事件频发的季节。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每年有 5.7 万人死于溺

水。溺水，已成为导致学生非正常死亡的“头号杀手”。目前我国在预防民众溺

水方面上的措施大部分为宣传策略，在学校，机关单位等地做一些防溺水的宣

传，但是实际效果一般，且不能有效的减少事故的发生率，因此我国民众（尤

其是学生，小孩）溺水事故数量一直排在意外事故死亡数量的前两名。

基于上述背景下，本文随后介绍了本装置的设计方案，分为硬件和软件两

个部分，硬件系统由控制核心模块、北斗导航系统模块、电源稳压模块、GPRS
数据传输模块、传感器检测模块等模块组成。控制核心使用 STM32 单片机，实

现对心率传感器，湿度传感器，血氧含量传感器测量的数据与北斗定位位置信

息进行综合分析，对佩戴者的状态进行检测和预判，并控制 GPRS 数据传输模

块和北斗模块短报文功能进行信息传送，及时的将预警信息、呼救信息传送到

外界，以争取佩戴者的最大营救可能。软件设计部分在 Matlab，Echart，C#，
WebStorm，Keil uVision5，Android Studio 等软件基础平台上完成，采用 C 语言

编写单片机的控制系统。

最后展示了系统的测试数据及主要的参数，对系统未来的改进方向与发展

前景进行了展望和总结。

二、研究背景

溺水是全球非故意伤害死亡的第三大原因，已成为严重危害人群健康和生

命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全球每年有超过 37 万人死于溺水，其中 91%发生在中

低收入国家。在中国，15 岁以下儿童溺水死亡率波动在 6／10 万～8／10 万，

溺水已成为中国儿童伤害死亡的首位原因。近年来发生过多起学生、儿童溺水

事件：2013年 6 月 16 日，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瓦店镇逵营村 4名中小学生在白

河洗澡时滑入深水区溺亡。同年 6 月 18日，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魏岗乡中心小

学 3名学生在放学后到张楼村一水塘洗澡时溺亡。同年 6 月 22日，内蒙古自治

区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 11 名中小学生自行结伴到雅鲁河玩耍时，5 名学生跌入

深水区溺亡。

而在一份对农村中小学生家长溺水认知和行为调查分析中发现，81.5%、

48．3%、45．5%的家长分别知道溺水可以预防、溺水后现场急救知识、癫痫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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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导致溺水。9．5%的学生自我报告“在过去 1年内曾发生过溺水”，并高于家

长报告学生溺水发生率(4．4%)；26.0%的学生“过去 1 年内曾在无成人陪伴下去

非游泳区(池塘、河流、湖泊等)游泳”，而 12.0%的家长不知道孩子在无成人陪护

下是否去过不安全水域玩耍。调查中显示 76.4%的家庭周围有池塘、河、水池等

开放性水域，其中 81．4%的水域无设立禁止游泳标识；且只有 59．3%的家长

告诫孩子要远离危险水体。16．3%的家长有意识地改变周围危险水体环境。

63．9%的家长表示“每年都对孩子进行预防溺水教育”。有这份报告可知，人们

对溺水问题的重视度任然不够，特别时在农村，警惕性较弱，因此很容易出现

溺水事故。

图 2.1 农村中小学家长溺水认知图

图 2.2 农村中小学家长对溺水防范图

目前防止溺水事件发生的最主要的方法是通过学校老师的常识教学，防溺

水安全宣传讲座，传单，父母教育等方式，并没有可以智能检测佩戴者状态的

设备。因此在实际效果中由于中间的某一环节没有落实到位从而导致溺水事故

发生的案例很多。所以，对于溺水者的自动检测、及时预报与信息回传就是当

前研究的热门话题。

根据这一现象，本项目组做了一次调查报告，共抽取了 146 人进行问卷调

查。在报告的数据整理中，有几项数据比较有代表性。

第二题题目：您有曾经溺水或见到他人溺水的经历吗，在这一问题中，统

计结果如下表 2.1 和环形图 2.3 所示
表 2.1 关于是否有溺水经历的调查结果统计表

选项 小计 比例

有 28 19.18%

没有 118 8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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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46

图 2.3 关于是否有溺水经历的调查结果环形图

在所有参与调查的人中，有溺水相关经历的人占到了近 20%，这说明，每五

个人中就有一个人自己或者身边的人有过溺水的经历，这个比例在各种意外事

故发生概率中属于较高的，也说明市场急需一款可以帮助大家防止溺水的安全

保障装置。

第三题题目为“您对溺水相关的急救知识了解多少呢”，统计结果如下表 2.2

和环形图 2.4 所示。
表 2.2 关于急救知识了解程度调查结果统计表

选项 小计 比例

非常了解 0 0%

了解一点 91 62.33%

不了解 55 37.67%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46

图 2.4 关于急救知识了解程度调查结果环形图

在溺水相关急救知识的调查中，完全了解的人几乎为零，有近 40%的人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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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了解，并且在了解一点的人中，也并非全做对了接着几道常识性急救问题，

由此可见，普通大众对急救知识的了解具有巨大的缺口。

第九题题目为“您是否希望自己或者自己的家人（老人、小孩等）在游泳

或出游时佩戴防溺水装置”，调查结果如下表 2.3 和环形图 2.5 所示。
表 2.3 关于是否希望佩戴防溺水装置调查结果统计表

选项 小计 比例

非常希望 110 75.34%

有点希望 32 21.92%

不希望，没必要 4 2.74%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46

图 2.5 关于是否希望佩戴防溺水装置调查结果环形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民众对可以预防溺水的装置有很大的期待，而小孩、好

人作为弱势群体，时时刻刻牵挂着其父母/子女的心，因此，可以研究一种提前

预防溺水的可穿戴装置是非常有必要的。

本项目组将 BDS 定位技术，GPRS 数据传输技术，心率测量等多学科知识有

机结合，研制开发出用于防溺水呼救装置，配合网页、手机端的预报平台，就

能够准确及时的在溺水事故时向外界回传佩戴者位置、生命体征等信息，可以

极大的提高后续对人员营救的效率，避免溺水死亡事故的发生。

三、硬件系统

3.1 装置方案系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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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装置最小系统设计图

3.2主控核心 STM32F103单片机

STM32F103 单片机是由 ST 公司出品的 32 位 ARM 微型控制器，其核心为

Cortex-M3， 带 64 或者 128K 字节闪存的微控制器 USB,CAN,7 个定时器，2
个 ADC,9 个通信接口。STM32F103 单片机特性主要有以下九个方面。

（1）最高 72MHZ 工作频率，在存储器的 0 的等待周期访问时可达

1.25DMisp。
（2）20K字节的 SRAM，64K或者 128K 字节的闪存程序存储器。

（3）2.0-3.6V 供电和 I/O 引脚。

（4）4-16MHZ晶振振荡器。

（5）3 个 16 位定时器，每个定时器有多达 4 个用于输入捕获/输出比较

/PWM或脉冲计数的通道和增量编码器输入。

（6）2 个 12位模数转换器，1us 转换时间（多达 16个输入通道）。

（7）双采样和保持功能。

（8）7 通道 DMA 控制器。

（9）1 个 16位带死区控制和紧急刹车，用于电机控制的 PWM 高级控制定

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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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线性框功能图

图 3.3STM32 主控核心实物图

3.3MC20-北斗+GPS定位模块

3.3.1性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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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MC20 性能指标

名称 指标

供电 VBAT 供电电压范围：3.3V~4.6V
频段 四频：GSM850, EGSM900, DCS1800, PCS1900

GSM 等级 Small MS
发射功率 Class 4 (2W): GSM850 和 EGSM900

Class 1（1W）:DCS1800 和 PCS1900
物理特性 尺寸：(18.7±0.15) × (16±0.15) × (2.1±0.2)mm

重量：1.3g
天线接口

特征阻抗

50Ω

温度范围 正常工作温度：-35°C ~ +75°C
扩展温度范围：-40°C ~ +85°C

图 3.4MC20 实际图

3.3.2北斗定位原理

北斗卫星定位系统的基本原理是根据高速运动的卫星瞬间位置作为已知的

起算数据，采用空间距离后方交会的方法，确定待测点的位置。如图所示，假

设 t 时刻在地面待测点上安置北斗卫星定位系统接收机，可以测定北斗卫星定位

系统信号到达接收机的时间△t，再加上接收机所接收到的卫星星历等其它数据

可以确定以下四个方程式：

原理图如下图 3.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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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北斗定位原理图

3.3.3北斗兼容性与互操作

北斗系统具有许多其他导航系统所没有的创新功能，其中最常用的两个功

能就是北斗的短报文功能与北斗系统的兼容性。北斗导航中的兼容性，指的是

单独使用一个系统或者联合使用多种导航系统进行导航以及授时服务时，多种

系统不相互干扰各自的服务或信号，并且没有恶意形成导航冲突。从技术层面

上来讲，主要是在频段选择、信号调制方式以及信号功率设计等方面不会对其

他系统产生不可接受的干扰。由于北斗系统具有的兼容的特点，本项目使用北

斗+GPS双模定位的方式对佩戴者进行定位。

GPS/北斗双模卫星导航系统是目前最先进的卫星导航系统，它充分利用了

单北斗和单 GPS 两套卫星定位系统的长处和资源，使其精度和和可靠性更强。

它们共同集成在车载终端上，在相同场景下同时采集定位信息，该定位信息通

过无线通信模块传输采集到的定位信息到服务器端，通过适合 GPS/北斗双模卫

星导航系统的差分定位算法，有效地提高了整体的定位精度。根据终端经纬度

和模拟经纬度的差值我们可以计算出偏移量。偏移量是反应静态定位精度的关

键参数。地球上任意两点间距离：设第一点终端经纬度为(A0,Aa)，第二点模拟

经纬度为(B0,Ba )，按照 0 度经线的基准，东经取经度的正值(Longitude)，西经

取经度负值，北纬取 90-纬度值，南纬取 90+纬度值，则经过上述处理过后的两

点被计为(A0’,Aa’)和(B0’,Ba’)。有以下公式：

可以得到待测点的位置坐标。（其中 R 和 D 单位是相同，半径 R=6370996.81
米，D 单位为米，h=h1-h2，h1是终端高度，h2是模拟终端高度，p为偏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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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三种定位方式条件相同情况下的偏移量

从上图可以看出看出在相同场景、相同条件下，GPS/北斗双模定位系统的

定位精度更高。

在 2017年，中美正式签署《北斗与 GPS 信号兼容与互操作联合声明》这一

文件，这代表着北斗和 GPS 信号不仅仅能够兼容而且能有互操作这种更高层级

的存在。而互操作从技术层面上来讲，其包括空间信号互操作、星座互操作以

及信息互操作（包括时间和空间参考系统的互操作）。所以互操作在兼容的基础

上能够实现多个系统之间信息和资源共享的目的。

而且它更具有以下几个优点：

①北斗和 GPS 结合，具有更多卫星，定位出的位置可以相互印证，则精度

和可靠性更强。

② 北斗的时钟要优于 GPS 的时候，接收机使用双系统并采用北斗时钟时，

对于卫星导航系统的授时和定位来说更好。

3.3.4MC20优点

1. MC20 是一款集成了高性能 GNSS 引擎和四频段 GSM/GPRS 引擎的多功

能无线模块。它可以以 All-in-one 方案或 Stand-alone 方案工作，以满足客户的

不同应用需求。GNSS 接收机集成了 BeiDou 和 GPS 系统，它支持包括 GPS、
BeiDou、SBAS（包括 WAAS、EGNOS、MSAS 和 GAGAN） 和 QZSS 等多个定位

和导航系统。它能够在最小功耗时实现工业级的接收灵度、高精确度以快速首

次定位。

2. 北斗定位可以实现全天候工作。

3. 北斗定位系统的定位精度在 2.0m CEP（SBAS 水平），与 GPS 定位精度水

平相当。

4. 北斗导航系统是在地球赤道平面上设置 2 颗地球同步卫星颗卫星的赤道

角距约 60°。GPS 是在 6 个轨道平面上设置 24 颗卫星，轨道赤道倾角 55°，

轨道面赤道角距 60°。航卫星为准同步轨道，绕地球一周 11小时 58 分。

5. “北斗一号”用户的定位申请要送回中心控制系统，中心控制系统解算

出用户的三维位置数据之后再发回用户，其间要经过地球静止卫星走一个来回，

再加上卫星转发，中心控制系统的处理，时间延迟就更长了，因此对于高速运

动体，就加大了定位的误差。此外，“北斗一号”卫星导航系统也有一些自身的

特点，其具备的短信通讯功能就是 GPS所不具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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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MC20 功能图

图 3.8 引脚分布图

3.4 MZH001 GPRS 模块

GPRS 即通用分组无线服务技术（General Packet Radio Service），是 GSM 移

动电话用户可用的一种移动数据业务，GPRS突破了 GSM网只能提供电路交换的

思维方式，只通过增加相应的功能实体和对现有的基站系统进行部分改造来实

现分组交换，这种改造的投入相对来说并不大，但得到的用户数据速率却相当

可观。

自从首次实现文本信息传输以来，无线数据应用已经历了飞跃式的增长，

单是看看欧美知名厂商大肆宣传通用分组无线业务(GPRS)的劲头，似乎也能让人

感到下一代移动数据应用时代的行将来临。将在 99 年底或是 2000 年初开启的

通用分组无线业务 GPRS，作为迈向第三代个人多媒体业务的重要里程碑，将使

移动通信与数据网络合二为一，使 IP 业务得以引入广阔的移动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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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中使用的 GPRS 无线传输模块是使用的 MZH001 GPRS 模块，是上海

移远科技移远科技公司用于调试 MC20 无线传输模块而开发的套件。本模块以

STM32 单片机为核心，以 MC20 GPRS 模块为通讯渠道，并且引出了 STM32 单

片机的大部分 IO 口资源，因此可在此基础上根据自己的需求开发出完成的系

统。

图 3.9 MZH001 GPRS模块系统框图

图 3.10 MZH001 GPRS 模块实物图

3.5 心率、血氧含量测量模块

本项目的心率测量、血氧含量测量模块使用的是MAX30102模块，MAX30102
是一个集成的脉搏血氧仪和心率监测模块。它包括内部发光二极管，光电探测

器，光学元件，以及低噪音的电子设备。MAX30102 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系统解决

方案来简化移动和可穿戴设备的设计过程。

3.5.1 MAX30102 参数特性
表 3.2 MAX30102 参数特性

名称 参数特性

电路板尺寸 18*15mm

电路板厚度 2.5mm

LED 峰值波长 660nm/880nm

LED 供电电压 3.35V

检测信号类型 光反射信号（PPG）

输处信号接口 I2C 接口

通信接口电压 1.82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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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MAX30102 测量原理

传统的脉搏测量方法主要有三种：一是从心电信号中提取；二是从测量血

压时压力传感器测到的波动来计算脉率；三是光电容积法。前两种方法提取信

号都会限制病人的活动，如果长时间使用会增加病人生理和心理上的不舒适感。

而光电容积法脉搏测量作为监护测量中最普遍的方法之一，其具有方法简单、

佩戴方便、可靠性高等特点。

光电容积法的基本原理是利用人体组织在血管搏动时造成透光率不同来进

行脉搏和血氧饱和度测量的。其使用的传感器由光源和光电变换器两部分组成，

通过绑带或夹子固定在病人的手指、手腕或耳垂上。光源一般采用对动脉血中

氧合血红蛋白（HbO2）和血红蛋白（Hb）有选择性的特定波长的发光二极管（一

般选用 660nm 附近的红光和 900nm 附近的红外光）。当光束透过人体外周血管，

由于动脉搏动充血容积变化导致这束光的透光率发生改变，此时由光电变换器

接收经人体组织反射的光线，转变为电信号并将其放大和输出。由于脉搏是随

心脏的搏动而周期性变化的信号，动脉血管容积也周期性变化，因此光电变换

器的电信号变化周期就是脉搏率。同时根据血氧饱和度的定义，其表示为：

MAX30102本身集成了完整的发光 LED及驱动部分，光感应和 AD转换部分，

环境光干扰消除及数字滤波部分，只将数字接口留给用户，极大地减轻了用户

的设计负担。用户只需要使用单片机通过硬件 I2C 或者模拟 I2C 接口来读取

MAX30102 本身的 FIFO，就可以得到转换后的光强度数值，通过编写相应算法就

可以得到心率值和血氧饱和度。

3.6 电源稳压模块

本系统使用的供电为 5V，选用电路为 LM2940-5.0。

图 3.11 稳压原理图

图 3.12 实际测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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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2940CT-5.0特性

1） 输出电压 5V
2） 最小输入输出电压差小于 0.8V
3） 输出电流 1A
4） 最大输入电压 26V
5） 工作温度-40—+125C
6） 内含静态电流降低电路

7） 过流、过热保护

8） 电池反接，反插入保护

四、软件系统

4.1 定位装置程序

定位装置需要完成的功能是：接收北斗和 GPS 定位模块发出的定位数据，

提取自身的经纬度信息，储存在单片机（STM32F103）内；每当单片机向服务器

传输数据时，都会上传一次位置信息，作为自己的采样识别信息。

以上功能所涉及的主要软件功能有：

1. 北斗+GPS 定位模块提取采样信息。

2. 北斗+GPS 定位模块向单片机传输位置信息。

3. 单片机通过 GPRS 数据传输模块向服务器发送信息。

4. 服务器端口处理位置信息。

MC20 定位芯片接受数据的指令分为以下类：

1. GPGGA，主要是经纬度信息和高度信息；

2. GPGSV，主要是当前的定位状态信息；

3. GPRMC，主要是时间信息和经纬度信息。

示例数据如下所示：

图 4.1 示例数据图

单片机控制软件使用中断和一个标志位来提取北斗的数据，在该中断中程

序不仅处理了数据的提取，而且录入了一些指令，以方便开发人员的后续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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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安装人员的程序调试。主要常用指令如下所示：
表 4.1 单片机常用指令

指令代码 用途 示例 示例说明

cfgmsg 控制数据传输的内容 $cfgmsg,0,1,0 关闭指令 GPRMC 的数据传输

$cfgmsg,0,1,1 打开指令 GPRMC 的数据传输

具体程序见源程序

4.2 GPRS通讯程序

GPRS通讯程序需要完成的功能主要是把测量的相关数据传递到网络终端服

务器上。数据传输的具体程序使用部分 MC20的已有底层程序。

在发送相关数据之前，需要对 MC20 进行初始化。同时可以通过程序检测

MC20 的工作环境及工作状态。工作程序如下：

printf（”AT+CPIN?\r\n”）;
delay_ms(500);
strx=stratr((const char*)Rxbuffer,(const char*)”+CPIN:READY”);
while(strx==NULL)
{
Clear_Buffer();
printf(“AT+CPIN?\r\n”);
delay_ms(500);
strx=strstr((const char*)RxBuffer,(const char*)”+CPIN:READY”);
}
Clear_Buffer();

我们使用 MC20芯片的底层函数进行传输数据。具体的程序如下所示：

void Send_Str(char*data)
{
u8 i;
u8 untildata=0xff;
printf("AT+QISEND\r\n");
delay_ms(100);
printf(data);
delay_ms(100);
USART_SendData(USART2, (u8) 0x1a);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C) == RESET)
{
}
delay_ms(100);
strx=strstr((char*)RxBuffer,(char*)"SEND OK");
while(strx==NULL)
{

strx=strstr((char*)RxBuffer,(char*)"SEND OK");
delay_ms(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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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ay_ms(100);
Clear_Buffer();
printf("AT+QISACK\r\n");
strx=strstr((char*)RxBuffer,(char*)"+QISACK");

while(untildata)
{

printf("AT+QISACK\r\n");
delay_ms(100);
strx=strstr((char*)RxBuffer,(char*)"+QISACK");
if(strx)
{

strx=strstr((char*)strx,(char*)",");
strx=strstr((char*)(strx+1),(char*)",");
untildata=*(strx+2)-0x30;

}
IWDG_Feed();//

}
Clear_Buffer();

}

4.3 串口通信程序

为方便开发人员调试程序以及现场安装人员调试程序，我们为单片机安装

了串口通信程序。串口通信程序的主要功能是使程序通过 MAX232 串口与相连

的电脑通信，传输相关数据。

串口初始化的具体程序如下所示：

void Init_Uart()//初始化串口,波特率 19200
{

TMOD=0x20;
TH1=TL1=256-(OSCF/12/32/BAUD);
TR1=1;

ES=1;
EA=1;
PCON=0X80;//PCON=0,BAUD=9600;PCON=1,BAUD=19200;

}
串口通讯的具体程序如下所示：

void SendByte(uchar dat)
{

ES=0;
SBUF=dat; //发送数据

while(!TI);//等待转换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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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0;
ES=1;

}

4.4 服务器接受程序

程 序 主 要 通 过 引 用 <sys/types.h>, <sys/socket.h>, <sys/netinet.h>,
<arpa/inet.h> 底层文件，实现服务器接受单片机通信数据的功能。

请求行由请求方法字段、URL 字段和 HTTP 协议版本字段 3 个字段组成，它

们用空格分隔。请求头部由关键字/值对组成，每行一对，关键字和值用英文冒

号“:”分隔。请求头部通知服务器有关于客户端请求的信息。

具体程序如下所示。

int sockfd;
int len;
struct sockaddr_in address;
int result;
char *strings="GET /svnup/rewrite.php HTTP/1.1/r/nHost:

192.168.1.12/r/nConnection: Close/r/n/r/n";
char ch;
sockfd = socket(AF_INET, SOCK_STREAM, 0);
address.sin_family = AF_INET;
address.sin_addr.s_addr = inet_addr("192.168.1.12");
address.sin_port = htons(80);
len = sizeof(address);
result = connect(sockfd, (struct sockaddr *)&address, len);
if(result == -1){

perror("oops: client1");
return 1;

}

4.5 单片机 A/D 转换程序

通过 STM32 的串口采集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AD 转换程序初始化利用

STM32的固件库进行 I/O 口的配置以及 ADC的 DMA工作模式的配置。

其串口初始化具体程序及工作模式初始化具体程序在正文中省略，详见附

录。其 A/D转换具体程序如下：

int main(void)
{

USART_Config();
ADCx_Init();
while (1)
{

ADC_ConvertedValueLocal =(float) ADC_ConvertedValue/4096*3.3;
printf("\r\n The current AD value = 0x%04X \r\n",

ADC_Converted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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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f("\r\n The current AD value = %f V
\r\n",ADC_ConvertedValueLocal);

Delay(0xffffee);
}

}

4.6 MAX30102调试程序

首先对 Max30102 进行寄存器初始化配置，然后通过调用函数读取

Max30102 对人体测量出的样本值。在通过对样本值的分析得出心率和血氧含

量。

Max30102 寄存器的具体程序如下。

bool maxim_max30102_init()
{

i2c_init();
if(!maxim_max30102_write_reg(REG_INTR_ENABLE_1,0xc0))

return false;
if(!maxim_max30102_write_reg(REG_INTR_ENABLE_2,0x00))

return false;
if(!maxim_max30102_write_reg(REG_FIFO_WR_PTR,0x00))

return false;
if(!maxim_max30102_write_reg(REG_OVF_COUNTER,0x00))

return false;
if(!maxim_max30102_write_reg(REG_FIFO_RD_PTR,0x00))

return false;
if(!maxim_max30102_write_reg(REG_FIFO_CONFIG,0x4f))

return false;
if(!maxim_max30102_write_reg(REG_MODE_CONFIG,0x03))

return false;
if(!maxim_max30102_write_reg(REG_SPO2_CONFIG,0x43))

return false;
if(!maxim_max30102_write_reg(REG_LED1_PA,0x17))

return false;
if(!maxim_max30102_write_reg(REG_LED2_PA,0x17))

return false;
if(!maxim_max30102_write_reg(REG_PILOT_PA,0x7f))

return false;
return true;

}
读取 Max30102寄存器函数具体程序如下。

bool maxim_max30102_read_fifo(uint16_t *pun_red_led, uint16_t *pun_ir_led)
{

uint32_t un_temp;
uint8_t uch_temp;
*pun_ir_l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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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n_red_led=0;
maxim_max30102_read_reg(REG_INTR_STATUS_1, &uch_temp);
maxim_max30102_read_reg(REG_INTR_STATUS_2, &uch_temp);
if(!i2c_start(I2C_WRITE_ADDR))

return false;
if(!i2c_write(REG_FIFO_DATA))

return false;
if(!i2c_rep_start(I2C_READ_ADDR))

return false;
un_temp=i2c_read(false);
un_temp<<=16;
*pun_red_led+=un_temp;
un_temp=i2c_read(false);
un_temp<<=8;
*pun_red_led+=un_temp;
un_temp=i2c_read(false);
*pun_red_led+=un_temp;
un_temp=i2c_read(false);
un_temp<<=16;
*pun_ir_led+=un_temp;
un_temp=i2c_read(false);
un_temp<<=8;
*pun_ir_led+=un_temp;
un_temp=i2c_read(true);
*pun_ir_led+=un_temp;
i2c_stop();
*pun_red_led&=0x03FFFF;
*pun_ir_led&=0x03FFFF;
return true;

}
以上六块的具体程序详见源程序，这里只给出部分内容。

五、系统测试

5.1心率、血氧含量测量

通过 MAX30102对心率及血氧含量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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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使用 MAX30102 测量

图 5.2 MAX30102 测量心率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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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小米手环

表 5.1 小米手环心率测量与 MAX30102 心率测量比较

小米手环测量心率 MAX30102 测量心率

76 76
79 80
77 77
76 76
76 76
77 77
79 80
83 87
84 84
82 83

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使用小米手环与使用 MAX30102 测量的心率基本

相同，因此测量的数据是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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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MAX30102 测量心率数据

5.2 BDS 模块

通过单片机控制定位装置，得到定位点的位置信息，并储存到寄存器中。

通过上位机软件可以看到定位信息，以及北斗和 GPS 各自的定位信息。通过上

位机设置可以看出双模定位的精度高于单个定位的精度。

图 5.5 定位数据(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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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 定位数据(b)
下图中所示经纬度数据为学校附近一条河流的一段长约 200m 的流域的一

组定位数据，纬度测量数据为 3033.386269，即为 30.33 N，经度测量数据为

10359.749514，即为 103.60 E。

图 5.7 定位数据(c)

在得到佩戴者的位移后，将信息通过 GPRS 或者 GSM 发送出去，通过解析

护腕佩戴者的坐标信息，得到图片，使用自动数字图像处理的方式，解析佩戴

者是否处于溺水的状态。

原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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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 坐标信息图片原图

图像处理后：

图 5.9 坐标信息图片原图

通过对处理后的图片进行分析，可以确定佩戴者是否在水中，从而触发第

一重预警。因为定位会有一定的误差，所以程序中我们会预留一些阈量。

5.3 GSM 功能调试

通过单片机控制发送短信，并编译短信内容，对固定手机号码进行发送，

在调试时控制发送的信息为“Test is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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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0 坐标信息回执图

由上图知发送成功。

六、应用前景

6.1 创新点

6.1.1 溺水检测

溺水事故作为目前学生、儿童意外事故死亡人数最多的安全隐患，目前人

们对其关注度并不高，特别是在农村，因为大人们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平时很

少对其子女介绍防溺水或溺水后急救方式。且目前国内外对防溺水的研究相对

较少，因此需要一种可以实时监测预防溺水的装置可以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

因此本装置的一大创新点便是可以监测预防溺水事故，减少悲剧的再次发生

6.1.2多传感器共同分析

相比较论文中做的一些仅仅分析溺水和心率的关系的研究，本装置还使用

了湿度传感器与北斗的结合检测，当湿度传感器检测到佩戴者进入到水中时，

单片机再对定位模块发出指令，北斗通过远程分析坐标，将坐标带入地图，如

果得到的发现佩戴者的坐标在湖、水塘、河水等时将预警信息发送至佩戴者亲

人的手机中，在佩戴者没有离开水面的这一段时间内定位模块实时对佩戴者的

位置进行定位，且对佩戴者的心率、血氧含量等信息进行分析，当发现佩戴者

生命体征有往不正常方向变化的趋势时，及时发送信息，并提醒佩戴者及时上

岸。

6.2 发展前景

表 6.1 发展前景分析

拓展功能 功能描述

危险检测 可以测量除了溺水外的一些无法自主呼救的危险状况，如车祸、哮喘、心脏

病等，在佩戴者遇到这些状况时进行信息传送。拓宽了使用人群的范围，有

很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意义。

居民身体健康

统计系统

将居民健康数据匿名计入数据库，并根据这些数据对人们的社会需求，生活

习惯等进行预测，可以根据人们的需求推出更符合人们生活习惯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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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医院救护系

统的直接合作

在检测到佩戴者的身体状况出现问题时，除了将信息发送给佩戴者的亲人，

同时呼救 120 救护车，且对救护车到达佩戴者的路线进行最优规划，避免因

城市拥堵等造成救护车无法及时到达的现象，最大可能的增加佩戴者被救助

的可能性。

溺水救护 通过在装置里等安装压缩气囊，在佩戴者处于溺水状态时气囊弹出，气囊的

浮力可以使佩戴者浮出书面，等待救援。

6.3 改进空间

1. 减小装置的体积，本装置为初步试验的装置，因此体积并不适合人们去

穿戴，在有条件时可以通过与公司的合作等将装置的体积做到更小。增加佩戴

者的舒适度等。

2. 装置可以检测尽量多的情况，增加装置的受众，使更多的人可以有机会

佩戴本产品。

3. 整理数据库，将数据库中的数据有效利用。

4. 减小本装置的功耗，使本装置的可使用时间更长。

七、结语

相对于传统的防溺水方法来说，本装置具有便捷性、实时性、准确性等特

点，可以有效的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本装置有效的将湿度传感器、北斗定位

模块、心率、血氧含量等信息结合分析，并设置了多重预警，因此装置较为可

靠。而佩戴者的亲属也会通过这个装置了解到佩戴者的身体状况，可以放心去

完成自己的任务。

北斗定位系统的加入，使得佩戴者不会再出现溺亡很久才被发现找到的悲

剧，其亲人完全可以通过装置发来的信息找到佩戴者的位置，并及时组织救援。

因此，本装置最大特色之一就是将北斗+GPS 定位与湿度传感器等模块的有机结

合，不只是用于定位，还可以通过定位分析佩戴者所处的环境，从而使得得到

的数据更加准确。

在未来溺水检测的发展中，实时检测、准确检测并将成为检测的难点、重

点，在未来，也会改变溺水死亡数字居高不下的现状。北斗定位技术的引入必

将为房子溺水的行为作出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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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关于溺水相关急救知识及相关产品需求调查

第 1题 请问您的年龄段？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10—18 岁 4 2.74%

19—25 岁 113 77.4%

26—35 岁 11 7.53%

36—50 岁 14 9.59%

50 岁以上 4 2.74%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46

第 2题 您有曾经溺水或见到他人溺水的经历吗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有 28 19.18%

没有 118 80.82%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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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题 您对溺水相关的急救知识了解多少呢 [单选题]

选项
小

计
比例

非常了解 0
0%

了解一点 91
62.33%

不了解 55
37.67%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4

6

第 4题 失足落水后，放松身体，头往后仰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对 77
84.62

%

错 14
15.38

%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91

第 5题 溺水者，上岸后，仰卧，按摩腹背部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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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62
68.13

%

错 29
31.87

%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91

第 6题 当发现溺水时，可以将手臂上举乱扑动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对 14
15.38

%

错 77
84.62

%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91

第 7题 您对目前市场上的防溺水救援装备是否满意？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是 4 2.74%

否 26
17.81

%

没见过，不了解 116
79.45

%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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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题 您是否期待救生手环能够与智能感应、及时通信结合？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是 137
93.84

%

否 9 6.16%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46

第 9题 您是否希望自己或者自己的家人（老人、小孩等）在游泳或出游

时佩戴防溺水装置 [单选题]

选项
小

计
比例

非常希望
11

0 75.34%

有点希望 32
21.92%

不希望，没必要 4
2.74%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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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定位的微型厘米波段降水探空监测仪

作 者：张经纬、刘畅

指导教师：王金虎、刘恒

学 校：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摘要】本设计将北斗定位技术结合探空气球、FPGA、射频电路技术、电磁散

射理论、气溶胶物理学、大气探测技术等设计一个厘米波段降水探空监测仪，

该仪器能够实时监测不同海拔高度的大气中降水粒子的大小、形状、谱分布等

微观物理特性，为检测该地区降水时空分布的业务人员或者其他科研人员提供

可靠的数据支撑，可推广应用至高校、气象局、环保局、海洋局、宇航局等科

研院所。

【关键词】北斗定位 FPGA 气溶胶 厘米波 降水粒子

[Abstract] In this design, a centimeter-band precipitation sounding monitor is
designed with Beidou positioning technology combined with air ball detection, FPGA,
RF circuit technology, electromagnetic scattering theory, aerosol physics, and
atmospheric detection technology. The instrument can monitor the atmosphere in
different altitudes in real time. The microscopic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size,
shape, and spectrum distribution of precipitation particles provide reliable data
support for operational personnel or other researchers who detect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precipitation in the area and can be extended to universities,
meteorological burea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reaus, oceanic bureaus, and
naval aviation bureaus. And other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s.

[Keywords] Beidou positioning, FPGA, Aerosol, Centimeter wave, Precipitation
particles

一、引言

降水结构特征反映了降水雨团的热力和动力结构，以及云团中水汽与冰和

水粒子之间相变过程的微物理特征（Houze, 2014），目前降水的探测研究方式主

要有地基双偏振厘米波雷达（曹杨等.，2018）、星载厘米波雷达（张奡祺等.，
2018）、风廓线雷达（张征宇等.,2016）、微波辐射计（韩芳蓉等.，2017）等，这

些仪器中厘米波雷达能够研究降水的水平结构（如降水面积大小、降水强度、

不同降水性质的分布等）和降水的垂直结构（如降水回波的垂直分布或降水率

垂直廓线垂直分布等）时能较为准确地给出降水系统的三维结构信息（Chen et al.,
2016），但分辨率较低，因此基于探空气球、FPGA、射频电路技术、电磁散射理

论、气溶胶物理学、大气探测技术研究 S 波段微型厘米波段降水探空监测仪，

不仅能形成覆盖主要典型区域降水的精密观测，而且还能弥补目前气象部门 S
波段降水雷达观测格点过粗的缺陷，二者协同探测可完成降水的精细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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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设计将北斗定位技术延伸到气象探测应用，通过北斗定位获取探空气球

上微型厘米波段降水探空监测仪的经度、纬度，通过北斗授时记录当前探测信

息的时间信息，结合北斗定位所给出测量点的海拔高度信息，基于电磁散射理

论研究的反演算法获知不同地区不同海拔高度下对应的降水粒子大小及浓度，

为气象灾害的预报和预警提供数据的支撑。

二、系统整体设计

2.1 系统整体设计概述

如图 1 所示为系统整体设计框图，其中探测装置主要由 FPGA、高速信号采

集模块、3GHz 信号发射板、3GHz信号接收板、天线组成，北斗定位模块用于获

取经度、纬度、时间、海拔等信息，以上装置放置于探空气球的物品篮中，随

探空气球升空探测降水粒子。

探空气球由氦气球、物品篮、回收绳等组成，升空后可以回收利用。FPGA
通过光纤向地面传输测得的数据，光纤分段固定于回收绳。

地面装置由 STM32F103 单片机、WIFI 模块、电脑端上位机、手机端 App组

成。STM32 接收光纤传回的数据，进行格式转换后通过 WIFI 模块发送。以上各

模块连接在一个局域网内，电脑端上位机和手机 App 均能收到数据，二者均可

进行数据的显示且各有优势，其中电脑端上位机可以依托较大的内存进行数据

的存储，供专业人员进行后续数据处理；手机端 App 操作小巧便捷，适用于实

时动态监测和绘图。

图 1 系统整体流程图

2.2 系统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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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首先完成发射板寄存器配置，稳定输出 3GHz发射信号；接收板

一方面通过接收天线接收散射回来的微波信号，另一方面接收发射板的

本振信号，两信号经过混频器、中频滤波等输出下边频信号；

2 FPGA通过高速 ADC对下边频信号采样，利用“乒乓结构”进行

缓存，使用冒泡排序、最大似然定理等统计学知识对数据进行预处理，

计算出 S21参数，根据反演算法反演出降水粒子的雷达散射截面参数；

3 通过北斗定位模块获取当前位置的经度、纬度、海拔信息和当

前时间信息，然后 FPGA将编码后的数据经光纤传输至 STM32单片机；

4 STM32单片机通过 WIFI 模块 ESP8266 将所接收到的信息传输到

电脑端上位机和 Andriod端 App程序；

5 电脑端接收数据后显示在相应区域，所得数据还可另存为文件，

供相关人员做进一步的处理和分析；

6 App 端显示接收数据、绘制不同海拔高度、经纬度下降水粒子

的 RCS 值，根据相关的算法可以方便地绘制降水粒子的二维或者三维关

系图。

三、硬件模块设计

3.1 3G 信号发射模块

（1）功能介绍

本系统中制作的 3GHz 信号发射电路用于发射雷达信号，包括直流稳压电

路、两路锁相环电路、晶振参考电路、射频放大电路、滤波电路、匹配网络。

其中，锁相环电路由鉴相器、压控振荡器和环路滤波器组成，一路产生频

率为 3GHz 信号用于发射，另一路产生 3.002GHz 信号用于接收电路的混频；晶

振参考电路为锁相环提供精确的频率信号；射频放大电路将锁相环输出的信号

进行放大；滤波电路用于滤除谐波以及其他干扰；匹配网络包括微带传输线，

隔直电容等。

（2）原理介绍

如图 2 所示为发射电路原理框图，晶振参考电路产生精确的 10MHz 方波信

号分两路提供给锁相环的鉴相器作为参考，压控振荡器输出的信号反馈给鉴相

器，鉴相器内部将反馈信号分频后进行鉴相，并输出一个偏置电压，经环路滤

波器得到稳定的电压来控制压控振荡器，从而输出预设的频率。

锁相输出的信号经过放大和滤波得到最终的输出信号。硬件电路 PCB 板为

双面印制板，板材为 FR4，板厚为 1mm，相对介电常数为 4.3。PCB板顶层空白

区域以及底板大面积铺地以减少空间辐射损耗和提高电路电磁兼容性。印刷电

路板表面镀金并涂覆阻焊膜，电路微带传输线镀金以减小“趋肤效应”对性能

影响。阻容器件优选表贴 0603 封装，保证电路结构紧凑。板上钻有金属屏蔽（腔

体）盒的螺丝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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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发射电路原理框图

3.2 3G 信号接收模块

（1）功能介绍

在发射模块对降水粒子发射 3GHz 微波信号后，由相应频段的接收电路对其

回波信号进行接收和处理。对天线接收的小信号，需要对其进行放大到一定功

率才便于处理，而混频器对于接收信号的功率有一定的要求，为此接收模块的

电路中设计多级可调的增益放大器，兼顾接收信号大小不固定的情况，使得系

统具有很强的兼容性。

在 FR4 基板上设计一种接收电路，包括：两级可调增益放大支路，11dB 增

益放大电路，13dB 增益放大电路，混频滤波电路，放大电路后都加了滤波器，

滤波器均具有 3dB的衰减效果。

其中，两级可调增益由 4 个四合一开关组成（每个开关只选用 3 个端口），

开关由 FPGA 给定信号控制，可实现 9 种不同的增益的选择；11dB 接收信号增

益放大电路由 16dB 放大器，5dB衰减器和滤波器组成；13dB 本振信号增益放大

电路由 16dB放大器，3dB 衰减器和滤波器组成。

（2）原理介绍

如图 3 所示为接收模块的原理框图，信号在经由天线输入端进入后，多级

放大到-20dBm 到-10dBm 之间进入混频器，本振信号放大到 10dBm 进入混频器，

混频信号经滤波得到中频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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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接收电路原理框图

如图 4 所示为接收模块的第一级可控增益放大电路。第一路由两个低噪放

大器为前级，分别放大 8.1dB，再经过 0dB 衰减器和 16dB 放大器后，经过滤波

器可实现增益约 30dB的增益；第二路为直通；第三路也由两个低噪放大器为前

级，分别放大 8.1dB，再经过 5dB 衰减器和滤波器后，可实现约 9dB 的增益。

图 4 接收电路第一级可控增益放大电路框图

图 5 接收电路第二级可控增益放大电路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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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接收电路本振信号放大电路框图

图 7 接收电路混频、滤波输出电路框图

3.3 超宽带平面天线模块

（1）功能介绍

在国内，降水散射的可探空测量装置较为罕见，且大多采用设计相对繁杂，

且性能相对较差的喇叭天线。而对跖 Vivaldi 天线是一种渐变槽线、端射行波天

线，具有较好的宽频带特性、定向辐射特性和固定的相位中心，且结构简单、

易于加工，因此为了能够得到更为精确的测量数据，考虑设计一种直接应用于

降水粒子散射测量的发射与接收天线。

（2）原理介绍

研制的超宽带对跖 Vivaldi 天线既可应用于发射、也可应用于接收，由于该

天线采用印刷缝隙天线技术，故具有小型化、结构简单、超宽带以及高增益的

特点。天线基板的材料采用 FR4，大小为 15.6mm*17.8mm*1mm；印制在基板上

的辐射源、馈线、馈源材料为铜，且敷铜厚度为 0.018mm，天线的结构对称，

增益较高，馈电采用 SMA接头。

图 8是天线结构示意图，结构对称。

图 9 是天线驻波比仿真结果图，由图可见天线驻波比小于 2 的带宽为

1.5GHz-8.5G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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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是在 3GHz 天线方向 E面方向图，E 面的最大增益为 7.5 dB。
图 11是在 3GHz 天线方向 H面方向图，H面的最大增益为 8.2 dB。

图 8 天线结构示意图

图 9 天线驻波比仿真结果图

图 10 在 3GHz 天线方向 E面方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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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在 3GHz 天线方向 H 面方向图

3.4 高速数据采集模块

（1）功能介绍

本系统的高速数据采集处理模块由高速 AD(AD9226)集合外围电路搭建而

成，它主要用于将混频滤波后的高速数据转换到合适的电压范围并进行采集。

原理介绍

该模块由调理电路和 AD9226 电路组成，其中调理电路如图 12 所示，主要

包含无源衰减和高速差分放大器电路。通过调理电路后，-5V~+5V的输入电压被

调理为 1V~3V 的电压。转换公式如下： Vad = -1/5 * Vin + 2。
模数转换芯片选用AD9226，该芯片带有误差校正逻辑的多级差分流水结构，

以保证在 65Msps采样率下获得精确的 12 位数据，具体电路图如图 13所示。高

速的模拟信号通过射频线输入后，在 AD9226中进行模数转换，输出十二位量化

数据到 FPGA。

图 12 调理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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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AD9226 电路

四、软件设计

4.1 高速信号处理模块

（1）模块软件整体设计

如图 14为高速数据处理程序流程图，FPGA驱动高速 AD模块对高速信号进

行采样，利用“乒乓结构”对高速数据缓存和读取，根据反演算法对读取的信

号进行反演，计算气象粒子的 RCS。

图 14 高速数据处理程序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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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缓冲存储——乒乓结构

如图 15 为缓冲存储使用的“乒乓结构”，使用两个相同的 FIFO 对象作为缓

冲区，两者交替地被读和被写。一开始两个缓冲内容均无效，不能被读；给定

初始写信号后，写数据缓冲 1，完毕后数据缓冲 1可读，数据缓冲 2 可写；当数

据缓冲 2写完毕时，数据缓冲 1已经读完毕，此时转去写数据缓冲 1，读数据缓

冲 2。利用“乒乓结构”进行缓冲后输入数据流与输出数据流均是连续不断的，

没有任何停顿，可同时读数据和写数据，非常适合流水线处理，提高效率。

图 15 乒乓结构示意图

（3）数据处理——反演算法

如图 16、图 17 所示为计算 RCS 气象粒子的部分公式及说明，其他公式此处

不再赘述。反演算法在基于模型知识的基础上，依据可测参数值去反推目标的

状态参数。测定 RCS（雷达散射截面）定标体和 S21定标体的值，利用反演算法

将储存后获取的数据进行处理，对功率信息运算，获得所需的 RCS（雷达散射截

面）气象粒子的值和 S21气象粒子的值。

图 16 算法主要公式 1

图 17 算法主要公式 2

4.2 北斗模块

利用北斗模块获取装置经度、纬度和海拔信息，结合北斗授时和所测得的

气象数据对当前区域不同海拔的降水粒子情况进行分析。北斗模块通过串口协

议与控制器通信，通过串口即可完成北斗模块配置和数据读取，流程如图 18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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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北斗模块程序流程图

4.3 通信模块

4.3.1 设计框图

如图 19为通信模块设计框图，具体介绍见 4.3.2 和 4.3.3。

图 19 通信模块设计框图

4.3.2 通信方式

（1）光纤通信方式，传输损耗低、抗电磁干扰能力强，适合远距离通信，

该方式用于探空气球上的 FPGA向地面的 STM32发送数据；

（2）串口通信方式，信号经光纤传输到地面后，转成串口通信传入 STM32
单片机 USART1 的串口接收端 RX，STM32 对接收到的数据进行格式转换，通过

网络通信方式对外发送；

（3）网络通信方式（TCP/IP协议），通过 WIFI 模块 ESP8266 将 STM32单片

机配置成服务器，电脑端上位机和手机端 App都能作为客户端连接到 STM32（允

许客户端同时连接），该通信方式优点在于允许多个客户端同时接收数据。

4.3.3 流程图设计

通信模块程序流程图如图 2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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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通信模块程序流程图

4.4 上位机部分

（1）制作电脑端上位机，采用 C#语言编写，通信协议 TCP/IP 协议，用于

实现数据接收、显示，着重点在于数据的存储，以备后续专业人员处理，程序

流程图如图 21所示。

（2）制作安卓手机应用程序，采用 Java语言编写，通信协议 TCP/IP 协议，

用于数据接收、显示、不同海拔高度气象信息绘图、地图信息标注等，着重点

在于数据的实时观测和绘图，编程思想与电脑端上位机类似，此处不再赘述。

图 21 电脑端上位机程序流程图

五、实物及测试

5.1 3G 信号发射模块

如图 22、图 23 所示为 3G 信号发射模块 PCB板实物图，其中：编号 1 为晶

振参考；2、3 为鉴相器；4、5 为压控振荡器；6、7、14为射频放大器；8、9、
10为滤波器；11 为环路滤波器；12为 SPI 接口。PCB反面只布有电源线和控制

线，其余全部敷地，并且全板都有打地孔将正反面的地连接，具有良好的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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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如图 24所示为 3G信号发射模块输出信号频谱图，由图可看出信号在 3.0GHz
处谱线达 3.44dBm，远超其他频率信号，符合设计要求。

图 22 发射模块 PCB 板实物图（正面）

图 23 发射模块 PCB 板实物图（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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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发射模块输出信号频谱图

5.2 3G 信号接收模块

如图 25、图 26 所示为 3G 信号接收模块 PCB 板实物图，与发射模块采用同

样的板材和敷铜铺设。

如图 27 所示，为 3G 信号接收模块的中频信号输出频谱图。从图中可以看

出，在中频附近无杂波干扰，满足测试处理的要求。

图 25 接收模块 PCB 实物图（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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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接收模块 PCB 实物图（反面）

图 27 接收模块中频信号输出频谱图

5.3 超宽带平面天线

如图 28 所示为超宽带平面天线 PCB 板实物图，采用 FR4 板材，按照仿真参

数设计，对 3GHz信号的增益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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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天线实物图

5.4 整体实物与测试

如图 29所示为探测装置组装实物图，装置分两层，FPGA、北斗定位、发射、

接收电路等位于下层，密闭封存于物品篮中防止进水，天线部分放于上层，便

于发射和接收信号；以上部分随探空气球升空探测。除此之外，STM32、电脑、

手机等放于地面，二者通过光纤通信。

如图 30所示为探空气球升空探测图。

如图 31 所示为电脑端上位机接显示界面，显示所测得的各关键参数，并可

将数据存储。

如图 32 所示为电脑端上位机存储的数据。

如图 33 所示为手机端 App显示界面，显示所测得的各关键参数，并可绘制

不同海拔高度下降水粒子雷达散射截面及微物理参数的图像。

图 29 探测装置组装实物图



第九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131

图 30 探空气球升空探测图

图 31 电脑上位机运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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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上位机保存数据

图 33 手机 App 运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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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束语

本项目将北斗定位应用于气象领域，把北斗应用技术与射频技术、气溶胶

物理学、大气探测技术、FPGA 紧密地结合起来。相比较传统的降水粒子探测工

具，如厘米波雷达、微波辐射计等，该系统具有体积较小、价格便宜、测量精

度较高。产品成熟量产后，可用于全国各气象单位、高校对不同海拔高度的降

水粒子微观物理参数的测量，为灾害性天气的预报和预警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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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chnology of outdoor satellite navigation has been developing for
many years, and the outdoor applications based on Beidou are more and more.
However, the technology of satellite navigation is always constrained by the signal
blocking of buildings, so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indoor and outdoor integration can
not be realized.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door positioning
technology, new methods and methods have been provided for the application of
indoor location service. However, due to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echnical difficulty
and system architecture, there is no good solution to integrate indoor outdoor
location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outdoor satellite navigation and indoor positioning
technology. In this paper, the 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combined with UWB
UWB indoor positioning system based on the regional positioning system
coordinates fence recognition technology, GIS map scene dynamic switching
technology, with the coordinate conversion algorithm, put forward a design scheme
of integrated indoor and outdoor positioning system, effectively solves the technical
problem of indoor and outdoor positioning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implementation indoor positioning and tracking seamless application scene. By
means of the carrier of remote control car and wireless communication radio station,
a prototype system is built in the laboratory environment to verify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scheme. The prototype system can be directly applied to the actual scene of
vehicle monitoring, valuables monitoring, personnel monitoring, security,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eaching.

1. background and significance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location
based service has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people's daily life. Navigation,
surveillance and location based big data applications emerge in endlessly. But as the
building blocks the signal and enters the room, the navigation satellite loses its
function in a moment. So a variety of location based applications in the last few
years are outdoor applications.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door location technology,
indoor location technology, such as RFID, Zigbee, UWB, Bluetooth, Wifi and
geomagnetism, has provided new means and methods for indoor location service.
The indoor application of a batch of monitoring and navigation classes also app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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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field of vision. However, due to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location and
system architecture of outdoor satellite navigation and indoor positioning system, as
well a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indoor and outdoor coordinate
systems, there are still bottlenecks in technology. However, in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the monitoring and navigation needs of vehicles, personnel and articles
are very big. If we can solve this problem well,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application industry and the Beidou application industry.

2. system design

2.1 type selection of indoor positioning technology

At present, the mature indoor positioning technology includes Wifi positioning,
Bluetooth positioning, ultra wideband UWB technology.

Wifi positioning technology is currently very broad application of Wifi
positioning technology, AP equipment using space emplaced within, can satisfy the
needs of the Internet and the requirement of location. Wifi loca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field intensity location and fingerprint location. The principle of
field intensity positioning is similar to the principle of satellite positioning. The
distance is calculated by Wifi signal intensity, and then the location is calculated by
geometric operation and filtering algorithm. The location accuracy is generally above
8m. Fingerprint positioning is a mobile terminal to collect various signal source to
the positioning server in data transmission of the signal intensity of the positioning
server according to the signal intensity of the Gauss distribution of mean and
standard deviation of the signal strength,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real time
measurement of the corresponding signal source, the joint Gauss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to calculate all the source signal coverage the current point. The greater
the probability value, the closer the mobile terminal's current position is to the point
that the location server has saved. Fingerprint location needs to collect fingerprint
information in the environment in adva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cost is high. In
addition, fingerprint information will change with the change of environment and
time, so in practice, it is necessary to regularly update the fingerprint information to
correct fingerprint information. Wifi fingerprinting can reach the highest level, and
the power consumption of terminal is larger.

Bluetooth technology is the positioning of indoor positioning technology in
recent years,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the fastest, the positioning principle is similar
with the Wifi field position, also through the mobile terminal receives the beacon
nodes deployed to launch a low-power Bluetooth signal strength between the
solution calculated terminal and the beacon node distance, then through geometry
calculation and filtering algorithm calculation out of position. Compared with Wifi,
Bluetooth location cost is low, and the positioning precision of 3m-5m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relatively dense deployment. With the popularity of smart phones,
Bluetooth positioning technology has developed rapidly in recent years by virtue of
the low power characteristics of Bluetooth. However, the positioning delay of
Bluetooth positioning technology is relatively high, and the effect of positioning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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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tly influenced by environmental factors.
UWB (Ultra Wideband) is a carrier fre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which uses

nanosecond to micro second level non sine wave narrow pulse to transmit data. In
the early years, it was used for high speed data transmission in the near distance. In
recent years, the subnanosecond ultra narrow pulse has been used to locate the
near distance precision indoor. UWB positioning technology can achieve decimeter
level high precision real-time positioning coordinates (generally no occlusion static
precision can reach 10-20cm, the dynamic precision can reach 30-50cm). This is not
achieved by traditional radio frequency positioning technology such as WIFI, ZigBee
and RFID.

After a variety of indoor location effect test, indoor location several schemes, in
real time and accuracy experience, close to 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only
UWB technology. Therefore, the UWB technology scheme is chosen as a whole.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1.2 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The global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developed by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 the Russian GLONASS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GLONASS) after third mature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At present, 21 Beidou
satellites have been launched to meet the needs of high precision positioning in our
country.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mainstream wireless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the location service application based on Beidou satellite receiver has become a
good solution in the industry application.

2.2 system framework

The overall architecture of the system is shown in the following diagram
(structural schematic, not the actual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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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1 system overall architecture diagram
When the user is outside, the Beidou satellite receiver module can capture the

satellite signal in real time and calculate the location information such as latitude
and longitude coordinates, and send it back to the location monitoring server
through the communication station.

When the user is in the room, the UWB base station deployed inside the room
will scan the signal emitted from the UWB tag in the terminal system in real time,
solve the indoor coordinate information, and upload it to the location monitoring
server in real time through the PoE switch.

The location monitoring server also receives data from different coordinate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house, carries out logical judgement, realizes user's actual
location judgement, and sends it to the GIS server in the server.

The positioning monitoring center locates the service service and GIS service in
the monitoring server through the interface call, and realizes the monitoring and
display of the user's position.

The difficulties are mainly involved in two aspects: the judgment of the indoor
and outdoor critical and the dynamic switching of the GIS scene in the indoor and
outdoor map. The following two technologies are introduced to solve the two
problems.

2.3 location system area fence coordinate identification technology

Indoor and outdoor system switching, generally divided into three cases:
outdoor to indoor, indoor to outdoor, long in the critical area.

Because the positioning of UWB technology is relatively accurate. In most areas
of the room, even if we occasionally receive satellite signals to get satellite location
information, we also think that users are indoors. However, in some special areas,
such as outside gate area, UWB tags can also be scanned to the base station near
the gate, and the remote base stations may not be scanned, resulting in imprecise
location. And at that time, the user itself was actually in the outside, which would
have an impact on the judgment of the indoor and outdoor positions.

So we designed a set of location area fence recognition method: after the
indoor UWB indoor positioning system was deployed, we drew the effective location
area as the indoor system identification area. The dynamic positioning accuracy in
this area can be kept around 30cm, and the coordinates are ensured in the room.
When the user is out of the door, even if the location of the user is accurately
located, the system does not report the indoor location to the upper business logic.

Through the above methods, the problem of fast and accurate location from
outdoor to indoor is effectively solved. However, from indoor to outdoor, due to the
start of satellite positioning, it takes a while to go out. It will cause the house to go
out for a few seconds and report no location indoors and outdoors.

In order to solve this problem, we separate a separate area outside the
doorway. This area can receive the location information of the indoor UWB, and can
receive the signal of the satellite. When the user from indoor to outdoor, the ind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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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ication area is switched to the outdoor map, and the location is transformed
through coordinates to transform the indoor X and Y coordinates into outdoor
latitude and longitude coordinates. After testing, thi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user's experience, especially when the speed of going out is not very fast.

At the same time, we have added the filtering algorithm to avoid the frequent
switching of maps in the critical area.

Dynamic switching technology of 1.1GIS map scene
This system uses the GeoServer as the GIS engine to realize the map display.

Because GeoServer belongs to WebGIS, mostly based on browser development, and
the real-time and fluency of indoor and outdoor browsers are main factors that
affect user experience.

The front end of the display map uses the OpenLayers open source architecture.
To solve the above problem, two Map is preloaded through OpenLayers so that the
time delay is not loaded when the map is switched on. In addition, the front-end
page development has introduced HTML5's Websocket technology. This technology
makes the server judge the handover at home and abroad, and can push the
message to the front page for the first time and make the page switch. In addition,
through the HTML5 front-end technology, we have added a number of handover
effects, making a better user experience when the monitoring map is switched.

3. system implementation

3.1UWB positioning system deployment

The UWB high precision wireless location system adopts the advanced ultra
wide band wireless pulse location technology in China. It can achieve 10cm level
high-precision real-time coordinate positioning (generally no occlusion, static
accuracy can reach 10-20cm, and dynamic accuracy can reach 30-50cm). The
following figure is a system structure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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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UWB system deployment diagram
UWB base station uses LocalSense U2000t top base station, and uses PoE switch to
supply power. The location of the base station is fixed, it can communicate with the
label, and it can range and control the label. At the same time, the location of the

base station is also responsible for networking and data communication, and back to
the system data to the positioning

softwareplatform.

Figure 3 UWB base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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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sitioning label uses the Tb1000-G model label, uses the lithium battery
power supply, and can upload the electricity in real time. The maximum refresh
frequency of the minimum system tag is 50Hz, and it can be prepared in the range of
1-50Hz

.
Figure 4 UWB label

The UWB system adopts the roof installation method, and the installation and
deployment process is as follows:

Field map measurement, drawing drawing and map data processing;
Site survey, selected location of the location of the base station;
Site construction, network deployment, base station information input;
After the construction, we set up the UWB indoor positioning system in the

laboratory. The indoor map base station information is as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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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UWB base station deployment diagram

3.2 Beidou receiver radio module

The Beidou receiver uses the circuit module of the medium micro AT6558 chip.
AT6558 is a high performance BDS/GNSS constellation navigation chip, support a
variety of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s, including Chinese BDS (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the American GPS, the Russian GLONASS, European GALILEO, Japan
QZSS and SBAS satellite augmentation system (WAAS, EGNOS, GAGAN, MSAS). It
includes 32 tracking channels that can receive GNSS signals from six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s at the same time and achieve joint positioning, navigation and
timing. It has the advantages of high sensitivity, low power consumption, low cost
and so on. It is suitable for vehicle positioning and navigation and handheld or
wearable devices.

Its schematic diagram is as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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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Beidou receiver

Figure 7 the physical map of the Beidou receiver
The radio module uses E31-TTL-50, which is used to transmit the location
information received by the receiver to the location monitoring server. It works in
the 425-450.5MHz band, the power is 50mW, and the serial port is used for data
transceiver. It has the advantages of concentrated power density, long transmission
distance and strong anti-interference ability. Especially the penetration ability is
stronger than the other diffraction, frequency, transmission distance of the
reference value of 2100 meters; the module also has the error correction algorithm,
high encoding efficiency, error correction ability, in the case of burst interference,
can take the initiative to correct the interference of data packets, and greatly
improve the reliability of the transmission distance, the module has four kind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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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 mode can be switched freely at run time in power saving mode, the current
consumption of just a few tens of uA, very suitable for ultra low power applications,
therefore, the module is a good choice, which can realize the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function easily, transmission distance. The hardware interface circuit is
as
follows:

Figure 8 schematic diagram of radio module

Figure 9 the physical map of the radio module

3.3 softwar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The software architecture is shown as shown in the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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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0 general architecture of software
This is the mainstream system architecture of the current Internet business

system. The core business services are written in Java, MySQL is used in the
database, and Memcached is used in caching.

The radio base station is connected to the location monitoring server through
the serial port. The core business service obtains real-time data information of the
terminal through Beidou satellite by monitoring the data of the radio station's base
station serial port and communicating with API. At the same time, the UWB base
station interface API also reports the real-time access to the UWB tag location
information to the core business service module.

The core business service module, by logical judgement, pushes the users'
location information after the browser's monitoring center computer or Pad is
passed through the business Tomcat. The push interface adopts the Websocket
interface to ensure the real time of push.

After receiving the location notification and the signal, the monitoring center
can perform the switch, refresh, and dot drawing of map display by invoking the
WMS service provided by GeoServer, presenting the user's location information in
the browser.

Netty Server provides a unified Web interface for forward - end browsers,
avoiding cross - domain problems in business logic.

The main logic of the core business service module is as follows:

图 11 核心业务服务模块逻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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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door and outdoor position data within a second are obtained by the timer.
If there is only outdoor data in one second, the position status is marked out for
outdoor, and the latitude and longitude coordinates are transmitted. If only indoor
data in one second are used to decide whether it is in the indoor fence. If in the
fence, the position status is marked as indoor, and the indoor coordinate
information is transmitted. If outside the fence, it is considered that modules are out
of doors for coordinate conversion, and indoor X and Y coordinates are transformed
into longitude and latitude coordinates. If both indoor and outdoor data are
available, determine whether it is in the fence. If the fence is inside,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module is indoor, marking the status as indoor and transmitting indoor
coordinate information. If outside the fence,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module is
outdoors, marking the status as outdoor and transmitting the outdoor latitude and
longitude information.

3.4 realization effect

The final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the positioning terminal is shown as shown in
the·diagram.

Figure 12 location terminal module
When the positioning module is in the room, the monitoring center is as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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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3 indoor positioning effect map
When the positioning module is outside, the monitoring center is as follows:

Figure 14 outdoor location effect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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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的 AR 帆船训练辅助系统

作 者：李嘉杰、洪滋泰、徐剑、卢一凡

指导教师：陈熙源

学 校：东南大学

【摘要】帆船运动是一种极易受海浪、海风及海流等环境因素影响的海上运动

项目。运动员能否实时规划出最优路径是比赛能否优胜的关键。本文将北斗定

位系统，GIS 地理信息系统和 AR 现实增强技术相结合，设计了一个基于北斗的

AR 帆船训练辅助系统。首先，利用环境参数采集系统采集赛场上的环境信息，

如水温、潮位、海流、风向和风速等，采用帆船上安装的北斗信号接收系统实

时给出帆船在海洋中的位置。其次用 GIS 技术结合赛场环境因素和帆船实时位

置，将赛场环境、帆船行驶轨迹、以及相关赛场环境参数显示在矢量电子地图

上并实现最优路径规划。最后将增强现实和北斗定位技术结合所获得的结果，

以 AR 小船的形式呈现在帆船运动员的特制眼镜上，从而引导运动员按最优路径

前行，达到在复杂环境中帮助运动员规划最佳路径的辅助训练的目的。该系统

主要目的在于实现帆船训练实际航行路线的实时检测监控和回放功能、航行效

果评价、最优航行路线模拟和现实增强指引训练等功能，有效辅助帆船训练，

有助于提高比赛成绩。

【关键词】北斗定位 GIS 技术 增强现实 最优路径规划

【Abstract】Sailing is a sport that is cruising at sea and is disturbed by waves, sea
breeze and currents. Therefore, how to let athletes plan the real-time optimal path is
the key part of the game.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Beidou positioning system, GI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and AR reality augmentation technology and designs
a Beidou-based AR sailing training aid system. First of all, we first collect the
environment information of the stadium, such as water temperature, tide level,
current, wind direction and wind speed. Then install the BeiDou signal receiving
system on the sailing boat to use the Beidou satellite to accurately locate the position
of the sailboat in the ocean. Second, using GIS technology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stadium environment factors and the real-time position of the sailing ship, the
stadium environment, sailing trajectory, and related stadium environmental
parameters are displayed on a vector electronic map and optimal real-path planning is
performed. Finally, the results obtained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augmented reality
and Beidou positioning technology will be presented in the form of AR boats on the
special eyeglasses of the sailing athletes to guide the athletes to follow the optimal
path to achieve the best path for the athletes in a complex environment. The purpose
of the auxiliary training.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ystem is to realize the functions of
real-time detection, monitoring and replay of sailboat training actual sailing route,
navigation effect evaluation, simulation of optimal navigation route, and augm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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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ity training. It can effectively assist sailing training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game.

【Keyword】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GIS technology Augment Reality
Optimal path planing

一、项目背景及意义

1.1研究背景

帆船是一种古老的水上交通运输工具，帆船运动作为娱乐活动起源于 16～

17 世纪的荷兰。1896 年，第 1届奥运会就把帆船列为正式竞赛项目，但由于天

气情况恶劣，比赛未能举行。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现如今帆船运动已拥有

严格的比赛规则，丰富多样的赛船型，以及定期举办的国际赛事。与此同时比

赛的竞争也愈发激烈。由于帆船比赛要求在开阔的水面上进行，所以竞赛场地

并不是固定不变。尤其在面对横渡海峡、大洋等规模比赛时，运动员应具备良

好的身体素质，以适应长时间海上风浪的考验。国际帆船比赛，经常在强风中

进行，风速每秒 10～15 米，既要保持航向和把握航速，又要避免翻船，这就需

要运动员尽力去控制帆和船，保持船的平衡。同时又要以清醒的头脑去掌握周

围的环境、水的流速、流向和气流变化。运动员必须熟悉竞赛规则、避免犯规。

此外，运动员还必须懂得检查、整理船上的装备，尤其是调整帆具，以获得最

大的动力。而想要获得这些能力，唯一的方法便是有效的训练。

然而面对广袤无垠的大海，没有安全保障的训练风险极大，一旦失去方向

或者遇上恶劣天气，后果不堪设想。并且训练的目的性也会大大降低，运动员

获得比赛的宝贵经验的过程将无比漫长，尤其是对于初学者，掌握帆船的舵感

既是关键又是难点。因此高效率且保证安全的针对性训练尤为必要。

图 1 帆船运动员比赛现场

1.2研究目的及意义

本文将介绍的基于北斗的AR帆船训练辅助系统便是提供高效安全的训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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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它利用北斗提供定位导航时的高精度、高可靠性，利用 GIS 进行路径优

化，结合 AR 将虚拟的导航标识叠加在真实场景中，为运动员提供视野可见的导

航，在实现有目的的帆船训练的同时，北斗的定位功能也可以保证运动员的人

身安全。

随着帆船运动的逐渐发展，训练方法也需要与时俱进。运用本系统进行的

训练计划可以提高训练效率，帮助运动员在比赛技术上登上新台阶。当然，在

保证了安全的优点下会吸引更多的人们关注、参与进帆船运动中来。推动了帆

船运动的发展，优化深入了北斗的功能。

二、基于北斗的 AR 帆船训练辅助系统

2.1 系统组成

本系统以数据处理计算机为中心，分为帆船北斗定位系统、环境数据采集

系统、赛场环境 GIS 系统和增强现实处理系统这五个子系统。

图 2 帆船辅助训练原理图

2.1.1 帆船北斗定位系统[1]
帆船北斗定位系统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空间部分、地面控制部分和用户设备

部分。前两部分是为用户部分提供定位信息等服务的,这两部分不受用户的控制,
用户设备的硬件包括北斗信号接收机、无线数据传输设备以及两者之间的数据

转换电路，其核心是北斗信号接收机。

由北斗设备接收的定位数据需要通过无线通信传送到监控中心。我们考虑

节省资金和该系统对数据传输高速实时性要求较高 ,决定采用自备电台的方式

实现被跟踪目标与计算机间进行数据通信 ,达到北斗定位数据的实时传送与接

收。

2.1.2 赛场环境 GIS 系统

该系统借助北斗对移动目标的高精度定位特性,以及 GIS 的图形显示功能和

数据分析功能把赛场环境、帆船行驶轨迹、以及相关赛场环境参数显示在矢量

电子地图上 ,为帆船科学训练提供可视化的操作手段。

该系统必须实现 GIS 与北斗的集成[2],GIS 系统通过串行口通信接收北斗接

收机发送的数据 ,然后对数据进行处理 ,包括对导航信息(经度、纬度、时间、速

度、方位角等) 的提取;有关数据的转换、存储和各种分析运算，再基于 GIS 计
算出最佳行径路线。

2.1.3 增强现实处理系统

该系统包括了北斗定位数据获取计算、空间地理数据的查询与分析、虚拟

物体图像注册、三维虚拟物体生成。该系统利用北斗卫星精准定位帆船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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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使用 GIS技术结合赛场环境因素和帆船实时位置进行最优现实路径规划[3]，
而增强现实的功能是将实时位置和最优路径规划和帆船训练更加真实地呈现在

运动员佩戴的 AR 眼镜上。

2.1.4 环境参数采集系统

比赛海区的风、浪、流等海洋环境参数是帆船动力学模型中必需的参数。

可以采用两种方案采集:一是采用海洋资料浮标无线检测站 ,二是从海洋局预报

中心网站上读取气象信息。为了节省资金 ,针对比赛训练环境的所在地海洋气象

信息的发布情况。我们直接采用网上读取信息的方式 ,国家海洋局预报中心隔时

段公布的有关波高、周期、水温、潮位、海流等近岸海洋气象参数基本可以满

足比赛训练的要求。风向和风速的瞬时变化比较大 ,我们可以采用手持测风测温

仪采集。

2.1.5 专家知识库系统

专家系统是基于帆船教练员和优秀运动员的航行经验知识的专家知识库 ,
使航行路线规划系统具有自学习和自我完善功能。专家知识库把教练员以及优

秀运动员的航行经验、帆船训练所遇的实际问题、帆船操作问题、帆船每次训

练的航行轨迹、航行时间和航行评价以及其它与帆船运动有关的内容等整理入

库 ,便于检索、查询、推理以及与后续训练情况进行对比。

三、北斗与 GIS 技术的集成

3.1 技术路线

通过采用我国北斗导航定位终端来完成帆船数据的实时收集，利用 GIS 系

统进行多时段的轨迹回放模拟，并通过高分影像为底图进行实时的显示，以此

实现电子地图最终界面的展示。在实际地理信息系统的开发中，为了实现与北

斗定位的集成，GIS 系统必须能够接收北斗信号接收机发送的数据（一般是通过

串行口进行通信），然后对数据进行处理，包括对导航信息的提取，常见的有经

度、纬度、时间、速度、方位角等以及有关数据的转换，最后进行各种分析运

算，其中坐标数据的动态显示，数据存储以及路径规划是其基本功能。图 3 描

述了 GIS 与北斗集成的系统结构模型。

图 3 GIS 与北斗集成的系统结构模型

3.2北斗数据的获取和处理

3.2.1 北斗数据获取

帆船与训练监控中心的通信对移动目标的北斗集中监控离不开通信传输信

道。由北斗设备接收的定位数据需要通过通信手段传送到监控中心[4]，目前主

要有以下几种方法实现数据传输：1、自备电台；2、利用移动通信的 GSM 短

消息功能；3、用移动通信的 GPRS 或 CDMA网络数据传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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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MA 行业无线高速数据业务的应用主要依托 CD-MA2OOO lX 网络，通过

PDSN 无线接入到 IP 网中，实现数据的无线传输。GPRS 服务主要提供“ 点对

多点”的服务，即指多个 GPRS 无线终端（ DTU）把数据传到一个固定的数据

处理中心。GPRS 的基础是以 IP 包的形式进行数据传输[5]，当 GPRS 无线终端

进入 GPRS 网络时，就会自动附在 Internet 上，从而进行数据传输。

无论是采用 GPRS 还是 CDMA 数据传输方式，虽然在传送大量数据时速度

很快，但都要租用商用网络，除了负担网络费用和终端费用外，而且硬件的维

护也要花一定的费用。借助 GSM 网以短消息 SMS 的形式进行数据传输速度相

对较慢，易产生拥塞等问题。特别是采用“ 点对点”的传输模式，时延更长，

一般会在 10s 以上，完全无法满足我们比赛时的竞速性。而且监控中心短信收

发通信模块处理数据的能力较低。在实时性要求较高的情况下，很难做到被监

控的对象和监控中心的同步显示。这里采用第一种方式，即采用自备数传电台，

利用北斗全球定位技术，并通过无线数据传输技术实现被跟踪目标与计算机间

进行数据通信，达到北斗定位数据的实时传送与接收。图 4 为训练赛场与训练

监控中心的通信示意图。

图 4 北斗数据采集系统与监控计算机之间的通信模式

3.2.2 北斗数据处理

首先，对帆船信息进行定位，通过北斗卫星接收机进行信号的接收，对接

收到的信息进行相关的解算，从中获取所需要的定位信息，将所得到的信息进

行封装，在封装的过程中是通过相关的通信协议来完成的，然后将封装好的信

息发送给监控中心，以此来进行数据的处理过程。数据处理的另一个用途就是

解析监控中心所发出的命令。

为了使训练中帆船的运动状态，包括所处的经度、纬度、速度、航行方向

实时地、动态地在电子地图上以图形的方式形象直观地显示出来，我们使用 Map
对象的集合 AnnOtatiOns 的属性（ Map. AnnOtatiOns 属性）以加图形注释的形

式在电子地图上的显示来完成运动帆船的图形化显示，具体实现是根据从串口

读进来的帆船的经纬度信息，在地图的对应地方以图形的方式给予标注。通过

定时器控件的定时功能实现帆船的动态显示，随着记录帆船运动状态的北斗数

据信息不断地传到计算机，通过与电子地图匹配，被监控的训练帆船就会在电

子地图上实时地、动态地显示出来。

3.3 GIS 地图数据处理

我们通过高分卫星得到海区的卫星影像，针对高分卫星所拍摄的卫星影像，

需要进行遥感影像的预处理，才能够进行应用，遥感影像的预处理即为影像数

据的纠正与重建的过程，主要是纠正遥感成像过程中，由于传感器外在原因如

姿态的变化、高度、速度等因素造成的遥感影像的几何畸变与变形，并且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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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本身在空间、时间及光谱分辨率上的不足，在获取数据的过程中不能够精

确的进行信息的记载，很大程度上会降低遥感数据的精度，因此，需要对遥感

影像进行遥感数据的预处理通过高分预处理过程后，将所得到的高分遥感影像

导入到 Arc Map 中进行编辑，如下给出了详细的数据处理的步骤[6]：
1、首先需要对影像进行矢量的绘制，包含了道路、河流等矢量数据进行相

应的绘制。

2、其次为数据的属性信息的导入及编辑过程，该过程中包含了数据的整理、

收集、编辑、导入等过程，对所得到的数据进行资料整理筛选，最后将数据进

行最终的入库，

图 5 属性数据入库流程

3、属性数据进行编辑过程，每个空间的数据都会有自己相对应的属性信息，

属性表中每行每列都会代表自己的相应的属性，根据所需的要求对数据的属性

进行最后的编辑操作。

3.4 路径规划

路径规划功能能够提供 GIS 系统的一系列的基本功能，能够提供实时的、

动态的跟踪显示功能，路径规划分析是帆船训练系统中最为基础的前提条件，

根据风向，风速，水位高低，赛道的浮标位置，计算出帆船行进的最佳路径。

本文改进了传统的 A*算法[7]，提出了速度最优方法，实现短途最优路径规划。

图 6 路径分析功能框图

3.4.1 速度最优法

采用 A*算法进行路径规划需要获得起始点、目标点甚至整个区域的风速、

风向信息，计算耗时较长，难以对频繁变化的风场条件作出实时响应，在短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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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规划中存在较大问题。本文提出的速度最优法是一种动态规划方法[8]，核

心思想是保证帆船的航行时间尽可能短，因此要求风帆船在任意时刻的航速矢

量沿当前点到目标点连线上的投影分量最大。该方法仅仅依据当前的风速、风

向信息和帆船的位置、姿态等信息就可以实时更新规划路径，虽然不能保证是

全局最优的算法，但可以较好地满足帆船短途航行的需求。

在实际航行规划中，为实现风帆船从当前点快速到达目标点这一目标，需

要考虑目标点的方向以及实时的风速、风向信息。如图 7所示， vel为船速矢

量，i0 为当前指向目标点的单位矢量，w 为真风矢量。风帆船在每个航速方向

上能够达到的最大速度 vel 与实时真实风速 wv、风向和航速方向的夹角 ra-ha

相关，可通过 vpp 函数求得，而目标点径向的分量 vi亦可由以下公式计算得出：

)2...(......................................................................

)1.....(........................................).........,(vppvel

0iv vel

rahawv

i




风帆船在航行中，除了沿目标方向的速度分量 vi 外，还有与目标方向正交

的速度分量 vj
，因此帆船的运动轨迹会逐渐偏离原来的目标点方向。当目标点于

上风区时，最大速度分量 vi
对应的正交量 v j

也会较大，甚至与vi 相当，因此帆

船沿此航线行驶就会造成较大的偏离和路程上的增加。为限制vj
带来的偏离，

避免帆船航线过于偏离起始点与目标点的连线，需要在行驶过一段距离后根据

当前位置和风速、风向信息重新规划航向。每两次规划之间的间隔可以根据起

始点与目标点距离、当前点对起始点目标点连线的偏离等指标确定。

图 7 速度最优法示意图

四、增强现实与帆船训练系统融合

辅助训练系统在帆船训练表达上通常为一维或者二维信息并且包含一些抽

象信息，这样的训练系统给训练人员带来理解上的困难。为了增加帆船辅助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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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系统的立体真实性与高效性，我们选择将增强现实技术引入到该辅助训练系

统中。

4.1 增强现实系统的结构设计

该系统包括了北斗定位数据获取计算、空间地理数据的查询与分析、虚拟

物体图像注册、三维虚拟物体生成。该系统利用北斗卫星精准定位帆船的位置，

并且使用 GIS 技术结合赛场环境因素和帆船实时位置进行最优现实路径规划，而

增强现实的功能是将实时位置和最优路径规划和帆船训练更加真实地呈现在 AR
眼镜上。

4.1.1 系统的硬件环境

硬件环境包括服务器和移动终端，服务器为系统提供空间地理数据的存储，

移动终端用于系统的运行和数据展示。服务器存储空间应足够大，用于存储大

量的空间地理数据，同时应支持无线网络传输功能；移动终端需要提供摄像头、

北斗芯片、数字罗盘、加速度等传感器功能用以支持 AR 硬件要求。

我们在 Hikey 960 安卓开发板上集成北斗模块，并对从空间数据库中获取原

始的数据进行定位和最优现实路径规划，为三维图形生成模块和图像注册模块

提供数据支持。该系统使用 Vuzix M100 智能眼镜作为我们的 AR 显示设备。Vuzix
M100 内置 Android 系统，可以通过蓝牙与 Android 开发板设备进行连接，并将

增强现实应用显示在显示屏上。

图 8 Hikey 960 开发板

4.1.2增强现实系统主要模块[9]
增强现实系统主要由视频场景处理模块，与北斗芯片相关的位置计算模块，

以及为图像注册模块服务的核心空间数据调查分析模块。

（1）视频场景处理模块

作为系统与真实世界交互的窗口，可以通过摄像机等控制视频场景流的输

入。叠加的虚拟物体显示在视频输入的真实景象流上。

（2）位置与姿态数据计算模块

本系统主要应用在户外，需要适时的获取位置和姿态数据用来完成空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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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虚实融合。使用北斗芯片获取的位置数据，如果与本地空间地理数据坐标

系不符合则需经过相应的转换以适应本地空间地理数据库坐标系统，通过数字

罗盘和加速度传感器获取的姿态数据需要进行误差补偿计算以便获取智能手机

正确的姿态(俯仰、倾斜、偏航)。北斗芯片接受的数据主要用来定位、空间数据

查询分析、距离计算等；姿态数据主要用于图像注册中不同坐标系之间的转换。

（3）空间数据查询分析模块

系统从空间数据库中获取原始数据后，需要经过一系列的处理，以及做最

优现实路径规划，最后才叠加显示在屏幕上。空间查询分析功能模块根据系统

需求对原始数据进行加工，为其它功能如三维图形生成和图像注册模块提供数

据支持。

（4）图像注册模块[10]
增强现实系统的图像注册定位的实质是建立虚拟物体与真实环境之间的几

何相对关系，并在用户的视野中实时、无缝地显示这种关系。并且随着摄像机

位置和姿态数据的变化，叠加的虚拟空间地理数据位置也做出相应的变化。

4.2 增强现实系统工作流程
[11]

系统在工作开始之后，视频场景处理模块会首先打开摄像机获取视频场景

并作为与真实世界交互的窗口；接着位置和姿态数据功能模块先获取北斗芯片、

数字罗盘以及加速度传感器的使用权限，并对传感器的读数进行数据计算；图

像注册模块和空间分析查询模块分别通过获取的位置和姿态数据执行相关功

能，其中空间分析查询模块以及通过当前位置信息在数据库中查询、分析一定

范围内的空间地理数据以及进行最优现实路径规划并将结果返回，图像注册模

块通过位置和姿态数据进行相关坐标系的创建并根据查询分析返回的结果进行

坐标转换；如果虚拟物体经过投影变换后在视野范围内，则三维图形生成模块

负责三维物体的创建和渲染，同时输出合成图像；如果不在视野范围内则从第

二步开始继续重复以上流程，直至系统结束任务。

该系统工作流程图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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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增强现实系统工作流程图

4.3 增强现实系统效果仿真

图 10 路径规划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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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辅助训练模拟

图 12 结束训练场景

五、应用创新点和应用前景

5.1 创新点

5.1.1 GIS 系统与北斗导航结合

本文的创新在于将北斗定位导航系统高精度定位的优点与 GIS 采集地理分

布数据并进行运算显示的功能结合。先利用北斗的定位系统发送高精度的定位

数据，而 GIS 负责接收这些数据和周边环境信息，如水温、潮位、海流、风向和

风速等，对它们进行处理分析运算。高效的利用两个的系统的长处，为有效安

全的训练方案与路线提供实现途径。

5.1.2 基于速度最优法的路径规划实现方法

用 GIS 技术结合赛场环境因素和帆船实时位置，以速度最优法实现路径规

划。速度最优法改善了 A*计算耗时长，无法对复杂多变的海区风场进行实时响

应的缺点。又由于 GIS 采集周边环境信息的功能，它比普通方案更多的考虑到多

变的周边环境因素，在考虑到这些因素的基础上进行新的路径规划，更具备适

应帆船比赛的快速应变能力。

5.1.3 北斗定位和 AR 技术相结合的辅助训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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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增强现实和北斗定位技术相结合将获得的结果，以 AR 小船的形式呈现

在帆船运动员特制的眼镜上，从而引导运动员按最优路径前行，达到在复杂环

境中帮助运动员规划最佳路径的辅助训练的目的。这样用 3D的引导方法更加方

便明了，且具有真实性实现了感官上的统一，为运动员的在赛场的发挥积累经

验。

5.2 应用前景

随着时代的发展，增强现实（AR）作为一种在屏幕上把虚拟世界套在现实

世界并进行互动的技术愈发引人眼球，而其与北斗导航技术的结合更拥有广阔

的发展前景，实现将指引图标和周边环境合成渲染，给予使用者更直观的导航

体验。本文中介绍的系统利用北斗系统的精确定位帆船位置，结合 GIS 实现路径

规划，之后运用增强现实技术将模拟帆船呈现在运动员视野中。此训练系统可

以为不断发展的帆船运动提供更优质的训练环境，培养运动员的舵感，进行有

针对性的训练，让运动员在比赛场上发挥出的更优秀的成绩。不仅如此 AR 与北

斗导航结合在保证海上航行的安全方面也有可用之地。这种 AR 与北斗 GIS 结合

的系统拥有的较高的研究价值，和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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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卫星的可穿戴式救生衣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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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海上救援工作中复杂的环境，本文设计了一种可穿戴式救生衣。

在北斗卫星定位的基础上，采用亮灯的形式提示救援人员遇难者的具体位置。

该救生衣采用 Arduino 芯片进行控制，使用使用通信+定位一体化模块、检测周

围坐标参数，通过 PDU 传输实现数据传输到手机端进行显示，放置在户外环境

中进行实验，可实现经纬度定位精确，误差在 2 米左右，可以有效进行海上搜

救工作。

【关键字】可穿戴式救生衣 Arduino uno r3 通信+定位模块

【 Abstract 】 In view of the complex environment in the rescue work at sea, a
wearable life jacket is designed in this paper. On the basis of the positioning of the
Beidou satellite, the light is used to indicate the specific location of the victims of the
rescue. The lifejacket using Arduino chip control, using communication module,
detection + positioning integration around the coordinate parameters, realize the data
transmission through the PDU transmission to the mobile phone terminal display,
placed in the outdoor environment for experiment, can realize the latitude and
longitude of accurate positioning, the error is about 2 meters, can effectively carry
out maritime search and rescue work.

【 Key words 】 Wearable life jacket; Arduino uno R3; communication +
positioning module

引言

近些年来，随着海上交通的蓬勃发展，人们对海洋探索的规模也越来越大。

上至渔业生产下至石油探索，在海洋产业日益发达的今天，安全成了人们不可

忽视的地方。研究表明，每年因为海上意外事故失踪人数达上万人
]
。海上搜救

行动由于受到天气和水环境的双重复杂影响，往往搜救难度大，耗费时间长。

在遇难者被救之前，由于海上环境恶劣，缺乏食物，人的体能会渐渐变弱，给

救援人员救援的时间也不断缩小，所以需要一个能快速通信并且帮助救援人员

施救的设备。也针对这一情况，设计出了基于北斗卫星的可穿戴式救生衣
[3]
。本

设计采用通信+定位一体化模块，在遇难者遇难后计时向路面搜救中心发出求救

信号并发送地理位置，供救援人员准确高效的进行搜救，在海上由于洋流的影

响，该模块还能实时更新数据减小搜救难度。还采用了信号灯闪烁的方向，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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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救人员在不同的天气情况下对遇难者进行视觉捕捉，极大的缩小了搜救的时

间，保障了遇难者的生命安全。设计中使用的 Arduino uno r3 最小系统板可以方

便的与传感器等元器件连接，实现检测与控制功能。

一、可穿戴式救生衣结构设计与关键技术

1.1可穿戴救生衣系统结构设计

穿戴者在海上发生意外时，可以通过按救生衣上的求救按钮来发出救援信

号。救援信号首先通过救生衣上自带的通信传输模块收集当时的地理信息，将

采集到的信息发送至 Arduino 芯片中，芯片通过 PDU 传输模块把穿戴者和地面

搜救中心形成一个连接点，由 PDU 传输模块进行数据传输。当搜救人员达到目

标海域时，救生衣上会自动触发灯光闪烁，方便救援人员及时赶往穿戴者的具

体位置。

1.2 卫星定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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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达到这一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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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卫星信号

传播到用户所经历的时间，再将其乘以光速得到（由于大气层电离层的干扰，

这一距离并不是用户与卫星之间的真实距离，而是伪距（PR）：当北斗卫星正常

工作时，会不断地用 1 和 0 二进制码元组成的伪随机码（简称伪码）发射导航

电文。

图 1 GNSS 参考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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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硬件电路设计

本文提出的可穿戴救生衣包括电源模块、Arduino 单片机最小系统、MC20
定位+通信模块。

图 2 可穿戴救生衣系统框图

2.1 电源模块电路设计

在机身设计中电机起着极大作用，本文采用 12V 供电、噪音产生较小的电

机，电源采用自己制作的 9V供电电池。为了使电机良好的供电本文在电源与电

机间加了 XL6009DC-DC可调升压模块（如图 5）将电压升到 12V。XL6009DC-DC
可调升压模块输入范围 3V~32V，输出范围 5V~35V。其具有成本低，性能卓越等

特点。

VCC  9V

220uF/35V

C2

D1

SS14

10K

R1

100uF/50V

C1

330

R2

10uH

L1

GND

1

EN

2

Vin

4

SW

3

FB

5

XL6009

*

XL2009

图 3 XL6009DC-DC 升压模块电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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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Arduino 单片机最小系统设计

Arduino包含两个主要的部分：硬件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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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本身的程序开发环境。只要在 IDE
中编写程序代码，将程序上传到 Arduino 电路板后，程序便会使 Arduino 电路板

进行工作。

Arduino 是一款具有灵活性、极易掌握的开源硬件产品，具有丰富的接口：

有数字 I/O 口，模拟 I/O 口。同时支持 SPI、IIC、UART 串口通信，适合应用于本

装置[6]。如图 6 所示，其具有 14 路数字输入、输出，工作电压 5V，每一路能

输出和接入最大电流为 40mA 的性质。每一路配置了 20-50K 的上拉电阻（默认

不连接）。除此之外，有些引脚还有特定的功能。如：串口信号 RX（0 号）、TX
（1 号）与内部 ATmega8U2 USB-to-TTL 芯片相连，提供 TTL 电压水平的串口接收

信号，可设成上升沿、下降沿或同时触发的外部中断（2 号，3 号），6 路 8 位

PWM 输出（3、5、6、9、10、11）,SPI（10（SS），11（MOSI），12（MISO），
13（SCK ））通信接口，和专门用于测试的 LED 的保留接口。6 路模拟输入 A0
到 A5 每一路具有 10 位的分辨率（即输入有 1024 个不同值），默认输入信号范

围为 0 到 5V，并且可以通过 AREF 调整输入上限。除此之外，TWI 接口支持通信。

Reset低信号时复位芯片。

Arduino 电子积木传感器分为数字传感器和模拟传感器两种。开发板对接口

进行了规范化处理，数字传感器可以连接到开发板的数字口，模拟传感器可以

连接到专门的模拟口，不能互换。方便开发者的使用与开发。

图 4 Arduino 实物接口分布图

2.3 定位+通信模块

本设计采用的是 EasyMC20 模块，EasyMC20的核心板是一款多功能低功耗

的 GPRS 核心板，具有北斗/GPS/基站定位、GSM短信、GRRS 透传、蓝牙 3.0 等

功能，并且该核心板还支持二次开发。在待机模式不仅只有 1.2MA，而且还支

持电话、短信、TCP/IP 数据从低功耗唤醒。宽电压供电 3.3~4.6V 可以直接使用

电池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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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EasyMC20 核心板顶部

三、系统软件设置

3.1 工作原理

通过触发救生衣上的求救按钮，实时采集救生衣所在的地理信息。通过卫

星可接收到 GNSS的 GGA 识别码、GSV识别码、GLL 识别码、GSA 识别码和 RMC
识别码，将这些采集到的识别码通过 PDU通信实时传输至救援中心。

3.2 工作流程设计

软件：按下救生衣的按钮，内置的模块会自动启动输入指令 AT，打开 GNSS
串口接收地理数据信息，数据接收完毕后输入指令 AT，会将通过 PDU 模块发送

数据到救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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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系统程序流程图

硬件：如下图所示，胸前有两个开关 1（红）和 2（绿），1 号开关是北斗定

位开关，打开开关开始定位，将定位信息以短信的形式发送到指定用户手机，2
号开关是应急信号灯开关，按下开关信号灯将会闪烁，增加救援人员的可辨识

度。在救生衣的背部装有信号灯，北斗定位模块与太阳能发电板，太阳能发电

板可以增加电池的续航能力。

（a） (b)
图 7 系统程序流程图

3.3 数据的采集与处理

通过启动模块，实时接收定位数据，将数据根据 GNSS内容识别码的协议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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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数据分类，得出相应的地理信息，发送至设定好的手机并由手机接收消息。

四、实验与分析

这是当前位置的地理信息图，从图中我们可以知道当前的经度和纬度，手

机接收信号正常。

将我们采集到的数据通过软件分析，然后对比手机上当前的经度和纬度，

验证了我们的定位功能是可以实现的，并且误差在 2 米左右。然后将我们采集

的数据发送至手机中，发现手机能收到消息，也验证了我们通信功能是能够实

现的，符合我们对设计的要求。

图 8 电脑接收显示测量数据

图 9 内置机械模块解构

五、结论

海洋环境复杂多变，使海滩事故的发生具有突发性和灾难性的特点，严重

威胁海上人命及财产的安全。海上人员遇险定位是海滩事故搜救取得成功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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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当今我国海上搜救定位主要依靠搜救飞机或者船舶上所载搜救人员肉眼定

位的人工方式，以及航线预测，人员飘移预测等传统技术手段，这样的救援准

确性和实时性比较低，不能在第一时间定位遇险人员并对其施救。北斗卫星定

位系统作为空间基础设施，可应用于海上人员遇险定位。本文（可穿戴式救生

衣的设计）应时而生，通过救生衣上的模块装置对信息进行采集并传输数据，

既很好的解决了传统搜救方式的局限，又更好的保障了人身安全和财产，可以

进行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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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efine GpsSerial Serial

#define DebugSerial Serial

int L = 13; //LED 指示灯引脚

struct

{

char GPS_Buffer[80];

bool isGetData; //是否获取到 GPS 数据

bool isParseData; //是否解析完成

char UTCTime[11]; //UTC 时间

char latitude[11]; //纬度

char N_S[2]; //N/S

char longitude[12]; //经度

char E_W[2]; //E/W

bool isUsefull; //定位信息是否有效

} Save_Data;

const unsigned int gpsRxBufferLength = 600;

char gpsRxBuffer[gpsRxBufferLength];

unsigned int ii = 0;

void setup() //初始化内容

{

GpsSerial.begin(115200); //定义波特率 9600，和我们店铺的 GPS

模块输出的波特率一致

DebugSerial.begin(11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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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ve_Data.isGetData = false;

Save_Data.isParseData = false;

Save_Data.isUsefull = false;

}

void loop() //主循环

{

gpsRead(); //获取 GPS 数据

parseGpsBuffer();//解析 GPS 数据

printGpsBuffer();//输出解析后的数据

delay(100000);

}

void errorLog(int num)

{ duanxin();

DebugSerial.print("ERROR");

DebugSerial.println(num);

delay(500);

DebugSerial.write(0x1A);

delay(100);

while (1)

{

digitalWrite(L, HIGH);

delay(300);

digitalWrite(L, LOW);

delay(300);

}

}

void printGpsBuffer()

{

if (Save_Data.isParseData)

{

Save_Data.isParseData = false;

if(Save_Data.isUsefull)

{

Save_Data.isUsefull = false;

duanxin();

DebugSerial.print("Save_Data.N_S = ");

DebugSerial.println(Save_Data.N_S);

DebugSerial.print("Save_Data.E_W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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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ugSerial.println(Save_Data.E_W);

delay(500);

DebugSerial.write(0x1A);

delay(100);

}

else

{

duanx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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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lay(500);

DebugSerial.write(0x1A);

delay(1000);

}

}

}

void parseGpsBuffer()

{

char *subString;

char *subStringNext;

if (Save_Data.isGetData)

{

Save_Data.isGetData =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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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f (i == 0)

{

if ((subString = strstr(Save_Data.GPS_Buffer, ",")) == NULL)

errorLog(1); //解析错误

}

else

{

subString++;

if ((subStringNext = strstr(subString, ",")) != NULL)

{

char usefullBuffer[2];

switch(i)

{

case 1:memcpy(Save_Data.UTCTime, subString,

subStringNext - subString);break; //获取 UTC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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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se 3:memcpy(Save_Data.latitude, subString,

subStringNext - subString);break; //获取纬度信息

case 4:memcpy(Save_Data.N_S, subString,

subStringNext - subString);break; //获取 N/S

case 5:memcpy(Save_Data.longitude, subString,

subStringNext - subString);break; //获取纬度信息

case 6:memcpy(Save_Data.E_W, subString,

subStringNext - subString);break; //获取 E/W

default:break;

}

subString = subStringNext;

Save_Data.isParseData = true;

if(usefullBuffer[0] == 'A')

Save_Data.isUsefull = true;

else if(usefullBuffer[0] == 'V')

Save_Data.isUsefull = false;

}

else

{

errorLog(2); //解析错误

}

}

}

}

}

void gpsRead() {

while (GpsSerial.available())

{

gpsRxBuffer[ii++] = GpsSerial.read();

if (ii == gpsRxBufferLength)clrGpsRxBuffer();

}

char* GPS_BufferHead;

char* GPS_BufferTail;

if ((GPS_BufferHead = strstr(gpsRxBuffer, "$GPRMC,")) != NULL ||

(GPS_BufferHead = strstr(gpsRxBuffer, "$GNRMC,")) != NU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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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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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PS_BufferTail > GPS_BufferHead))

{

memcpy(Save_Data.GPS_Buffer, GPS_BufferHead, GPS_BufferTail -

GPS_BufferHead);

Save_Data.isGetData = true;

clrGpsRxBuffer();

}

}

}

void clrGpsRxBuffer(vo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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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 0;

}

void duanxin()

{

delay(1000);

DebugSerial.println("ATE1");

delay(1000);

DebugSerial.println("AT+CMGF=1");

delay(1000);

DebugSerial.println("AT+CMGS=\"13244219928\"");

delay(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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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无人驾驶船及其舰载无人机的联合搜救

作 者：陈鹏飞、董余武、徐俊杰、杨聚圃

指导教师：夏 冬

学 校：中国民航大学

【摘要】海上搜救需要较强的技术系统等支持，海上搜救仅靠个人的力量是远

远不够的，全社会都应该联动起来海上搜救相比于陆地搜救有更多的不可预测

性，因此它的难度也更大：救援船从接到报警至出发搜救准备时长过长，定位

误差，搜索面积大，由于天气、海域危险程度、海面状况等带来救援难度，海

域危险对搜救船只也带来一定危险性导致决策难以做出以致贻误救援。

因此，设计一款无人驾驶搜救船及舰载无人机在海上联合搜救的模型，并

对此设计一套新的海洋救援方案，与现有方案进行对比，对现有海洋救援模式

进行评估，为无人驾驶技术，无人机技术在海洋搜救方面提供新思路。我们的

无人驾驶船体模型配备有一个无人机停机坪，红外传感器等避障设施，烟雾传

感器模拟真实船体，船内部两根带有螺旋桨的金属棒，浸入水中导通，形成闭

合回路，金属棒旋转带动螺旋桨旋转，驱动船前进。通过建立船坐标和目标位

置坐标的模型，实时接收并修正，实现无人驾驶。无人机载有摄像头，进行图

像处理，搜索识别遇难船只及落水生命。

我们的产品具有无人驾驶技术、复杂海域极端天气的适应性、联合搜救的

高效性、救援的实时性与高速、节省人力资源等优势，为无人技术在海洋搜救

领域提供了可能性。

也为未来海域执行任务、远洋货轮，深海捕鱼等提供了无人化思路。

【关键词】无人驾驶船 无人机 搜救自动化 高效省时 救援方案

一、绪论

1.1研究背景

海上搜救是指国家或者部门针对海上事故等做出的搜寻、救援等工作。海

上搜救需要较强的技术系统等支持，海上搜救仅靠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全社会都应该联动起来海上搜救相比于陆地搜救有更多的不可预测性，因此它

的难度也更大，中国交通部门也一直致力于海上搜救工作如何能在第一时间做

出最快最正确的搜救方案。

2014年 4 月 16日，韩国西南海域，“世越号”，296人遇难。1999 年 11月

24日，烟台附近海域，“大舜号”滚装船，280遇难。1912 年 4月 14日，“泰坦

尼克号”巨轮撞上冰山沉没，1503人遇难。这样一起起在航海史上留下巨大伤

痛的大海难，造成数以百计人的遇难。其原因有很多，但是，海洋搜救速度过

慢是一个重要原因。

在不考虑决策者等因素的情况下，根据文献[1][2][3]我们总结出给出一下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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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导致救援不及时的原因：①救援船从接到报警至出发搜救准备时长过长，搜

救船到达出事海域航行速度过慢，尤其是远距离航行，导致贻误最佳救援时机。

②求救船定位信号不够精确或者定位与到达救援时有误差导致搜索难度大，救

援船大面积搜索难度大。③由于天气、海域危险程度、海面状况等带来救援难

度，海域危险对搜救船只也带来一定危险性导致决策难以做出以致贻误救援。

1.2研究目的

①研究探寻一套新的海洋救援方案，提高海洋救援效率，尽可能减少伤亡。

②通过优化船体结构，探寻在复杂海域、极端天气下进行救援的可行性。

③研发一款具备自主导航无人驾驶功能的搜救船，并舰载无人机，进行海

上联合搜救的基础模型。（文献[4]）

1.3研究意义

设计一款无人驾驶搜救船及舰载无人机在海上联合搜救的模型，并对此设

计一套新的海洋救援方案，与现有方案进行对比，对现有海洋救援模式进行评

估，为无人驾驶技术，无人机技术在海洋搜救方面提供新思路。

1.4当前国内外同类课题研究水平

1.4.1无人驾驶船：

2012年 9 月--2015年 8 月，Fraunhofer CML、MARITEK 等 8 家机构开展了无

人驾驶船舶的研究工程“ MUNIN”，对无人驾驶船舶在技术、经济和法律法规方

面的可行性等方面进行了研究。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在 2015年 7 月宣布牵头领导

投资 660万欧元的先进自动化水上应用项目并在 2016年 4月首次披露了自动无

人驾驶货船岸基控制中心运营版本,展示了未来无人航运概念。

2015年 12月，冲国船级社发布《能船舶规范》，并于 2016 年 3 月 1 日正式

生效，包含智能航行智能船体、智能机舱、智能能效管理、智能货物管理和智

能集成平台六大功能，并对不同等级的功能提出了相应的要。[5]
1.4.2无人机海上搜救：

我国第一次利用无人机进行救援工作是在 2008年南方发生冰冻灾害上。同

年，在汶川发生的大规模地震上，无人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应用。在汶川

地震上，无人机作为航拍的补充而参与到救援工作中来。

目前，我国现阶段使用在海上救援的无人机主要分成以下三种类型：首先

是高空长航时无人机。这种无人机具有航行时间长、航程距离远、飞行高度高

等特点，不存在疲劳等问题，有利于长时间进行作业。其次是海上搜救飞艇。

飞艇主要的动力是依靠浮力产生上升力，大大降低了油耗，使续航能力得到了

巨大的提升。另外，飞艇还能够在空中任意的悬停，对升降场地的要求也极低，

必要时可以在舰船上进行起落。最后是地面效应飞行器。这种飞行器具有飞机

和船舶两种之间的优点，还弥补了两者的不足之处，使其在海上救援工作中可

以随意的在海面上进行起降，并且它还有巨大的承载能力，利于物资的投放和

人员的救助，是最适合用来进行海上救援工作的无人机。[6]

二、产品研究

2.1产品设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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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无人驾驶技术的推广，建立一款模型及相应救援方案，无人驾驶船从

海洋救援中心接收位置信息后，自动规划路径并行驶至指定海域，驱动无人机

起飞进行地毯式搜索。无人机搜索到遇难船只，将位置信息传送给搜救船，搜

救船根据坐标生成路径前往，将人员及部分重要物资救援，并返航。

图 2-1-1 船三维图

图 2-1-2 船实物图

图 2-1-3 无人机三维图

图 2-1-4 无人机实物图

2.2系统演示方案介绍：

2.2.1无人搜救船技术的应用

7 海上呼救者发送呼救并发送至海上搜救中心受难海域的坐标。

8 海上搜救中心决定使用何艘无人搜救船，并传送其信号位置。

9 根据北斗导航系统，以及国际海洋组织规定的现有航道，规划出具体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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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如若出事海域为未规定海域，则通过系统计算最佳航道，系统自动

生成到达出事海域的最佳航线。

10 无人驾驶船根据生成的路线，通过实时位置信息及终点海域的位置信

息，不断接受与修正，按照航线行驶。船体具有自主避障，自主探礁功

能，并能通过实时广播式自动相关技术预报可能相遇的船只做出避让，

实现从港口到出事海域的全程无人无遥控自主航行。

11 到达指定海域后，发出信号，驱动无人机起飞搜索，将搜索后传来的位

置信号，自动生成到具体位置的路线规划，并自主航行到指定位置。

12 船到达出事地点后，自动接近出事船只或者岛屿，并完成与出事船只（岛

屿）的对接，完成对生命及少量重要物质的救援。

13 无人机归位，自主生成返航的最佳路线，将人员及重要物资运送回。

2.2.2 舰载无人机的应用

① 由于大多数遇险船只已丧失联络功能，无人机装载讯息及救援必须物

资。

② 到达指定海域后，接收信号，无人机自主起飞搜索，进行以船为中心点，

利用摄像头，以同心圆式向外辐射搜索，并自主对遇险船只和落水生命进行识

别，并且可以辅以大量无人机同时工作。

③ 搜索到遇险船只或生命后，空投传递的讯息、救援物资及带有定位功能

的救生圈，等待无人驾驶船的救援。

④ 等待搜救船到达后，自动起飞飞回无人驾驶搜救船。

（示意图见 2-2-1、2-2-2）

图 2-2-1 图 2-2-2

2.3产品运用技术及模块介绍：

图 2-3-1 甲板图 2-3-2 动力装置图 2-3-3 无人机起飞

2.3.1船模行驶

船内部两根带有螺旋桨的金属棒，浸入水中导通，形成闭合回路，金属棒

旋转带动螺旋桨旋转，驱动船前进。依靠一侧螺旋桨旋转一侧停止，实现船的

左转右转。

2.3.1无人驾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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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航路上建立 n 个目标点，接收实时船体位置信号与下一个目标点位置信

号，建立模型，根据两点经纬度测算斜率，当斜率 k2>k1,驱动船左转，k2<k1,
驱动船右转，实时接收并修正。通过对一个个目标点的完成，实现无人驾驶。

2.3.2图像技术：

无人机载有摄像头，进行图像处理，搜索识别遇难船只及落水生命。并存

储航海行驶记录，每隔时间向总部传送。

2.3.3避障技术：

通过红外传感器及声呐，避让水面障碍物及水下暗礁等。并通过北斗报文，

实时提醒来往船只，注意避让。

2.3.4模块介绍

①开发板

型号：Arduino Uno
ATmega328具有 32 KB 闪存（其中 0.5 KB 被启动加载器占用）。它还具有 2KB

SRAM和 1KB EEPROM（可以利用 EEPROM 库读取和写入）。

（见图 2-3-4）

图 2-3-4
②GPS BDS 双模定位模块：

型号：ATGM336H-5N
性能参数：

支持 BDS/GPS/GLONASS 卫星导航系统的单系统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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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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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图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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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5
③烟雾传感器模块

型号：MQ-2
性能参数：

输入电压：DC5V
功耗（电流）：150mA
DO输出：TTL 数字量 0 和 1（0.1和 5V）
AO 输出：0.1-0.3V（相对无污染），最高浓度电压 4V 左右

④红外测距传感器：

型号：2Y0A02 F 7Y
性能参数：

测量范围：20-150cm
模拟量输出

电压 4.5-5,.5v
（见图 2-3-6）

图 2-3-6
⑤Stm32四旋翼：

电子系统： STM32F103C8T6 单片机 +MPU6050(6 轴传感器 )+SPL06(气压

计)+NRF24L01(无线模块)
动力系统：1200mAh电池+820空心杯电机*4+145mm 螺旋桨*4
遥控器：stm32遥控器+NRF24L01(无线模块)
规格：27*27cm
续航：10min
遥控距离：大于 100m
整机体重：121g
（见图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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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7

2.4未来船体模型：

2.4.1船体结构：

1. 整体为流线型的瘦削船型，横截面接近 V字型，有利于减小阻力，

同时也有效增强了船体的稳定性。

2. 中部甲板面积较大，具体为一个八边形的停机坪，并按照无人机起

降标准安装所需的灯光设施，供无人机的起降和停放。

3. 停机坪的两侧向外伸展为两侧各一只浮艇，浮艇在船只稳定航行时

为收起状态，当无人机降落或风浪猛烈时放下两边的浮艇，增加船只侧向的

稳定性，避免无人机重心偏离船只或者风浪过大而使船只发生侧翻。

4. 船的动力由尾部两台发动机带动的螺旋桨高速转动提供。

2.4.2船体配备设施：

1. 气垫、救生衣、救生艇、救生电台以及防身用具供给被救助者使用。

2. 船头和船尾各安装一台水上生命探测仪（热像仪），用来探测船只附

近有无其他人员生还。

3. 船的尾部集中安装硬件设施，包括无线电收放设备、北斗导航设备、

自动巡航与自主避障的智能控制设备等。

4. 整个船体还需要配备一套自动消防报警系统，当出现火灾等紧急情

况时自动开启警报，识别位置并立即处理。若情况仍未得到控制，则向陆地

控制中心发出警报求救。

5. 停机坪以下的船舱安装无人机提供燃料的油箱以及为无人机上设备

供电的充电设施。

2.4.3与普通搜救船结构上的差异：

1. 无需配备传统搜救船的驾驶室和船员休息室，仅需为被救助者提供

简单、安全的庇护设施，大大节省了船体的空间。

2. 配备比普通搜救船更精密的导航、巡航及报警设备，以实现无人驾

驶的精确性和安全性。

3. 载有无人机，能够执行多种复杂情况下的搜救任务，增加了多种搜

救手段，提高搜救成功率和效率。

4. 甲板以上的设施相较于传统搜救船减少，使船的重心更稳定，抗风

浪能力更强，从而能在更恶劣的条件下开展搜救行动。

三、产品优势：

3.1无人驾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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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船自主无人驾驶，无人机无人驾驶，自主规划路线，实现搜救的全自

动化。

3.2复杂海域极端天气的适应性

无人驾驶船代替有人救援船，解决因极端天气，未知危险海域等对救援船

带来的风险因素对搜救的延缓，第一时间赶赴事发现场。船体不需要大量载人，

船体结构简化紧凑，船体小，更容易进入复杂海域。

3.3联合搜救的高效性

无人驾驶船到达指定海域，是粗略搜索，结合无人机海面搜寻进行精确搜

索，两者联合搜救，增加搜救成功率。并且大面积海域光依靠船只搜索灵活性

不够，结合无人机搜寻能解决。大量无人机同时工作，提高效率。

3.4救援的实时性与高速

无需船只人手的布置与协调，大大缩小准备时长，接到救援就能开赴现场，

节约时间，提高效率。24小时全天候待命，随时出动。

3.5节省人力资源

救援人员人力的节省，并避免人手不足的情况，并节省人力成本。

四、产品前景：

4.1减去人为因素，开发机器的最大作用，节省因人为而浪费的宝贵救援时

间

无人驾驶船从根本上是为了解决机器与人之间的矛盾问题。无人驾驶船是

时代所驱，尤其是对于时间紧迫的搜救活动而言，更需要我们处理好人员安排

派以及搜救船支分配的问题，但是从很多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要合理安排

派人员问题，很可能会错过援救活动的最佳时间，因此无人驾驶船技术有着很

广泛的需求。

4.2减轻了人类的工作量

超负荷的工作量导致工作效率下降，繁重的工作量对于我们来说是一项艰

难的挑战，在这样的压力下，难免会出现一些纰漏，但是如果我们的船支是无

人驾驶的话就可以很好的避免这类问题的发生。

4.3对极端天气复杂海域的适应性

所以就水面而言，无人驾驶技术的需求还是很强烈的。像一些巡航、搜索

之类的工作，用无人技术一个是可以提高船的数量，而且不载人的船因为体积

小所以反应也更迅速，并且可以在危险天气情况下继续完成搜救任务。我们首

要保证的是生命安全救回，其次才是财产安全，故我们的无人驾驶船与无人机

的联合搜救可以很好完成挽救生命安全的任务。至于军用领域基本可以说是必

然有需求，减少伤亡降低损失的事是我们都希望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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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联合搜救

同时，我们的无人搜救船是搭载了无人机的，飞机的巡视辐射面积约为船

舶的 12倍，巡视效果远高于船舶。利用无人机无人驾驶船的粗略搜索，结合无

人机高灵活性精确搜索，两者联合搜救，增加搜救成功率。

4.5除了在紧急搜救活动中的应用之外，无人驾驶船的应用范围也是相当广

泛的

它可以用来执行港区、海域内的日常巡视、船舶碰撞及排污溢油事件的应

急调查与取证等行动，通过船、机配合，更可以发挥各自优势，极大增强执行

任务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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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树莓派和激光雷达的室内外北斗导航智能小车

作 者：雒颖炜、苏京杰、张颖、赵威

指导教师：张威

学 校：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摘要】本文讲述了一种基于激光雷达和北斗导航的室内外智能导航小车的设

计方案。在室外环境下，智能小车通过北斗卫星经行定位导航。在室内环境下，

通过激光雷达实时扫描周围环境轮廓，与已知的室内地图进行匹配，从而实现

较为精确的室内定位与导航。本文通过结合激光雷达和北斗导航技术，实现了

智能小车的室内外协同定位。

【关键词】北斗导航 激光雷达 树莓派

一 研究背景

北斗卫星导航在日常生活中得到了极大的应用，但是受限于卫星信号的特

性，卫星导航在室内环境下受限很大。针对于室内环境的导航定位，学界提出

了诸如 zigbee,wifi,UWB 等各种方案，但是以上方案具有成本高，精度有限，不

适用于机器人平台的特点。随着无人驾驶的兴起，激光雷达也逐渐成为了一种

流行的机器人室内定位方案。本文通过结合激光雷达和北斗导航技术，实现了

智能小车的室内外协同定位。

二 各硬件模块组成介绍

2.1激光雷达工作原理与实物

激光雷达在英文中称之为 LIDAR(光探测与光测距)。激光雷达的基本原理系

通过采用激光器向被探测目标发射激光脉冲，经过被探测目标的反射或散射后，

激光脉冲返回激光器，通过对返回激光脉冲进行分析来探知被探测目标。根据

具体原理的不同，激光雷达可分为测距激光雷达、多普勒激光雷达以及差分吸

收激光雷达。

地球的表面以及覆盖其上的目标，譬如植被、建筑物等都可以对电磁波产

生反射。LiDAR 系统包括一个单束窄带激光器和一个接收系统。激光器产生并发

射离散的激光脉冲，打在物体上并反射，最终被接收器所接收。接收器准确地

测量激光脉冲从发射到被反射回的传播时间。因为激光脉冲以光速传播，所以

接收器总会在下一个脉冲发出之前收到前一个被反射回的脉冲。这种直接距离

测量方法是基于短波电子信号在一个均匀的介质层内(即空气)，以恒定的速度直

线传播，并且在不同的介质分界面(地球表面)被反射回来。其一般原理可以简单

描述为：

nCC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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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C。为真空光速，n 为介质，即空气折射率从激光发射器发出的激光

光束到达地面并被反射后，被激光器上的接收单元接收和记录。一般把从发射

到接收这段时间称为运行时间 t，这个时间参数 t与光束的出发点和地面之间的

双倍距离 R 成正比，由此可以计算出此距离：

2/ctR 
通过 DGPS 和 IMU 求得航迹线上任意采样时刻激光发射中心的空间坐标和

设备的空间姿态，内插后能够获取任意时刻激光光束的姿态和发射中心的空间

坐标，通过激光测量激光发射中心到地面的距离 R，可以求得每一个激光脚点的

空间三维坐标。另外，利用 DGPS/IMU可以直接获取每一张照片的外方位元素，

可以快速制作 DOM成果。

360度二维激光激光扫描测距系统: RPLIDAR 可以实现 360 度6米范围内的

激光测距扫描，产生所在空间的平面点云地图信息用于地图测绘、机器人定位

导航、物体/环境建模等应用。在进行 360点采样/周的设置下，RPLIDAR扫描频

率达 5.5hz，并且最高可达 10hz 的扫描频率。RPLIDAR 采用由 ROBOPEAK 研发

的低成本的激光三角测距系统， 可以在各类室内环境以及无日光直接照射的室

外环境下表现出色。RPLIDAR实物图如图 1 所示：

图 1 RPLIDAR 实物图

RPLIDAR 主要分为激光测距核心以及使得激光测距核心高速旋转的机械部

分。在分别给各子系统供电后，测距核心将开始顺时针旋转扫描。用户可以通

过 RPLIDAR的通讯接口（串口/USB 等）获取 RPLIDAR 的扫描测距数据。

RPLIDAR 采用了激光三角测距技术，配合高速的视觉采 集处理机构，可进

行每秒高达 2000 次以上的测距动作。每次测距过程中，RPLIDAR 将发射经过

调制的红外激光信号，该激光信号在照射到目标物体后产 生的反光将被

RPLIDAR 的视觉采集系统接受。经过嵌入在 RPLIDAR 内部的 DSP 处理器实时

解算，被照射到的目标物体与 RPLIDAR 的距离值以及当前的夹角信息将从通讯

接口中输出。测距原理如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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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RPLIDAR 测距原理

三角测距系统距离分辨率将随着实际距离值变化， RPLIDAR 的理论具体变

化情况如图 3所示：

图 3 RPLIDAR 测距分辨率与距离关系

2.2 树莓派简介

树莓派又称卡片式电脑，外形只有信用卡大小，却具有电脑的所有基本功

能，这就是 Raspberry Pi 电脑板，中文译名"树莓派"。它是一款基于 ARM 的微型

电脑主板，以 SD/MicroSD卡为内存硬盘，卡片主板周围有 1/2/4 个 USB 接口和

一个 10/100 以太网接口（A 型没有网口），可连接键盘、鼠标和网线，同时拥

有视频模拟信号的电视输出接口和 HDMI 高清视频输出接口，以上部件全部整合

在一张仅比信用卡稍大的主板上，具备所有 PC的基本功能只需接通电视机和键

盘，就能执行如电子表格、文字处理、玩游戏、播放高清视频等诸多功能。

所用树莓派如图所示，具体硬件配置如图所示。

https://baike.baidu.com/item/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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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树莓派实物图

CPU 1.2 Ghz Quad-Core ARM Cortex A64
GPU MALI-400 MP2 500MHz
内存 2GB DDR3 SDRAM (GPU 共享)
存储 MicroSD (最大 64GB)/SATA3(最大 2048GB)
网络 1000Mbps Realtek RTL8211E 网卡

WiFi 802.11 b/g/n 博通 AP6212 网卡

蓝牙 博通 AP6212 蓝牙 4.0
电源 5V 2A DC
USB USB 2.0
GPIO 40 Pins: GPIO, UART, I2C,I2S,PWM
开发板选用可以运行 Debain Linux 系统，Debian系统镜像烧录在 SD 卡上，

开发板桌面通过 3389 端口(远程桌面)串流到开发机上。开发板上电后，Debain
系统自动运行并连接网络，开启 3389 端口。此时电脑运行 mstsc 命令，输入开

发板 IP，即可显示开发板桌面。如图 5所示。

图 5 开发板桌面

同时，Debain 系统同时默认开启 SSH 远程登录，即可以在电脑上利用 PuTTY
等 SSH 客户端，利用命令行的方式来操作开发板上的 Debain 系统。SSH 远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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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行操作界面如图 6所示。

图 6 SSH 远程命令行界面

2.3 北斗卫星导航模块

北斗导航卫星系统是中国自行研制开发的区域性有源三维卫星定位与通信

系统（CNSS），是除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GPS）、俄罗斯的 GLONASS 之后第三

个成熟的卫星导航系统。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致力于向全球用户提供高质量的定

位、导航和授时服务，其建设与发展则遵循开放性、自主性、兼容性、渐进性

这 4 项原则。用产业支撑、推广和保障体系，推动卫星导航在国民经济社会各

行业的广泛应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由空间段、地面段和用户段三部分组成，

空间段包括 5 颗静止轨道卫星和 30颗非静止轨道卫星，地面段包括主控站、注

入站和监测站等若干个地面站，用户段包括北斗用户终端以及与其他卫星导航

系统兼容的终端。

北斗定位模块采用 UM220北斗定位模块，模块如图 7所示：

图 7 UM220 北斗定位模块

模块输出定位信息采用 NMEA 0183 协议 Python 解析 NMEA 0183 协议代码

如下：

def ObtainLocation(
lat=0.0
let=0.0
um220data=self.um220Data.spl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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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um220data[1]
if um220data[0]=='$GNRMC'or um220data[0]=='$GNRMC' :

if um220data[6]=='E' or um220data[6]=='e':
lat=float(um220data[5])

elif um220data[6]=='W' or um220data[6]=='w':
lat=0-float(um220data[5])

else:
return -1

if um220data[4]=='N'or um220data[4]=='n':
let=float(um220data[3])

elif um220data[4]=='S'or um220data[4]=='s':
let=0-float(um220data[3])

else:
return -1

elif um220data[0]=='$GNGGA'or um220data[0]=='$GNGGA' :
if um220data[5]=='E' or um220data[5]=='e':

lat=float(um220data[4])
elif um220data[5]=='W' or um220data[5]=='w':

lat=0-float(um220data[4])
else:

return -1
if um220data[3]=='N'or um220data[3]=='n':

let=float(um220data[2])
elif um220data[3]=='S'or um220data[3]=='s':

let=0-float(um220data[2])
else:

return -1
return(time,lat,let)

2.4 光电编码器

光电编码器，是一种通过光电转换将输出轴上的机械几何位移量转换成脉

冲或数字量的传感器。光电编码器是由光栅盘和光电检测装置组成。光栅盘是

在一定直径的圆板上等分地开通若干个长方形孔。由于光电码盘与电动机同轴，

电动机旋转时，光栅盘与电动机同速旋转，经发光二极管等电子元件组成的检

测装置检测输出若干脉冲信号，通过计算每秒光电编码器输出脉冲的个数就能

反映当前电动机的转速。

此小车应用了 2 个光电编码器，安装在两个轮子上，用于实时计算小车的

运动里程和运动方向。光电编码器图片如下所示。轮子每转一圈，编码器将产

生 100个脉冲电平信号。

http://www.baike.com/sowiki/%E5%85%89%E7%94%B5%E7%BC%96%E7%A0%81%E5%99%A8?prd=content_doc_search
http://www.baike.com/sowiki/%E6%9C%BA%E6%A2%B0?prd=content_doc_search
http://www.baike.com/sowiki/%E6%95%B0%E5%AD%97?prd=content_doc_search
http://www.baike.com/sowiki/%E4%BC%A0%E6%84%9F%E5%99%A8?prd=content_doc_search
http://www.baike.com/wiki/javascript:linkredwin('%E5%85%89%E6%A0%85%E7%9B%98');
http://www.baike.com/sowiki/%E6%97%8B%E8%BD%AC?prd=content_doc_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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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100 线光电编码器

三、室内导航软件(SLAM)设计与实现

3.1 SLAM概述

在室内无北斗卫星定位信号，因此，在室内小车的导航只能通过激光雷达

配合里程计进行。此过程被称为 SLAM，SLAM 中文称作「同时定位与地图创建」。

SLAM试图解决这样的问题：一个机器人在未知的环境中运动，如何通过对环境

的观测确定自身的运动轨迹，同时构建出环境的地图。SLAM技术正是为了实现

这个目标涉及到的诸多技术的总和。

无人机领域，SLAM可以构建局部地图，辅助无人机进行自主避障、规划路

径；无人驾驶领域，SLAM 技术可以提供视觉里程计功能，然后跟其他的定位方

式融合；机器人定位导航领域，SLAM 可以用于生成环境的地图。基于这个地图，

机器人执行路径规划、自主探索、导航等任务

3.2 激光雷达数据格式定义

激光雷达通过串行接口（115200）与树莓派之间进行通信，数据格式定义

如下：

数据参数：

串口通讯: 速率 115200 8N1
雷达每完整旋转一周会发送 90个数据包

每个数据包中包含 4个测量点的信息

每个数据包长度固定是 22个字节

360°旋转一周共 1980 个字节,相当于每度会有一个距离数据.
雷达的数据包格式：

<start> <index> <speed_l> <speed_h> [data 0] [data 1] [data 2] [data 3]
<eccl><ecch>

雷达的数据包分析：

<start>：0xFA,是固定格式表明数据包开始,可用来从数据流中分割数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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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x>：数据包的索引号,范围从 0xA0 到 0xF9 (总共 89 个包,每个包 4 个

数据)。
<speed_l> <speed_h>：有两个 speedL 和 speedH ，它们各一个字节，共同

组成转速信息,大概是低 6bit 表示小数部分。

[data 0]到[data 3] 是四组测量数据,其中每组测量数据分别由 4个字节组成：

byte 0 : <distance 7:0=""> # 距离信息的 0-7位

byte 1 : <“invalid data” flag> <“strength warning” flag> <distance 13:8="">
# 错误信息标志位 , 警告位, 距离信息 13-8位

byte 2 : <signal strength="" 7:0=""> # 信号强度 0-7 位 byte 3 : <signal
strength="" 15:8=""> # 讯号强度 8-15 位

距离信息的单位是mm ,整个激光雷达的测量范围大概是 15cm 到 6m, 只需

要把距离信息的两个字节组装成一个整数即可。

<eccl><ecch>：由两个字节组成的校验码，用来校验整个数据包是否正确。

3.3 SLAM算法实现

整个 SLAM框图图 9 所示：

图 9 算法框图

当移动机器人处在一种室内局部地图环境中的时候，经常采用的是特征地

图，利用直线等数学几何图形来构成特征地图，从激光数据中提取扫描到的物

体几何特征，从而构建出当前环境特征地图。该算法将 SLAM 简化为距离计算

与地图更新两个过程。第一步，将传感器每次扫描得到的数据点集输入进行直

线特征提取，第二步是在更新步骤，将扫描得到的线加入地图中，即当扫描到

障碍物时，将周围点绘制成点集，而不是一个单独的点。

激光处理流程一般为数据预处理—滤波—聚类—拟合—匹配，在激光获取

测距数据后进行预处理，滤除不合要求的点，在对数据进行区域分割处理，同

一环境特征区域聚类，接着进行参数拟合，按照激光传感器与环境特征的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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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分析激光传感器数据规律，计算特征点的质心位置及其环境属性，最后将

扫描到的数据与已有数据进行数据关联，以确定机器人定位中的相对位置。

基本方法为在激光雷达获得扫描数据后，首先需要对扫描数据点集进行划

分，数据划分的原理是先辨别较小的特征，然后将所有特征合并并提取目标特

征信息，以确保划分后的所有子集均包含特征。假设在一个扫描周期内激光雷

达扫描得到的数据中离散的信息点数目为 n，邻近两点之间的距离为 d，按照自

适应阈值的规则将这些离散的数据点分割成相互独立的区域 m，当扫描到的特

征点相对激光雷达距离较近时，阈值不宜过大，反之，当扫描点离雷达较远时，

适当增大阈值。根据雷达的最大测量距离和角度分辨率来设定阈值 D，比较邻近

两点间的离 d和阈值 D 的大小关系，当 d 大于 D时，则将该点作为区域 m的一

个分点，将区域 m 分为两个区域，区域 m1 和区域 m2，以此类推，按照上述

方法，最终将区域 m 分为 N 个独立的区域（m1,m2...m N）。在使用聚类法将

扫描得到的数据点提取直线特征后，需要将多条线段使用最小二乘法拟合成直

线，才能完成地图构建。

地图构建完成后，扫描匹配首先通过外部传感器获取周围环境信息，与实

际特征进行数据匹配，再利用卡尔曼滤波器估计机器人位姿，然后更新全局地

图。之后进入下一个运行周期，采集前段数据，根据上一周期的位姿和本周期

的前段数据进行数据匹配，再利用上一周期的全局地图和本周期的数据匹配结

果估计当前机器人的位姿，然后更新全局地图，之后进入下一个周期。

SLAM地图构建结果如下所示。

图 10 地图构建结果

四、系统演示

智能小车整体如图 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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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智能小车整体实物图

图 12 上位机软件界面

智能小车上位机软件如图 12所示。可通过上位机设置智能小车的目标点（室

外环境下为卫星定位的经纬度坐标，室内环境下为在室内的相对位置）。定位模

式可通过上位机随时切换（依靠北斗卫星定位/依靠激光雷达室内定位）。

上位机软件左侧显示北斗卫星导航的定位结果。小车周边环境与所处位置

实时在地图中显示出来，并在最右侧显示当前的经纬度坐标与搜星数目。

上位机软件的右侧显示激光雷达室内定位的结果。黑色背景下的绿线表示

当前周边环境的外形轮廓。

室内导航场景 1：走廊门口

现场实景照片：



第九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191

图 13 现场照片

现场实景细节特写：

图 14 现场细节特写照片

激光雷达导航结果：

图 15 扫描结果

室内导航场景 2：走廊拐角处

现场实景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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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现场照片

激光雷达导航结果：

图 17 扫描结果（点云显示）

室内导航场景 3：长走廊

现场实景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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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现场照片

激光雷达导航结果：

图 19 扫描结果（点云显示）

根据前期构建的室内导航地图，小车在行走的过程中结合激光雷达与光电

编码器的数据，实时将激光雷达扫描到的周围轮廓与已知导航地图中的轮廓进

行匹配定位，从而确定小车在室内的运动方向与所在位置。依照前期的设定结

果，小车自行从场景 1→场景 2→场景 3，完成整个自动壁障/自行转弯的整个行

走过程。

智能小车通过使用激光雷达与光电编码器（里程计），实现了小车在室内外

的无缝协同导航，弥补了卫星导航在室内不可用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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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北斗导航的实时河流水质监测系统

作 者：乔春晓、安佳乐、关雅楠、韩爽

指导教师：张锋、李宝营

学 校：大连工业大学

【摘要】随着我国工业的飞速发展，各类沿河企业因偷排工业废水而导致河流

严重污染的事件屡有发生。我国河流具有数量多、流域广等特点，其传统的人

工取样与在线水质监测难以做到实时、有效、广泛监测河流水质。针对目前河

流污染监测所存在问题，本作品沿河漂流利用多种传感器对所监测河流实时进

行 PH、温度、浊度的数据采集，结合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进行实时定位，利用 GSM
系统进行实时信息传输，及时地将测量数据传输给相关水质监测管理中心。监

测中心根据其水质参数与位置信息进行分析，及时寻找河流污染源头、发布警

报，实现对河流水质情况实时、有效、广泛的监测与治理。监测中心依托分布

在全国各地的水环境远程检测装置返回的数据，可以在电子地图上标定中国各

个地点的水环境数据，结合对此大数据的分析，可以获得国内水环境整体状况

分布情况，以此对中国水环境得到一个全面的分析。

【关键词】北斗卫星 实时水质监测 河流污染 大数据

【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dustry, the river serious
pollution incidents were caused by the stealing of industrial waste water have
occurred frequently. The traditional artificial sampling and online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are difficult to achieve real-time, effective and extensive monitoring of
river water quality. Aiming at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river pollution monitoring, this
equipment along the river raft and use a variety of sensors to monitor in real time
data collection of PH, temperature, turbidity. Then it combines Bei 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for real-time positioning with GSM system will transfer the
measured data in a timely manner to the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management center.
Monitor center will analysis the parameters and the location information of water
quality, to timely release alert, look for river pollution source and realize the real-time,
effective and extensive monitoring of river water quality and management. In all
parts of the country's water environment monitoring center based on distribution data
returned by the remote detection device, can be in different locations in China on the
electronic map calibration data of water environment, combined with this big data
analysis, can obtain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water environment, the
domestic in order to China's water environment to get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Key words】Bei 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real-time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river pollution Large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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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及意义

江河流域水污染突发事件对沿河流域生态环境、居民安全、财产等形成严

重威胁与损害。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的飞速发展，各类沿河企业因偷排工业废

水而导致河流严重污染的事件屡有发生。但目前国内广泛使用的人工水质监测

与定点水质在线监测，难以适应我国河流支流多，流域广等特点，同时缺乏对

突发性污染事件的预警能力与源头追查能力。为进一步防范重大河流污染事件

的再次发生，需发展河流水质实时监测系统对河流进行实时监测。

传感器技术、计算机技术、卫星通讯技术等的飞速发展，为实现河流水质

实时监测提供了广泛的技术支持。本作品设计沿河流漂流水质监测器，其利用

TM4C 单片机实现控制传感器对河流实时进行 PH、温度、浊度的数据采集，同

时利用北斗系统对测量点进行实时定位与 GSM 实时数据传输，实现对河流水质

的实时监测。为方便其可在广泛的流域中对水质进行实时测量，本作品中采用

太阳能电池供电。相对其传统监测方法，本系统具有实时、准确和无线通讯等

特点，弥补目前水质监测实时性差的缺点。

二、设计思路

2.1 技术路线

建立以传感器和单片机为中心的实时数据采集与处理系统，结合北斗卫星

系统进行实时定位与实时传输监测数据。排河废水中含有诸多无机盐离子与多

种有机化合物，在水中发生多种化学反应短时间内引起河流中 PH值与温度迅速

上升。因此在此我们选择温度传感器与 PH 传感器，测试不同流域河流的 PH 与

水温。同时利用光学传感器对河流的浊度进行检测，反映出在此流域中水质的

浑浊程度。以上测试数据经过 TM4C 单片机进行预处理，转换成适合北斗卫星

用户机传输的信息格式，由北斗卫星提供定位数据使用 GSM系统传输监测数据

至中心监控系统[1]。其监测器采用太阳能电池进行供电，极大地扩展检测器使

用范围。

建立可以实时监测河流水质的监控系统。各位置点的监测数据利用北斗卫

星系统传输至监控中心，监控中心利用其北斗定位数据与实时监测数据进行显

示、记录、分析各监测器的水质信息。

2.2 预期目标

本监测系统建成后，预期达到如下目标：

1） 水质信息实时采集。监测器随河流向下游流动，其监测点的水

质信息由传感器自动采集或设定程序采集，经 TM4C 单片机预处理

数据，利用北斗系统对监测器进行实时定位并经 GSM 系统实时传输

监测数据，以提高水质监测系统的实效性。

2） 水质预警。实时水质信息传输至监测中心后，将北斗定位与水

质信息相结合实时反映至监控系统中。依据对其水质信息的分析，

短时间内实现对水质超标预警。

3） 污染源追踪。通过对大量水质监测点的水质监测信息的实时监

控比对，对污染源源头进行快速追溯，协助当地环保部门查处排污

企业。极大的弥补其目前传统水质监测的实时性差的缺点。

4） 污染控制调度。面对突发的河流污染事件，通过实时监测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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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使得污染物在短时间内得以遏制，减少对下游河流生态环境的影

响。同时快速地对河流污染物进行处理，使得环境生态系统更小的

受到破坏。

5） 河流体检。通过长时间对河流水质信息的监测与统计，反映一

段时间内河流水质变化及对河流水生生态系统的影响。更有利于对

河流水质的治理与当地生态环境保护。

6） 大数据统计。通过大面积的采样点，长时间在全国范围内的水

域进行水质检测。对数据进行整合和分析，获得全国水质分布情况，

和各个水域的变化情况。

三、设计方案

3.1 总体设计

利用北斗卫星系统对河流水质监测系统结构如图 1 所示，系统设计为 2 层

体系结构。下层为河流监测器，上层为中心监测系统。前段监测器利用多种传

感器对河流 PH、温度、浊度进行实时现场数据采集，由北斗卫星定位系统提供

实时定位数据，并利用 TM4C单片机进行数据转换后通过 GSM系统传输至上层

中心监测系统。中心监测系统对实时数据进行处理与显示，其监测器电能利用

太阳能电池进行供电。

图 1. 系统结构示意图

3.2 监测器设计

PH传感器监测部分为玻璃复合电极，在测量溶液的酸碱度时，当被测溶液

的氢离子浓度发生变化时，玻璃电极与参比电极之间的电动势也随之发生变化。

同时其测量准确性受到测量的温度影响，本 PH传感器具有温度补偿功能，广泛

适用于不同水温条件下 PH值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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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PH 传感器

DS18B20 数字温度传感器，具有体积小，抗干扰能力强，测量范围广和精

度高的优点[2]。在此利用其水体温度的在短时间内的变化，引起电阻发生改变致

使电流发生变化。

图 3. DS18B20 温度传感器

TS 浊度传感器具有成本低、性能可靠的优点，在此用其作为河水浊度测试

传感器。当光线穿过一定量的河水时，河水的浑浊度会影响光线的透过量，水

越浑浊，透过得光就越少。光接收端将透过光强度转化为对应的电流大小。通

过测量接受端电流的大小，进而计算出水的污浊程度[3]。

图 4. TS 浊度传感器

经 PH传感器、温度传感器与 TS 浊度传感器所得河流水质实时数据，同时

由北斗卫星导航所提供的测试点位置信息经过 TM4C 单片机预处理，转化数据

格式利用 GSM 通讯系统进行传输。同时可以利用 TM4C 单片机对数据采集进行

程序设定，利用 GSM 系统与北斗卫星系统可以实现远程控制或定时控制监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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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水样的监测。

图 5. TM4C 单片机控制器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于 2012年底形成区域服务能力，其定位精度达 10m、

测速精度达 0.2 m/s、授时精度达 10 ns。本作品沿河流进行漂流，实时监测河流

水质变化，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出色的定位功能为水质监测器提供实时位置信息。

水质监测中心分析并记录监测器实时位置信息与水质监测数据，及时对突发河

流污染事件进行预警与管控。

图 6. 北斗定位模块

全球移动通讯系统（GSM）广泛应用于全球通讯行业，其具有使用范围广

死角少、通讯清晰、稳定性强与耗电量低的优点。在此利用 GSM 对水质监测信

息与北斗定位信息实时传输至水质监测中心。同时水质监测中心可利用 GSM 通

讯远程控制水质监测器对河流水质的采样监测。



第九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199

图 7. GSM 通讯模块

利用上述元件与传感器搭建出可以进行实时水质测试的监测系统，结合北

斗卫星导航系统为监测器提供实时地理位置信息。

3.3 监测中心设计

水质监测中心接收水质检测器所测实时水质数据与地理位置信息，与河流

地图相结合反映出河流不同流域实时水质情况。并通过记录、对比与分析实时

水质监测数据，快速发现河流污染事件及追溯污染源头。水质监测中心与各地

环保部门与渔业相合作，及时发布河流污染警告并查处相关排污企业，使得河

流水质环境得到进一步的改善与提升。其长时间对河流水质监测，也更加有利

于研究河流生态系统与沿河流域的生态环境。

3.4 检测器外形设计

水质监测器在河水中沿河向下游漂流，实时监测河流水质信息。但河流并

不是平静流淌，往往存在湍流出现。为保证传感器可以一直保持在水中，在此

我们将检测器外观设计为正四面体。其外形材料选用亚克力材料，其具有质量

轻、硬度大、透光性能好等优点，适合监测器长时间在河水中工作。

四、成果展示

图 8 作品展示

五、实际应用

最终我们将实物在校园内的水域中进行测试，并且收到装置返回的数据。

数据如下图 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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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接收的测量数据

根据数据上的显示，当前的坐标的纬度为 38.970298，经度为 121.532039。
水温度为 16℃，水的 ph值为 5.5。水的浑浊度的为 2895，可以对比纯净水的测

量值为 4095得出此时的水的相对浑浊度。

根据坐标我们在地图上得出具体的位置，如下图 10所示。

图 10 地理位置

六、总结

在环境备受关注的今天，保护水环境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的事。要谈

保护，首先要了解。所以我们制作出这个远程信息传输的水环境检测系统，希

望更加便利，更加快速，更加精确地测得中国的水环境情况。使环境保护人员

能够随时了解身边乃至于任何一块水域的水环境情况。当然，这款装置对水环

境的测试还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会不断地增加测量元件，如增加摄像头，增

加简易的光学分析仪器测水中的含氧量。我们最终的目标是做出一款组合式的

装置，即插即用，根据需要测量指标，选择性地插上对应的传感原件。我们希

望通过我们一点点的努力，可以对身边的环境做出一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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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定位的学龄前编程玩具

作 者：许瑞丰

指导教师：赵 黎、朱婷婷

学 校：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摘要】说起编程，很多家长特别是非理工科出身的家长会觉得很难，要让孩

子学会编程则是难上加难，要让 4 岁的孩子理解编程基本上是天方夜谈了。不

过，教育始终是以“授以渔”为最佳方式，我们并不希望孩子能写代码，设计

软件，只要能让孩子在游戏过程中对编程思维产生理解，那就成功了。

现阶段针对学龄前儿童的编程类早教玩具国内十分匮乏，相关产品多为电

脑端软件或手机 app，无法使小孩触手可及、无法引起其兴趣，故研究一款学龄

前编程玩具。

通过远程无线通信和电子识别，该玩具能有效实现指令具体化，且产品有

趣好玩，能锻炼小孩的编程思维，适用于各个年龄段的儿童

经测试，本作品受到了试点人群的高度好评，其新颖性、实用性、创新性

受到了较高评价。

【关键词】智能玩具 无线通信 可触式 多年龄段

【Abstract】Speaking of programming, a lot of parents, especially the parents of the
n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family, will find it difficult for their children to learn to
program. It is basically the night talk for 4-year-old children to understand
programming. However, "teach how to fish" is always the best way for education. We
do not want children to write codes and design software. It is successful if children
can understand programming thinking in the course of the game.
At this stage of preschool children's programming class, early education toys are very
scarce domestic, related products are mostly computer terminal software or mobile
app, which can not make children touch, can not arouse their interest. So we produce
this preschool programming toy.
Through remote wireless communication and electronic recognition, the toy can
effectively implement the instruction specific.What’s more, the product is interesting
and fun,which can exercise children's programming thinking and is suitable for
children of all ages.
After testing, this work has been highly praised by the pilot population. Its novelty,
practicality and creativity have been highly evaluated.

【Key words】Intelligent toy wireless communication touchable Multi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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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述

1.1项目背景

（1）国际：

2007年，麻省理工媒体实验室研发出第一代图形化编程软件，从此少儿编

程飞速发展。截止到 2017年，十年的时间里，少儿编程已经陆续成为许多发达

国家初等教育的必修课程。例如，英国规定 5 岁以上学龄前儿童必须学习电脑

编程。法国将编程列入初等教育选修课程。澳大利亚 5 年级必修编程课。美国

政府宣布投资 40亿美元开展编程教育，鼓励孩子学习编程。新加坡将中小学考

试中加入编程考试。

（2）国内：

上海静安区教委正式将少儿编程纳入中小学课堂，意在培养孩子们的编程

思维，与国际接轨。

2017年 7 月，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其中明确提出：广

泛开展人工智能科普活动。实施全民智能教育项目，在中小学阶段设置人工智

能相关课程，逐步推广编程教育，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寓教于乐的编程教学软件、

游戏的开发和推广。

纵观全球教育形势，编程教育已成主流，在互联网发达的今天，身处智能

化的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处在 21 世纪的孩子更应该从小就接触编程。那么如何

让孩子对编程这样一门枯燥的课程感兴趣，就是本团队要解决的问题。本团队

的作品就是从孩子的兴趣点入手让孩子们在娱乐中学习。

1.2研究意义

伴随互联网技术的颠覆式发展，儿童教育出现了更多的可能性，少儿编程

越来越被大家重视，或将成为全球科技教育领域的一大热点。“编程从娃娃抓起”

的口号在中国日渐风靡。少儿编程教育将是比英语培训行业更为广阔的领域，

因为英语受限于国界，而编程没有国界。

本项目的学龄前儿童编程早教玩具的教学方式是寓教于乐的形式，将编程

的理念和可视化的编程工具相结合。既不需要复杂的编程语言又可以自己动手

的编程玩具，无论对男孩和女孩来说都非常的有吸引力，再加上内容新颖有趣，

容易被孩子接受。并且少儿编程工具拥有很好的扩展能力，孩子可以自己不断

更新场景和故事中学习编程，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孩子兴趣转移。

让学龄前儿童编程，并不一定是为了让他成为 IT 工程师，是为了培养孩子

如何去解决问题、用科技表达自己，让孩子的思维活跃起来，由科技时代的消

费者转变为创造者。未来的人工智能世界，想像力、创造力才是最重要的。而

从小就学习少儿编程就是一个培养想像力和创造力的过程。本团队的作品在创

意与逻辑两方面同时培养，使学龄前儿童的学习编程更加方便、有形和有趣。

1.3研究现状

1.3.1编程早教类软件现状

我们就已经购买了国内几款编程软件及玩具的家长进行讨论，同时结合我

们已经购买的 iPhone中的编程 app，发现了现存编程早教玩具这些问题。

（1）平台受限

编程类软件随着麻省理工的第一代图形化编程软件 Scratch的面世，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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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程已正式宣布进入大众视野。然而此类现多为手机 app 或电脑软件，无法使

小孩看得见摸得着，可能并不能充分引起其兴趣，且小孩在玩手机或电脑时间

过长也容易对其视力造成影响。

（2）种类较少

现阶段的编程软件多为单一的控制类，无法形成一套整体的系统框架，无

法彻底引起小孩的兴趣。且此类软件多无后续性，即小孩无法随着年龄增长持

续玩耍。

1.3.2编程玩具现状

现阶段国内外编程类玩具也有很多，现列举其中几种非常著名的编程玩具

优缺点：

（1）Code-a-Pillar
美国知名玩具制造商——费雪推出的可编程玩具，外形为一只大眼睛的

毛毛虫。头部负责驱动、转向，感应障碍。身体模块分别对应前进，左转、右

转、音乐四种指令。身体的每一节，通过 USB 接口相连接。但其缺点为运行需

要较大的空间，且音量无法调节。

（2）机灵小巧迷宫机器人 Ozobot
通过识别颜色，在纸上或电子屏幕上做出前进、后退、闪光和停顿等动作。

适配的 APP 上，包括游戏、迷宫、编程等选项。通过简单编程，让机器人游走

在电子屏幕上。小朋友也可以在纸上随意涂鸦设计自己的轨道迷宫，或者多个

机器人可以组织比赛、跳舞。但其缺点为画线跑动，玩法相对单一。

（3）会演奏的编程机器人 Dash
美国新兴科技公司 wonder workshop推出的儿童编程教学机器人。达奇与 5

款 APP 互相配合，其中，Blockly 是最接近图形编程教育的一款 App。Blockly 预
设的库中直接点选可视的常用函数和语句，按照提示拼接在一起，然后立即在

达奇身上去验证程序。所见即所得，增强小朋友对程序逻辑的感知度和认知理

解。但其音量无法调节；演奏、投球、跳绳等配件需要另外购买，价格略高。

（4）节能省电编程桌游 RobotTurtles
选择一套乌龟卡，放在主板对应的位置，设计编程路线来吃到钻石就可获

得胜利。家长可以设置不同难度的障碍给小朋友。玩耍的过程中，掌握一些编

程的基本概念，比如时序思维和撤销操作的意识。其缺点为是桌游类游戏，具

备一定抽象思维能力才能玩，且需要大人引导。

二、编程玩具结构与分析

2.1系统结构概览

图 2-1 系统框图

本玩具可分为控制台、智能小车、地图包三大部分，系统框图如图 2-1所示。

小孩将代表不同指令的命令方块放置在控制台的凹槽上，控制台检测对应

的指令发送给小车进行对应的移动。小车在不同地图包上移动，不同地图包中

有不同对应的障碍和事件。小孩需通过合理的编程使小车完成对应的任务，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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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对应的地点。

（1）控制台部分

① 命令方块：分为前进、后退、左转、右转、进入函数、进入函数两次等

方块，不同方块对应不同小车指令。

② 控制台主体：检测命令方块所发送的命令，并将其发送给智能小车运行。

通过三种方法检测。

（2）智能小车部分

① 电机部分：控制小车前进转向等，为小车的主要驱动部分

② 蓝牙通信模块：接收控制台传来的无线指令，并将其指令发送至电机实

现

（3）地图包

① 地图：不同地图对应不同障碍、随机事件

② 故事包：不同故事包对应不同情节及背景

2.2控制台部分

（1）命令方块

命令方块为本作品的核心部分，是小孩直接操作的部分之一。不同的命令

方块对应不同的指令，小孩通过命令方块放置的顺序不同，编出不同的程序。

命令方块分为三种检测方式：

1.电阻 AD值区间检测

在每一种命令方块中放入不同阻值的电阻，当方块被放下后控制台检测其

AD 值所在区间，并判断其为何种方块被放下。此时控制台相当于一块电阻表，

通过测电阻识别命令方块。

2.霍尔元件检测

在每种命令方块中放入一个小型霍尔元件，不同方块霍尔元件位置不同。

控制台上每个凹槽上有三个霍尔元件。设置单片机检测到的相对位置信息，如

前进方块的霍尔元件在最右边，则单片机检测为 001 为前进。左转在中间，则

单片机检测 010 为左转，以此类推。如下图，每个凹槽三个检测单元。命令方

块上霍尔元件位置不一。

3.电子标签

采用 NXP 电子标签式设计，每种命令方块为一种电子标签，在控制台对应

位置为检测单元，则可轻易判断是哪种方块被放下。不同命令方块上有其独一

无二的电子标签，相当于电子“身份证”。此方法成本较高。

（2）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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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代控制台如图所示，其中为 stm32 单片机用以检测命令方块和发送命令

数据。控制台将接收到的命令方块数据转化为一串字符串数组，将数据以数组

形式通过蓝牙模块传输给小车实现指令。控制台为连接小孩与小车的枢纽，当

全部方块被放下或者小孩设计好预期小车行动后，在 over 处放置一个命令方块，

控制台即发送对应数据到小车实现指令。

2.3智能小车

（1）小车主体

图 2-2 第二代小车原型

我们使用的基于 stm32 的小车为原型，该小车可适用于各种通用型蓝牙、

无线 wifi 模块，电机驱动简单易操作。小车外形通过 3D打印的外壳，外表可爱

能吸引小孩注意。Stm32的小车后期便于加装显示屏，能与小孩进行更多反馈。

接收到的命令方块所转换成的代码分别代表前进、左转、右转、进入函数、进

入函数两次等操作，后期给更高年龄的小孩适配的小车还可加入 if、while 语句

等编程关键词，使其真正接触编程。

（2）蓝牙模块（wifi 通信模块）

蓝牙模块为 BT04和HC05通用型蓝牙，其操作较为简单且传输较为稳定。

两种蓝牙模块均通过 AT 指令设置，两者可互相通信互传数据。蓝牙模块接收到

的数据通过小车 stm32单片机接收处理并进行行进。

Wifi模块通过 ESP8266 通用型无线模块控制，其基本功能和蓝牙模块类

似，传输数据较为稳定。

2.4主要功能

我们小车及控制台设计有以下功能。

（1）命令检测

通过三种方式（即三个版本）的检测，识别小孩所编的小车移动指令，并

通过算法转换为易发送的数据代码进行发送。发送的代码为一串字符数组，分

别代表第一二三等指令。其中，霍尔元件检测方法时，前进为 001、左转为 010、
右转为 100、进入函数为 011等，以此类推共可接受八种方块类型。后期可扩大

检测单元数量，从而指数倍增长可检测的命令方块类型数量。

（2）小车对应移动

小车接收到一串指令后，进行对应的编程过的移动指令，并在地图上行进

出设定好的轨迹。小车以原点为零坐标点，计算好当前位置，并在遇到障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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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出警报。在较难的推箱子地图中，小车计算好箱子位置并在箱子位置改变

时更新箱子位置。

（3）多地图包故事包

不同地图对应不同的障碍点，小车根据地图的不同设定的障碍点坐标来破

案段是否触到障碍。行进到特定地点会触发不同剧情情节等。后期加入推箱子

地图、if或 while 语句地图等。

2.5作品创新点分析

相比于传统的编程早教类软件和玩具，本作品旨在将传统软件和看得见摸

得着的硬件结合起来。现将创新点分析如下：

（1）将编程软件硬件化

本作品是国内首个在学龄前儿童编程教育方面将编程的理念和可视化的编

程工具相结合的作品，将软件的编程游戏硬件话，现实化，让小孩看得见摸得

着，更能引起其兴趣。且未来可加入如 if、while、for 等基本的函数语句，让儿

童接触真正编程的部分知识，且还计划加入 lcd 液晶屏，加入机器学习的功能，

如小车多次碰障碍后会显示哭脸并通过蜂鸣器发出不满的声音等。

（2）技术应用创新

①命令方块识别创新性高，采用车库停车场识别的电子标签及电阻 AD检测

等方法识别不同种类命令方块。创新性的将霍尔元件利用起来，检测不同的位

置来判断何种命令方块。

②采用矩阵键盘扫描的原理扫描命令方块被放置的顺序，将其结合起来，

创新性强。

三、总结与展望

3.1总结

因相关政策的提出及家长对编程的重视，现在国内涌现了很多线上、线下

的学龄前儿童编程培训机构，但无将软硬件结合的产品。且市场上针对学龄前

儿童的编程机构良莠难辨，课程对于儿童来说又过于枯燥，不易于接受。同时，

儿童长时间面对电子产品也会对视力造成伤害。国外虽有相似产品，但价格高

昂，这使部分家庭无法承担。所以本团队作品的市场切入点比较恰当，既符合

大众需求，也没有明显的强势竞争对手，并进入了一个垂直领域，一旦在市场

上铺开，能够凭借产品自身的系统和模式形成强大的壁垒。

我们试着用了一些编程类的游戏及软件，都是在屏幕上进行点击且游戏形

式不够新颖。目前，本项目已经成功开发出一套针对学龄前儿童的、摸得到碰

的着的编程玩具，和传统的编程早教软件在设计理念上有了很大改变，将其实

物话，让小孩看得见摸得着，能产生极大的兴趣。

但相较于国外市场上成熟的编程类玩具，本系统仍具有部分缺点。抗干扰

能力就是其中一方面，也是本产品今后努力的方向。在成本方面，本产品可进

一步减小成本，走进更多的家庭。

3.2展望

本产品现阶段实现的功能为基本功能，未来的商业展望可以说是前程似锦。

首先从产品方面，本产品成本可进一步缩小，且实现的功能可以进一步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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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 4 岁、5 岁、6岁及更高的一套编程早教链，如逐步加入 if、while 语句等，

再加入推箱子地图等等。21世纪是人工智能的时代，从小抓起儿童们的编程教

育就显得尤为重要。本产品已与武汉飞航 steam 教育公司有部分合作，商业前

景良好，市场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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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手语翻译手套

作 者：赵德云、王君斌、卢永杰、席 陶

指导教师：王耀琦

学 校：兰州交通大学

【摘要】目前,中国有 2057万听力语言残疾人，占中国人口总数的 1.67%，其中

7 岁以下儿童约为 80 万人。手语是听力残疾人使用的特殊语言，是用手势比量

动作，根据手势的变化模拟形象或者音节以构成的一定意思或词语，它是听力

障碍好友无法言语的人互相交际和交流思想的一种手的语言，它是“有声语言

的重要辅助工具”，而对于听力障碍的人来说，它则是主要的交际工具，是国家

语言文字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不懂手语的人与他们交流时就会出现无法交流的

情况，所以我们考虑通过计算机提供一种有效的、准确的机制，将手语翻译成

文本或语音，使得聋人和听力正常人之间的交流变得更方便、快捷。基于 Android
手机 APP 的云端语音识别具有便捷，识别效率高，使用方便的优势。因此，手

语的识别及翻译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和应用意义。

【关键词】智能生活 手语翻译 Android APP 北斗导航

【Abstract】At present, there are 20 million 570 thousand disabled people in China,
accounting for 1.67%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of China, of which about 800 thousand
children under 7 years of age. Sign language is a special language hearing disabled,
using gestures than action, according to the change of gestures or syllables in analog
image certain words or words, it is a kind of hand hearing speech friends each other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e of ideas of the language, it is an important tool of
sound language, &quot;for hearing impaired people, it is the main communication
tool,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national language. When people do not know the sign
language to communicate with them will be unable to communicate, so we consider
to provide an effective and accurate mechanism by computer to translate sign
language into text or speech, between the deaf and the normal communication
becomes more convenient and fast. The cloud based voice recognition based on
Android mobile phone APP has the advantages of convenient, high recognition
efficiency and convenient use. Therefore, the recognition and translation of sign
language has high research value and application significance.

【Key Words】 Intelligent life Sign Language Android APP BD Navigation
Satellite

一、绪论

1.在我国手语行业发展缓慢，除少数师范类高等院校在特殊教育专业中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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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语课外，手语教育特别是社会培训力量薄弱。在文化、医疗、社会保障、体

育、商业、社会服务等各个行业，手语翻译人员的缺乏，使得听障人士难以实

现与外界的有效沟通。譬如，因为与医生沟通不畅，聋哑人时常不愿去医院看

病；由于向民警问路很费力，聋哑人的出行困难也不少。甚至，大型活动中的

接待翻译、特殊竞赛、演出陪同翻译和广播电视手语翻译等，另外，一些旅游

景点、商场、邮电、银行甚至医院也都需要手语翻译。

2.我们研究手语翻译+语音识别交互系统比手语翻译员要更经济更快捷，且

具有很广阔的应用前景。

二、系统方案

图 1 作品整体框架

三、功能

手语翻译+语音识别交互系统是由一个特殊的手套和一个手机APP组成的装

置，它能够实现两种功能：

（1）聋哑人士带上这个手套并做出一系列手语动作时能被这个装置识别出

来，通过手机 APP语音播报功能把聋哑人说的话成功表达出来。

（2）正常人士表达出的语音信号能够被手机 APP识别、转换成文字信息并

显示在手机 APP上。

我们在手套里面装有五个柔性传感器和高精度陀螺仪，当有手语动作时我

们用它们进行多维度的数据采集，把采集回的数据进行整理、匹配，在处理器

中建立 8 维数据模型，利用 KNN 算法进行分类，然后利用最近思想准确找出手

语所表达的信息，把这些信息通过蓝牙功能传输给手机 APP，最后通过语音合成

的办法把手语信息用音频播报出来。

当正常人与聋哑人进行交流时，我们的 APP 中搭载了科大讯飞的云端语音

识别引擎，通过连续的语音听写，将正常人的语音转换为文字信息，聋哑人就

可以明白。这样的交互系统使得正常人和聋哑人之间能够无障碍交流。

四、实现原理

我们利用模块化的方式来搭建手语翻译+语音识别交互系统，以 STM32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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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处理平台作为开发平台，进行数据的采集、处理及存储。把整理好的数据

通过蓝牙模块传输给手机 APP，手机 APP 进一步的分析、优化数据，并进行识

别、转化成语音信息。

算法描述：

（1）对数据进行预分类

图 2 数据分类

（2）采集数据并进行树形检索

图 3 检索样图

先判断当前动作处于哪个大类，再判断在大类中处于哪个小类，再对其检

索到底是哪个动作。

（3）具体检索算法：

二维数据空间：

图 4 数据空间

这里我们用简单的二维空间示意图来描述我们实际在单片机中构建的八维

数据模型。每个封闭的空间为一个手势所代表的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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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存在领域预判问题，对算法的准确性要求很高。

检索算法面临的问题：

不能保证预先采集的样本只位于封闭空间的最中间，如图为理想预先设定

模型：

图 5 模型

会出现这个问题：

图 6 模型

两个红色的点为每个封闭空间的典型样本值，但是他们不位于封闭空间的

最中间，蓝色为实时采样到的样本值，若按照最近思想，蓝色的采样值就会被

误判到左边的手势中，会出现误判。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降低误判率，我们采用如下方法：

（1）为每个手势的预分类样本空间存放 7 个典型样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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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样本值

把采到的当前动作的数据，与和他处于同一类的每个封闭空间中的 7 个样

本值计算平均多维可夫斯基距离，来判断当前动作处于哪一个封闭空间，大大

降低了误判率。

五、硬件描述及框图

5.1柔性传感器

柔性传感器作为数据手套的核心传感器，作用是得到手指的弯曲程度。在

参考了一些资料后，我们采用分压电路将柔性传感器的弯曲度转化为电压的变

化，并通过 STM32的模拟输入端读取这些电压值，得到的数据经过初步处理后

与姿态信息一并通过蓝牙串口发送至手机 APP。
另外，由于柔性传感器接头处较脆弱，我们在接头处安装了额外的排针并

用胶带固定，保证传感器不受弯折损坏。

图 8 柔性传感器

5.2 HC05 蓝牙模块

我们用该模块上的 HC-05 蓝牙模块发送串口数据，将初步处理好的数据发

送给手机 APP。上电后仅用到 TX、RX 两个引脚发送和接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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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蓝牙模块原理图

5.3MPU 6050模块

MPU6050模块内部集成了姿态解算器，配合动态卡尔曼滤波算法，能够在

动态环境下准确输出模块的当前姿态，姿态测量精度 0.01 度，稳定性极高。

我们主要用到该模块中的MPU6050六轴传感器得到手的倾斜方向及运动特

征。我们将直接使用现有的 DMP库完成姿态解算以得到手的倾角和运动特征。

图 10 姿态传感器

5.4基于北斗开发的安卓 APP

图 11 北斗 APP 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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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特色

1.将多个传感器及核心模块、通信模块、功能模块集中在一个手套上，采用

低功耗蓝牙模块进行数据传输，不仅摆脱了连接线的束缚，也保证了系统的随

身续航能力。

2. 可穿戴装置与移动设备结合，便于使用者携带及应用。

3. 采用 K近邻算法实现手语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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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作品实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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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手套实物

图 13 基于北斗设计的 Android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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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导航和神经网络的植物种类识别小车

作 者：雒颖炜、焦雨童、张丽颖、王悦

指导教师：张威

学 校：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摘要】设计了一套基于北斗导航和神经网络系统的植物种类识别小车，在北

斗系统的导航下在野外自主行动并拍摄植物照片。照片采用有导师学习神经网

络系统来识别植物的种类。

一、研究背景

植物的分类与识别是植物学研究和农林业生产经营中的重要基础工作，对

于区分植物种类、探索植物间的亲缘关系、阐明植物系统的进化规律具有重要

意义。目前常用的植物种类鉴别方法是利用分类检索表进行鉴定，但该方法花

费时间较多，且分类检索表的建立是一项费时费力的工作，需要投人大量的财

力物力。

我们设计了一款利用北斗导航系统和神经网络技术的智能小车，该车可以

在北斗导航系统的引导下设定行动路线，自主在户外运行。利用小车的高清摄

像头拍摄野外的植物，拍摄后的照片通过无线网络传输给后台系统。后台系统

利用有导师神经网络系统识别植物种类。

二、北斗导航系统小车

树莓派是一款基于 ARM 的微型电脑主板，以 SD/MicroSD 卡为内存硬盘，

卡片主板周围有 1/2/4个 USB 接口和一个 10/100 以太网接口（A 型没有网口），

可连接键盘、鼠标和网线，同时拥有视频模拟信号的电视输出接口和 HDMI高清

视频输出接口，以上部件全部整合在一张仅比信用卡稍大的主板上，具备所有

PC的基本功能只需接通电视机和键盘，就能执行如电子表格、文字处理、玩游

戏、播放高清视频等诸多功能。Raspberry Pi B 款只提供电脑板，无内存、电源、

键盘、机箱或连线。所用树莓派如图所示，具体硬件配置如图 1所示。

2.1 树莓派。

本系统利用树莓派 3设计制作了一款四轮智能小车，外观见图 2 所示。

图 1 树莓派 3 图 2 四轮智能小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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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小车采用北斗导航系统，可以事先设置好运行路线，可以自主按路线自

主行驶。图 3为北斗导航系统小车外观。

图 3 北斗导航智能小车

2.2北斗导航模块

北斗导航卫星系统是中国自行研制开发的区域性有源三维卫星定位与通信

系统（CNSS），是除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GPS）、俄罗斯的 GLONASS 之后第三

个成熟的卫星导航系统。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致力于向全球用户提供高质量的定

位、导航和授时服务，其建设与发展则遵循开放性、自主性、兼容性、渐进性

这 4 项原则。用产业支撑、推广和保障体系，推动卫星导航在国民经济社会各

行业的广泛应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由空间段、地面段和用户段三部分组成，

空间段包括 5 颗静止轨道卫星和 30颗非静止轨道卫星，地面段包括主控站、注

入站和监测站等若干个地面站，用户段包括北斗用户终端以及与其他卫星导航

系统兼容的终端。北斗定位模块采用 UM220北斗定位模块，模块如图 4所示：

图 4 UM220 北斗定位模块

模块输出定位信息采用 NMEA 0183 协议 Python 解析 NMEA 0183 协议代码

如下：

def ObtainLocation(
lat=0.0
let=0.0
um220data=self.um220Data.spl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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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um220data[1]
if um220data[0]=='$GNRMC'or um220data[0]=='$GNRMC' :

if um220data[6]=='E' or um220data[6]=='e':
lat=float(um220data[5])

elif um220data[6]=='W' or um220data[6]=='w':
lat=0-float(um220data[5])

else:
return -1

if um220data[4]=='N'or um220data[4]=='n':
let=float(um220data[3])

elif um220data[4]=='S'or um220data[4]=='s':
let=0-float(um220data[3])

else:
return -1

elif um220data[0]=='$GNGGA'or um220data[0]=='$GNGGA' :
if um220data[5]=='E' or um220data[5]=='e':

lat=float(um220data[4])
elif um220data[5]=='W' or um220data[5]=='w':

lat=0-float(um220data[4])
else:

return -1
if um220data[3]=='N'or um220data[3]=='n':

let=float(um220data[2])
elif um220data[3]=='S'or um220data[3]=='s':

let=0-float(um220data[2])
else:

return -1
return(time,lat,let)

三、有导师神经网络识别系统

叶片是植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叶子的外轮廓是其主要形态特征。在提取叶

子形态特征的基础上，利用计算机进行辅助分类与识别成为当前的主要研究方

向，同时也是研究的热点与重点。

现通过智能小车在野外拍摄到两百多张不同类型的鸢尾花照片，采集 150
组不同类型鸢尾花(Setosa、versicolour 和 Virginica) 的 4 种属性：萼片长度、萼

片宽度、花瓣长度和花瓣宽度，样本编号与 4 种属性的关系如图 1-1所示(其中，

样本编号 1~50 为 setosa，51~100 为 versicolour，101~150 为 Virginica) 。从图

中大致可以看出，花瓣长度、花瓣宽度与鸢尾花类型间有较好的线性关系，而

萼片长度、萼片宽度与鸢昆花类型间呈现出非线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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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四种鸢尾花不同属性特征

3.1广义回归神经网络（GRNN）概述

GRNN 最早是由 Specht 提出的，是 RBF 神经网络的一个分支，是一种基于

非线性回归理论的前馈式神经网络模型。

GRNN 的结构如图 6所示，一般由输入层、隐含层和输出层组成。输入层仅

将样本变量送人隐含层，并不参与真正的运算。隐含层的神经元个数等于训练

集样本数，该层的权值函数为欧式距离函数（用 dist 表示），其作用为计算网络

输入与第一层的权值 1,1IW 之间的距离， 1b 为隐含层的阈值。隐含层的传递函数

为径向基函数，通常采用高斯函数作为网络的传递函数。网络的第三层为线性

输出层，其权函数为规范化点积权函数（用 nprod 表示)，计算网络的向量为 2n ，

它的每个元素就是向量 1a 和权值矩阵 1,2LW 每行元素的点积再除以向量 1a 的各

元素之和得到的，并将结果 2n 提供给线性传递函数 )( 22 npurelina  ，计算网络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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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GRNN 的结构

GRNN 的学习算法与 RBF 神经网络的学习算法类似，但在输出层部分区别

较大。下面将详细描述 GRNN 的学习算法及步骤。

(1) 确定隐含层神经元径向基函数中心

为不失一般牲，设训练集样本输人矩阵 P和输出矩阵T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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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jP 表示第 i个训练样本的第 i个输人变量； ijt 表示第 j个训练样本的

第 i个输人变量；R为输入变量的维数；S为输出变量的维数；Q为训练集样本

数。

与 RBF 神经网络相同，隐含层的每个神经元对应一个训练样本，即Q个隐

含层神经元对应的径向基函数中心为

,pC 

(2) 确定隐含层神经元阈值

为了简便起见，Q个隐含层神经元对应的阈值为  ,112111 ,,,b Qbbb 

其中，
spread

bbb Q
8236.0

11211   ，spread 为径向基函数的扩展速度。

(3) 确定隐含层与输出层间权值

当隐含层神经元的径向基函数中心及阈值确定后，隐含层神经元的输出便

可以如下计算：

)exp( 1
2
bpCa i

i  ， Qi ,,2,1 

其中  ,21 ,,, iRiii pppp  为第 i个训练样本向量。并记  iQiii aaaa ,,, 21  。

与 RBF 神经网络不同的是，GRNN 中隐含层与输出层间的连接权值W取为

训练集输出矩阵，即

tW 

(4) 输出层神经元输出计算

当隐含层与输出层神经元间的连接权值确定后，根据图 1-1 所示，使可以

计算出输出层神经元的输出，即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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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j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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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W
n

1

1,2 ， Qi ,,2,1 

iii nnpureliny  )( ， Qi ,,2,1 

与 BP 神经网络相比，GRNN 具有如下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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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网络的训练是单程训练而不需要迭代。

(2) 隐含层神经元个数由训练样本自适应确定。

(3) 网络各层之间的连接权重由训练样本唯一确定，避免了 BP 神经网络在

迭代中的权值修改。

(4) 隐含层节点的激活函数采用对输人信息具有局部激活特性的高斯函

数，使得对接近于局部神经元特征的输人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3.2 概率神经网络（PNN）概述

PNN是一种前馈型神经网络，由 Specht 在 1989 年提出，他采用 Parzen 提

出的由高斯函数为基函数来形成联合概率密度分布的估计方法和贝叶斯优化规

则，构造了一种概率密度分类估计和并行处理的神经网络。因此，PNN 既具有

一般神经网络所具有的特点，又具有很好的泛化能力及快速学习能力。

PNN 的结构如图 1-2 所示，与 GRNN 类似，由输入层、隐含层及输出层组

成。与 GRNN 不同的是，PNN 的输出层采用竞争输出代替线性输出，各神经元

只依据 Parzen 方法来求和估计各类的概率，从而竞争输入模式的响应机会，最

后仅有一个神经元竞争获胜，这样获胜神经元即表示对输人模式的分类。

在数学上，PNN 的结构合理性可由 Cover 定理证明，即对于一个模式问题，

在高维数据空间中可能解决在低维空间不易解决的问题。这就是 PNN 隐含层神

经元较多的原因，即隐含层空间维数较高。隐含层空间的维数和网络性能有着

直接的关系，维数越高，网络的逼近精度就越高，但带来的负面后果是网络复

杂度也随之提高。

图 7 PNN 的结构

PNN的学习算法与 GRNN 的学习算法较为接近，仅在输出层部分有细微差

别。下面将详细描述 PNN 的学习算法及步骤。

（1）确定隐含层神经元径向基函数中心

为不失一般牲，设训练集样本输人矩阵 P和输出矩阵T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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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jP 表示第 i个训练样本的第 i个输人变量； ijt 表示第 j个训练样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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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个输人变量；R为输入变量的维数；k为输出变量的维数；Q为训练集样本

数。

与 GRNN 相同，隐含层的每个神经元对应一个训练样本，即Q个隐含层神经

元对应的径向基函数中心为

,pC 

(2) 确定隐含层神经元阈值

为了简便起见，Q个隐含层神经元对应的阈值为  ',,,b 112111 Qbbb 

其中，
spread

bbb Q
8236.0

11211   ，spread 为径向基函数的扩展速度。

(3) 确定隐含层与输出层间权值

当隐含层神经元的径向基函数中心及阈值确定后，隐含层神经元的输出便

可以如下计算：

)exp( 1
2
bpCa i

i  ， Qi ,,2,1 

其中  ',,, 21 iRiii pppp  为第 i个训练样本向量。

与 RBF 神经网络不同的是，PNN 中隐含层与输出层间的连接权值W取为训

练集输出矩阵，即

tW 

(4) 输出层神经元输出计算

当隐含层与输出层神经元间的连接权值确定后，根据图 1-3 所示，使可以

计算出输出层神经元的输出，即

ii aLWn 1,2 ， Qi ,,2,1 

)( ii ncompety  ， Qi ,,2,1 

3.3方法及步骤

依据问题描述中的要求，实现 GRNN 及 PNN 的模型建立及性能评价，大体

上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如图 8所示。

获取智能小车拍摄

的鸢尾花照片

采集照片中鸢尾花

花瓣的长度，宽度

产生训练集/测试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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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植物识别步骤

（1）采集照片中鸢尾花花瓣的长度，宽度

提取照片中鸢尾花的轮廓，将测量数据按照一定的权值系数进行比例缩放，

取 150组不同鸢尾花类型的处理数据作为训练集/测试集。

如下图 9、图 10 所示

图 9 智能小车采集的照片

创建 GRNN 创建 PNN

仿真测试

性能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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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花瓣长度/宽度测量

（2）产生训练集/测试集

在产生训练集及测试集时，除了考虑训练集及测试集样本数的大小，还应

考虑异常样本对模型性能的影响，对于异常样本应进行剔除。常用的异常样本

剔除方法有观察法、统计法、聚类法等。

（3）创建 GRNN
利用 MATLAB 自带的神经网络工具箱函数可以方便地创建 GRNN。函数

newgrnn 用于创建一个 GRNN，其调用格式如下：

net=newgrnn（P,T,spread）
其中，P 为网络输入向量；T 为网络目标向量；spread 为径向基函数的扩

展速度(默认为 1.0）；net为创建好的 GRNN。
（4）创建 PNN
利用 MATLAB 自带的神经网络工具箱函数可以方便地创建 PNN。函数

newgrnn 用于创建一个 PNN，其调用格式如下：

net=newpnn（P,T,spread）
其中，P 为网络输入向量；T 为网络目标向量；spread 为径向基函数的扩

展速度(默认为 0.1）；net为创建好的 RBF 网络。

产生训练集及测试集后，利用 MATLAB 自带的神经网络工具函数 newgrnn
和 newprnn，便可以方便的进行 GRNN、PNN的创建及仿真测试。具体程序如下：

%% 模型建立

result_grnn = [];
result_pnn = [];
time_grnn = [];
time_pnn = [];
for i = 1:4

for j = i:4
p_train = P_train(i:j,:);
p_test = P_test(i:j,:);

%% GRNN 创建及仿真测试

t = cpu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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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网络

net_grnn = newgrnn(p_train,T_train);
% 仿真测试

t_sim_grnn = sim(net_grnn,p_test);
T_sim_grnn = round(t_sim_grnn);
t = cputime - t;
time_grnn = [time_grnn t];
result_grnn = [result_grnn T_sim_grnn'];

%% PNN创建及仿真测试

t = cputime;
Tc_train = ind2vec(T_train);
% 创建网络

net_pnn = newpnn(p_train,Tc_train);
% 仿真测试

Tc_test = ind2vec(T_test);
t_sim_pnn = sim(net_pnn,p_test);
T_sim_pnn = vec2ind(t_sim_pnn);
t = cputime - t;
time_pnn = [time_pnn t];
result_pnn = [result_pnn T_sim_pnn'];

end
end
说明：

借助函数 cputime可以计算出程序(段)运行的时间，以衡量程序的运行速度

及性能好坏。函数的具体用法请参考帮助文档。

函数 round的作用是四舍五人取整，具体用法请参考帮助文档。

函数 ind2vec 用于将代表类别的下标矩阵转换为对应的矢量矩阵，函数

vec2ind 的作用与函数 ind2vec 的作用相反，将矢量矩阵转换为对应的代表类别

的下标矩阵。

3.4 仿真测试

模型建立后，将测试集的输入变量送人模型，模型的输出便是对应的预测

结果。

3.5性能评价

通过计算测试集预测类别与真实类别间的误差，可以对模型的泛化能力进

行评价。同时，通过对比不同属性及属性组合与鸢尾花类别间的相关性，可以

在模型精度与运算速度上做出折中选择。

四、结果分析

由于训练集和测试集是随机产生的，每次运行的结果亦会有所不同。某次

程序运行结果如图 11、图 12和图 13 所示。

从图中不难发现：

GRNN 和 PNN 模型具有良好的泛化能力，测试集预测正确率分别达 9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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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100％。

由图 12 可以清晰地看出，萼片宽度单独建立的 GRNN 模型(模型编号分别

为 1 和 5)性能不佳，正确率只有 43. 3％和 33，3％F 利用花瓣长度和花瓣宽度单

独建立的 GRNN 模型(模型编号分别为 8 和 10)性能较好，正确率分别达 93. 3％
和 76. 72.2。与之对应的 PNN模型结果亦呈现类似的规律，这表明萼片长度和萼

片宽度与鸢尾花类别的相关住较小，而花瓣长度和花瓣宽度与鸢尾花类别的相

关住较大，该结论与图 5中呈现的规律一致。

与 GRNN 相比，PNN 模型的泛化能力较好，测试集的正确率较高。同时，

GRNN和 PNN 模型的：运行时间相当，10 个模型的平均运行时间在 50ms左右，

远快于 BP 神经网络。

图 14 鸢尾花测试集预测结果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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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十个模型的鸢尾花测试集正确率对比

图 1-6 十个模型的运行时间对比

五、总结

本次设计了一套基于北斗导航和神经网络的智能小车植物识别系统。该系

统用于在野外自动运动，拍摄植物高清照片，后台采用有导师神经网络设计了

一套识别模型来处理采集到的照片，对采集到的植物进行分类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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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位置欺骗验证与智能检测方法设计

作 者：孟琛、赵仁杰、董俊强、姜锋

指导教师：李豹、卞鸿巍

学 校：海军工程大学

【摘要】无人机飞行控制技术越来越成熟，其应用领域也越来越广阔。当前无

人机定位导航完全依赖卫星导航系统，由于卫星导航信号格式公开，所以存在

被欺骗的潜在威胁。针对此问题，基于大疆公司的 DJI Mtrice100 开源无人机

平台和多体制卫星导航信号模拟器，开展无人机欺骗演示验证和欺骗检测技术

研究。在 android 开发环境下，利用大疆公司 DJI Mobile SDK 的软件开发工具，

研究了 DJI Waypoint Mission 库函数的使用方法，基于该库函数开发了无人机

位置实时显示 APP 软件，可在安卓终端下无线获取无人机的位置信息。利用卫

星导航信号模拟器设置欺骗位置，在实际信号环境下成功演示了对无人机位置

欺骗的过程，提出了基于位置跳变和伪距变化检测的无人机欺骗干扰检测方法，

并进行了实际信号测试验证。揭示了无人机易受欺骗的潜在威胁，并提出了欺

骗检测应对措施，对无人机应用领域的导航安全防护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键词】无人机 android studio APP 开发 欺骗检测

【Abstract】UAV flight control technology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mature, and
its application field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extensive. Currently, UAV
positioning navigation is completely dependent on the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As
the satellite navigation signal format is open, there is a potential threat of deception.
Aiming at this problem, DJI Mtrice100 open source UAV platform and multiple
system satellite navigation signal simulators are used to carry out the research on
deception demonstration and deception detection technology. In the androi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the use of DJI company average Mobile SDK software
development tools, studies the DJI Waypoint Mission the use of the library function,
based on the library function real-time display apps developed drone position, can get
the position of the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 under the android terminal
wireless information. Using satellite navigation signal simulator set up cheating
location and successfully demonstrated in actual signal environment for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 location cheating process, was proposed based on position jump
and pseud orange change detection of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 deception
jamming detection method, and the actual signal test verification. This paper reveals
the potential threats of unmanned aerial vehicles, and puts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of deception detection, which is of great reference value to the
navigation safety protection in the field of UAV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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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及意义

近年来，全球军用无人机需求量不断增长，世界主要国家在无人机的视角

里看到了未来的战场，并为之加大了无人机项目的研发力度。在电影《红海行

动》中，海军某军舰上起飞了一架查打一体无人机深入战场，为前方作战的突

击队员提供了通讯中继并击毁敌方坦克，可以看出，在未来信息化战场中，无

人机可以用于情报侦查、信息对抗、通信中继、军事打击等方面，将成为重要

的军事力量。但在当前形势下，无人机的航行定位等基础功能却只能依赖于 GPS、
北斗等卫星导航系统，而且接收到的卫星信号又极其微弱，在这个战争一触即

发的年代，想在战时用卫星定位作为导航手段存在较大隐患[1,2]。近些年来，世

界各大强国都在大力发展卫星导航干扰技术[3,4]，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因此，

对无人机欺骗干扰进行研究性验证与检测显得尤为重要。课题对无人机实时位

置获取 APP 进行了设计与开发，在实际卫星导航信号环境下对无人机进行位置

欺骗测试验证，提出了基于位置跳变和伪距变化检测的无人机欺骗干扰智能检

测方法，旨在揭示无人机欺骗干扰的原因，引起无人机应用领域对导航过程中

安全防护的重视。

二、系统设计方案

2.1总体方案设计

方案总体思路分为三步，第一步，选用大疆 M100 开源无人机平台，从大疆

官网调用库函数、下载 DJI Mobile SDK 包，熟悉 android studio 编程环境，

调用 SDK 开发包自主编程开发一款安卓 APP 软件，实时采集并读取无人机的位

置信息；第二步，使用卫星导航信号模拟器产生设定的欺骗干扰信号，在实际

信号环境下对无人机进行导航位置欺骗验证；第三步，提出基于经纬度和伪距

跳变的欺骗干扰智能检测方法，检测干扰前后无人机实时位置信息变化以及利

用北斗接收模块输出伪距信息并检测其变化规律，判断无人机位置是否被欺骗，

方案设计场景示意图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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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方案设计场景示意图

2.2 硬件平台搭建

2.2.1 无人机平台

无人机模块采用的是大疆公司的 DJI Matrice100（简称 M100）型号的无人

机。M100 是一个专为开发者二次开发而推出的四轴飞行器，是一个可以满足开

发者拓展需求的无人机平台。M100扩展机架采用模块化设计，可以在机身上安

装各种设备，比如不同功能相机、各种传感器模块、图传设备，实物图如图 2。

图 2 DJI Matrice100
2.2.2 无线传输模块

系统无线传输功能由遥控器 C1 实现。无人机自身传感器的数据信息可以通

过无线将数据发送至遥控器端，遥控器再通过有线连接将数据发送至信息获取

终端，终端实现无人机信息的实时显示并记录，无线传输结构图如图 3，遥控器

的实物图如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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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无线传输结构图

图 4 C1 遥控器和移动设备连接

2.2.3 多体制卫星导航信号模拟器

多体制卫星导航信号模拟器是多星座、多频点卫星导航模拟器，能产生近

乎真实的射频导航信号，能够根据用户指定的信号形式、动态特性、星历历书、

传播误差和环境干扰情况等，模拟产生接收机射频信号，实现对不同伪距、速

度、加速度及加加速度的直达星信号及多径信号的仿真。利用此模拟器，可自

行制定干扰信号源，干扰无人机的接收信号效果，从而达到欺骗目的，实物图

如图 5。

图 5 卫星导航信号模拟器

2.3软件设计方案

2.3.1 Android studio环境搭建

熟悉和搭建 Android studio 编程环境[5,6]，导入大疆官网提供的 DJI Mobile
SDK包并进行二次开发，自主设计一款软件在手机或平板上运行，实现对无人机

的飞行控制信息的实时获取，具体搭建步骤如下。

（1）安装 JDK
下载 JDK，可以到 Oracle 官网下载后直接安装，按照提示安装。安装完之后

需要对环境变量进行配置。

（2）安装 Android 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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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Android Studio 下载页面下载,安装时一路 next 即可，需要注意的是，安

装了 JDK，电脑会自动找到你 JDK的路径，若没有安装，会自动提示错误。

（3）Android studio 工程创建

运行 Android studio，start a new Android studio project；
应用名称、公司域名、保存位置的设定；

应用运行平台的选择以及最小兼容的 SDK版本的选择；

活动(Activity)类型的选择和设定；

工程创建后，具体编程与调试窗口如图 6。

图 6 Android studio 编程和调试窗口

2.3.2 M100开发包的获取

（1）SDK 选择

图 7 DJI SDK 分类

DJI SDK分为三类，如图 7 所示。

Onboard SDK 需要搭载外围设备，通过对外围设备进行开发才能获取到

M100自身的基准信息。Guidance SDK需要在无人机上搭建 Guidance 系统，需要

对 Guidance 系统进行开发才能获取基准信息。以上两种方式都需要对无人机加

装合适的模块才能获取基准信息，而 Mobile SDK 的方式，只需设计一款相关软

件就能实现获取导航算法试验平台基准信息，因此选择 Mobile SDK 进行开发的

方式，以获得导航算法试验平台的基准信息。

（2） DJI Mobile SDK获取

登录大疆官网注册账号，下载 DJI Android SDK Package，具体界面如图 8、
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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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SDK Package 下载界面 图 9 SDK Package 内容

2.3.3 APP开发

（1）申请 DJI APP Key
利用 DJI Mobile SDK 开发 APP 之前需要在大疆官网注册 APP Key，并将 APP

Key在程序中注册，注册成功界面如图 10。

图 10 注册成功信息显示界面

在申请过程中，在填写应用信息时需注意其中 Package Name的填写，填写

的名称必须与程序包名一致。申请好的 APP Key 需填入到程序注册表中。程序中

找到如下所示的一段代码，在提示位置用申请好的 key替换相应位置即可。

<meta-data
Android:name = “please write your key here”
Android:value = “ ”/>

（2）导入 DJI Android SDK Package
在 Android studio中创建新工程，导入 DJI SDK 包，具体如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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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导入 DJI Android SDK 视图

（3）SDK 开发

 DJI Mobile SDK API

图 12 DJI Mobile SDK API Package
大疆公司 SDK 开发，提供了 API 文档，文档包含了丰富的开发软件信息，

便于开发者二次开发，API 界面如图 12。本次设计中需使用到 Flight Controller
和 Remote Controller部分。

Flight Controller 部分实现对飞控的操作。提供的类主要有

1）DJICompass：提供产品罗盘的状态信息,并提供方法来校正罗盘；

2）DJIFlightControllerDataType.DJIAttitude：提供飞行器姿态信息，包括 pitch
（俯仰角）、yaw（偏航角）、roll（翻滚角）信息；

file:///E:/%E5%AD%A6%E4%B9%A0/%E5%A4%A7%E7%96%86%E6%97%A0%E4%BA%BA%E6%9C%BA/API%20Documentation/reference/dji/sdk/FlightController/DJICompass.html
file:///E:/%E5%AD%A6%E4%B9%A0/%E5%A4%A7%E7%96%86%E6%97%A0%E4%BA%BA%E6%9C%BA/API%20Documentation/reference/dji/sdk/FlightController/DJIFlightControllerDataType.DJIAttitud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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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JIFlightControllerDataType.DJILocationCoordinate3D：提供位置、纬度、

经度、高度信息。

Remote Controller部分用于实现对远程控制器的操作。提供的类主要有

1）DJIRemoteController.DJIRCBatteryInfo：提供远程控制器的电池信息；

2）DJIRemoteController.DJIRCControlMode：提供远程控制器的控制方式，分

为中国手、日本手和美国手；

3）DJIRemoteController.DJIRCGPSData：提供飞行器上搭载 GPS 传感器模块

采集的数据信息；

4）DJIRemoteController.DJIRCGpsTime：提供飞行器上 GPS时间信息。

实时数据显示

本次设计接收并显示无人机回传的实时数据为位置信息，即经纬度信息，

用于欺骗验证实验和智能检测方法研究；在 Android studio 平台编写程序，通过

(DJIFlightControllerDataType.DJILocationCoordinate2D)getCoordinate2D()返回无人

机二维位置信息；(double)getLatitude()返回纬度值，(double)getLongitude()返回

经度值，关键程序代码见文章附录。

连接

通过无人机与遥控器之间的无线通信链路将 M100 自身传感器数据发送到

遥控器端，遥控器端通过 USB数据线将数据发送给手机，通过自主开发的 MYDJI
APP实时读取无人机位置信息。

④app功能实现

开始，软件进入初始界面，此时自动搜索可连接的设备。若没有设备连接，

显示设备连接失败，若搜索到设备自动连接，并显示连接成功。连接成功点击

Open进入主界面，按流程选择操作按钮，即可实时显示 GPS 数据或者是飞控数

据，具体流程如图 13。

file:///E:/%E5%AD%A6%E4%B9%A0/%E5%A4%A7%E7%96%86%E6%97%A0%E4%BA%BA%E6%9C%BA/API%20Documentation/reference/dji/sdk/FlightController/DJIFlightControllerDataType.DJILocationCoordinate3D.html
file:///E:/%E5%AD%A6%E4%B9%A0/%E5%A4%A7%E7%96%86%E6%97%A0%E4%BA%BA%E6%9C%BA/API%20Documentation/reference/dji/sdk/RemoteController/DJIRemoteController.DJIRCBatteryInfo.html
file:///E:/%E5%AD%A6%E4%B9%A0/%E5%A4%A7%E7%96%86%E6%97%A0%E4%BA%BA%E6%9C%BA/API%20Documentation/reference/dji/sdk/RemoteController/DJIRemoteController.DJIRCControlMode.html
file:///E:/%E5%AD%A6%E4%B9%A0/%E5%A4%A7%E7%96%86%E6%97%A0%E4%BA%BA%E6%9C%BA/API%20Documentation/reference/dji/sdk/RemoteController/DJIRemoteController.DJIRCGPSData.html
file:///E:/%E5%AD%A6%E4%B9%A0/%E5%A4%A7%E7%96%86%E6%97%A0%E4%BA%BA%E6%9C%BA/API%20Documentation/reference/dji/sdk/RemoteController/DJIRemoteController.DJIRCGpsTime.html
file:///E:/%E5%AD%A6%E4%B9%A0/%E5%A4%A7%E7%96%86%E6%97%A0%E4%BA%BA%E6%9C%BA/API%20Documentation/reference/dji/sdk/FlightController/DJIFlightControllerDataType.DJILocationCoordinate2D.html
file:///E:/%E5%AD%A6%E4%B9%A0/%E5%A4%A7%E7%96%86%E6%97%A0%E4%BA%BA%E6%9C%BA/API%20Documentation/reference/dji/sdk/FlightController/DJIFlightControllerDataType.DJILocationCoordinate3D.html
file:///E:/%E5%AD%A6%E4%B9%A0/%E5%A4%A7%E7%96%86%E6%97%A0%E4%BA%BA%E6%9C%BA/API%20Documentation/reference/dji/sdk/FlightController/DJIFlightControllerDataType.DJILocationCoordinate3D.html
file:///E:/%E5%AD%A6%E4%B9%A0/%E5%A4%A7%E7%96%86%E6%97%A0%E4%BA%BA%E6%9C%BA/API%20Documentation/reference/dji/sdk/FlightController/DJIFlightControllerDataType.DJILocationCoordinate3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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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流程图

三、实验测试及欺骗干扰智能检测方法

3.1 实验测试

测试分为两步，一是 APP 实时显示无人机获取位置信息实验，二是利用卫

星导航信号模拟器欺骗干扰无人机实验，总体实验场景如图 14。

图 14 实验场景图

3.1.1 实时位置获取实验

启动无人机和遥控器，将遥控器和装有自主开发的 MYDJI APP的移动设备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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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在 APP界面上点击“定位活动”，观察是否显示当前无人机位置信息，操控

无人机朝西北方向移动，观察显示界面位置信息经度是否变小，纬度是否变大。

3.1.2 欺骗干扰实验

无人机接收到的卫星导航信号比较微弱，十分容易受到外界干扰，基于这

一情况，我们利用多体制卫星导航信号模拟器自主设置模拟欺骗信号源，进行

欺骗干扰实验，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打开信号模拟器，执行 GNSG 软件，软件的主界面如图 15。

图 15 GNSG 软件的主界面

（2）在软件运行前先进行场景编辑和保存，该软件的工作模式包括本地控

制和远程控制两种控制方式，这两种控制方式下分别有同步模式、正常模式和

测试模式。本次实验采用本地控制模式下的正常模式，我们需要系统设置欺骗

场景的参数信息，在静止模式下设定欺骗信号纬度为 40度，经度为 110度，具

体界面如图 16。

图 16 静止用户设置界面

（3）欺骗干扰信号源设定后，现实场景中卫星信号和欺骗信号并存，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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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欺骗效果，我们点击工具栏的“功率调节”按钮，在功率调节窗口，选择 GPS
星座，将欺骗信号功率增大到-40dBm，具体操作界面如图 17。

图 17 功率调节窗口

（4）将信号模拟器模拟的欺骗卫星信号，经过软件的设置调节之后，通过

天线发射出来，将天线靠近无人机，一段时间后，观察 APP 上显示的位置信息

是否变成欺骗信号的位置信息。

3.2智能检测方法

在卫星导航信号模拟器发出欺骗干扰信号源后，要检测无人机接收到的卫

星信号是否被欺骗，基于 MYDJI APP和北斗接收机模块，提出以下两种欺骗干扰

的智能检测方法。

3.2.1 基于位置跳变的欺骗干扰智能检测方法

MYDJI APP 可实时获取无人机的位置信息，在欺骗信号源未发射前，APP上

获取的位置信息为北纬 30.57 度，东经 114.26 度，发射自行设定的欺骗信号源

后，将天线对准无人机，观察 APP位置信息的动态变化，可以发现，在某时刻，

位置信息从北纬 30.57度，东经 114.26 度跳变成北纬 40 度，东经 110 度，无人

机接收到的是欺骗信号的位置信息，证明无人机已被欺骗，APP 信息变化如图

18、图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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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欺骗前获取的位置信息 图 19 欺骗后获取的位置信息

3.2.2 基于伪距跳变的欺骗干扰智能检测方法

干扰实验中我们设定的欺骗信号位置信息相比真实位置信息差别较大，欺

骗干扰前后经纬度信息会出现明显跳变，容易观测，但实际情况中，如果干扰

机给出的干扰信号中的虚假位置离接收机真实位置较近时，通过位置信息跳变

判定欺骗就会失效。随着近年来，位置渐变引导欺骗技术的出现，在欺骗过程

中位置变化通常并不明显，但是在卫星定位的过程中，即便定位结果变化不大，

欺骗干扰与实际卫星信号定位所用的卫星数量、卫星具体编号、卫星方位位置

很难做到一致，因此，为改进欺骗验证的可靠性和普遍性，提出利用伪距跳变

智能检测方法。

卫星定位中，对于每颗卫星来说，接收机所接收的伪距信息在一段时间之

内是连续的，当无人机受到欺骗干扰之后，其伪距信息必然会发生较大的变化，

甚至连定位的星座可能都不同，因此，检验无人机定位模块中输出的伪距是否

发生跳变可判断是否被欺骗。

由于大疆公司 M100 无人机不支持 GPS 伪距输出，我们通过在无人机上连

接 UM220 北斗接收模块，代替 GPS 接收模块输出卫星伪距信息。在欺骗干扰前

后，能够观察到接收机显示的北斗 3号卫星伪距测量结果，可以观察在 70 秒附

近伪距发生明显跳变，具体如图 20，卫星信号经历了丢失又重新捕获的过程，

且捕获信号与原来信号差异明显，可以检测到欺骗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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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欺骗信号下北斗 3 号卫星的伪距变化

四、实验结论及应用前景

4.1创新点

1）在 Android studio 开发环境下调用 DJI Mobile SDK 包，自主开发 APP实时

获取无人机的位置信息，并实现了位置的可视化；

2）在欺骗干扰无人机的基础上，提出了两种欺骗干扰的智能检测方法，位

置跳变和伪距跳变检测方法，并说明了两种方法的局限性与可靠性。

4.2进一步实验改进措施

1）关于 DJI Mobile SDK package的进一步开发。加入其他飞控信息，实现更

多功能，更加全面掌握无人机；

2）实现航迹欺骗。在检测无人机静止状态下位置信息被欺骗干扰的基础上，

设想让无人机在飞行过程中被欺骗，接收错误地理信息误以为到达目的地而降

落；进一步设想为传达错误的地理位置信息，对敌方无人机进行欺骗，进而将

无人机引导至我方预想另一目的地；

3）实现反欺骗。无人机在飞行过程中，依据智能检测方法检测是否被欺骗

干扰，设想利用 IMU 惯性元件获取跳变前的飞控信息，依据推算定位给无人机

导航，摆脱欺骗信号源。

4）在装有北斗接收机模块的无人机上进行实验，验证卫星载躁比跳变等智

能检测欺骗方法。

4.3推广前景

1）欺骗与反欺骗方面。主要应用于电子对抗干扰领域，军事对敌或者实战

演练中，均可以作用在反侦测，反干扰方面。现如今，信息的掌握就是决胜的

关键，能更加有力地保护己方信息，提高打赢能力；

2）揭示现如今无人机导航模式存在的安全隐患，对于国防军事、农业、应

用无人机等领域的卫星信息终端防护有启示意义；

3）军事无人机，或者依赖卫星信号的舰船、导弹等，均存在被干扰、欺骗

的可能，应尽早设置预警方案，或者开发出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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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void DjiGPSData() {

product = DJIDemoApplication.getProductInstance();

if (product != null && product.isConnected()) {

mRemoteController = ((Aircraft) product).getRemoteController();

mRemoteController.setGPSDataCallback(new GPSData.Callback()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Update(GPSData gpsData) {

droneLocationLat = gpsData.getLocation().getLatitude();

droneLocationLng = gpsData.getLocation().getLongitude();

if (checkGpsCoordination(droneLocationLat, droneLocationLng)) {

runOnUiThread(new Runnable() {

@Override

public void run() {

text.setText(String.format("Latitude: %17.15f\nLongitude: %17.14f",

droneLocationLat, droneLocationLng));

}

});

}

}

});

}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Create(Bundle savedInstanceState) {

super.onCreate(savedInstanceState);

setContentView(R.layout.activity_move);

text = findViewById(R.id.text);

DjiGPSData();

}

public static boolean checkGpsCoordination(double latitude, double longitude) {

return (latitude > -90 && latitude < 90 && longitude > -180 && longitude < 180)

&& (latitude != 0f && longitude != 0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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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的智能城市防涝监测系统

作 者：娄策力、张子旭、庄添夏

指导教师：仝明磊、江 超

学 校：上海电力学院

【摘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突飞猛进，城市内涝的防治成为了各个城市规划建

设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城市内涝发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人为及雨水带入泥沙等

杂物堵塞下水管道，导致降水过后雨水无法顺畅排走，因而形成了大量的路面

积水。

随着“智慧城市、智慧生活”这一理念不断地深入人心，针对这一问题，

我们设计了基于北斗的智能城市防涝监测系统。本系统设备通过超声波测距实

时采集并监测水井内的水位数据，雨水井内水位一旦超过某一警戒水位就能发

出警报，提醒相关部门采取措施来保证下水道的通畅，防止路面积水。与此同

时，依靠北斗卫星系统的精确定位获取雨水井盖的准确坐标信息，能够更快的

找到发生堵塞的地点和易形成地面积水存在内涝隐患的地点。此外，井盖丢失

不仅会带来经济损失更对行人的生命会造成很大的威胁。该装置（附着于井盖

之下），能够有效防范这一问题，一旦发现井盖的位置发生移动，监控人员能及

时作出反应，对丢失处进行安全维护，还能找回丢失井盖。

基于北斗的智能城市防涝监测系统中的单个系统采用超低功耗的

STM32L476 单片机作为主控板，辅以电源模块等，通过超声波模块检测水位信

息，结合 UM220-Ⅲ北斗芯片提供的坐标及温度信息，通过 433MHZ 的自组网络

传输至上位机，进行监测。实验结果表明，该系统可以实时监测水位、温度和

坐标等信息，良好的解决了城市内涝等问题，具有一定社会实际意义。

【关键词】北斗 智慧城市 雨水井盖 城市内涝 城市排水

【Abstract】With the rapid progress of urbanizatio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urban internal disasters has become an unavoidable problem in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various citie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occurrence of floods in the city
is that man-made and rain-flooded materials such as sand and sediment have blocked
the sewers. As a result, the rainwater has not drained smoothly after the rainfall, thus
forming a large amount of road surface water.

With the concept of "Smart City, Smart Life" continuing to penetrate into
people's minds, we designed a smart city flood prevention monitoring system based
on Beidou. The system equipment collects and monitors the water level data in the
well in real time through ultrasonic distance measurement. Once the water level in
the rainwater well exceeds a certain warning level, an alarm can be issued to remind
relevant departments to take measures to ensure the patency of the sewer and prevent
the water in the road area. At the same time, relying on the precise positioning of the
BeiDou satellite system to obtain accurate coordinates information of the rain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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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r, it is possible to find the location where the clogging occurred and the place
where the water in the easy-to-formation area exists. In addition, the loss of covers
will not only bring economic losses but also pose a great threat to the lives of
pedestrians. The device (attached below the manhole cover) can effectively prevent
this problem. Once the position of the manhole cover is found to be moving, the
monitoring personnel can respond in a timely manner, perform safety maintenance on
the lost site, and recover the lost manhole cover.

A single system based on BeiDou's smart city flood prevention monitoring
system uses an ultra-low-power STM32L476 microcontroller as the main control
board, supplemented by a power module, etc., to detect water level information
through an ultrasonic module, combined with the coordinates and temperature
provided by the UM220-III BeiDou chip. Information is transmitted to the host
computer through the 433MHZ ad hoc network for monitoring.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system can monitor the water level, temperature and coordinate
information in real time, and it can solve problems such as internal haze in cities. It
has certain soci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BeiDou Smart city Rain well cover Urban waterlogging
Urban drainage

一、背景及意义

1.1 背景

每年雨季，“城市看海”的新闻便时不时地出现在网上，甚至北京、上海、

广州等大城市也不能免受内涝之苦。而在这个话题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谈资的同

时，如何防治城市内涝也是对城市管理水平的一项重大考验。随着城镇化的迅

猛推进，城市内涝防治成了汛期防灾减灾的“新课题”。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

2010年以来，我国平均每年有 185 座城市受到城市内涝的威胁。实际上，从上

世纪 90年代开始，我国的城市内涝问题就已经凸显，但当时内涝造成的损失相

比江河洪水的损失小，因而尚未引起足够的关注。然而，自 2010年以来，5 年

中有 4 年洪涝灾害造成的损失超过了发生流域型大洪水的 1998年（2551 亿元），

面对损失与受淹城市数成正比的趋势，人们开始对城市内涝问题的整治给予更

多关注。

另外一方面，每年因马路上水井盖丢失而造成的人员伤亡的事故层出不穷，

城市水井盖总是不翼而飞，相关部门对这方面的监管也有些力不从心。本系统

在水井盖防盗这一方面也有所帮助。

1.2 意义

智能城市防涝监测系统能够一天 24 小时全天候工作，不再需要人工亲力亲

为地去实地测量当地水井的水位、温度等信息，我们在电脑端能够直接接收到

这些实时数据。与此同时，我们将对城市中的每一个水井盖都通过北斗卫星来

进行定位，能够获取它们实时的详细的位置坐标信息。这些数据将会作为整个

城市防涝工作的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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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设计方案原理

2.1系统设计方案

基于北斗的智能城市防涝监测系统制作设计组成框图，如图 1 所示。从图

中可以看到，其重要组成部分包括：(超低功耗)STM32L476 单片机、电源模块、

定位模块、通信模块、超声波模块、上位机。

图 1基于北斗的智能城市防涝监测系统制作设计组成框图

本作品的特色及创新之处在于：

（1）北斗系统导航定位技术的优势：北斗定位导航系统同时具备定位与通

讯功能，无需其他通讯系统支持；覆盖中国及周边国家和地区，24小时全天候

服务，无通信盲区；特别适合集团用户大范围监控与管理和数据采集用户数据

传输应用；融合北斗导航定位系统和卫星增强系统两大资源，提供更丰富的增

值服务；自主系统、高强度加密设计，安全、可靠、稳定，适合关键部门应用。

（2）水井的位置坐标信息及其水位、温度数据等的记录：我们利用具备温

度补偿的超声波模块采集水井内水位、温度等数据，定位模块采集到该城市内

每个水井盖的经纬度及时间等数据，通过这些数据，我们就能知道哪个地方将

会有发生内涝的隐患。与此同时，本系统也能进行路面覆冰检测。

（3）数据的同步监控：通过通信模块让单片机 STM32L476 连接到上位机，

把相关数据传到上位机后，对信息进行整合。上位机由相关部门或公司的人员

负责监控，这样用户就能清楚地了解到该城市内每个水井的相关信息，不再需

要人工测量。这种监控方式省时、省力又安全。

（4）低功耗芯片系统：我们采用和芯星通公司的 UM220-Ⅲ模块，是目前

市场上尺寸最小的完全国产化的北斗模块，集成度高、功耗低，非常适合对尺

寸、功耗要求的北斗规模应用。

2.2系统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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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系统工作流程图

（1）载有北斗导航芯片，不断从卫星中获取井盖自身的位置信息（包含有：

坐标、海拔等），反馈给开发板。

（2）具备温度补偿的超声波模块采集水井内水位、温度等数据，通过通讯

模块传递到上位机。

（3）上位机包括手机端和电脑端，相关部门或公司人员可查询实时信息，

同步检测到水井盖及其水井内的相关数据。

2.3 硬件基础

图 3基于北斗的智能城市防涝监测系统中的单个系统



第九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246

图 4：主控板 图 5：超声波模块

（1）如图 4、5 所示，北斗导航模块是本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本系

统采用的是和芯星通公司的 UM220-Ⅲ双模导航模块。主控模块采用的是

STM32L476低功耗单片机。数据采集是具备温度补偿的超声波模块。

（2）由图 3 可见，本系统整体的重量十分轻，仅有 97.5g。

图 6：主控板 PCB

2.4 上位机软件设计

（1）软件开发环境

Processing是由 Ben Fry 和 Casey Reas 开发的开源软件，它由 Java发展而来，

为艺术家和设计师所设计。它使我们可以直接专注于图形和交互的程序，而不

需要考虑很多麻烦的任务，比如建立类的路径和编译参数，或者建立窗口和图

形环境这样辅助性的图形环境。它有非常活跃的社区和用户，非常容易得到支

持。

（2）软件运行过程

UM220-Ⅲ

通信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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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软件执行流程图

如图 7 所示是上位机软件完整的运行过程。首先，我们会接收到各个节点

的数据，每一帧数据中包含有：4 位距离值+标志位+11位纬度数据+12 位经度数

据+是否定位+温度的数据。其中，我们通过标志位的不同来分清具体是哪个井

盖。接着对数据进行处理，使之直观的显示到电脑屏幕上（如图 8）。然后，当

水位超过预警水位且持续一段时间后，就会发出预警信息。

图 8：上位机屏幕显示数据

2.5实现成果展示

（视频连接：http://t.cn/RE3Hqis）

（1）打开两个系统，我们的系统主要分为上游和下游两个。

http://t.cn/RE3Hq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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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上游雨水井盖（近景） 图 10：下游雨水井盖（远景）

（2）通过数据采集、处理及回传，我们能够在电脑端的界面上看到关于雨

水井的坐标位置、实时水位及温度信息。由于两个装置一个位于阳光下，一个

位于树荫下，因此有明显不同的温度差。

图 11：电脑屏幕获取的信息

(3)通过抬高水箱模仿雨水井内水位的上升。

图 12：下游雨水井盖水位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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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上游雨水井水位上升

三、发展前景

3.1 北斗导航系统的广泛运用

北斗卫星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利用地球同步卫星为用户提供全天候、区域

性 的卫星定位。自 2000 年建成北斗卫星导航试验系统以后，我国就开始着手

加强 其在国民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应用，目前已广泛应用于交通运输、通信、

电力、

金融、气象、海洋、水文监测等，并且在抗震救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3.2 智慧城市与大数据

随着互联网及城市化进程的发展，“智慧城市、智慧生活”成为了当下热议

的话题，大数据也常被人提及。本作品现阶段还只是停留在对定位信息及水井

内水位、温度等数据的采集和基本处理，以及上传功能的实现。在未来，可以

将我们得到的数据上传后在云端处理，大量数据分析为预防，预测城市内涝提

供参考。

四、总结

（1）基于本系统所采集和处理的实时数据，将能更好的防范城市内涝问题。

同样的，也向“智慧城市，智慧生活”这一目标更迈进了一步。

（2）从一个概念变为一个真正有效、可靠的智能城市防涝监测系统，这整

个一个过程既包含有对旧知识应用，也包含着对新知识的学习和探索，在未来

我们也还需要对它进行不断地完善和改进，才能真正得到应用和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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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与 GIS 结合的田间智能耕深检测装备

作 者：王梓名、陈旭辉、王晓宇、唐金科

指导教师：刘立意、王德福

学 校：东北农业大学

【摘要】通过设计了一套基于北斗卫星定位系统的田间智能耕深检测装备自动

化准确的测量了耕地深度并显示了这些信息。该装备包括：机载终端，北斗卫

星定位系统，耕深监测管理信息系统。耕深检测装置包括：两组固定在机架上

的传感器装置，连接在机架与犁具上的压力杆，固定了平板的平行四杆机构和

地轮。耕深信息监测管理信息系统是嵌入 GIS 技术，使用 C#语言自主研发的可

以显示和分析耕地深度信息的软件（下文称为 GIS 软件）。

该设备打破了传统的手工测量方式，使用超声波传感器进行测距，实现了

自动化高精度的测量，并使用北斗设备对装备进行田间定位。该设备为了克服

超声波在复杂地形工作时，因为地势倾斜导致的测量不准的问题，引进了固定

了平板的平行四杆机构和地轮，在工作时地轮能够随着地形的起伏而起伏，让

超声波打在平板上。通过这种方式间接的测量了田间耕地的深度。机载终端通

过无线串口将耕地深度、地理信息和压力数据实时传输到软件上。并通过北斗

卫星定位系统与 GIS 软件进行装备定位、数据的显示、分析和保存，将数据转换

成 shapefile点文件，并将点文件转化成 tin文件，实现了数据的可视化显示。通

过属性分析可以很容易的找到符合要求的耕地深度数据，这些数据带有地理位

置信息用户可以轻松地将软件上的点对应到实际的土地上。收集回来的数据可

以随时调出和保存，便于土地监测与管理。

图 1：设备实物图 图 2：单片机内部结构

【关键词】北斗卫星定位系统 GIS 耕地深度测量

【Abstract】By designing a set of field intelligent tillage depth detection based on
BDS sensor equipment automation an accurate measurement of the depth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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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ated land and shows this information.The equipment includes: the airborne
terminal, BDS satellite positioning system, tillage depth monitoring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Tillage depth detection device includes: two groups on the rack
with the sensor device, connected to the frame and plough on pressure rod, a fixed
flat parallel four-bar linkage and wheel.Tillage depth information is embedded GIS
monitoring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using c# language independ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oftware can display and analysis of the cultivated land depth
information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GIS software).

The device has broken the traditional manual measurement methods, using
ultrasonic sensors for distance measurement, realized the automation and high
precision measurement, and use the big dipper to field equipment positioning
equipment.The device in order to overcome the ultrasonic in complex terrain work,
because the ground tilt caused by measuring no problem, the introduction of fixed
flat of parallel four-bar linkage and wheel, wheel at work can be as the terrain ups
and downs and ups and downs, let ultrasonic on the tablet.In this way indirectly
measuring the depth of field of cultivated land.The airborne terminal through
wireless serial port will be cultivated land depth, geographic information data
real-time transmission and pressure to the software.And by GIS software with BDS
sensor equipment positioning, data display, analysis, and save, convert data into
shapefile files, and some files into a tin, the visualization of data display.Can easily
fin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properties conform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ultivated land depth data, the data with a geographic location information the user
can easily will the points on the software corresponding to the actual land.Collected
data can be called up and save, facilitate land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Key words】BDS, GIS, farmland depth measurement.

一、研制背景及意义

1.1研制背景

国外背景：国外有很多国家（例：美国、加拿大）已经开始研制，并且部

分已经开始出售。例如加拿大目前有三种测量系统，能给操作者显示作业深度

的各种机械式测量系统,有的已在市场上出售。他们使用的三种传感器（超声波

传感器、滑板一限深轮传感器、滑板传感器）

他们的三种测量系统的田间试验结果都是相当好的,当农具通过田间改变耙

深时,记录线表明超声波和滑板一限深轮两种传感器的信号非常一致。

国外虽然有许多测量耕深的先进设备，但是由于国内外田间作业种类的多

元化，地形地势的区域差异化，作业过程的复杂多变化，导致耕深的实际值与

测量值存有一定误差；国外耕深设备进口到国内，价格高，周期长，维修和维

护也会是一个问题，不适用于普遍应用。

国内背景：现如今，我国大部分地区测量耕深的方式还是手工测量，手工

测量精度低、效果差。虽然，现在有学校或者企业有研制了一些自动化测量耕

深的设备，例如，一种是直接测量，采用仿形轮（地轮）或者仿形滑掌的方法[1-2]，
这种方法比较符合实际，但是地轮存在通过性不高的问题，不便于实现集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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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动控制；另一种是间接测量，采用位置传感器，通过测量悬挂机构提升臂

转角变化计算得到耕深值[3-4]，这种方法便于安装和集成化，但是得到的耕深

值是相对值，测量精度低，稳定性不足。

图 3：悬挂机构和传感器安装示意图 图 4：上位机软件图

目前，还有一种基于倾角传感器的耕深测量方法[5]，该方法虽然精度比较

高，但是机械结构过于复杂，应用性不强，寿命短，并且上位机软件的功能单

一化，不够直观。而且这些方式只有耕作的深度信息，不能进行准确定位。而

就算添加了定位装置也无法显示和保存。

国内政策：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政府机构推出了深松作业补贴,实行“先

干后补,谁深松谁得补助”的补贴制度,对耕深达到要求的地块按照实际作业面积

给予补贴。这就要求对耕深和作业面积进行实际测量,而我国年均深松整地面积

达到亿亩左右,依靠传统耕深和作业面积测量方式已不能满足需要。

1.2 项目意义

1.把 GIS ,北斗等多项技术相结合，自研发耕深监测管理信息系统软件，实现

数据可视化，全面高效的实现对农机作业耕深的实时在线监测，真正达到了物

联网的要求。设备符合了国家的要求，满足了农民的需要。

2. 改变传统的手工测量耕深的方式，巧妙利用平行四杆机构对边平行的特

点使之与地轮连接达到平稳的作用，并且利用地轮与超声波结合的测量手段，

满足对耕深作业质量精确评价的需要以及减小耕深测量误差。

3. 积极响应国家惠农益农政策以及国家“十三五”规划在推进农业现代化

的政策，全面有效地提高了农作物的增产增值，提高农业智能化和精准化水平。

推进农业大数据应用，增强了农业综合信息服务能力[6]。

二．研发方案

2.1研发目标

基于当今市面上缺乏高质量测量、定位耕深设备的现状，我团队决定打造

一个集测量、计算、数据传输、数据分析、绘制图像等多功能为一体的综合实

用型耕深检测装备，由机载终端，北斗卫星定位系统与 GIS 软件共同实现。该产

品一改以往的硬性测量耕深的手段，结合独特机械结构规避可能的误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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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定位可以准确定位出耕深位置实现三维显示。

2.2 研发流程初步设想

实现整体功能需要有机载终端测量和上位机软件分析。团队通过网上查阅

资料，参考文献，请教有关专家学者，从无到有，对项目研发有了初步的认识，

制定阶段性计划并将其逐一实现。

图 5：基本构思流程图

1. 选用超声波传感器实现耕深的测量，进行大量田间实验获得实验数据并

作初步分析，希望可以通过计算规避地表复杂状况带来的误差，初步认识到杂

草及小石块不会对测量产生影响；

2. 由于声速在空气中传播的速度受温度影响，因此加入温度传感器作为补

偿;
3. 考虑到待耕地多为空旷的地界，缺少参照物，容易产生重耕、漏耕等耕

地不均问题，因此接入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导航，提高作业质量；

4. 为实现机载终端与上位机间的信息交互，接入无线串口模块达到短距离

无线传输的效果，稳定性较好；

5. 引用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可以得到田地中每一位置的耕地深度，对日后农

作物生长状况的分析，判断耕深是否合格，起到很大的用处，用户可以对自己

的土地耕作情况更了解。

6. 为了实现上位机模拟点与真实土地相对应，应用了 GIS 技术引入了地理

位置信息将收集回来的数据转换成 shapefile点文件。

7. 为了实现数据可视化显示，我们将点数据通过算法转化成 tin文件。

8. 为了实现土地便捷管理，将收集回来的信息存入文件的字段中，通过属

性查询实现了便捷的土地管理。

9. 为了克服设备工作在复杂地形时，地面的倾斜度对超声波测距的影响，

我们先加入滑杆和地轮机构，发现在实际工作时滑杆的效果不好常常出现卡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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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所以我们引进了平行四杆和理论和地轮机构解决了这个问题。

2.3 可行性分析

1. 团队对每个模块分别测量，检验其精度、耐用度以及环境适应能力。经

多次实验考证，全部器件均可在-20℃—+35℃下正常工作，误差均在允许范围内。

其中超声波传感器受温度影响较大，因此加入温度传感器进行补偿。如此，该

设备可在田间任意环境条件下长期稳定工作；

2. 在机械结构设计方面，力求轻便，不会对土壤造成二次压实。地轮选用

聚四氟乙烯为原料，因其具有表面光滑的特性，可减小对耕作阻力测量的影响，

同时聚四氟乙烯不易附着杂物，可避免杂物对耕深测量造成影响；

3. 上位机模块应用自行编写的程序软件，所有功能均有其存在意义，不存

在冗余功能，提高产品利用率的同时，对于自身存在的问题也可以及时发现并

调整，弥补不足，使之更便于用户观察和使用。

三、理论设计计算

3.1 实验中用到相关参数及实验数据

表 1：实验参照表
固定参数 实验数据 实际数值 误差值 误差率

无线串口最大传输距离：

>170m

经度值：（东经）

Max: 126°43’16.11”

Min : 126°43’11.65”

经度值：（东经）

Max: 126°43’16.16”

Min : 126°43’11.52”

0.19” 3.99%

北斗多点误差范围：

0~3m

纬度值：（北纬）

Max: 45°44’39.89”

Min : 45°44’33.39”

纬度值：（北纬）

Max: 45°44’39.80”

Min : 45°44’33.48”

0.18” 2.85 %

超声波测量范围：

4~>100cm

高度值：

Max: 53.4cm

Min : 4.6cm

高度值：

Max: 54.1cm

Min : 4.8cm

0.45cm 0.91%

压力传感器测量范围：

0~>5000g
模拟重量值：346g 盒体重量值：350g 4g 0.01%

3.2 实验中相关计算

已知量包括：

平行四杆结构中竖直杆长度 L
地轮半径 R
声波发射器自长 l
耕地机刀具长度 K
耕地机自身受地面摩擦阻力 f
测得量包括：

声波发射至接收的时间间隔 t
温度传感器测得温度值 T
声波发射速度 v = 331.5 + 0.607 * T
声波距平板间距离 D = v * t / 2
拉力杆显示数值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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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度 LO
纬度 LA
利用以上数据可计算出：

耕深值 GS = K - (L + R + D + l)
耕作阻力 Gf = F – f
设三维点坐标 Yi=(LOi,LAi,GSi) (i∈Z)
Tin 平面方程 ：

a=(LAm-LAn)(GSz-GSn)-(GSm-GSn)(LAz-LAn)
b=(GSm-GSn)(LOz-LOn)-(LOm-LOn)(GSz-GSn)
c=(LOm-LOn)(LAz-LAn)-(LAm-LAn)(LOz-LOn)
a(x-LOm)+b(y-LAm)+c(z-GSm)=0 注：m，n，z 为未知数变量

四、工作原理及性能分析

4.1工作原理

1. 使用北斗卫星导航实现定位功能；

2. 接通电源后，各器件依次进入工作状态，首先是无线串口模块，确认其

而正常工作后超声波传感器和拉力杆做初始化工作，待北斗卫星定位系统稳定

工作后，超声波传感器以及拉力杆正式开始工作，并以一秒为周期向上位机发

送所得数据，数据部分由“经度、纬度、海拔高度、拉力值、距离值”组成。

3. 超声波在温度传感器补偿误差的前提下通过平面反射获取距离变量，借

助独特的机械结构实现精准测量，再与其他距离常量进行加减运算获取耕深值；

4. 将拉力杆显示数据与初始化数据（耕地机所受摩擦阻力）进行相关运算

获取耕作阻力值；

5. 将获得数据经由无线串口模块发送至上位机，进行下一步数据分析与处

理；

注①：测量部分由机载终端完成，计算部分由上位机编写程序实现。最后

由上位机软件绘制样图进行实时观测及误差分析。

注②：机械结构主要运用了平行四杆机构，将平行四杆中的一个节点固定

在耕地机内表面上部，保证其中一条边时刻维持竖直状态，另一条边可绕节点

自由转动。与该节点相对的节点处接一地轮，此地轮可自适应地形上下滚动，

带动平行四杆的上下滑动。将一平面与杆稳固连接，使平面始终保持水平。将

一超声波探头固定于耕地机内表面顶部，测量顶部至平面的距离。为保证机械

结构不被损坏，需将平行四边形倾斜放置，与机车前进方向成锐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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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轮 2.平行四杆机构 3.机架 4.超声波探头 5.接收平板

图 6：平行四杆机构和传感器安装示意图

4.2性能分析

1. GIS 地理数据分析

将从北斗收集的数据导入 GIS 软件中进行处理，通过使用点转 tin 方法

将耕深值，以不同颜色区分，再建立等高线，进行高度分层，制作成 3维地形，

通过工具更好的管理数据，可以显示经纬度、耕地深度等信息，也可以手动进

行查询。

2. 单片机稳定性能

51单片机可以有效防止地球磁场以及一些不稳定因素对单片机的影响。在

雷雨天气，或者大风天气单片机稳定性良好，不至于出现紊乱，跳过某程序导

致测量数据不准确，失真。但鉴于对其他设备的保护，还应尽量避免在恶劣环

境下工作。

3. 超声波温度补偿性能分析

加入了温度补偿之后的超声波，可以在不同温度下作业，避免了温度对声

速影响。在农耕时节天气都是环境温度较高，温度有可能导致测量距离过小。

图 7：五谷园数据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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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创新点及应用

5.1 创新点

1. 应用北斗技术，实现了设备的定位

将测量的耕地深度进行定位对后期的数据分析，耕地深度检查都非常重

要。所以增加了北斗卫星定位系统获得地理位置信息。

2. 填补了地轮与超声波结合测量耕深领域的空白

实验发现，当农田中出现大石块或者耕深在短时间内变化速率快时，仅凭

超声波直接测量耕深，误差大，当引用滚轮时，测量的平面就会变得相对平缓，

尽可能规避了特殊情况（大石块、垄沟过大）对测量耕深的影响，实现精准测

量。

3.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远近距离数据实时输送

1）采用无线传感器网络设计思想，将近距离传输与远距离数据输送相结合：

GPRS远程传输的技术，真正达到了物联网的要求，有实时高效的特点。

2）上位机利用嵌入了 GIS 技术自研发的软件绘制耕深信息图软件，具有接

收串口数据和 GPRS数据的功能，可以实现数据的图形化显示、存储， 便 于

数据的处理，分析，并反映其地理位置（经纬度）。所开发系统支持封装多个测

量点，小巧精致，并且精度高、灵敏度高，具有集成化，高效性的特点。

5.2 应用

1．通过使用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可以将实时农机具定位，因此可以解决大

范围监测耕地深度困难的问题。

2．设备的机械结构巧妙利用地轮与超声波相结合，这种简易的机械结构可

被大量推广与应用。

3．该设备较好地解决了耕深测量误差大的问题，可进行远近程输送耕深，

地理位置信息，并自研发软件实现可视化、可操作，有助于工作人员详细了解

耕深系统的实时在线信息。

4．耕地深度达标与否直接关系到作物生长好坏，因此，国家大力扶植农业，

给予大量补助，但是仍然有很多农民少耕，甚至不耕，就以上问题我们研制了

一种基于传感网与互联网原理的田间智能耕深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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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定位的安防空警系统

作 者：王刘鄞、麻超方、李鹏程

指导教师：张华

学 校：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摘要】为解决传统安防行业治安巡逻的视野受限、人力成本高等问题，我们

设计了这套高度智能化的基于四轴飞行器的校园空中安防系统。

通过引入机器学习与计算机视觉相关算法，系统实现了自主航迹巡逻、智能避

障、目标识别与分类、异常行为检测、人物追踪、视频云端互联等功能。

经校内实地测试，本系统受到了保卫处工作人员的高度认可，能够有效弥补传

统安防巡逻体系在机动性与智能化上的不足，还可推广应用于居民小区、工业

园区、室外会场等多种复杂环境。

【关键词】四轴飞行器 机器学习 自主巡航 安防

【Abstract】To solve the problem of plenty of labor and time costs, we designed this
Security Air Police.

We implement machine learning and computer vision related algorithms on the
onboard computer to process images captured by camera. This system could execute
missions including autonomous patrol, obstacle avoidance, object recognition and
classification, abnormal behavior detection, pedestrian detection and tracking, video
network.

During the field test, this system had been highly praised by the security guard.
It can effectively execute public security missions. Also, this system can be used in
local communities, industrial parks, outdoor venues and other complex environment.

【Key words】Quadcopter Machine Learning Autonomous Cruise Public
Security

一、项目概述

1.1项目背景

近年来，校园安全事故时有发生。无论是落叶堆积引发的校园火灾，还是

频繁发生在高校的自行车丢失案件，都给校园安全问题敲响了警钟。

目前，高校校园内的安防系统主要依靠地面设施进行监控，同时辅助以人

力的方式进行区域巡逻。这种巡逻监控方式不仅效率低下，而且存在盲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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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又常常发生于这些地区。在当前安防系统下，如何更加高效地执行监控巡

逻任务以保障学生的人身财产安全就变得十分重要。

“工业 4.0”时代的到来给人工智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李克强总理在

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将其与社会发展的方方

面面相结合，进一步完成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的转型。基于人工智

能技术的发展，我们提出了这个基于四轴飞行器的校园空中安防系统的想法。

本系统旨在将机器视觉与相对成熟的安防系统、无人机控制技术相结合，

打造出一款智能且自主的安防巡逻系统。系统结合无人机技术，消除了空间限

制，无人机可以在安防人员之前到达事发现场，协助安防人员更早地了解现场

情况，为采取下一步措施做好充足的准备。机器视觉的加入使得本系统可以在

无人为过度干预的情况下智能地执行安防任务，协助安保人员发挥更大的作用，

使其更有效率地执行任务，真正达到人尽其用。

1.2研究意义

巡逻作为安防监控的传统方式，在整个系统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但

无论是校园保卫部门还是小区物业，都普遍面临着由于区域面积增大而造成的

人手不足、巡逻成本增加的问题。

近年来，无人机技术快速发展，市场潜力不断扩大，安防与无人机的结合

日趋成熟。机器视觉的快速发展使得使用无人机替代人力执行巡逻任务成为可

能。借助于机器视觉算法，我们使用无人机针对安防巡逻这一特定场景实现功

能的个性化定制，从而达到提升巡逻效率、降低人力成本的目的。

相比于传统的无人机安防系统，针对某一特定安防场景专门定制的无人机

安防系统具有更大的优势。本系统除了能够全自主安全执行巡逻任务之外，还

具有对巡逻场景进行识别和判断的能力，能够自主完成场景内事物的归类划分，

并依据识别结果对监控人员进行警报提醒，具有较好的实用性、科学性和技术

先进性。

1.3研究现状

1.3.1安防巡逻系统现状

我们就传统安防巡逻系统的问题与校保卫处工作人员讨论，同时结合实地

调研情况，发现目前安防巡逻系统存在这些问题。

（1）监控区域受限

地面监控摄像头可视范围小、分布零散，导致防区内存在大量的监控盲区。

在日常巡逻中，由于仪器设备受限，执行巡逻任务的人员和车辆只能在常规道

路上巡逻，难以到达诸如水面、建筑物顶部、建筑物间隙以及防区边界等区域

执行巡逻任务，而上述区域又属于安防事故高发区。

（2）巡逻成本高

在执行巡逻任务时，为了达到理想的监控效果，安防部门需要安排巡逻人

员全时段不间断出动。此种巡逻方式不仅人力成本高、需要耗费大量的财力物

力，同时由于存在人员疲惫等效率问题，往往无法取得良好的巡逻监控效果。

（3）反应时间长

传统安防系统中，接警中心在接收到事故报警后，通常需要安排警务人员

亲自赶到现场了解事故情况。这种事故处置方式反应速度较慢、缺乏及时性，

对于一些需要及时了解现场状况、提前进行事故处置规划的情况来说，警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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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往往会丧失宝贵的反应时机，造成更大的损失。

1.3.2无人机研究现状

将无人机应用于各个行业的做法已经不再陌生。目前，国内企业生产的无

人机产品在农林植保方面的应用较多，但都还没有形成较为成熟的产品体系。

经过调查，我们认为现有的无人机产品在应用到安防行业时仍存在一些问

题：

（1）无人机操控难度大

随着国家航空监管法的完善，无人机操控人员需要持有法律允许的飞行证

才能飞行，导致无人机的使用门槛被抬高。而应用于安防行业的无人机大多由

人工操控飞行，虽然无人机厂商已经着力于提升无人机的自主飞行能力，但就

目前的情况来说还有很多欠缺。

（2）安全性有待提高

在无人机飞行过程中，时刻面临着航线上分布的障碍物的威胁，而现有无

人机大多不具有自主避障的能力，或者只是在遭遇障碍后执行滞空等待操作，

因而操控人员需要时刻监视无人机动向以防止飞行事故的发生。目前无人机主

要在具有极少障碍物遮挡的行业场景下使用，例如森林勘测、电力巡线等。

（3）智能化程度低

目前市场上的安防无人机只是简单地将飞行画面实时传回控制站，接着由

监控人员对视频流进行甄别分析，无人机不具有对场景目标的识别与分析能力，

需要占用大量的人力资源，对安保人员的工作效率没有本质上的提高，这也是

安防无人机未能大范围使用的原因之一。

（4）功能缺乏针对性

与农业、植保相比，安防行业呈现复杂化、多样化的特点，对于无人机的

功能有着更高的要求。目前，无人机虽然遍布安防场景的各个方面，但功能大

同小异，并未针对某一特定安防部门提出定制化的解决方案，而不同的安防部

门却有着其不同的需求，例如：交警部门更加注重对行人车辆的监控、消防部

门更加注重对火场进行立体重建、林业部门更加注重对植被覆盖情况的测绘。

二、系统结构与分析

2.1系统结构概览

图 2-1 系统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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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统结构可分为地面控制系统和飞行系统两大部分，系统框图如图 2-1
所示。

（1）地面控制系统

① 无人机控制系统：分为移动控制端和室内控制站两部分，完成航点任务

设置，实时监视飞行器状态信息，处理回传视频数据。

② 自主起降平台：用于无人机的自主起飞及精准降落。

③ 自动报警系统：依据飞行系统传回的数据对操作人员进行警报提醒。

（2）飞行系统

① 飞行控制系统：控制无人机高效完成飞行任务。

② 智能导航与避障系统：在无人机飞行过程中，进行 GPS 信息的采集融合

与环境障碍信息的实时感知。

③ 数据传输模块：完成飞行系统与地面控制系统的双向数据传输。

④ 机载云台相机：采集高清视频信息。

⑤ 机载图像处理器：对视频信息实时处理，反馈给无人机和地面端。

2.2地面系统

（1）移动控制端

图 2-2 移动控制端软件介绍

移动控制端 APP 如图 2-2 所示。起飞前软件将检查图像显示是否正常，确

保正常后点击切换按钮可切换至地图界面，长按航点可进行巡逻任务设置。设

置完成后，点击起飞按钮执行巡逻任务。执行任务过程中可进行拍照、摄像、

场景识别、目标跟踪等操作。系统若在飞行过程中检测到异常情况，将通过报

警栏进行报警提示。

（2）室内控制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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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室内控制站

室内控制站如图 2-3所示。室内控制站可以实时显示各项飞行状态参数，同

时可以对视频信息加工处理，将识别和分类过的图像呈现给安保人员，并通过

RTMP流媒体协议实时上传至云端。安保人员可以对感兴趣的目标进行框定，让

无人机执行目标追踪任务。

（3）自主起降平台

图 2-4 自主起降平台实物图

如图 2-4所示，为自行设计的无人机自主起降平台。无人机在降落过程中，

将调用识别算法对图案中的圆形进行识别，计算出机体与降落点的相对位置，

进而执行精准降落操作。

（4）自动报警系统

自动报警系统主要负责对异常情况进行报警提醒。系统对视频流进行实时

分析，如检测到异常情况，将向地面安防监控人员进行报警。

2.3飞行系统

（1）无人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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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无人机平台

我们使用 DJI 的 M100开发平台进行系统开发，如图 2-5 所示，该平台具有

很高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具体参数指标如表 2-1 所示。

表 2-1 无人机参数
轴距 650 mm

重量（含单电池） 2431 g

最大起飞重量 3600 g

满负载悬停时间（双电池） 16 min

无负载悬停时间（双电池） 40 min

最大水平飞行速度 10 m/s

最大升降速度 4 m/s

（2）智能导航避障系统

图 2-6 智能导航避障系统

如图 2-6所示，智能导航避障系统由视觉传感模块和视觉处理模块组成。

视觉传感模块安装在无人机的四周及下方共五个方向上，由超声波和微孔

光传感器组成，超声波用来测算飞行器周围障碍物的距离，微孔光传感器用来

发现超声波无法感知的障碍。

视觉处理模块则用来对视觉传感模块传来的数据进行融合处理，最终实现

辅助测速，室内定位和障碍感知等功能。

环境感知系统可以极大地提升无人机飞行控制过程中的安全性，使得系统

满足安防监控的需求。

（3）机载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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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机载系统

如图 2-7 所示，机载计算机搭载有 NVIDIA Tegra K1 处理器，能够进行高性

能 GPU 计算，以满足无人机实时图像处理的需求。处理器运行 Ubuntu 14.04 操

作系统，具备 2GB 内存，16GB 存储空间，能够很好地运行机器学习的在线检测

算法。

（4）机载云台相机

图 2-8 机载摄像头

如图 2-8所示，该机载摄像头可实时拍摄稳定的高清视频，满足图像处理算

法对图像的要求。

2.4主要功能

针对区域巡逻这一特定的安防场景，我们的系统设计有以下功能。

（1）自主航迹巡逻

相较于传统的无人机安防系统，本系统设计有高度自主化的巡逻功能。无

人机可一键起飞全自主完成区域巡逻任务，同时在过程中能够智能地躲避障碍

物，无需人员手动干预。无人机在完成巡逻任务后会自主返回返航点，并执行

视觉定点降落任务，精确降落至返航点，从而完成整个区域巡逻任务。

（2）场景目标识别与追踪

系统在执行巡逻任务的同时能够对画面中的物体进行识别与分类，同时检

测是否有异常情况出现，并向工作人员汇报，发出警告提醒。对于待追踪的目

标物体，可手动框定目标区域进行追踪。在执行可打断的巡逻任务时，如果检

测到异常情况后也会自主进行追踪和视频拍摄。

（3）云端多机监控

安保任务通常需要多人配合完成，据此系统设计有云端多从机同步监控功

能。工作人员可使用不同的终端设备访问云端对传回的视频进行实时监控，避

免了由于信息共享不及时而导致的决策失误。

2.5创新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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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传统的无人机安防系统，本系统旨在实现特定安防场景的定制化功

能。我们针对校园、小区等需要进行区域巡逻的安防需求设计了基于四轴飞行

器的校园空中安防系统，现将创新点分析如下：

（1）无人机系统功能创新

① 系统借助无人机平台，弥补了传统安防巡逻系统在监控视野和系统机动

性上的不足。

② 高度自主巡航功能避免了由于无人机操作失误而造成的损失，提高了安

防巡逻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③ 多种智能化定制功能，如场景物体识别、目标追踪、异常行为检测等，

满足了安防工作人员在特定场景下的任务需求，提高了工作效率。

④ 云端多从机同步监视功能使得多个出警人员可以同时对画面情况进行

实时监控，能够高效配合协作完成任务。

（2）技术应用创新

① 通过收集大量的低空航拍视频数据，对 YOLO框架下的卷积神经网络进

行权值修正，完成了空中视角下的物体识别。

② 引入重捕获机制改进 KCF 算法，完善 Hog 特征，使目标追踪功能更具有

鲁棒性。

③ 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建立了异常行为规则库。

三、系统功能实现

3.1系统控制方案

3.1.1控制方案概览

图 3-1 系统控制方案

如图 3-1所示，系统控制方案主要分为地面站发送指令控制、机载图像处理

器发送指令控制和遥控器控制三部分。

地面站主要通过在 APP 端点击相关按钮完成对无人机的控制，室内控制端

负责视频流的实时显示和处理。

机载图像处理器通过对视频流进行分析后，向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发送相

关控制指令，这一过程不受人为干预。

遥控器可以随时夺取其他两部分的控制权，以保证系统的安全性。

3.1.2地面控制方案

飞行器首先与遥控数据接收装置建立无线连接，然后将数据流以数据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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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在飞行器与移动控制设备间传输。

在遥控装置上通过 USB 接入移动设备后，将其飞行数据转发至移动应用内。

反过来移动设备的数据将由遥控设备作为中继转发至飞行器，飞行器对数据进

行拆解分析，最后将控制指令分发至各个组件，使飞行器完成用户自定义的各

项复杂功能。

图 3-2 地面端控制流程

3.1.3飞行控制方案

机载计算机上搭载机器人操作系统（ROS），如图 3-3 所示，ROS 为结构图

中各个部分的通信提供了话题和服务两种完备的机制。

当系统启动时，机载计算机接收到来自遥控器的请求，开启图像接收程序，

同时调用图像解析库进行转码。在飞行器飞行过程中，控制层调用 API刷新图像，

将信息传给机载计算机处理，以完成目标跟踪等任务。

图像信息在机载计算机处理后，会返回大地坐标系下的一个坐标增量，以

ROS 中的消息机制进行传送。控制部分通过不断监听此类型的消息，进而使用

路径规划算法控制飞行器达到预定目标。

执行任务过程中，如果接收到智能导航与避障系统的消息，会优先进行处

理，打断当前任务操作。重新评估周围环境状况后进行新的路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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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飞行控制结构图

3.2自主避障

单一传感器难以满足系统在室外复杂场景下的工作需求，因而我们选用复

合型视觉定位与导航系统用于自主避障。系统所用视觉定位与导航系统分布于

机体四周及下方 5个方向，可以实时获取全方位的环境信息。

复合型视觉定位与导航系统由双目视觉摄像头和超声波传感器构成，其中

双目视觉摄像头实时采集图像信息，超声波传感器采集距离信息，两者的结合

可以满足各种复杂环境下的避障需求。

图 3-4 模块结构图

复合型视觉定位与导航避障层级划分如图 3-4所示。其中驱动层直接从底层

传感器获取原始数据，数据层通过对底层原始数据融合计算得出环境信息，应

用层使用数据层传输的环境信息实现具体功能应用。

在整个系统的运行过程中，避障检测系统会实时对当前环境信息进行分析，

当检测到障碍物时，系统会暂停当前巡逻任务，并执行障碍物躲避操作。

图 3-5 避障操作流程图

当无人机检测到障碍物时执行如图 3-5操作。执行障碍物躲避操作时，无人

机会自行调整机体姿态，依次按照前后左右的次序进行出口搜索，由于后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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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的进入方向，所以一般以前左右方向为优先出口，当在这三个方向上无

法检测到出口时，则选择从后方退出，重新规划路线。

3.3路径规划

图 3-6 路径规划算法流程

无人机在执行所有自主飞行任务期间都需要用到路径规划算法。在自主巡

逻任务中需要规划前进路径，在目标追踪时接收机载计算机反馈的追踪坐标后

需要控制自身向目标靠近。如何形成闭环的反馈控制，保证足够的安全性，是

无人机自主飞行的重要研究内容。

路径规划算法整体流程如图 3-6，对飞行器的位置与速度状态进行模拟，如

图 3-7。

图 3-7 飞行器位置与速度模拟图

3.3.1小角度控制路径规划

线性小角度控制在飞行器控制中十分常见，算法使用内外两层闭合系统环

进行无人机的控制。内层的姿态环通过采集飞行控制板中的加速度计和陀螺仪

的数据融合计算出机体的横滚角、俯仰角和偏航角，从而控制机体达到稳定；

外层的闭环使用内层计算得到的航向角数据控制机体的飞行。

在飞行过程中，为了达到减小升力变化量的目的，需要将飞行器的动力学

方程组、电机线性化方程与路径上的点条件进行融合，求解出飞行器在给定点

处近似悬停姿态的路径规划方程解，算法将依据此方程解进行飞行控制。

在飞行控制中，需要求解出电机总升力、电机总力矩与飞行轨迹之间的关

系。列出电机升力与机身自身重力之间的微分方程为

1

0 c 0
0 0

-

s s c s
mr s c c s c

mg s c c u

       
       

   

       
             
          

 

上式为机体似稳状态下的线性动量平衡方程，等式左侧为机体质量 m 与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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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距离的二阶导（即机体加速度）之积，右侧为机体重力加上坐标旋转矩阵（机

体坐标至大地坐标）与电机总升力之积，其中 , ,   分别表示飞行器机体坐标的

俯仰角，横滚角和偏航角，u1 为电机总升力，该变量与飞行器的 x、y、z 三轴

角加速度的平方成正比。

2

2

2

p x

y

z

u p p
I q u q I q
r u r r

       
                
              


 


上式为机体似稳状态下的角动量平衡方程，式中 I 为机体转动惯量，p、q、
r 分别表示 xyz轴的角速度，u2x、u2y、u2z为各轴力矩。

在以上两个公式中，m、r 已知，欧拉角可通过传感器测算出，p、q、r 可
由对欧拉角执行微分操作求出，再结合欧拉-拉格朗日方程，经过数学推理计算

即可解得

2(4) 22
1 1c ( )y xz

yy zz xx

u uumx u s c c c s s u
I I I

         
 

        
  

（ ）=

上式描述的即是电机总升力 u1、电机总力矩 u2 和输出量路径期望值 x(t)之
间的关系，随后借助自适应 PID控制算法即可完成对无人机的飞行控制。

3.3.2大角度控制路径规划

大多数场合需要飞行器急速响应指令，如安防系统中需要紧急出警等。飞

行器也有大角度控制算法，即飞行器将循一个带有大侧向加速度的路径飞行，

姿态将由悬停转至快速飘移，这时需要引入四元数分析算法。

3.4场景物体识别

图 3-8 场景物体识别

在场景物体识别部分，我们基于 YOLO 框架建立和训练了卷积神经网络

（CNN）来完成从视频的图像流中识别出行人与车辆的功能。

通常情况下，采用深度神经网络没有办法满足实时性计算的要求。因为随

着网络层数的增加，所需训练的权值不断增加，计算复杂度迅速增长，同时卷

积神经网络中的逐像素点滑窗卷积方法也非常耗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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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YOLO卷积神经网络

因此我们在 YOLO 开源框架上建立了一套与 CNN 结合的贝叶斯判别算法。

和传统的 CNN 相比，算法抛弃了逐像素点的滑窗卷积步骤，取而代之的将输入

图像划分为 S*S 个网络，如果一个物体的中心落在某个网格内，则该网格负责

检测该物体。

在训练和测试时，每个网络预测几个边框，每个边框对应 5 个预测参数，

即 边 框 的 中 心 点 坐 标 (x, y) 、 宽 高 (w, h) 和 置 信 度 评 分

Pr( )* (Pr | )object IOU ed truth 。这里的置信度评分综合反映基于当前模型边框内

存在目标的可能性Pr( )object 和边框预测目标位置的准确性 (Pr | )IOU ed truth 。

如框内不存在物体，则概率等于 0。如果存在物体，则根据预测的边框和真

实的边框计算类条件概率密度 IOU，同时会预测存在物体的情况下该物体属于某

一类的后验概率Pr( | )class object 。同时根据后验概率最大的原则进行决策。

算法采用端到端的训练方式，将特征提取、候选框预测、非极大抑制和目

标识别连接在一起，实现了更快速的检测模型。虽然这种做法牺牲了一些检测

的精度，但对于实时性的要求来说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同时，我们对于高空视

角的样本进行了再训练，在原始权值的基础上进行了微调，效果得到了很大的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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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 行人检测过程

相比于很多经典的方法，比如 HOG+SVM、级联分类器等方法，我们的算法

框架克服了识别耗时长，准确率低的缺陷，实现了实时的场景行人和车辆检测。

此外，我们对于相机所在不同的高度和俯仰角进行了划分，对于不同的情况使

用不同的网络权值。

3.5异常行为检测

异常行为检测是通过建立一个在图像特征和异常行为集合之间的映射规则

库实现的。

在上文的行人检测过程中，我们通过对场景的实时分析可以得到当前画面

的若干关键信息，宏观上包括人群密度、人流方向、车辆速度的信息，微观上

包括人的运动方向和肢体动作信息。从这些信息中我们提取出一组有意义的特

征集合，同时将它以概率向量的形式对应到多种可能的异常行为。当其达到异

常行为的阈值之后，无人机就会向地面发送警报并采取追踪和自动录像机制。

图像特征到异常行为的映射关系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学习得到。算法首先提

取了几种关键行为的数据特征组成特征向量 1 2( , ,..., )nx x xF = 。将所有可能的异

常行为组成一个概率描述向量
1 2( , ,..., )  1m i

i

M p p p p= =å，
，其中 ip 表示第 i 种

异常行为的可能概率。我们寻求的异常行为规则库即为两者间的映射 :F MF ®

异常行为的先验知识包含人们对某一种异常行为可能发生概率做出的一种

估计。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由高斯核函数组成的网络，由反向传播算法学习网

络中的传播权重。为了防止对某些情况的误判，我们在代价函数中加入了基于

L2范数的正则项目标函数。

数据集来源于多组异常行为发生的视频，基于不同视频对应的预测结果进

行训练，以经验风险最小化为准则，也就是使得样本预测结果与样本真实类标

的错误率最小，并在先验知识的基础上预设每种异常行为概率分布，我们得到

了异常行为规则库。

3.6目标追踪

当系统检测到异常行为之后可自主触发目标追踪，或者还可由地面工作人

员对要追踪的目标进行框定，此时机载计算机运行目标追踪算法，能够实时对

这个目标进行跟踪和拍摄，并使得目标一直保持在视野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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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目标追踪测试图

3.6.1图像平面到物理空间的映射

在得到无人机图像后，我们需要从图像中目标位置的信息来计算在现实世

界中的位置信息。这一过程分成三个环节，如图 3-12所示。

图 3-12 空间映射

图像坐标系平面 ( , )i ix y ：二维图像坐标系，图像左上角为坐标原点，图像的

上边界为 Y轴，图像的左边界为 X 轴，用于指定物体在图片中的位置。

摄像机坐标系 ( , , )c c cx y z ：站在摄像机角度上衡量物体的坐标系。摄像机坐

标系的原点在摄像机的光轴的中心上，X轴与图像的横向平行，Y 轴与图像的纵

向平行，X、Y轴的正方向均与图像坐标系正方向相反，Z 轴为摄像机光轴。

世界坐标系 ( , , )w w wx y z ：目标物体所在的真实世界的坐标系。

① 图像像素坐标的处理

在图像坐标系中，设图像中某一点 A 的 x 轴的坐标为 ，y 轴的坐标为

，在摄像机的成像平面坐标系上，设定光轴穿过的成像平面的点为坐标原

点，X、Y 轴分别与图像坐标系中的 X、Y轴平行。如果在图像坐标系中原点的坐

标为 0 0( , )x y ，那么在该坐标系中图像中 A点的坐标 ( , )u v 就可由

1
0

1
0

  0
 0     

i

i

x xu dx
v y ydy

-

-

轾 轾 轾轾
犏 犏 犏犏= +犏 犏 犏犏 犏臌 臌 臌臌

求得，其中 dx 和 dy 分别为单位像素宽度与长度在实际成像平面中的对应

尺寸比例。



第九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274

图 3-13 投射变换与旋转变换

② 投射变换

摄像机的透镜实现了由物平面到焦平面的变换，如图 3-13 所示。如果 f 为

摄像机的焦距，那么 ( , )u v 可以由如下两变换方程得到。

 

 

c

c

c

c

fxu
z
fyv
z

ìïï =ïïï
í
ïï =ïïïî

在实际运算中，由于 是未知的，我们可以采用在图像上标定两个点的

方法来确定从物平面到焦平面的缩小比例
/ cf z

，例如可以通过图像中的人的身

高和实际身高的比值得到该比例，在此基础上我们就可以获得 ( , , )c c cx y z 。

③ 旋转变换

摄像机坐标系相对于无人机坐标系是呈一种旋转角度的变换。它们之间的

转换关系可以用三个矩阵来表示。即分别表示在三维空间的三个平面的旋转。

比如在 XOY平面内，摄像机坐标系相对于世界坐标系逆时针旋转了 角度，

可以表达为

cos      sin      0
sin   cos      0

   0          0       1 

c w

c w

c w

x x
y y
z z

q q

q q

轾 轾轾
犏 犏犏
犏 犏犏= -
犏 犏犏
犏 犏犏

臌臌 臌

综上，经过这三个步骤就实现了从图像坐标到世界坐标的转换。

3.6.2KCF 追踪算法

在获得当前无人机所拍摄到的图像后，我们通过 KCF（kernelized correlation
filters）算法来追踪选中目标。KCF 算法具有检测效果好、速度快、鲁棒性较好

的特点。

算法在追踪过程中训练一个目标检测器，使用目标检测器去检测下一帧预

测位置是否是目标，然后再使用新的检测结果去更新训练集进而更新目标检测



第九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275

器。训练过程中使用目标周围区域的循环矩阵采集正负样本，再利用脊回归训

练目标检测器，并成功的利用循环矩阵在傅里叶空间可对角化的性质将矩阵的

运算转化为向量的 Hadamard积，即元素的点乘，大大降低了运算量，提高了运

算速度，使算法满足实时性要求。KCF 相对于其他的 tracking-by-detection 方法

在速度上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效果也相对较好。

算法从简单的线性回归模型入手，尝试不断地拟合回归曲线。我们采用了

最陡梯度下降法来修正权值 w，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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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 ) HF diag x F
Ù

是对离散傅里叶矩阵进行对角化处理。

因为不断的提取目标周围的区域，所以引入了循环矩阵的概念，循环矩阵

有着很好的性质，并且能够很好的模拟现实情况。显然样本很难在原始空间通

过简单的线性分类器进行划分，所以我们把样本投影到高维特征空间，并且认

为它们在高维空间中是线性可分的。

核映射是一种效果很好的方法，在我们的算法中就采用了径向基高斯核作

为核矩阵

' 22 ' 1 '
2

1exp( ( 2( ( )) ))xx TK x x F x x
s

儋
- *= - + - e

通过不断地调整权值，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较好的分类效果。

图 3-14 目标追踪示意图

如图 3-14 所示，左图黄色虚线框表示刚开始框定的目标，绿色实线框是使

用的模板框，其他颜色框表示将它循环移位之后对齐目标得到的样本，由这些

样本就可以训练出一个分类器。

在分类器训练好之后，对于右图所示新的检测图像，首先在预测区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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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绿色实线框区域进行采样，然后对该采样进行循环移位，对齐目标后就能

得到很多检测区域。使用分类器计算这些区域的响应，此时黄色实线框响应最

大，因为它和前一帧的绿色框位置相同，此时通过计算黄色实线框的相对移位

就能推测出目标的位移。

为了应对目标可能发生的丢失情况，我们设计了一种目标重捕获机制。当

目标消失时，算法会记录当前帧目标模板，并对当前区域进行滑窗搜索，如果

两者的亚像素峰值大于设定的阈值（0.25），那么就可以认为目标被重新捕获，

这样也就能够应对目标丢失的情况，从而提高算法的稳定性。

3.7定点降落

图 3-15 定点降落测试图

定点降落测试图如图 3-15 所示。由于商用的 GPS 误差较大，而且城市中能

够降落的地点很少，障碍物较多，所以精确完成定点降落任务很有必要。这里

使用计算机视觉相关算法完成此功能。

图 3-16 定点降落算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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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在接收到返航信号之后会自动调整高度并且回到返航点附近的位

置。为了更加精确地定位着陆点坐标，相机会对正下方进行扫描，经过图像预

处理操作之后，使用霍夫圆检测算法对圆心坐标进行实时检测，计算圆心与飞

行器中心的相对位置，从而实现精确定点降落。具体流程如图 3-16所示。

3.8地面端应用程序

图 3-17 移动控制端应用程序界面

（1）视频与图像

视频、图像由机载高清摄像头实时采集，通过数据链路发送到移动端应用

后进行软件或硬件解码，最终显示在移动设备上。数据传送的延迟较小，使用

户可以及时获知无人机的飞行状态以及环境，以对无人机给出更为准确合理的

控制。

同时，用户可以在执行自动化任务时捕获图像、录制视频，以供后续对飞

行资料进行分析、取证。

（2）地图与地理坐标

为保证国家地理信息安全，中国大陆的 GPS 坐标都经过加密后才在电子地

图上显示，即由国际标准的 WGS84坐标系转换为我国国测局 GCJ02 坐标系。

飞行器地理坐标由机载 GPS 设备采集，移动应用获得 GPS 数据之后对其进

行加密操作，在地图上进行显示；在地图上设置的航点信息，同样需要进行解

密之后才能发送给飞行器。在此过程中我们也使用了相应的加密和解密算法。

（3）飞行参数

飞行参数由飞行器上多个传感器采集，主要包括三轴速度、三轴加速度、

飞行高度、飞行总时长等，每秒向地面发送 10次飞行状态数据包。移动应用端

通过监听和解包操作，将飞行参数实时显示给用户界面，让用户即时掌握飞行

器状态。

（4）自主巡逻任务

用户根据需要在地图上按顺序设置路径点信息（经度、纬度、高度等），移

动应用程序将路径点信息打包发送给无人机，无人机将任务信息将装载至飞行

器内存中，并由任务管理器逐步执行任务指令。自动化任务完成后，无人机默

认进行悬停等待，在移动端应用上弹出操作提示信息，若用户未在超时时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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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出下一步操作，自动执行返航操作。

（5）目标追踪任务

通过用户在视频图像上的触摸反馈，将视频图像中的目标进行框定，记录

该框的左上角的相对坐标，以及框的长与宽于整个视频视图中的百分比，将目

标数据通上传至无人机上的板载计算机，计算机将运行目标追踪算法完成跟随

任务。

四、总结与展望

4.1总结

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员涌入了城市，社会人员变得良莠不齐，

这给校园安全的管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同时学生作为弱势群体，又不具有充

分保护自己人身安全的能力，此时就需要更加完善的安防系统对其进行安全保

护。

我们走访本地多个高校后发现，高校校区大多为近年来新建而成，由于校

区规划的不完善，安防系统存在大量漏洞。同时，高校校区中存在大量的未建

设区域，而这些区域往往不会布控监控设施，如何在低成本的情况下对这些区

域进行巡逻监控变得十分重要。

目前，本项目已经成功开发出基于四轴飞行器的校园空中安防系统，可以

完成对校园区域的自主巡逻监控。系统相较于传统的无人机安防系统，在设计

理念上有了很大改变，我们针对高校等需要进行区域监控的场所制定了特有的

系统功能设计方案。系统可以全自主且安全地执行区域巡逻任务，同时对区域

中的场景进行智能分类识别，省去了部署监控设施，雇佣巡逻人员的麻烦，同

时又提升了巡逻效率。

但相较于市场上成熟的无人机安防系统，本系统仍具有部分缺点。针对产

品级市场要求，与传统的安防系统的融合度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在功能方面，

系统在进行场景分类时，错误率还可进一步减小。

4.2展望

随着科学技术、工业设计水平的不断发展，相信将会有更多的人工智能技

术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智能机器将会在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发挥更加巨大的作

用。

智慧安防作为智慧城市中的重要一环，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本项目所

设计的无人机安防系统除了现有的功能之外，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除了对场

景进行分类之外，如果能够对场景中的人物行为（例如：偷盗）进行识别的话，

将会进一步提升系统的性能。

除了可以将本系统应用于安防巡逻之外，系统同样可以应用于其他行业生

产。例如协助牧民进行放牧，解决放牧人力成本高的问题。在现有的平台下，

针对某一行业实现系统功能的定制化设计将会使本系统发挥更加巨大的作用。

总的来说，安防系统的智能化将是未来的发展趋势，智能机器不会取代人

类，而是协助人类更加高效地完成任务。我们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本系统将

会展现出巨大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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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定位的环保新能源汽车租赁系统

作 者：陈金刚、陈晨、罗壮业、刘曼

指导教师：欧阳志友、袁春蕾

学 校：南京邮电大学

【摘要】环保新能源汽车租赁能够有效缓解环境污染与城市拥堵问题，经过市

场调研，发现存在着车辆调度不合理、车辆故障率高、车辆难以找到等问题。

我们利用车载北斗导航系统，结合大数据分析技术，提出了相关解决方案。

针对车辆调度问题，我们提出了出行目的地预测算法。首先，利用车载北斗导

航系统收集车辆的历史轨迹数据，构建候选集；其次，在候选集的基础上构建

样本特征；再次，利用极端梯度提升算法（XGBoost）对样本特征进行训练，得

到预测模型；最后，利用车载北斗导航系统收集车辆实时移动数据，对目的地

进行实时预测。

针对车辆故障率高问题，我们提出了故障检测算法。首先，利用车载北斗

导航系统收集车辆的历史轨迹数据，作为原始数据；其次，利用原始数据构建

车辆健康度评分特征集；再次，利用极端梯度提升算法对特征集进行训练，得

到故障检测模型；最后，利用车载北斗导航系统收集车辆运行数据，实时输出

诊断结果。

针对找车难问题，我们提出了多源融合室内导航算法。首先，搜集 WiFi信
息构建 WiFi 指纹库；其次，以最大池化构建池化层，以 Relu为激活函数构建卷

积神经网络；再次，利用 WiFi 指纹库对卷积神经网络进行训练；最后，设备实

时采集 WiFi 信号，利用训练好的神经网络模型进行定位，将定位结果返回到导

航系统中，实现室内导航功能，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 。

此外，我们开发了 APP应用端与 web管理端以实现解决方案的落地应用。对方

案进行了系统测试，发现算法误差均在可接受的范围内，验证了算法的准确性。

【关键词】车载北斗导航系统 大数据分析 出行目的地预测算法 故障检测

算法 多源融合室内导航 “最后一公里”问题

【Abstract】Green new energy car rental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urban congestion problems.After market research, we found that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unreasonable vehicle scheduling, high failure rate of vehicles
and difficulty in finding vehicles.Using 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combined with big
data analysis technology, we put forward the relevant solutions.

For the vehicle scheduling problem, we propose a travel destination prediction
algorithm.Firstly,we collect historical trajectory data to build a candidate set via using
the 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Secondly, we construct the sample features based on
the candidate set.Thirdly, the sample features are trained by the XGBoost algorithm
to get the prediction model.Finally, real-time prediction of the destination is made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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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the real-time mobile data collected by the car's 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high vehicle failure rate, we propose a fault detection
algorithm.Firstly, we collect historical trajectory data to build a original
data.Secondly, using the original data to build the vehicle health score feature
set.Thirdly, the feature sets are trained by the XGBoost algorithm to get the fault
detection model.Finally,outputing diagnostic results in real time by using the data
collected by the 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Looking for car problems, we propose indoor navigation algorithms.Firstly,
collect wifi information to build wifi fingerprint library.Secondly, construct the
pooling layer with the maximum pooling and construct the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with Relu as the activation function.Thirdly, train the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by using wifi fingerprint database.Finally, the device collects wifi signals
and locates it using a trained neural network model. Return positioning results to the
navigation system.
In addition, we have developed APP applications and web-based management
solutions.The scheme was systematically tested and found that the error is within
acceptable range, which verified the accuracy of the scheme.

【 Key words 】 BeiDou Navigation System,Travel destination prediction
algorithm,Fault detection algorithm,Indoor navigation algorithm,"Last mile"
issue,Big Data Analysis

一、项目概要说明

1.1选题意义

随着环保意识的深入人心与新能源开采与研发技术上的突破，新能源汽车

领域即将成为一个行业风口。然而，新能源汽车企业在汽车投放、汽车运维、

故障检测、出行预测等方面仍然主要依赖于人工经验，存在着工作量巨大、覆

盖范围不广、误差较大等问题，制约着产业发展。本项目方案着眼上述问题，

提出针对性的解决问题，以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

1.2北斗导航系统

在汽车行驶过程中，将会产生大量的轨迹数据，这些轨迹数据包括车辆历

史运行经纬度数据、历史经过地点、运行时间等信息。受限于相关理论与计算

能力，人们无法充分利用这些轨迹数据。随着技术的发展，目前大数据分析技

术已经得到广泛应用，同时计算能力也得到了极大地发展。因此，结合大数据

分析技术对汽车行驶轨迹数据进行深度挖掘以优化新能源汽车出行技术，能够

进一步体现北斗导航系统的实用价值。

1.3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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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青柚共享汽车应用场景

（1）基于北斗导航产生的车辆轨迹数据，利用出行目的地预测算法帮助用

户更高效地预约到车辆。

（2）借助于故障检测算法，实时检测车辆故障，帮助运维人员及时发现、

排除车辆故障，解决车辆故障率高问题。

（3）借助于多源融合室内导航算法，作为复杂环境下北斗导航系统的补充，

引导用户更快找到车辆位置，解决北斗导航“最后一公里”问题。

1.4算法创新点

目前市场上的汽车租赁服务提供商很多，但也存在着车辆使用量预测效果

差、车辆故障率高、导航精度低等问题，针对此类问题，我们利用大数据分析

技术，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并与市场同类产品进行对比说明。

（1）出行目的地预测

传统方法预测车辆使用次数主要包括利用人工经验预测、市场问卷调查预

测、利用往期统计数据预测等，依赖于人工参与，工作量巨大、耗时长、反应

迟缓；预测出行目的地则由于技术成本等限制难以实现。

相对于传统人工经验预测，大数据分析技术能够更好地挖掘出信息的深层

次价值，而且速度更快、成本更低、准确度更高。

（2）故障检测

车辆在使用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各种故障问题，因此及时发现故障车辆并

迅速修理是租赁系统运维过程中的主要任务。传统的故障检测主要依赖于人工

排查与用户报修，存在反应不及时、用户体验差等问题。

相比于人工排查故障，故障车辆识别模型能够自动检查，实时判断车辆故

障情况，成本更低，具有更高的准确率与实时性。

（3）多源融合室内导航

考虑到目前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商业 WiFi得到大面积应用，利用

广泛存在的WiFi网络,对处于楼群密集或者室内定位目标进行定位成为最佳选择

技术, 有着非常好的发展前景[1]。
目前室内定位算法主要有基于信号传输时间（TOA）、基于信号传输时间差

（TDOA）、基于信号到达角度（AOA）和基于接收信号强度（RSSI）等算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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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指纹定位通过建立WiFi 指纹数据库[3]，采用 K 近邻算法进行识别，在无

干扰的情况下能够收到一定的效果，但是在现实使用中，人群流动，物品遮挡

等等干扰不可避免，效果并不理想。此次研究，摒弃了传统的方法，开拓性地

利用深度学习技术，采用深层卷积神经网络抓取 WiFi网络特征，抗干扰性强，

鲁棒性良好。以弥补北斗导航系统在室内场景下的技术短板，实现“最后一公

里定位”

二、功能介绍

2.1 总体功能结构

图 2 系统总体结构图

整个系统分为用户 APP、运维 APP、Web 端后台三部分。其中，用户 APP
支持用户在线预约车辆、室内导航功能，实现用户与平台的交互访问，帮助客

户更好地接收服务；运维 APP 作为运维人员的助手，实现智能调度车辆，并对

车辆进行实时故障诊断，将诊断结果返回给运维人员，帮助运维人员及时排除

车辆故障；Web端后台利用车载北斗导航系统、用户订单后台、运维人员后台

等收集到的海量系统运行数据，经过数据清洗、重构、可视化，实现车流量监

控、车辆健康状态实时监控等功能，帮助管理人员辅助决策。

2.2模块功能介绍

（1）出行目的地预测：

图 3 出行目的地预测功能示意图

a、用户在客户端 APP 输入此次出行时间、出发地点、目的地信息；

b、目的地预测算法根据用户输入信息智能计算出预约成功率，并推荐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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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附近预约成功率较大的车辆；

c、用户根据系统推荐结果决定预约哪辆车，并下单，最终，出行订单生成。

（2）故障检测

图 4 故障检测功能示意图

a、车辆运行时，车载北斗导航系统实时收集车辆的运行轨迹数据，用户订

单后台收集用户订单信息，生成车辆实时监测数据；

b、故障检测系统调用车辆实时监测数据，借助于故障检测算法，进行实时

诊断，输出车辆健康度评分；

c、对于健康度评分过低车辆，故障检测系统向运维人员预警；

d、运维人员根据收到的预警信息，借助于北斗导航系统与室内导航系统，

快速前往“可疑故障”车辆处进行人工检修，排除故障。

（3）多源融合室内导航

图 5 多源融合室内导航功能示意图

a、借车时，用户根据系统推荐结果预定附近某辆车；

b、北斗导航系统根据用户订单结果，通过 APP定位导航功能将用户引导到

目标车辆附近位置；

c、精确定位时，北斗导航精度不够，系统自动切换为室内导航模块，利用

室内导航算法引导用户到达车辆的精确位置；

d、用户找到车辆，完成借车操作；

e、还车时，用户输入此次出行目的地；

f、系统计算出目的地附近最近还车点，借助于北斗导航系统引导用户到达

还车点附近大概位置；

g、精确定位时，北斗导航系统精度不够，系统自动切换为室内导航模块，

利用室内导航算法引导用户到达还车点的精确位置；

h、用户找到停车点，完成还车操作。

三、算法原理

3.1出行目的地预测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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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出行目的地预测算法示意图

如上图所示，首先，利用车载北斗导航系统收集记录车辆历史轨迹数据，

并结合预先采集到的天气数据与周边商业设施数据构建候选集，生成正负样本；

其次，在候选集的基础上构建样本特征，根据时间信息划分训练集和线下测试

集；再次，利用极端梯度提升算法（XGBoost）对训练集和线下测试集数据进行

训练，构建出行目的地预测模型；最后，利用车载北斗导航系统收集到的车辆

实时移动数据，调用预测模型，对目的地进行实时预测。

3.2故障检测算法

图 7 故障检测算法示意图

（1）借助于车载北斗导航系统，收集车辆历史轨迹数据，并从用户订单后

台收集用户订单数据，作为原始数据。

（2）对收集到的原始数据进行数据探索分析与预处理，清洗掉错误数据、

对缺失值进行处理、对部分数据进行必要的格式变换。

（3）对预处理后的数据进行规整处理，得到结构化数据，构建特征数据集。

（4）对特征数据集进行训练，根据训练结果进行模型优化调整，最终得到

车辆故障检测算法模型。

（5）在线监测车辆运行状态，收集车辆运行数据并进行实时诊断，实时输

出诊断结果。

3.3室内导航算法

图 8 多源融合室内导航算法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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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图网格构建：

a.首先建立 WiFi 指纹库，记录下地图区域内相关 WiFi 的 mac 地址，以及

WiFi所处坐标。

b.采用 512*512 网格模拟地图，全体数值初始化为 1。
c.构建映射函数，将 WiFi 强度 RSSI 转化地图数值，为了强化特征，以 ap点

为中心的 3*3 网格数值按照映射函数赋值，最后以 512*512*1 的向量输入到卷

积神经网络中。

（2）神经网络构建：

a.各卷积核参数设置如表 1 所示。池化层采用最大池化，Relu为激活函数。

b.最后通过两层全连接层将地图向量映射到 1*2 的【x,y】坐标，如表 2 所

示。

表 1 各卷积层参数设置表

Name Number(n) Size(f) Pad
Conv1 16 3*3 same
Conv2 32 3*3 same
Conv3 32 3*3 same
Conv4 64 3*3 same

表 2 全连接层参数设置表

Name Size(f) Activate
Fc1 32*32*64,64 Reul
Fc2 64,2 none

（3）训练与保存：

a.以定位误差为训练误差，AdamOptimizer作为训练函数，学习率为 1e-3，
每 20次采样数据作为一个 batch输入。

b.以 ckpt 格式将训练模型保存在本地以供调用，将损失，权重等参数保存

在 tensorboard中以供反馈和调参。

（4）应用：

a.我们将训练好的模型挂载在服务器上，通过 socket与客户端通信，接受扫

描到的 ap数据与指纹库相匹配，形成模型所需要的网格地图，输入模型中，输

出当前位置坐标，返回到客户端。

b.将定位输入到导航系统中，实现室内导航，定时进行位置校准。

四、方案应用

4.1 用户版本 APP

APP开始页面，APP名称为“青柚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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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APP 欢迎页面

（1）用户信息主界面

图 10 用户信息主页面

在该用户的主页面上提供了用户需要的一些基本功能，并且提供了运维人

员的登录入口

（2）找车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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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找车主页面

APP会显示附近车辆信息，用户可以点击需要的车辆进行预约、导航扫码等

操作。

（3）预约界面

图 12 车辆预约界面

用户可以通过 APP 预约车辆，借助于目的地预测算法，系统智能计算出预

约成功率与最佳预约选择，帮助用户更好地预约车辆。

（4）室内导航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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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室内导航界面

为了解决导航的“最后一公里”问题，该 APP 加入了室内导航功能，帮助

用户寻找车辆

（5）用户评价

图 14 用户用车完毕评价功能

4.2运维人员 APP

（1）登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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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运营人员登陆界面

运维人员通过点击“运维人员”按钮进入

（2）主界面

图 16 运维人员主界面

（3）运维人员找车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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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维修人员找车界面

红色标记为故障车辆，运维人员可以点击“导航”按钮导航到故障车辆处

排除故障。

（4）车辆健康度评价界面

图 18 车辆健康度评价界面

运维人员点击故障车辆，可以得到故障车辆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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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Web端管理界面

（1）运维进度实时监测界面

图 19 运维进度实时监测界面

（2）环保新能源汽车数量与位置实时监测界面

图 20 环保新能源汽车数量与位置实时监测界面

（3）环保新能源汽车空间分布界面

图 21 环保新能源汽车空间分布界面

（4）环保新能源汽车用户偏好智能监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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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环保新能源汽车用户偏好智能监测界面

五、系统测试

5.1出行目的地预测算法测试

（1）测试目的：检验出行目的地预测算法的准确率

（2）测试数据：神州优车平台提供的某城市七月份 892518 条出行订单数

据

某城市七月份 1823条天气情况数据

某城市 1234条周边商业设施数据

（3）测试环境：

anaconda 3.4.2 (python3.6) + xgboost0.6 + pycharm v2017.3.1
（4）评价指标：

评价指标为平均绝对误差（MAE，mean absolute error），即预测值与真实值

的绝对误差，并取平均数：

1

1 ˆ
n

i i
i

MAE y y
n 

 

（5）测试方案描述：

首先，利用神州优车平台提供的真实数据，调用出行目的地预测算法，产

生预测结果；然后，统计各时间段各目的地出行预测数量；最后，计算预测值

与真实值的绝对误差，得出评测结论。

（6）评测结论：

最终的测试结果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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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发现，模型经过 23075轮训练，训练集误差为 1.38287，测试集误差为

1.65244，均小于 2。也就是说对目的地车辆预测，每小时的误差不超过 1.7 辆，

效果非常好。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出行目的地预测算法通过测试。

5.2故障检测算法测试

（1）测试目的：检验故障检测算法的准确率

（2）测试数据：

文献[4]提供数据集

（3）测试环境：

anaconda 3.4.2 (python3.6) + xgboost0.6 + pycharm v2017.3.1
（4）评价指标：

评价指标为平均绝对误差（MAE，mean absolute error），即预测值与真实值

的绝对误差，并取平均数：

1

1 ˆ
n

i i
i

MAE y y
n 

 

（5）测试方案描述：

随机选取 20%作为测试样本，剩下的作为训练样本，利用训练样本训练故

障检测算法模型，并利用测试样本测试算法性能，得到算法准确率与 ROC 曲线。

（6）评测结论：

模型经过 1781 轮训练，训练集误差为 0.189749，测试集误差为 0.30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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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差较小。

ROC曲线是反映算法准确性的指标，曲线下面积越大，则算法准确性越高。

为了进一步验证算法的准确度，我们又绘制了故障检测算法的 ROC 曲线如下所

示

图 23 故障检测算法 ROC 曲线图

可以发现故障检测算法 ROC 曲线下面积接近于 1，因此可以认为故障检测

算法准确度非常高，足以满足项目要求。

因此最终得到结论，故障检测算法通过测试。

5.3多源融合室内导航算法测试

（1）测试目的：

检验多源融合室内导航算法的准确率。

（2）测试数据：

人工模拟 512*512 地图，设定WiFi 坐标，随机生成当前位置坐标，检测周

围 WiFi点。

（3）测试环境：

python2.7.13+tensorflow1.5
（4）评价指标：

评价指标为平均定位误差（MPE，mean positioning error），即预测点与真实

点的欧式距离，并取平均数：

2 2
1 2 1 2

1

1 ( ) ( )
n

i i i i
i

MPE x x y y
n 

   

（5）测试方案描述：

以 20个采样数据为一个 batch，误差取 20次预测的均值，每轮训练为 100
次。进行多轮训练，取得最优模型。

（6）评测结论：

最终训练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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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距离误差收敛图 图 25 损失指标收敛图

图表中横坐标表示迭代次数，纵坐标表示训练误差。可以发现经过 1600次

训练之后，误差基本稳定在 6.5 个单位距离，并且最低最高误差不超过 4个单位

距离，基本满足导航需求，并且随着网格的细分和 WiFi数量的增加而精度提升。

最终得到结论，多源融合室内导航算法通过误差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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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相关代码见附件，清单如下：

附录一：出行目的地预测算法程序包

附录二：故障检测算法程序包

附录三：室内导航算法程序包

附录四：“青柚共享 APP 应用端”程序包

附录五：web 管理端程序包

附录六：APP 应用演示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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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技术的社区医用智能拐杖的设计与制作

作 者：毛梓航、金哲权、盛嘉豪、邱樟保

指导教师：

学 校：中国民航大学

【摘要】我们制作的智能拐杖可以摔倒报警，心率异常报警，通过采集的各种

数据对老人进行健康状况监测与管理。

我们的智能拐杖由信息采集系统，信息处理系统与电脑上位机软件三部分

构成。信息采集系统中的北斗模块用于对老人进行实时定位定高，mpu6050 模

块采集老人的运动步数，心率模块采集老人的心率，倾斜传感器模块用于老人

摔倒信息的采集，stm32单片机将采集的信息通过 nrf无线传输模块传输给信息

处理系统。

在信息处理系统中，我们利用 stm32 单片机通过串口通讯技术把处理好信

息传输到电脑上位机软件，我们可以在软件中查看老人的实时位置信息，近期

活动轨迹，活动时间，近期爬的楼层数，社区医院的医生可以根据老人活动状

况，调节老人锻炼身体的时间。对于锻炼极少的老人，软件会提醒社区医院工

作者进行重点关注。

【关键词】北斗定位系统 单片机 手持设备 上位机

一、背景及其意义

1、研究背景

近年来，国家为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提出“小病不出社区，

大病才上医院”的口号。

我国新的城镇医疗卫生改革，将大力发展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完善社区卫

生服务功能，为社区居民提供疾病预防等公共卫生服务和一般常见病、多发病、

慢性病的基本医疗服务。

可以为居民提供低价、就近、方便、快捷的医疗卫生服务，从而吸引居民

到社区卫生医疗机构就医，分流常见病、轻微病病人，进而实现有限医疗资源

的最大化合理配置，解决居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难题，让患者不再排队。

社区医院多数都是附属于大医院的小门诊，进社区就是为了方便社区的人

看病，另外减轻大医院的压力，小病可以在家门口解决，对社区的人，对大医

院的医生来说都是好事

2、北斗卫星系统的简介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中国自行研制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是继美国 GPS、俄

罗斯格洛纳斯、欧洲伽利略之后的全球第四大卫星导航系统，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目前共有 36颗卫星在离地面 2万多千米的高空上,以固定周期环绕地球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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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意时刻，在地面上的任意一点都可以同时观测到 4 课以上的卫星。其构成

的卫星系统向全球用户提供高质量的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系统遵循开放性、

自主性、兼容性、渐进性原则。 此外, 北斗系统用户终端具有双向报文通信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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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在 54000户/小时。

3、北斗定位技术的智能拐杖中北斗卫星的应用

这项装置的核心部件是一个小型北斗导航定位模块。它内含于拐杖底部位。

北斗卫星在这种拐杖主要有三种功能。其一，帮助老人准确定位当前位置，并

且实时发送经纬度到上位机接收装置，来实现老人运动轨迹的显示。其二，帮

助老人准确测定其速度，并且根据其速度来帮助老人的训练。其三，根据北斗

卫星的定位的经纬度，来计算老人开始到结束的运动距离。

二、基于北斗的智能拐杖系统设计方案

1、程序设计

我们用 keil 5 编译软件编写的单片机处理及显示程序，通过 NRF 无线通讯和

串口发送到电脑。我们利用 Visual studioC#编程上位机软件，其作为组合定位系

统与用户的接口，方便客户对整个组合定位系统进行控制与使用。其主要作用

是为用户提供良好的人机界面，完成对定位系统的参数设置、数据处理和结果

显示等功能。另外，我们用远程控制的方法将上位机的数据通过网络发到手机

终端上并且还可以用手机控制上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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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硬件的应用

2.1 MPU—6050模块

MPU-60X0 是全球首例 9 轴运动处理传感器。它集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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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 I2C接口连接一个第三方的数字传感器，比如磁力计。

扩展之后就可以通过其 I2C 或 SPI 接口输出一个 9 轴的信号（SPI 接口仅在

MPU-6000 可用）。MPU-60X0 也可以通过其 I2C 接口连接非惯性的数字传感器，

比如压力传感器。MPU-60X0 对陀螺仪和加速度计分别用了三个 16 位的 ADC，
将其测量的模拟量转化为可输出的数字量。为了精确跟踪快速和慢速的运动，

传感器的测量范围都是用户可控的，陀螺仪可测范围为±250，±500，±1000，
±2000°/秒（dps），加速度计可测范围为±2，±4，±8，±16g。另外，片上

还内嵌了一个温度传感器和在工作环境下仅有±1%变动的振荡器。

2.2 NRF 无线传输模块

NRF24L01 是输出功率频道选择和协议的设置可以通过 SPI 接口进行设置。

几乎可以连接到各种单片机芯片，并完成无线数据传送工作。

由于其极低的电流消耗：当工作在发射模式下发射功率为 0dBm 时电流消

耗为 11.3mA ，接收模式时为 12.3mA，掉电模式和待机模式下电流消耗更低。

所以选用此模块完成通讯及数据传输

http://baike.baidu.com/view/101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0274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98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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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MAX30100心率传感器芯片模块介绍

采用 MAX30100 传感器芯片模块，其中 MAX30100 是一款集成有脉搏血氧

仪和心率监测传感器的模块。该器件集成有两个 LED、一个光电探测器, 经过优

化的光学器件和低噪声模拟信号处理器，可检测脉搏血氧及心率信号。

MAX30100 采用 1.8V和 3.3V 的电源电压。可通过软件来关断电源，待机模式下

的电流消耗量可忽略不计，因而可以始终保持电源连接。典型应用有健身辅助

设备、医疗监控设备和可穿戴设备。

三、软件的设计

3.1设备发送端程序设计路程图

在智能拐杖的发送端以 STM32 单片机作为处理器，北斗模块采集经纬度、

速度、等参数；MPU6050 采集步数、温度、爆发力等参数，这些参数传到单片

机经单片机处理在通过 NRF 无线通信模块发送到接收端。

3.2设备接收端程序设计路程图

在接收端 NRF 无线通信模块接收来自发送端的数据，传输到单片机后存储

到 SD卡中，其中部分数据显示到 TFT显示屏幕上和通过串口模块传输到电脑上

位机软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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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实物与工作流程

第一步：老人使用智能拐杖，传感器采集各种数据。

第二步：将采集到的数据经过单片机处理发送到数据处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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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将数据计算并显示到系统上，通过串口发送到电脑上。

第四步；可以通过电脑上位机软件显示轨迹以及各种数据，并能通过网络

发送到手机终端上。

第五步；手机接收到收据并能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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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些步骤能实现老人防丢的功能，以及老人的监测功能。

四、结论与展望

4.1作品创新性

1.作品技术的先进化，采用可手持智能技术，将传感器、北斗模块等和人体

巧妙地结合起来。达到真正意义上的人机合一，并且这种方法可以准确有效地

采集运动数据。

2.作品功能的多样化，智能拐杖不仅可以用于正规的运动训练，还可以用于

老人小孩的防丢，我们年轻人也可以穿上它，完成自己的每天训练任务等。

3.上位机的巧妙化，我们上位机软件直接调用百度地图开放的接口，方便我

们的记录和使用。给我们的作品上的北斗系统，装上了属于我们自己的“眼睛”。

4.2 运动拐杖方面

首先，我们嵌入拐杖体的模块需要更加集成化，方便我们的使用，其次，

运动参数需要更加多样化和精准化，便于教练员更加详细分析老人运动情况。

最后，我们想让拐杖体更加美观，系统更加稳定，传输距离更加拉长。

4.3上位机方面

首先，我们在上位机留有第二双拐杖的数据接口。可以同时监测多名老人

运动情况并与之比较。其次，当 PC 与手机终端通过 TeamViewer 连接时，会有

大量的数据流量的浪费。对于此问题我们想到开发自己专属的 APP，方便老人和

老人及时查看自己运动轨迹和参数等。

4.4总结

通过参加比赛，首先，让我们更加了解我们北斗卫星，让我们把它运用到

我们的生活中。其次，我们锻炼了团队合作意识，为我们以后的发展提供了帮

助。最后，我们的智能拐杖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希望各位专家能够多多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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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横列式矢量双旋翼飞行器

作 者：肖长庚、韩海洋、薛耿卓、梁烨文

指导教师：卢翔、马超

学 校：中国民航大学

【摘要】交通运输行业是北斗系统重要的行业用户，北斗系统提供的定位、导

航、授时服务能够对行业转型升级发展起到重要支撑作用，在行业推广应用北

斗系统，将有效推动北斗系统产业化、国际化发展进程，是落实国家安全战略、

促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新常态下推动现代综

合交通运输发展的迫切需求。

我们所研制的横列式直升机的旋翼系统为两副横向并排布置、旋转方向相

反的旋翼，不需要尾桨，可获得比单旋翼大的有效载重，斜爬升率好。将这种

方法应用于开发货运无人机，可精简机体结构，减轻自重，有利于提高飞行效

率、增大载重、增加航程。本研究中采用横列式旋翼布局，两个伺服器带动旋

转的桨叶倾转而产生矢量推力 ，在旋翼的气流范围之外添加气动板，利用空气

的阻力消耗掉反扭矩的作用。飞控 PID 调参，俯仰采用 PD 算法，滚转和方向采

用常见的 PID 算法，对无人机达到了很好的控制效果。加装了北斗芯片与数据

传输模块，实现对无人机的状态实时监控，利用定位系统，实现了无人机的自

动巡航、定点投掷、自动返航，大大增强了实用性，可广泛应用于物流配送、

医疗卫生、抗震救灾、输电巡检、军事打击等领域。

【关键词】北斗系统 自动巡航 横列式布局 矢量推力 PID 调参 载重比大

成本低 续航持久 无线传输 较高的悬停效率

一、研究背景

从快递甜甜圈到运送能救命的抗毒血清，无人机运输已经在短短的几年里，

以其快速、低成本、高效率的优势从一种新兴技术，变成了让很多人关注的新

领域。尽管无人机运输现在在整个交通运输领域所占的份额还非常小，但是这

种新手段很快将会颠覆快递行业的未来发展。

目前市场上出现的货运无人机大多为四轴及以上，结构复杂、自重大、航

程短且价格高昂，不适用于大范围推广使用。常规的单旋翼带尾桨式直升机是

目前世界上最广泛采用的型式。据初步统计，现今世界生产的直升机 80%以上

均为这种型式。与其他型式直升机相比，其气动、平衡、操稳、振动等问题较

易解决，设计制造技术也相对成熟。然而这种型式需要一副尾桨来平衡旋翼的

反扭矩，无疑增加了全机的功率消耗和重量，一般尾桨在起飞和悬停状态下的

功耗占总功耗的 7%~12%。而且尾桨高速旋转并处于旋翼的下洗流干扰之下，受

载复杂，易造成噪声和结构件的疲劳。与传统的单旋翼带尾桨直升机相比，横

列式直升机的旋翼系统为两副横向并排布置、旋转方向相反的旋翼，不需要尾

桨，可获得比单旋翼大的有效载重，斜爬升率好。但横列式机身和机翼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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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较大，垂直飞行性能差，且机翼的刚度和重量随着旋翼距机身的外伸距离

而显著增大，使得直升机的重量效率甚至低于单旋翼式。然而，随着近年来倾

转旋翼机的发展，横列式这种形式又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因此，针对

横列式直升机开展一些基础研究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二、研发与生产技术

2.1结构设计

2.1.1总体思路

由于目前市场上储能设备的技术限制，一架飞行器要想拥有更远的航程和

更大的载重量，除了对气动布局进行优化外，另一个简单而粗暴的方法就是为

无人机进行减重。减轻每一克的重量，是全世界所有航空工程师孜孜不倦追求

的目标。通过资料对比发现，以往的四轴以及多轴无人机为了追求飞行稳定，

都拥有非常冗余的机体设计，这大大降低了无人机的飞行效率和续航。我们寻

求以减少无人机轴数的方法降低自重，增加效率。考虑到直升机机体结构不紧

凑，需要长长的尾旋翼来抵消反扭力矩，不符合我们设计的出发点。而横列式

矢量双旋翼的气动力对称，其悬停效率也比较高，两个旋翼旋转方向相反，他

们的反扭力可以相互抵消，航向操作可以依靠两旋翼总距的差动以及伺服器的

矢量耦合来实现。

2.1.2机身设计

由于采用了矢量双旋翼的飞机类型，飞机在飞行过程中完全由两个旋翼提

供升力，机身本身质量越轻，所载运的泡沫球（我们所假设的货物）质量就越

大，因此我们要尽量减少机身重量。

采用碳纤维管材作为机身主要材料，通过搭建框架建立起飞机形状，在关

键部位添加斜撑提高结构强度；利用凯夫拉纤维编织成网，提高机身框抗扭能

力的同时，对泡沫球起到限位的作用。如图所示

投球框由 4*3mm 碳卷管和 4*4mm 碳方管搭建而成。机臂与投球框连接处采

用 4*4mm 碳方管，提高连接刚度；其余部位全部采用 4*3mm 碳卷管，轻质高强。

机臂采用 22*21 碳卷管，强度高，抗弯性能好。

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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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机身构造

图 2-2 投放机构

2.1.3投放机构

由于载运直径 15cm,质量为 200 克的泡沫球，重量较高，体积大，采用舵机

旋转来投放泡沫球势必要增加舵机扭力，进而带来舵机与连接件质量的上

升，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为此我们重新设计了新的投放机构，如图所示

图 2-3
新的投放机构在机身框最下部，由 3*3mm 碳纤维方管搭建而成。投放挡板

为等腰直角三角形，中间加有支撑。此种投球挡板设计重量极轻，三角形结构

稳固，当投放物为球体时，投放速度相比方形挡板要快，提高了投球的反应速

度。投球挡板回弹利用单根橡皮筋的弹力，弹力较小，虽然不能到达上锁的位

置，但有效防止在投放时投球挡板干扰泡沫球的下落。为了解决投球挡板能够

回到限定的位置的问题，设计了突出机身框架的的投放挡板。飞机在投放完泡

沫球之后，虽然不能回弹到完全上锁的位置，但在降落的时候，由于投球挡板

突出于机身框底部，在飞机重力的作用下，投球挡板被压回到上锁位置。此种

投球框设计结构简单，可靠性高，投球反应速度快，投完之后泡沫球不发散，

命中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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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气动布局

2.2.1旋翼安装

横列式旋翼布局。在飞机的设计过程中，将两个旋翼横列式布置，桨叶运

动半径置于机身框架之外，减少机身结构对桨叶气流的影响。为抵消桨叶的反

扭矩，两个桨叶旋转方向相反。设计了如下图的旋翼设计。

图 2-4
旋翼下置设计。通常旋翼置于机臂上方，旋转之后向下产生产生推力。向

下产生的气流由于受到机臂的干扰，产生了乱流。同时，一部分气流直接作用

于机臂，产生了推力损失。采用旋翼下置设计，减少乱流的产生，提高了飞行

效率。旋翼下置设计更重要的作用在于降低飞机整体的重心，由于机身框在设

计时重量较轻，电机，舵机，桨等重量较重的东西几乎全部集中到飞机的上部，

因此飞机的重心离地面较高，空机在降落的时候也比较容易翻到。采用旋翼下

置设计，重心较低，飞行时也较为稳定。

图 2-5
2.2.2气动阻尼板

矢量双旋翼飞行器存在一个先天的弊端，其俯仰控制存在很大的问题。在

PID 调试良好的情况下，其俯仰方向仍存在这震荡和漂移的问题，单单从控制上

是无法完整解决的。为此，我们分析了俯仰震荡产生的原因，提出了几种解决

办法，并选取了一种最好的方法进行了试飞验证，取得了较为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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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量双旋翼的矢量推力是通过伺服器带动旋转桨叶的倾转而产生的。矢量

推力对机身产生作用力，从而让飞行器自稳或移动。从理论上分析，只要控制

得当，完全可以取得一个良好的控制效果，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滚转，方向

效果良好，偏偏俯仰存在震荡和漂移的问题。

问题其实还在于伺服器自身。我们知道，力的作用是相互的，有力的产生

必然有反作用力的出现，力距同样如此。伺服器在驱动桨叶倾转，给桨叶一个

力矩的同时，会产生一个相反的力矩。正是这个反力矩，驱使飞行器延伺服器

的驱动轴反向运动。这个反向的运动会使飞机的姿态发生偏转，进而干扰飞控

的姿态解算，进而造成飞行器的俯仰震荡问题。

解决问题的办法其实很简单，其实就是想办法减少这个反扭矩或者减少反

扭矩的作用时间。减少反扭矩的作用时间就是提高伺服器的反应速度，提高系

统的反应速度。具体来说就是通过选用小直径的旋翼搭配快速伺服器，使飞行

器处于一种快速调节的状态，在反扭矩还未对飞行器姿态产生较大影响的时候

进行下一次调节，这样飞行器会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的状态。但这一种方法不适

用于大直径的螺旋桨，大直径的螺旋桨在气动力的作用下对伺服器的要求极高，

不仅是扭力，反应速度还要包括良好的锁定能力。另一种方法就是减少反扭矩

的作用，也有两种方法。第一种，在旋翼的下洗气流中央添加一块气动板，从

机身伸出，平行于下洗气流，依靠下洗气流作用于气动板，对机身产生平衡的

作用力。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气动板面积可以做的很小，在旋翼强大气流的作

用下也可以产生良好的效果。但缺点在于如果气动面安装有误差，飞行器在快

速飞行过程将有很大的偏航或俯仰问题。还有一种方法是在旋翼的气流范围之

外添加气动板，利用空气的阻力消耗掉反扭矩的作用。这块气动板就好像阻尼

一样，我们把它称之为气动阻泥板。考虑到比赛规则与实际飞行情况，这种设

计比较适合于我们。

在试飞过程中，气动阻尼板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从 12 到 17 英寸螺旋桨，

都有较好的飞行效果。对重心的要求也变低了，不管是空机还是满载，都有良

好稳定效果。

图 2-6 气动板（绿色与白色）俯视图 图 2-7 气动板侧视图

2.3飞行控制

2.3.1控制原理

矢量双旋翼飞行器通过如下图所示的框架进行控制。首先人手动操纵遥控

器，遥控器感受到摇杆的变化，通过无线信号的方式传给飞行器上的接收机。

接收机通过一定的方式，输出给飞控信号。飞控从加速度计上获得飞行器的姿

态信息，结合接受机的输出信号，输出信号给电调和舵机，从而控制飞行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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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相应的动作。

图 2-8 飞机控制系统

2.3.2 PID参数整定

PID 是比例，积分，微分的简称。PID 控制方法广泛应用于旋翼类飞行器控

制中，控制效果较好。在矢量双旋翼飞行器中也同样适用，但不同与常见的 pid

参数整定，其在俯仰方向采用 PD 控制。

我们知道，控制器输出中的积分项与当前的误差值和过去历次误差值的累

加值成正比，因此积分作用本身具有严重的滞后特性，对系统的稳定性不利。

由上文也知，俯仰方向想取的一个良好的控制效果，伺服器的反应时间是一个

重要因素，需要越快越好。如果积分存在的话，俯仰方向势必反应时间增加。

因此，采用 PD 控制，对矢量双旋翼的控制效果更好。

总的来说，俯仰采用 PD 算法，滚转和方向采用常见的 PID 算法，在飞行器

的实际飞行过程中有一个较好的飞行效果

2.4北斗定位与摄像头拍摄

安装有北斗芯片和下置摄像头，保证旋翼可以安全飞行，应用的 F3 飞控支

持 GPS 与数传的加载，可以通过地面站设置飞行轨迹，来实现自动巡航与自动

返航，定位追踪功能。产品加入了 Followsnap（视觉跟踪技术）通过摄像头对

图像进行识别追踪，大大提高了旋翼跟随的精度，在各种复杂环境中也不会受

到太多影响。

图 2-9 地面站调试 图 2-10 航迹规划

地 面

站监控设 北 斗

模块

舵机 3

投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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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数据接口调试 图 2-12 飞行数据监控（两个通道）

2.5矢量双旋翼性能

图 2-13 性能参数

2.5.1续航持久 载重比大 悬停效率高

市面上常见的 F450 在装有相同规格参数的电装下空机续航时间不及十分

钟，矢量二轴续航时间是其三倍之久，可见其续航时间的优越性。而且在载重

以及悬停方面优势极大

首先我们空机质量仅有 600g，大大降低了其自重，降低惯性并且增加其灵

活性，易于操作。此外我们采用好盈乐天 XRotor Micro 30A / 40A BLHeli_32
DShot1200 电调，其硬件 PWM 驱动马达，噪音小，油门响应更加平滑。具有

Damped Light 模式，能再生制动功能，使电机减速更加灵敏有效，控制更加精

准；具有主动续流技术，可以让电池回收电量，延长航续时间。其次采用两颗

定制镀银盘式电机，利用银的超高导电性能，减小电流发热损耗，节省电量，

且盘式电机最大拉力能达到 2560g 极大提高了其载重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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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4 精准悬停 图 2-15 精准投放瞬间

图 2-16 续航测试 图 2-17 载重测试

2.5.2精准投放

载运物为直径 15cm，质量为 200 克的泡沫球，而我们设置的投放区直径只

有 40cm，为提高投球的准确度，只能采用双排投球框。采用双排投球框必然带

来另一个问题，如果想要载运更多的的球，那飞机势必要做的更高，而更高的

投球框对飞机的控制能力要求更高。综合考虑飞机续航与操纵性，单次载运 4-6
个球，为宜。

三、单架飞机成本

表 3-1 单架飞机成本

耗材 单价 数量 总计

电机郎宇 4006 ￥300 2 ￥600

蜻蜓桨 1660 ￥52 1 ￥52

舵机 RSD3115 ￥60 2 ￥120

舵机 ES08Ⅱ ￥28 1 ￥28

飞控 F3 ￥100 1 ￥100

电调 好盈 30A ￥100 2 ￥200

直径 22mm 长度 1m圆碳杆 ￥49 1 ￥49

直径 4mm 长度 1m 圆碳杆 ￥44 4 ￥176

北斗/GPS ￥60 1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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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像头 ￥100 1 ￥100

合计 ￥1485

四、创新特色

本研究的特色之处就是成功完成了横列式矢量双旋翼的设计、制作、调参

和试飞。具体的创新点如下;

1) 提出横列式矢量二轴飞行器的概念，并完成该验证机的设计、制作、调

参和试飞，较以往的四轴和多轴无人机拥有更轻、结构简洁、航程更远、载重

更大的优势；

2) 创新性的使用两个伺服器带动旋转的桨叶倾转而产生矢量推力，解决了

二轴灵活性上存在的不足；

3)我们分析了俯仰震荡产生的原因，在旋翼的气流范围之外添加气动板，

利用空气的阻力消耗掉反扭矩的作用。很好的解决了俯仰震荡这一问题。

4）结合飞行器良好性能，为其加装了北斗与数据传输模块，可以利用传回

数据实时监控无人机状态与位置信息，并且可以在地面站为飞行器设计飞行轨

迹，可以实现无人机的自动巡航、定点投掷、自动返航。大大增加了飞行器的

实用性。

五、市场前景及行业应用

我们所设计研发的这款横列式矢量双旋翼在 GPS 支持下提供物流运输的过

程中，具有灵活性，快速性，精确性，造价低，载重比大，续航时间相对较长，

可垂直起降等特点。可以满足提供 O2O 订单的线下运送服务要求，因此未来 O2O

领域的发展同样会为无人机配送应用提供巨大的市场。

本作品及其后续关联产品可应用于军事领域如侦察、监测、边境巡逻、运输、

空中通信等，也可应用于民用领域如农业喷射农药、货物运输、救援、电力线

路巡检、城市道路巡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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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定位的 ZigBee 警戒雷达网络

作 者：李鹏程、刘宏毅、王刘鄞、李青晗

指导教师：张 华

学 校：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摘要】为了解决传统安防不完善，场域封锁和感知能力差，探测装置安放不

易，人力成本高等问题，我们设计了这套基于 ZigBee的警戒雷达网络。

通过改进能量管理方案，重新设计数据传输结构，改进算法等措施。系统实现

了自组网络，无中心·动态拓扑结构，低功耗，可大规模投放等技术。

在增加安防警戒，实现地区封锁，探测复杂地形环境参数等方面取得了瞩目的

成绩。还可以推广在生活的多个方面。

【关键词】安防 动态网络 ZigBee 数据通信

【Abstract】In order to solve the traditional security is not perfect, the field blockade
and perception of poor, detection device placement is not easy, human cost is high,
we designed this set based on the ZigBee surveillance Radar network.
Through improving the energy management scheme, the data transmission structure
is redesigned and the algorithm is improved. The system realizes the technology of
Self Group Network, no Center, dynamic topology, low power consumption and large
scale launch.
In the increase of security vigilance, to achieve regional blockade, the detection of
complex terrain environment parameters have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can also
be promoted in many aspects of life.

【Key words】Security Dynamic network ZigBee data communication

一、项目背景

长久以来，安保问题一直是世界范围的难题，场域的封锁也往往达不到应

有的效果。这不仅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也让人们的部分工作变得难

以完成。

随着智能化时代的到来，新的技术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时代也

迫切希望着新的技术诞生解决原有的难题。2017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

中指出要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从“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智造”。

基于智能化的需求，我们提出了“基于 ZigBee的警戒雷达网络”。

本系统旨在利用 ZigBee 技术，自组网络系统，改善通信链路，完善通信结

构布局，降低能源损耗。解决了布局网络环境的无网环境难题，增加了节点的

环境适应能力，抗破坏能力，以及续航能力。可以有效的协助安保人员进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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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帮助特殊事件封锁场域，也可以代替人员在复杂危险的环境中侦探环境参

数。有效的减少了人力消耗，；提升了人员的工作效率，真正达到了人尽其用。

二、研究目的

利用自组网络技术，实现警戒网络节点的随意补充与撤销，增加安置节点

的便利性。实时通信，完善安保系统，使在缺少人员或者没有人员的情况下依

旧可以实现安保的严密性，降低人力资源的浪费。检测复杂危险地区的环境数

据参数，扩大了人力勘察环境的范围，也将人力从这些艰苦或危险的工作中解

放出来。

三、主要研究内容

（1）节点自组网络

（2）构建网络体系结构

（3）无线传感网络通信

（4）无线网络协议

（5）ZigBee 设计和芯片选择

（6）ZigBee 软件开发

（7）网路节点收集链路

（8）节点功能备份

（9）节点通信完整性识别

（10）能量管理

（11）网络时间同步

（12）通信协议设计

四、关键技术攻关情况

4.1节点组网技术

（1）对自组织网特点简单描述，利用功能框图阐述 zigbee的特点，基于这

些内容从应用层针对项目需求，详细描述应用层的功能。

智能雷场通信网基本要求

警戒雷达节点的工作，离不开通信网络的指挥控制功能。通信网络的构建，

赋予了节点网络生命，将一个个孤立的节点可以有机的组成一个整体，使得各

个节点可以相互通信交流，实现信息效益的最大化。为此，通过深入分析，我

们得到节点间通信网需要满足以下要求。

①自组织。

自组织网具有自动组网，自动配置和自动管理功能。在节点被放置到地面

后，只要他们彼此在对方的通信范围内，通过彼此自动寻找，很快就可以形成

一个互联互通网络；并且，随着节点增减或是移动，彼此链路径会发生变化，

模块会自动感知路径变化并重新确定彼此间的通信连接。

通信节点一般部署在没有网络基础设施架构的环境中且随机分布。其位置

不能精确设定，节点之间的邻居关系预先也不知道，如果是飞机投放或人为抛

掷，通信节点被放置到人不可达的危险区域。这样就要求节点设备能够根据应

用需求自动组建一个多跳的网络，并且能够自动进行配置和管理，通过拓扑控

制机制和网络协议自动形成转发监测数据的多跳无线网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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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无中心、动态拓扑

在通信网络中，每一个节点都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并不存在某个特定的

中心。在实际使用中，节点有可能受到破坏，也可能以人为增加新节点入网，

这些都会导致通信网络的网络结构产生很大的变化，同时也要求任何节点的失

效都不会影响整个网络的运行，网络应该有很强的抗毁性和鲁棒性。

通讯网络不是一个静态的网络，

③低功耗

节点在使用中可能被投放在没有电力保障的恶劣环境中，所以，节点一般

都需要自身携带电池来供电，且没有办法更换电池或充电。一旦能量耗尽，节

点失效无法发挥作用。警戒网络节点一般布设在需要保护的事物的可能失事的

路线上，少则几小时，多则几天几十天，警戒网络都要严阵以待。因此，低功

耗是硬件选材的重要原则。

④大规模

为完成任务，在布设区域通常部署大量通信节点，高密度布局使得网络中

有大量冗余节点的存在，也使得系统具有很强的容错性能。

网络体系结构

完整的警戒网络体系由计算机、网关节点、警戒通信节点等组成，如下图

所示。

计算机：通信网络远程监测和操作控制；网关数据的接受和处理。

网关节点：将计算机指令转发给通讯节点，将通讯节点采集到的数据转发

给计算机。

警戒通信节点：警戒通信节点是整个系统的终端与执行单元，它肩负着收

集、处理环境信息的重任。

无线传感器网络与警戒通信系统

无线传感器网络是由大量的静止或移动的传感器以自组织和多跳的方式构

成的无线网络，以协作地感知、采集、处理和传输网络覆盖地理区域内被感知

对象的信息，并最终把这些信息发送给网络的所有者。

人们对无线传感器网络的研究最早追溯越战时期美军“热带树”传感器。

接连设立了 SHM、NSOF 系统等多个基于 WSN的军事项目，同时也掀起了世界

上对 WSN 的研究热潮。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目前 WSN 技术已经遍及了环境

科学、医疗监护、探险救灾和智能家居等各个方面，其网络自身的优越性和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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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的应用前景，引领着人们不断探索。

作为一种新型的信息获取系统，与其他传统的无线通信网络相比，无线传

感器网络有着许多独特的优势。WSN具有大规模、自组织、多跳路由、动态性

强、安全性高等特点，是一种以数据为中心与应用密切相关的网络。与之前分

析的警戒通讯组网需具备的基本要求可以发现，无线传感器网络的这些特点和

应用正好满足了警戒雷达组网的需求。在忽略一些次要矛盾的前提下，完全可

以将警戒雷达网络看作一种特殊用途的无线传感器网络，每一个移动通信点就

好比是携带了探测器和通信部并具有移动能力的特殊传感器节点。为此，无论

是警戒雷达的组网还是定位问题，都可以相应的去参考 WSN，这将为后续的研

究提供很大的便利

常用无线网络协议

目前白组网技术常用的无线网络协议有 IEEE 802．11、蓝牙和 IEEE 802．15．4
／ZigBee三种。下面简单进行介绍。

1)IEEE 802．11协议

IEEE 802．11x 是无线以太网的标准，使用星型结构。该标准工作在 2．4GHz
频带，物理层速率可达 11Mbps，传输层可达 5．5Mbps，典型传输距离在 30～
100m，采用直序扩频技术。IEEE 802．1 lx最大的缺点就是功耗较大，对于数量

庞大的 WSN来说是无法承受的。

2)蓝牙

蓝牙是无线网络传输技术的一种。设备工作在免执照的 2．4GHz 工业科学

医疗频段，提供 3Mbps的最大传输速率和 10m的最大传输距离，基于网络的概

念支持点对点和点对多点的通信。对于蓝牙通信技术，其协议栈中要预留一定

的额外系统开销空间，这显然增加了设计复杂度和系统的成本，限制了其在大

型通信网络中的应用。

3)IEEE802．1 5．4／ZigBee 协议

IEEE 802．15．4 是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定义的一种主要用于短距离、低

速率和低功耗场合中的无线局域网通信协议。ZigBee 协议是由多家公司组成的

ZigBee 联盟于 2002 年在 IEEE 802．15．4 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发而来。ZigBee 技

术的工作频段有多种选择，在 868MHz、915MHz 和 2．4GHz 下均可实现，具有

以下的特点：

1)安全，可靠.为了提高数据传输的可靠性，ZigBee 联盟在制定 ZigBee 标

准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包括：引入 SCMA-CA 载波侦听多路访问-冲突避

免的机制来处理信道共享的问题，有时候为了可靠传输，网络中的设备可以单

独申请一个信道来避免竞争；采用完全确认的传输机制，接收端每收到一个数

据包都要向发送方返回一个确认信息，从而保证数据正确传输。同时，ZigBee
提供了基于循环沉余校验(CRC)的数据包完整性检查功能，AES-128 的加密算法。

2)容量大、时延小。在 ZigBee 网络中，一个 ZigBee 网络可以容纳的节点数

上限将达到 65535。为了满足更大覆盖范围， ZigBee 协议规范规定一个区域最

多可以同时存在 100 个 ZigBee 网络，它们通过网络 ID 号来区分。此外，

ZigBee 网络的时延也非常小，例如，在网络中查找一个设备只需要 30ms 的时

间，将 ZigBee 设备从休眠中唤醒只需 15ms。因此，ZigBee 短距离通信技术适

合那些对时延要求小的场合。

3)良好的扩充性。在没有网络协调器的支持下，一个 ZigBee 网络可以包含

最多 255个节点；如果使用网络协调器，一个 ZigBee 网络可以容纳的节点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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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达到 65535；若是将多个网络协调器进一步互连，那么整体网络节点数能够达

到一个相当大的数值。

4)低功耗。发射功率仅为 1mW,而且还有休眠模式助阵，因此消耗功率很低。

据估算，两节 5号电池可支持 ZigBee 设备 6 个月到 2年使用。

正是由于这些优点使得目前 ZigBee 协议被广泛的应用于无线传感器网络

中。本课题中的警戒雷达网络系统构建也是在 ZigBee 协议的基础上实现的。在

完成警戒雷达通信组网系统硬件设计后，通过植入 ZigBeePro协议栈，实现软硬

件平台的搭建。下图表对上述几种无线网络协议进行了总结对比。

名称 Wi-Fi 蓝牙 ZigBee

相应的标准 802.11b 802.15.1 802.15.4

应用领域 无线接入 替代外设电缆 检测与控制

识别距离 1~50+ 1~10+ 1~100+

网络大小 32 7 255/65535

网络结构 Star star，mesh Star，tree，mesh

连网时间 3s 10s 30ms

网络扩展性 可扩展 无 自动扩展

带宽(bps) 11M~54M 1M~24M 20K~250K

安全性 一般 一般 高

电池寿命 数小时 数天 数年

系统资源 1MB+ 250k+ 4K~32K

使用成本 高 低 低

功耗/mA 10~50 20 5

Zigbee 设计。

1，设计方法

警戒雷达节点通讯模块的设计，通常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选择 ZigBee 芯片

去自己开发协议，另一种是直接选择已经带有了 ZigBee协议的模块直接应用。

市场上的 ZigBee 射频收发“芯片”实际上只是一个符合物理层标准的芯片，

它只负责调制解调无线通讯信号，必须结合单片机才能完成对数据的接收发送

和协议的实现。这种情况需要用户根据单片机的结构和寄存器的设置并参照

IEEE802.15.4协议和ZigBee协议自己去开发完整的协议代码和自己上层的通讯协

议。这个工程量对于做实际应用的用户来讲是很大的，开发周期以及测试周期

都是非常之长的，更由于是无线通讯产品，它的产品质量也不是很容易得到保

障的。

ZigBee 模块具有在硬件上设计紧凑，体积小，贴片式焊盘设计，内置 Chip
或外置 SMA 天线，还包含了 ADC，DAC，比较器，多个 IO，I2C等接口和用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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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相对接。软件上包含了完整的 ZigBee 协议栈，用户要在熟悉 zigbee 流程的

基础上，根据自己需要，配置不同的硬件，修改协议栈即可，使用起来简单快

捷。

2，芯片选择

目前生产 ZigBee 芯片的厂商有很多，例如 Freescale、TI、Jennic、Atmel、
Microchip等，其中 TI、Ember、Freescale、 Microchip、 Jennic、提供的 ZigBee
芯片产品在市场上被广泛采用。下面将简单介绍上述三个公司生产的芯片，做

一选择。

作为摩托罗拉的全资子公司的飞思卡尔 (Freescale Semiconductor)是
IEEE802．15．4 标准机构的重要成员。摩托罗拉已经推出了针对 ZigBee 的系列

芯片。MCl3192 便是其中一种短距离、低功耗的无线收发器，可以工作在全球

通用频段 2．4GHz，满足 802．15．4物理层规范，搭配上一个低功耗的微控制

单元 MCU，就可以成为基于 ZigBee 技术的无线传感网解决方案，如果 MCU 选

择合适，其性价比就比较高了。

Ember 公司实际上是 ZigBee 技术的先驱之一，做了很多的工作，目前也有

开发成熟的产品，以 EM2420 这款优秀的 RF 收发器作为例子。可以这么说，

EM2420是一颗真正的 ZigBee 单芯片 RF 收发器，满足 ZigBee组网应用需要的一

切，其与上位机相连的一个高速硬件串口，更值得一提的是，Ember 公司提供

软件开发环境以方便用户。美中不足的一点便是，这款收发器只适用于该公司

授权的网络协议栈。

鉴于所选的 ZigBee 芯片需要满足低功耗、低价位、体积小、发射功率高等

特点，我们选择了 TI 公司开发的 2.4GHz IEEE 802.15.4/ZigBee CC2530F256 无线

单片机。

CC2530 是一个兼容 IEEE 802.15.4 的真正的片上系统，支持专有的 802.15.4
市场以及 ZigBee、ZigBee PRO 和 ZigBeeRF4CE 标准。CC2530 提供了 101dB 的链

路质量，优秀的接收器灵敏度和健壮的抗干扰性，四种供电模式，多种闪存尺

寸，以及一套广泛的外设集，包括 2 个 USART、12 位 ADC和 21 个通用 GPIO 以

及更多。除了通过优秀的 RF 性能、选择性和业界标准增强 8051MCU 内核，支

持一般的低功耗无线通信，CC2530 还可以配备 TI 的一个标准兼容或专有的网络

协议栈（RemoTI, Z-Stack, 或 SimpliciTI）来简化开发。

ZigBee 网络中的所有网络节点，包括协调器(Coordinators)，路由器(Routers)
以及终端节点设备（End devices）都可以用这个芯片。

CC2530F256 的主要技术指标如表所示。
性能参数 指标

频段 2405~2480MHz

调制方式 DSSS（O-QPSK）

传输距离 300m（空旷场合）

接收灵敏度 -97dBm

信道数 16

寻址方式 64 位 IEEE 地址，16位网络地址

传输速率 250kb/s

发射电流（最大） 34mA

接收电流（最大） 25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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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校验 CRC 16/32

电源 2.0~3.6V

3,系统组成与网络结构选择

在 ZigBee 网 络 中 存在 三 种 逻辑 设 备 类型 ：协 调 器，路 由 器

和终端设备。 ZigBee 网络由一个协调器以及多个 路由器 和多个终端组成。

协调器负责启动整个网络。它也是网络的第一个设备。协调器选择一个信

道和一个网络 ID(也称之为 PAN ID)，随后启动整个网络。协调器的角色主要涉

及网络的启动和配臵。一旦这些都完成后，协调器的工作就像一个路由器。由

于 ZigBee 网络本身的分布特性，因此接下来整个网络的操作就不在依赖协调器

是否存在。

路由器的功能主要是：允许其他设备加入网络，多跳路由和协助它自己的

由电池供电的终端设备的通讯。

终端设备没有特定的维持网络结构的责任，主要完成数据采集等任务。

ZigBee 网络支持星状、树状和网状三种网络拓扑结构，如下图所示，分别

依次是星状网络，树（簇） 状网络和网状网络。

星状网络由一个协调器和多个终端设备组成，只存在协调器与终端的通讯，

终端设备间的通讯都需通过 PAN 协调器的转发。

树状网络由一个协调器和一个或多个星状结构连接而成，设备除了能与自

己的父节点或子节点进行点对点直接通讯外，其他只能通过树状路由完成消息

传输。

网状网络是树状网络基础上实现的，与树状网络不同的是，它允许网络中

所有具有路由功能的节点直接互连，由路由器中的路由表实现消息的网状路由。

该拓扑的优点是减少了消息延时，增强了可靠性，缺点是需要更多的存储空间

开销。

通过之前的描述，我们知道警戒雷达网络体系由计算机、网关节点、通讯

节点等组成，是一个节点间可以相互交流，相互协作的智能网络。为此，我们

选用网状网拓扑结构，并且在网络中，只选用协调器和路由器两种设备。在 Zstack
协议栈中，一个设备的类型通常在编译的时候通过编译选项确定。

组网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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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网络

ZigBee 网络的建立和维护不论多复杂，都从建立网络开始。而且也只有

ZigBee协调器能够发起并建立新的网络。

建网是一个自动的过程，协调器在应用指定的网络信道范围内进行能量扫

描，通过在各个信道上进行监听，获取各信道能量水平。这个能量可以看作是

各个信道上的干扰，可以通过一个门限比较，能量水平低于门限的认为干扰水

平可以接受。然后依照干扰水平从低到高的顺序在各个可接受的信道上进行主

动扫描，主要目的是探测已存在的网络，最后选择在已存在网络最少的信道上

建立网络，如果几个信道上的现存网络数都一样少，那么就会在干扰水平最低

的信道上建立。

从建立的过程可以看到，协调器会选择一个干扰和冲突最少的信道。当然，

如果应用需要在某个特定的信道上建立网络，那么可以限定网络工作信道范围

为指定的信道，同时设定一个要求较低的门限。当确定了工作信道后，设备可

以进一步设置其余网络参数，包括 PAN 标识、网络地址、扩展 PAN标识等。其

中 PAN标识是一个随机产生的不等于 0xffff的 16 比特标识，网络地址对于协调

器来说永远取一个特定的值 0x0000，当这些参数都设置完成以后，PAN 建网过

程结束。流程图如下所示。

父节点允许子节点加入网络

父节点首先会通过发送信标的方式通告自身的存在，信标当中的帧头和净

荷带有网络信息和节点本身的信息。当收到新节点发来的连接请求，父节点先

看看这个节点的信息是不是已经存储在邻居表中，主要是检查 IEEE 地址和设备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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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子节点的信息已经预先在父节点当中配置了，或者子节点之前因为移

动或暂时通信中断离开网络，而现在又重新加入网络，那么父节点会保存子节

点的信息，这时通过连接响应把记录的网络地址通知子节点就可以了。但如果

父节点没有存储子节点的 IEEE 地址，或者检查子节点的设备类型和存储的不相

同，那么会认为子节点是一个全新的节点，并且没有预先配置，那么父节点会

重新分配一个地址并通过连接响应通知子节点。当然，这些操作的前提是父节

点是路由器或者协调器，即 FFD设备，并且当前允许子节点加入。

ZigBee子节点加入网络

新节点加入网络一般首先要搜索周围存在的网络，发现网络，即直接调用

MAC层的信标请求命令。通过搜集到信标当中的信息，新节点可以了解附近存

在的网络，以及网络的一些基本信息。当新节点选择加入哪个网络之后，就要

确定是否以路由的身份加入，然后确定通过哪个节点加入。选择的依据有：指

定的节点标识、节点是否接受路由器或末端设备加入、链路代价、节点深度等。

选择好之后，新节点向选择的节点发送 MAC层关联请求命令，如果得到成功的

关联响应命令，那么节点根据命令当中携带的地址——父节点分配的网络地址

来配置自己的网络地址。如果新节点以末端节点身份加入，那么新节点的加入

过程就此完成了，但如果新节点以路由身份加入的话，新节点还需要发起网络

层 NLME．STAImROUTER 原语，控制 MAC 层 MLME．START 原语，把 PAN 标识

(PANId)、逻辑信道、信标阶(BeaconOrder)和超帧阶(SuperframeOrder)设置成跟父

节点对应参数相同的值。加入流程图如下所示。

4，寻址方式。

在 Zigbee 中，数据包可以单点传送(unicast)，间接传送（Indirect），多点传

送(multicast)或者广播传送等。我们可以使用这些消息传递方法，灵活设计雷场

网络信息的传递方式。

5，路由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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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gBee 执行基于 AODV的按需路由协议。简化后用于传感器网络。 ZigBee
路由协议有助于网络环境有能力支持移动节点，连接失败和数据包丢失。

当路由器从他自身的应用程序或者别的设备那里收到一个单点发送的数据

包，则网络层(NWK Layer)根据一下程序将它继续传递下去。

如果目标节点是它相邻路由器中的一个，则数据包直接被传送给目标设备。

否则，路由器将要检索它的路由表中与所要传送的数据包的目标地址相符合的

记录。

如果存在与目标地址相符合的活动路由记录，则数据包将被发送到存储在

记录中的下一级地址中去。如果没有发现任何相关的路由记录，则路由器发起

路径寻找。

节点先以多播的形式发出 RREQ(路由请求)报文。RREQ 报文中记录着发起节

点和目标节点的网络层地址，邻近节点收到 RREQ，首先判断目标节点是否为自

己。如果是，则向发起节点发送 RREP(路由回应)；如果不是，则首先在路由表

中查找是否有到达目标节点的路由，如果有，则向源节点单播 RREP，否则继续

转发 RREQ 进行查找。

基于 Cc2530的通讯节点设计

备份通信 测距模块 能量管理 时间同步 RFX2401 功率放大

MSP430

主控芯片

CC2530

无线 zigbee 模块

主动探测器 被动传感器 其他传感

器

能量管理 时钟管理

电源

整个通讯节点是以（430）STM32f103 和 CC2530 芯片为中心。晶振，调试

接口等外围电路再加上电源、天线及传感器共同构成了基本的无线传感器网络

节点硬件结构。STM32f103 是通讯节点的控制中心，主要完成位置解算，信息

处理与传输控制等。CC2530 加上天线就构成了完整的无线通信模块，为了实现

较远的传输距离，在 CC2530和天线之间的增加射频前端功放，其主要实现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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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与控制功能。

软件部分

在 ZigBee 无线传感网的应用开发是需要借助两款软件的支持，一款是专业

的嵌入式应用开发工具 IAREmbedded Workbench（简称 EW），它是一款功能完

善、稳定且很容易使用的 C 交叉编译器。另一款软件是 ZigBee 协议栈，由于

我们使用的是 TI 的射频单片机，它支持 ZigBee2007 协议，所以我们采用的协

议栈也是 TI 的 ZigBee2007 协议栈 Zstack-CC2530-2.3-1.4.0。
ZigBee 软件开发环境介绍

IAR Embedded Workbench 是一款专业的嵌入式应用开发工具。EW 集成的

编译器具有以下特点：完全兼容标准的 C/C++语言、内置代码优化器、提供内

存模式选择、高效浮点支持、具有高效的 PRO Mable 代码。综合上述

IAREmbedded Workbench 软件的特点，在加上 EW 还支持 ZigBee 协议栈

Z-Stack 的开发，我们采用 IAR EW 作为 ZigBee 协议栈的应用开发平台。

协议栈简介

Z-Stack 是 TI 公司设计的 ZigBee 协议栈， TI 公司在推出其 CC2530 芯片

的同时，也向用户提供适合本公司芯片的协议栈软件 Z-Stack。。Z-Stack 协议栈

完全实现了 ZigBee 规范规定的网络层、应用层和安全服务层框架，且提供了一

个名为操作系统抽象层 OSAL 的协议栈调度程序。

实时操作系统

ZigBee 协议栈是以函数调用的形式运行的，为了方便管理这些函数集，

Z-Stack 协议栈采用操作系统的思想，嵌入一个实时操作系统，称为 OSAL
（Operating SystemAbstraction Layer），该系统通过轮转查询机制实现系统任务的

处理。 OSAL 支持多任务运行，当有事件发生时就调用相应的事件处理函数进

行处理。

任务和任务的事件处理函数是通过事件表联系起来的，在 ZigBee 协议栈中

每一个事件都对应一个事件处理函数，这是通过两张表建立这种对应关系的。

当某一事件发生时，只需查找相应的事件处理函数处理即可。 Z-Stack 协议栈

定义了三个变量，它们是事件表和函数表联系的桥梁，分别是 taskCnt、taskEvent
和 taskArr。其中 taskCnt 记录了任务的数量， taskEvent 是一个指针，它存放

了事件表的首地址， taskArr 是一个数组，该数组的每一项都是指向事件处理

函数的指针。

由此可知， ZigBee 协议栈的实时操作系统 OSAL 利用 taskEvent 指针遍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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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事件表。当有事件发生时，就访问函数表调用相应事件处理函数进行处理，

没有事件发生时就继续遍历事件表，无线循环。其工作流程如下所示。

4，雷场组网系统

借助 zstack协议栈，我们可以实现

1，低功耗数据传输协议与优化技术。

警戒雷达网络系统主要用于观测周边的环境并回馈检测结果，控制节点关

心的通常不是单个节点传输的数据信息，而是某一区域的总体情况，即其是以

数据为中心的。从网络层面来讲，传输路径的中间节点不但要负责转发数据分

组，而且还需要按照一定的规则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这样不仅能满足以数

据为中心的需求，还可以减少信息冗余，同时节省能量。

此外，当布设的通讯节点数量较多时，控制器用于传递路径发现的消息占

用很大的网络资源。警戒雷达网络不同于一般的监测性传感器网络，检测性传

感器网络只要收集网络节点信息即可。但是警戒雷达网络不同，他不仅要汇聚

网络信息，同时也要向各个节点传送控制指令。我们都知道，ZigBee 的路由表

存储路径能力有限，当没有存储到目标节点的路径是，控制器会发起路径发现，

即一系列的请求和回复数据包。一旦节点数量偏大，路径发现的消息，会严重

影响网络通信。

为了满足以数据为中心、减少发起路径发现的次数，针对本项目，借树状

网拓扑结构思想，设计了平面网格化消息传递方法。其基本思想是：依据坐标

系，将网络划分为“控制器—网格中心节点—网格普通节点”三层，实现警戒

雷达网络的网格化。网格宽度选取，一般以网格中最大通信跳数为依据。

这样，极大的减小了单个节点需要存储的路径，因为对于整个网络来说，

只要满足网格内通信，网络中心节点通信以及控制器和网络中心节点通信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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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抽象的网络拓扑如下图所示。虽然看似树型网络，但网络实质依然是网

状网。从下图可以看出：控制器只要记录到各个中心节点的路由即可，极大的

减少了网络路径寻找所需的时间。当网络中节点较多时，可以通过增加网络深

度来减少单个节点子节点过多的问题。

如上图所示，蓝色节点是控制器，红色的是网格中心节点，其他的为网格

普通节点。平面网格化消息传递方法如下。

1，各设备上电启动，组网，节点定位等相继结束。

2，控制器手机节点信息。所有节点将自身坐标、节点通信最远距离等信息

以点对点的方式传递给控制器。

3，控制器告知所有节点网络划分宽度。控制器根据搜集的信息，计算出网

格划分宽度，并以广播的方式，告知整网。

4，网络划分。依据坐标系，按空间位置将警戒雷达网络划分为矩形网格或

扇形网格。示意图如下。网格划分有多种方法，例如矩形网格，环形网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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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网格中心节点选取。控制器存储了所有节点坐标信息，为了方便，控制

器按网格将节点分组，并挑选出网路中心节点，并告知。

2，网络节点数据收集链路

警戒雷达网络中，发给控制器的消息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种是对外部感知

信息，第二种是节点状态信息。第一种属于突发事件，一般具有对外部感知能

力的节点才会触发，数量少，但是紧急性高。例如目标信息。第二种属于周期

事件，且数量较大，例如节点完好性。为此，根据不同特点，对两种信息进行

不同的传输。

第一种消息，直接采用 zigbee 支持的点对点消息传递方式。探测节点将消

息发送给网格中心节点，中心节点再发送给控制器，中间路由由 zigbee 网络自

动完成。

第二种消息，虽不是紧急信息，但也是极其重要的，对网路指挥控制决策

有很大影响。由于其周期性，必须合理设计传输路径，减少网络负载。为此，

根据网络的位置信息，通过链路的方式对其进行传递。每次传输，都要对路径

进行检查。当路径完好时，由路径最后一个节点，依次向上传递。当传输负载

达到单次传输上限，该负载按规定路径传输给控制器，并在该节点在开始一次

新的传送。

3，节点功能备份

在实际应用中，控制节点，网格中心节点可能面临损坏，被石块击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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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破坏等情况。此外，相比于网格中其他节点，网格中心节点通信负荷较大，

能量消耗过大，如果一直承担中转任务，工作寿命低于其他节点。所以，为了

网路功能的健全和能量有效利用，在网格划分结束后，我们就对网络重要节点

进行了备份。

控制节点会将网路重要信息备份到另几个可以和后方计算机通讯的雷场节

点，并对其备份顺序进行编号。然后，将备份信息告知各网格中心节点。

同样，网格中心节点选择备份节点，并将其报告给控制节点。

4，节点通信完好性识别

节点能否正常通信，在警戒雷达网络场地工作时非常重要。控制节点失去

通信能力不被发现会使整个网路瘫痪。网格中心节点失去通信能力不被发现将

会使该网格节点暂时失效，普通节点失去通信能力不被发现会引发控制器错误

决策。在本项目中，我们通过汇报注册机制来确保及时找我节点动态。

控制器会定期检查网格中心节点是否完好，网格中心节点定期检查网格中

节点是否完好，若有异常，汇报给控制器。

主节点和备份节点定期互相检查对方完好性，若备份节点失去通信能力，

主节点从新寻找备份节点并告知网络。若主节点失去通信能力，备份节点接替

主节点继续工作。

上面这种定期汇报注册的方法，从使网络负载最小的方面考虑，其周期性

要降低，但这样网络缺乏了实时性。实际上，对实时性的需求可以从通讯需求

的角度重新考虑。当节点 A 没有收到发给节点 B 消息的反馈，其原因有二，一

是路径损坏，二是 B失去通信能力。所以，针对第二种，我们需要 B参与通讯，

也发现了 B 失去通信能力，那么，我们在需要 B，并 B 有问题我们更换了他，

这个问题就被解决了。

5，能量管理

根据资料显示，无线传感器网络节点绝大部分能量消耗在射频模块。射频

模块正常工作模式下能耗甚至会高出微处理器模块及传感器模块一个量级。节

点的主要能量消耗是空闲监听和收发数据。

软件方面分析，造成无线传感器节点能量浪费的原因有如下四个：

碰撞与重传：节点发送数据时，可能会出现冲突与数据碰撞。传输过程消

耗能量，但接收者不能收到有效的信息，而且由于冲突导致重传，进一步加剧

了能量的浪费。

串音：节点接收并处理不必要的数据包。串音问题导致节点处理器及无线

通信模块必须保持活动状态来进行数据接收与处理，浪费了能量。

空闲侦听：在异步网络中，由于节点不能提前知悉何时接收自身的数据包，

在未经优化的情况下，无线通信模块需要保持在侦听状态，造成了节点能量损

耗。此外，空闲侦听也会导致串音。

控制消息过多：无线传感器网络本身的目的是感知及控制环境，若网络中

传输的控制消息过多，会造成不必要的能量开销。

之前的设计中，节点传给控制器的消息，通过分组，收集链式，规范了网

络传播方式，较少了节点射频发射次数，并极大了避免了碰撞，下面，针对空

闲侦听，设计节能方案。

探测设备是网络的眼睛，没有探测设备，就没有目标信息，雷场就不能发

挥作用。同样，当探测设备没有发现目标时，网络可以是休眠的。为此，当发

现目标再激活网络，可以较少能量消耗，延长网络布置时长。其方法实现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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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1，将节点划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具有识别目标能力的节点。第二类是没有

目标识别能力的节点。

2，网络布置，测距，定位等所有初始化工作结束后，所有节点进入周期性

休眠模式，并周期性的唤醒。

3，探测设备发现异常情况，唤醒 1 类节点，在周期性唤醒时期，广播异常

信号。

4，其他设备收到该信号，进入不休眠模式。

5，当判断网络周边没有敌情，节点再次进入周期性休眠-唤醒模式。

6，网络时间同步

目前，时间同步机制主要有三种:第一就是基于 Receiver-Receiver(接收者一

接收者)的时间同步算法，第二就是基于 Pair-Wise(成对)的同步算法，第三就是

基于 Sender-Receiver(发送者一接收者)的同步算法。这算法各有优缺点，应用中

是根据实际需求而随机选择的。

该同步过程采用了 RBS 时间同步算法。RBS 是基于 Receiver-Receiver 的典型

代表。它是通过实现接收节点之间交互接收发送者的时间同步分组进行同步，

它是在一种单向广播的通信机制下实现接收节点间的时间同步。

根据无线链路层的广播信道特性，RBS 算法是网络中一个节点将自己的时间

分组以广播的方式发送出去，当消息被在一定范围内的节点接收到，接收节点

一记录接收到分组的时间，采用自身时钟来记录，之后接收节点间相互交换彼

此接收到分组消息的时间，根据计算和比较时一钟的偏移量，最终使接收到同

步消息的节点会实现一个相对的网络时间同步。

为了简化 RBS 同步算法，进行了改进。首先在需要时间同步的节点中，确

定一时间基准点，以此为此次时间同步基准。同步发起节点发送同步信号，各

接收者采用自身时钟来记录接收到同步信号的时间，被确定为时间基准点的接

收者将记录的时间发送给同步信号的发起节点。发起节点收到记录时间后将其

广播。之后接受者根据收到的记录时间调节本地时钟。

从图中可以看出，其单次时间同步可以实现的范围达到了 4 倍的节点通信

半径。我们所用的 zigbee 节点通信半径一般大于 100m，所以单次时间同步即可

覆盖整个网络。

7，通信协议设计

1）通信数据包的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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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网络中定义的通讯数据包格式，主要是作为 ZigBee 数据帧的应用层负

载，我们采用了 MSG 的格式，在 ZigBee 网络中的节点设备之间进行数据通信。

其帧结构如下图所示。

2）通信数据包的格式

为便于网络信息在各个 ZigBee 节点设备之间进行数据传输，本文的设计定

义了统一的数据包格武。这种统一的数据包格式是作为 ZigBee 数据帧的应用层

负载，在 ZigBee的网络节点设备间传输的。

帧头
地址

地址 功能码

数据

校验码

帧控制 序列号 长度 载荷

2 字节
2 字节

2 字节 2 字节 N+1 字节 1 字节

FHR
SADDR

DADDR FC DA FCS

FHR 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帧控制和序列号组成。帧控制描述当前数据包性质，

序列号主要的目的是发送和接收的一一对应，这样可以防止重复接收的指令被

多次执行的现象发生。SADDR、DADDR 是传播的源地址和目的地址。FC说明当

前数据的意义或目的。DA由长度和载荷组成。FHR、ADDR、FC长度固定，这样

用户很容易定位到数据段，根据长度，可以获得所有数据。FCS 校验码，验证数

据的正确性。

帧控制：分为指令帧、消息帧和响应帧。

指令帧和消息帧的内容即有交集，也有相对独立的部分。其内容由功能码

来体现。“帧控制+功能码”就可以体现数据包目的。

响应帧是对需要有反馈的消息进行的确认，分为指令响应帧和消息响应帧。

回传响应帧时，不仅帧控制为要修改，功能码做加 1 修改。这样，不仅说明数

据包类型，也说明了其目的。使反馈结果更可靠。

下面简单列举几个功能码。

与传感器相关的

与测距相关的

与通信相关的

与时间同步相关的

与雷达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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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节点工作流程

1.节点开机，赋予协调器功能的警戒雷达网络节点（控制节点）建立网络，

其他节点加入网络。

2.控制器收集所有节点地址，并给所有节点从 0~N 编号。

3.所有节点确定邻居节点。网络中所有节点分别广播路径为 1，负载为节点

序号的消息，邻居节点收到此消息后，将消息源地址作为邻居节点地址记录下

来，并记录负载信息。

4.在控制器的指挥下，各个节点完成测距。为了加快测距进度，缩短测距所

耗时间。在各节点依次测距的基础上，创新了测距方法，

通过节点序号的奇偶性，实现快速测距。

5.完成测距，以控制器控制器为原点，建立坐标系。

6.警戒雷达网络网格化，确定网格中心节点，建立信息上传链路。

7.完成时间同步，节点进入周期性休眠。

8，发现敌情，唤醒网络，完成对目标探测与杀伤。

4.2 高精度节点间测距技术

通信探测一体化设计，UWB测距技术（+备份通信）。

无线传感器网络的节点自定位算法分为基于测距的定位算法、非测距的定

位算法。在警戒雷达网络探测目标过程中，探测节点的位置是解算目标位置的

基础，同样也是进一步采取措施和做出决策的根据，对节点自定位精度要求较

高，所以，项目采用了基于测距的定位方法。通过比对当前测距技术，选取了

CSS 技术和 UWB技术两种测距技术。

nantron CSS 技术和通信探测一体化设计

在检测环境中还可能有分布有大量的声音，震动、红外、雷达等被动传感

器，节点采集传感器的信息并进行初步处理后，将信息送给汇聚节点。一般情

况下，单个节点在处理传感器信息时并不能得到目标有效数据。例如，声音传

感器需要三个以上才可以确定声源位置。这就需要通过网络将各个节点采集到

的信息汇集到一处综合处理。

声源定位需要网络有较高的数据率，zigbee 网络虽然满足警戒雷达网络系统

低功耗，大规模的需求，但是受网络带宽限制，并不能满足声源信息传输需求。

功能码 FC 描述

开机

目标信息

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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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otron 公司基于线性调频扩频（CSS）技术开发的芯片，工作在 2.4GHz
ISM频段，独特的脉冲压缩技术大大减小了外界环境干扰对信号的影响，极大的

提高了测距的精度,具有测量精度高、测量距离远（室外可达 900m）、抗干扰性

强、抗多径效应好等优点。同时数据传输速率可达到 500 kbit/s 到 2Mbit/s，具

有重传机制，保证的数据传输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至此我们发现，该技术与项

目对测距精度和通信传输的要求不谋而合，所以可以考虑使用 nantron CSS 技术

实现通信探测一体化设计。

nanoPAN5375 模块

本系统射频模块为 nanoPAN5375 射频模块，由德国 Nanotron 公司开发，内

置精确测距功能模块。该模块通信距离远，通信速率范围广。该模块包含很多

必要的模块：nanoLOCTRX 收发器芯片、射频切换器、滤波组件以及放大器、必

要的匹配调理单元等，模块采用的通信技术是 CSS 技术。

nanoPAN5375模块外部的重要接口有 SPI 编程接口以及四个外部接口 I/O，
重要的接口对于我们控制、以及读写射频模块是很关键的。该模块通过这些外

围接口就能实现对芯片的外部控制，同时外围接口也可以外接天线以及支持外

部信号放大器。

射频模块 nanoPAN5375的收发器芯片 NA5TR1，NA5TR1 是 Nanotron 公司的

一款高度混合信号芯片，芯片采用线性调频扩频(CSS)进行通信，通信速率范围

为 125-2Mbps，室外通信传输距离能达到 900m，而室内由于多径以及障碍物的

影响也可以达到 60m，接收灵敏度-95dBm。，NA5TR1 内部有两个可编程控制器：

一个是基带可编程控制器，主要负责帧的产生、错误纠错、解包/封包等；另一

个是 MAC 可编程控制器。收发器 NA5TR1 的基带控制器产生 sinc 信号，经过互

补色散延时线(complementarydispersivedelayline,CDDL)模块转换成 chirp 脉冲信

号。

硬件设计方案

系统由一片 STM32 作为主控制器，无线模块则采用的 nanoPAN5375 无线

收发模块。无线模块主要负责数据通信与测距。控制器模块则负责控制无线模

块工作以及数据的通信。底层设计如下图所示。

软件设计方案（）

底层软件结构主要由系统初始化模块、测距模块以及数据上传模块组成。

系统初始化模块主要完成 STM32 芯片以及无线收发芯片 nanoPAN5375芯片的

初始化。系统软件采用简单的 SDS-TWR 测距方式，定位方案将采用被动式定位

方案，后面讲具体介绍，

1 软件开发环境

系统以 STM32 单片机为核心，所以开发环境采用 Keil uvision4，该环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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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集成的开发环境，可用于软件的开发及在线调试。

2 硬件节点的驱动实现

节点的硬件系统搭建完毕之后，要想使系统最终实现功能，则需要实现各

种硬件的驱动。下面将对系统中的关键函数进行介绍：

（1） nanoPAN5375 无线模块初始化

初始化函数主要包括 NTRXInit()、NTRXStart()、 InitApplication()，这三个函

数都是通过内部寄存器来完成对用无线收发模块 nanoPAN5375 的初始化。

NTRXInit()函数主要初始化包括正确验证芯片的版本、设置扩频带宽以及传输速

率、设置硬件的相关硬件接口等。 NTRXStart()函数主要完成无线模块中断系统

的初始化、收发器的 IRQ 寄存器和启动接收器的初始化。 InitApplication()主要

完成本地地址等。

（2）对 nanoPAN5375 模块的驱动

nanoPAN 5375 模块的驱动控制程序主要在 ntrxinit.c 、 ntrxiqpar.c 、

ntrxdil.c 和 ntrxutil.c 四个文件中，四个文件的作用互相区分开。 ntrxinit.c 和

ntrxiqpar.c 完成对模块硬件的初始化，包括寄存器、硬件接口、扩频带宽和传输

速率的设定，本系统将带宽设置为 80 MHz，数据传输速率设置为最高的

2Mb/s 。 ntrxdil.c 完成数据的接收与发送、测距算法和中断响应等功能的具体

实现函数。

基于 SDS-TWR 的测距算法与实现

TOA 测距是一种传统的测距方法，但该方法要求 Anchor 与 Tag 节点严格

的时间同步。而本文采用的双边双向（SDS-TWR）算法则不需要时间同步。

测距的具体过程如下所述：

（1） Anchor 开始处于 RANGING_READY 状态，当要开始测距时，调用

NTRXRange()函数，该函数被调用后， Anchor 处于测距模式，状态由

RANGING_READY 变为 RANGING_START。
（2） NTRXRange()函数调用 RangingMode()函数， RangingMode()函数的主

要功能是设置测距模式完成后，立即向 Tag 发送测距请求并记录当前时间，同

时 Anchor状态变为 RANGING_ANSWER1。
（3） Tag 接收到来自 Anchor 的测距请求；于是调用 RangingCallback_Rx()

函 数 记 录 程 序 执 行 时 间 ， 并 从 状 态 RANGING_READY 转 换 到

RANGING_ANSWER1，同时通过调用 RangingMode()函数向 Anchor 发起测距请

求。

（4）稍后 Anchor 会收 到 来自 Tag 的 硬件 测 距应答 信号 ，Anchor
马 上调用 RangingCallback_Ack() 函 数 进 行 回 复 并 记 录 当 前 时 间 ，

并 从 状 态 RANGING_ANSWER1 转变到 RANGING_ANSWER2。然后 Anchor 会

收到来自 Tag 的测距请求， Anchor 收到该请求后，调用 RangingCallback_Rx()
函数记录 程 序 处 理 时 间 并 从 RANGING_ANSWER2 状 态 转 变 到

RANGING_SUCCESSFULLY 状态。

（5）Tag 收到 Anchor 的硬件测距应答信号后，调用 RangingCallback_Ack()
函数记录当前时间，状态从 RANGING_ANSWER1 转变到 RANGING_ANSWER2
并调用 RangingMode()函数将之前的时间采集信息反馈给 Anchor。 Tag 状态又

重新转变为 RANGING_READY。
（6）当处于状态 RANGING_SUCCESSFULLY 的 Anchor 收到 Tag 发来的反

馈消息后，调用 RangingCallback_Rx()函数将数据取出，后面将有函数用到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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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然后再将 Anchor 的状态设为 RANGING_READY。
（7） NTRXRange()最后会调用 getDistance()函数，该函数将得到实际的距

离值。工作流程图如下。

UWB测距（特性分析）

4.3 备份通信技术

Lora技术，协议设计，频段

LoRa 技术特点及优势

路由设计

目前已经研究出很多类型的路由协议， 一般分为三种：平面路由协议、层

次路由协议和位置路由协议，如图所示。

重点介绍两种路由协议。

按需路由协议

按需路由协议也称为源启动按需路由，即反应式路由，该类路由协议是专

门针对移动自组织网络而提出来的。按需路由协议中节点不需要周期性的维护

前往网络节点的路由信息，只有在节点有数据通信请求时，根据网络状态按需

的进行路由发现。

按需路由协议包括路由发现和路由维护， 路由表项内容是按需建立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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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所示是路由发现阶段，源节点 A 向网络广播请求分组包，邻居节点 B、 F 收

到路由请求后，更新路由表信息，然后继续转发，目的节点 E 接收到不同路径

的路由请求分组，选取一条路径作为源节点到目的节点的路由。当网络拓扑结

构变化或者节点链路断开时，删除失效路由，再次发起路由发现过程，完成路

由维护。其特点显而易见，路由开销小，但建立延时大。

地理定位辅助路由协议

根据是否利用节点提供的位置信息，分为地理定位辅助路由协议和非地理

定位辅助路由协议。很多关于路由的研究表明，使用地理位置信息的路由协议

具有较高的性能。典型的地理定位辅助路由协议包括：地理辅助路由协议 LAR、
移动距离效应路由算法 DREAM、贪婪型转发和沿周边转发路由协议 GPSR，下

面对 GPSR 路由协议进行简单的介绍。

GPSR 协议利用节点位置信息进行数据分组的转发，将节点位置信息封装在

发送的所有数据分组中，减小信标控制开销。 GPSR 协议使用条件是源节点可

以得到目的节点的位置，并将信息封装在数据分组头部，中继节点通过目的和

邻居节点的位置做出转发判断。

受以上两个路由协议启发，利用坐标系系，简单设计了备份节点路由协议，

具体过程如下，图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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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源节点 A 向网络广播请求分组包，并携带有自身坐标和目标节点 T 的
坐标信息。

2，邻居节点收到路由请求后，只有一部分节点更新路由表信息，然后继续

转发。该部分节点满足的条件为：距直线 AT的距离小于路径宽度 k。
3，目的节点 T 接收到不同路径的路由请求分组，选取一条路径作为源节

点到目的节点的路由。

4，当网络拓扑结构变化或者节点链路断开时，删除失效路由，再次发起路

由发现过程，完成路由维护。

5，如果没有发现路由，源路径宽度增加 k，继续路由发现。如图所示，深

色阴影是第一次路由区域，浅色区域是第二次路由区域。

6，若路由还是没有发现，继续步骤 5 三次，知道发现路由或失败。

上述路由简单，对系统要求较低，当跳数较少时，上述方法高效快捷。

4.4 组网定位技术

组网基本思路，重点阐述故障处理，定位算法（ML，最小二乘等，）。

简单介绍网络定位技术

网络定位技术依据是否需要测距，将定位技术分为基于测距方法和非基于

测距方法。常用的测距技术包括接收信号强度指示、到达角、到达时间等。无

需测距的定位是根据网络中各节点的连通性等信息来完成的。常用的有质心算

法、DV-Hop算法、APIT算法、凸优化算法等。

定位原理

如果不存在测量误差，那么当我们知道定位节点与定位参考点之间的距离

为 r1， 那么可以知道，定位节点一定是处于以定位参考点为圆心， ri 为半径

的圆上， 定位节点的位置(x0，y0)与定位参考点之间的位置可以由以下公式来

表示：

根据几何知识我们知道，在二维空间中，当存在三个这样的节点时，也就

是三个以定位参考点为圆心，三种定位距离为圆的半径的圆，那么可以唯一确

定定位节点。如下图所示。

令 i= 1,2,3 …，我们就能够得到下式，

然后解这样的一个方程组，就能够得到定位目标的位置， TOA 利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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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三圆相交法，所以又称之为圆周定位法。

利用 TOA 定位也可能会出现计算方程式的不收敛，当定位节点的三个圆相

交于如上图右的阴影范围内，那么就会导致计算结果出现无解的情况。

由于侧脸误差一定存在，这些方程往往都不是线性的，因此正常情况下很

难得到最优解。需要使用一定算法来解这些非线性方程以得到最优的解。

最小二乘估计(1east squares estimation，LSE)法、具有解析解的算法(Fang，
Chan，Friedlander等)和递归算法(最常见的是 Taylor 级数展开法)等。

2.1 LSE 算法

通常，在定位测距中由设备等造成的误差对定位性能的影响是可以减小的，

最 dx--乘估计法(LSE)就是一种很有效的方法，由于其不需要任何的先验知识，仅

建立对估计量的观测模型就可以完成对信号参量的预估，实现误差的平方和最

小。

2 2 2
1 1 1

2 2 2
2 2 2

2 2 2

(x- x ) + (y- y ) = r

(x- x ) + (y- y ) = r

(x- x ) + (y- y ) = rn n n











将第 1个至第 n-1个方程分别减去第 n 个方程，整理后可得
2 2 2 2 2 2

1 1 1 1 1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1 1 1 1 1

2(x - x ) x 2( - ) r r

2(x - x ) x 2( - ) r r

2(x - x ) x 2( - ) r r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y y y x x y y

y y y x x y y

y y y x x y y    

       


      


       



写成线性方程形式 AX=b，其中
2 2 2 2 2 2

1 1 1 1 1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1 1 1 1 1

2(x - x ) 2( - ) r r
2(x - x ) 2( - ) xr r

A= b= X=
y

2(x - x ) 2( - ) r r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y y x x y y
y y x x y y

y y x x y y    

      
                   

        

  
， ，

节点的坐标（x，y）可以通过 X 的 MMSE 估计子
1X =(A A) AT Tb




求解。

上面的讨论中，采用的性能指标对每一个观测量是同等对待的。这自然产

生了这样的问题：如果噪声对 b 的每个分量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同等对待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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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分量是不合理的。因此可以这样来构造估计量：将每个观测量乘以一定的

权值后再构造估计量。这就是加权最小二乘估计。 加权最小二乘估计就是要使

1arg min(A b) (A b)T      达到最小。式中 为加权矩阵，当 =1 时，就

退化为一般的最小二乘估计。

从我们了解的定位原理可以知道，所有的定位算法都是通过定位测量值建

立起的一个非线性方程式组，算法是通过解这个非线性方程式组来获得最优值。

对于一个二维定位节点来说，使用三个测量值就能够获得一个三元组方程，可

能能得到一个精确的解。但是，如果定位参考节点增加所得到的测量值的数量

变得更多，那么原来的求解方程问题就变成了如何最优化估计解的问题。很多

定位算法都支持值最优化估计，常见的有 Chan 氏算法、 Taylor 算法等。

2.2 Chan算法

它能获得有关定位的非线性方程组的非迭代闭式解，其具体是通过两次使

用最小二乘算法。 CHAN 算法是针对双曲线定位（TDOA）系统而提出的一种定

位方法，它是一种非迭归的具有封闭解的定位方法，当测量值的误差很小（服

从高斯分布）时，能达到克拉美罗下界(Cramer-Rao Lower Bound， CRLB)。因为

CHAN 算法假定所有自变量均为高斯统计量，因而加权最小二乘（WLS）准则可

以等同于最大似然估计（Maximum-Likelihood Estimation， MLE）。
Chan 算法的核心思想为：它首先在设定的中间变量基础上，先将非线性方

程线性化，进而使用 WLS 求解该线性方程，获得待测目标的大致位置关系；其

次将中间变量和待测目标的坐标值的关系带入方程式，并再次使用 WLS 对新的

方程进行求解，最终可得到关于目标位置的精确值。它只能针对当定位系统距

离测量值的误差服从理想高斯分布时，其定位精度才能很高。

2.3 递归算法

Taylor算法主要原理是在初始值处将得到的非线性方程进行级数展开，保留

前两项，忽略二次以上项，从而将其转化为线性方程组，再利用迭代的方法进

行求解。它是目前求解非线性方程最好的方法之一，采用该算法的定位系统，

其定位精度通常很高，该算法自身稳健性一般很强。该算法的缺陷在于其中迭

代的初始值与真实值之间的误差一定不能太大，如果太大，不仅对算法迭代次

数有一定的影响，还会导致算法在局部产生极小化，最终导致算法不收敛。

Taylor 算法需要一个估计值，我们令
( , )r rx y

作为定位节点的实际位置，而

(x, y)是定位节点的估计位置，那么可以得到一个偏差方程

R

R

x x x
y y y

  
   

上式中的∆x、 ∆y 就代表了估计与实际位置的误差。

Taylor级数法利用初值，然后进行估计运算，每次运算都能够得到一个更优

化的值，以此迭代下去直到获取到最优值。对基于到达时间差的定位建立的方

程求解时，Taylor 算法会设定一个假定的初始值进行计算，并且计算定位节点位

置坐标 (x, y)的偏差(∆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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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式当中 , Q 表示了基于到达时间差定位方法的测量值协方差。

(i 1, 2 m)ir  ，…，
代表了一次迭代过程中定位参考点和定位节点之间的距离，可

以通过公式
2 2 2( ) ( )i i ir x x y y    中把每一次迭代运算的初始值 0 0(x , y )

（上次

计算结果）代入进原来的公式计算得到新的值。然后当下一次递归运算时，令

0 0x x x  
， 0 0y y y  

，重复以上过程，直到 x 、 y 足够小，到达了门限 c，

即 x y c   ，就可以得到定位节点的真实为
( , )r rx y

。

本课题使用方法是：最小二乘估计+泰勒混合定位算法。利用最小二乘算法

求初值，在利用泰勒求精。

仿真设置：测量距离 100m，测量点 22 个，测距误差 2m，均匀分布。下图

是点位分布。如图所示，被红色三角圈住的代表基准点，剩余蓝色为带测量点。

仿真条件：基于两个锚节点定位，测距：均值误差 2m，均匀分布，节点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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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多次测量取均值，使用 LSE 定位。多次仿真各节点误差如下。

利用泰勒求精后，各节点定位精度如下图所示。

测距误差更改为高斯误差，定位结果和上图基本一致。

定位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思路

坐标系划分与合并

在分布式定位过程中， 有可能会出现某一块区域内没有锚节点或者锚节点

数量少于三个不满足定位的基本需求。将这种局部区域称作为“盲区”。

盲区相对坐标系建立，实现过程如下：

首先选取一个节点作为坐标系的原点，然后在原点的邻居节点中选取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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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直接通信的节点，保证这三个节点构成一个内角都大于三十度的良好三角形。

(2) 计算与这三个点都能直接通信的未知节点的坐标，并将其标记为已知节

点用来定位其他节点，直到所有满足条件的未知节点都实现定位。

坐标系合并。满足条件，两个以上共用节点。

' ' '

' ' '

cos sin

cos sin
x x x y

y y y x

R =O R R

R =O R R

 

 

  


 
对上式进行变换，可得：

' '

' '

x x x

y y y

R O R
T

R O R

    
      
        

其中：转换矩阵

cos sin
sin cos

T
 
 

 
   ， 便是主坐标系 Y 轴相对于自坐标系

Y轴的偏转角。

为了求解 值，令 x xP Q  
， y yb P Q 

，
' 'u x xP Q 

，
' 'v y yP Q 

，

按照下图所示进行几何角度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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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1 2 1 2cos cos( ) cos cos sin sin           

1 2 1 2 1 2sin sin( ) sin cos cos sin           

1 1 2 22 2 2 2 2 2 2 2
cos ,sin ,cos ,sinb a v u

a b a b u v u v
      

   

2 2 2 2a b u v  

根据上式，可以解得：

2 2 2 2cos ,sina u b v a v b u
a b a b

      
 

 

由此可以得出自坐标系原点 'O 在主坐标系的坐标：

' ' ' '

' ' ' '

x x x x x x

y yy y y y

O P P O Q Q
T T

P QO P O Q

          
               

                 
或

奇偶快速测距

节点测距中，一个节点作为发起方，另一个节点作为响应方。要完成定位，

必须完成节点间测距任务。为了提高精度，让更多的节点参与定位运算中，就

要让满足测距条件的节点组都完成测距。

通常，最容易的做法就是让节点依次与周边节点测距。但耗时太长，必须

改进。为此我们设计了奇偶快速测距方法。

在之前提到过，节点组网后，会为节点编号。这不仅是为了方便管理，也

是为了实现快速测距。其测距实现步骤如下：

1，根据节点序号的奇偶性，将节点分为两组：奇数节点和偶数节点。

2，控制器广播第一轮第一次测距开始，所有奇数节点和同一组的偶数邻居

节点测距。

3，控制器广播第一轮第二次测距开始，所有偶数节点和同一组的奇数邻居

节点测距。

4，所有节点序号除 2，根据结果奇偶性，将之前的两组分成四组节点。

5，重复步骤 2,3,4，直到每个组里节点数都为 1。
6，测距完毕。

通过上述可以得出，时间复杂度由 N降到了 log2N；在节点较多时，测距用

时更短，更高效。另外，仅使用了少量的通信资源就完成了所有节点测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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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宝贝

作 者：袁轲、张鹏飞、张天虎

指导教师：任安虎

学 校：西安工业大学

【摘要】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汽车在人们的日常

生活中成为了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随之关于汽车发生危险的风险也越来越严重。

近些年，在“快”节奏的生活规律下，因疏忽产生了多少令人痛挽的事故，2016
年 3月，一个去海南自驾游玩的一家，父母因为一些事情就“不小心“将孩子留到

车内，孩子哭喊了 3 个多小时，才被路人发现，幸亏救治及时，否则后果不堪

设想。再往前一查发现:据不完全统计，从 2006年到 2015年，至少发生 20起儿

童被忘在车内的事件，造成 15人死亡。基于此类事件的发生，我们产生了一个

想法，设计一个可以识别车内有无小孩，进而向老师或司机发送一个报警信息，

他们可以通过手机快速查看车内情况信息的装置器件。其中设计以 cc2530 平台，

利用其高性能，低功耗，低成本，网络节点强大等架构优势，结合声音、人体

红外、烟雾等传感器为分支，共同作用检测校车内是否有小孩的遗留，并通过

短信模块发送报警信息，由家长通过手机端 APP 打开视频模块查看车内具体情

况，同事触发车内警灯亮警龄响，以引起路人注意，以及开启换气扇为被困小

孩提供车内新鲜空气，等待救援。

【关键词】儿童 安全 共同监测 报警

一、ZigBee 技术简介

1.1 ZigBee 技术概述

ZigBee 技术是一种近距离、低复杂度、低功耗、低速率、低成本的双向无

线通讯技术。主要用于距离短、功耗低且传输速率不高的各种电子设备之间进

行数据传输以及典型的有周期性数据、间歇性数据和低反应时间数据传输的应

用。简单的说，ZigBee 是一种高可靠的无线数传网络，类似于 CDMA和 GSM 网

络。ZigBee 数传模块类似于移动网络基站。通讯距离从标准的 75m到几百米、

几公里，并且支持无限扩展。ZigBee 是一个由可多到 65000 个无线数传模块组

成的一个无线数传网络平台，在整个网络范围内，每一个 ZigBee 网络数传模块

之间可以相互通信，每个网络节点间的距离可以从标准的 75m无限扩展。

与移动通信的 CDMA 网或 GSM 网不同的是，ZigBee 网络主要是为工业现场

自动化控制数据传输而建立，因而，它必须具有简单，使用方便，工作可靠，

价格低的特点。而移动通信网主要是为语音通信而建立，每个基站价值一般都

在百万元人民币以上，而每个 ZigBee"基站"却不到 1000元人民币。每个 ZigBee
网络节点不仅本身可以作为监控对象，例如其所连接的传感器直接进行数据采

集和监控，还可以自动中转别的网络节点传过来的数据资料。除此之外，每一

个 ZigBee 网络节点(FFD)还可在自己信号覆盖的范围内，和多个不承担网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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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转任务的孤立的子节点(RFD)无线连接。

1.2 ZigBee 技术特点

ZigBee 是一种无线连接，可工作在 2.4GHz(全球流行)、868MHz(欧洲流行)
和 915 MHz(美国流行)3 个频段上,分别具有最高 250kbit/s、20kbit/s 和 40kbit/s
的传输速率，它的传输距离在 10-75m 的范围内,但可以继续增加。作为一种无

线通信技术，ZigBee 具有如下特点:低功耗、成本低 、时延短、网络容量大、可

靠、安全。

1.3 CC2530 芯片简介

CC2530 是用于 2.4-GHz IEEE 802.15.4、ZigBee 和 RF4CE 应用的一个真正的

片上系统(SoC)解决方案。它能够以非常低的总的材料成本建立强大的网络节点。

CC2530 结合了领先的 RF 收发器的优良性能，业界标准的增强型 8051 CPU，系

统内可编程闪存，8-KB RAM 和许多其它强大的功能。CC2530 有四种不同的闪

存版本:CC2530F32/64/128/256，分别具有 32/64/128/256KB 的闪存。CC2530 具

有不同的运行模式，使得它尤其适应超低功耗要求的系统。运行模式之间的转

换时间短进一步确保了低能源消耗。

二、系统方案

2.1 系统总体方案

爱宝贝系统以 cc2530为平台，利用其高性能，低功耗，低成本，网络节点

强大等架构优势，结合声音、压力、人体红外、烟雾等传感器为分支，共同作

用检测校车内是否有小孩的遗留，并通过短信模块发送报警信息，由家长通过

手机端 APP 打开视频模块查看车内具体情况，同事触发车内警灯亮警龄响，以

引起路人注意，以及开启换气扇为被困小孩提供车内新鲜空气，等待救援。

此次设计结合 ZigBee 近距离、低复杂度、自组织、低成本低功耗的近距离

无线组网通讯技术的特点，以协调器为中心构建节点，通过声音、人体红外、

烟雾等传感器检测，只要有其中一个检测到信息，协调器执行相应的操作。协

调器是控制中心与终端的信使，它实现了控制中心与终端的双向通信，可以向

终端远程传达信息。

2.2 系统方案的结构

根据总体方案画出下图所示系统方案结构，由以下几部分组成：协调器

STC89C52 终端 蜂鸣器 直流电机 WIFI 摄像头 GSM 协助机构（手机）

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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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系统方案结构

这只是系统方案的大致结构，由于此次设计是汽车车厢内模拟系统，在图

中的节点（终端和执行机构）只是取了两组，在实际运用中可以根据需求增加

多个节点，使系统更完善。

三、系统功能

此次设计的汽车车厢内部模拟系统功能包括：协调控制，声音检测，压力

检测，人体红外检测及烟雾检测，发送报警信息，车内报警，视频查看，换气

扇换气

以下是系统功能的详细描述：

（1）协调控制：将 CC2530 和 STC89C52 作为协调控制器，建立强大的网络

节点，以及所有数据的汇集中心。

（2）声音检测：当车内部检测到有小孩哭声时，触发声音传感器得到一个

低电平，使车头部的警灯闪烁。

（3）人体红外检测及烟雾检测：当车内部检测到有小孩遗留或者有烟雾时，

触发人体红外传感器和烟雾传感器作用，使车内警铃报警，同时将信号传到

STC89C52。
（4）压力检测：当车内有小孩遗留时，触发压力传感器作用，使车内其它

警铃报警。

（5）发送报警信息：检测到有人时，GSM 模块发送报警信息。

（6）车内报警：车内报警主要有警灯闪烁和警铃响。

（7）视频查看：发送报警信息之后，家长可以通过打开 APP查看车内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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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8）换气扇换气：换气扇换气，为车内遗留小孩提供新鲜空气。

四、实现原理

4.1系统物理结构

节点 4
压力传感器采集终端

警铃报警 短信报警

图 2 系统物理结构

节点是整个系统网络的边缘，是以 CC2530 开发板和 STC89C52 为核心，外

接各种传感器，声音模块，压力模块，人体红外模块，烟雾模块和控制器件等。

协调器是控制中心和节点的信使，是 CC2530 开发板，之间的通讯是遵循

ZigBee协议的。

GSM 模块当声音，压力，人体红外，烟雾传感器得到所需要的指令之后，

触发各种报警，其中，GSM 模块尤为重要，家长接收到信息之后，可立即通过

打开手机 APP端查看车内具体情况。

4.2 主要通信协议 – ZigBee 协议

ZigBee 标准采用分层结构。每一层为上层提供一系列特殊的服务：数据实



第九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346

体提供数据传输服务，管理实体则提供所有其他的服务。所有的服务实体都通

过服务接入点(SAP)为上层提供一个接口，每个 SAP 都支持一定数量的服务原语

来实现所需的功能。 ZigBee 标准堆栈架构是在 OSI 七层模型的基础上根据市场

和实际需要定义的 IEEE 802.15.4-2003 标准定义了底层：物理层(Physical Layer，
PHY)和媒体访问控制层(Medium Access Control Sub-Layer，MAC)。ZigBee 联盟在

此基础上定义了网络层(Network Layer，NWK)，应用层(Application Layer，APL)
架构。其中应用层包括应用支持子层(Application Support Sub-Layer，APS)，应用

架构(Application Framework，AF)。

五、硬件框图

本章节主要是对系统的各个模块作出了具体框图，所有模块共同组成整个

系统框图。

5.1 控制中心硬件框图

控制中心硬件框图是用硬件平台 STC89C52 作为核心，向外扩展而成与 I/O
接口连接得有：声音传感器模块，压力传感器模块，报警灯模块，换气扇，GSM
短信报警模块，以及一个协调器 CC2530模块。

5.2 协调器模块硬件框图

和控制中心模块通过 I/O 接口连接的协调器和其他二个终端节点没有硬件

上的直接链接，它们是通过无线网络进行通信的，如下图表示其通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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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数据采集终端硬件

终端节点 1 是一个 CC2530 模块为核心，普通 I/O 口接一个人体红外感应传

感器 HC-S2501。整个模块就是采集数据利用无线方式向协调器发送数据。终端

节点 2 也是有一个 CC2530 模块为核心，普通 I/O 口接了一个烟雾传感器。 整

个模块就是采集数据利用无线方式向协调器发送数据。终端 3 以 STC89C52 单片

机为核心，通用 I/O 口接了一个声音传感器和一个直流电机模块。终端 4 以

STC89C52单片机为核心，通用 I/O 口接了一个压力传感器和一个蜂鸣器模块。

六、软件设计

6.1 协调器、终端节点软件设计（CC2530 模块）

节点 1（烟雾检测模块）软件设计流程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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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 2（人体红外检测传感器模块）软件设计流程图如下：

协调器的软件设计如下流程图所示：

6.3 STC89C52的软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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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实现功能

7.1 ZigBee 节点 CC2530模块

实现功能：它是这个系统的基础，整个系统的数据传输都是在它的基础上

完成的，它承担着发送和接收所有的数据。

7.2 STC89C52模块

实现功能：作为声音、压力传感器及警灯、警铃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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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声音、压力检测模块

实现功能：通过对声音及压力的检测来判断车内是否遗留了小孩，并传回

单片机为报警装置做准备。

7.4 人体红外传感器

实现功能：该传感器能够检测到人体辐射出的红外线，并将数据传回 CC2530
为报警装置做准备。

7.5 报警装置模块

实现功能：当声音、压力、人体红外传感器检测到有小孩遗留在车内时，

报警灯发出警报，不断闪烁，车内警铃响，引起路人注意。

7.6 烟雾传感器

实现功能：通过监测烟雾的浓度来实现火灾防范。

7.7 直流电机

实现功能：传感器检测到有小孩遗留时，除了报警外，控制中心打开换气

扇换气，为遗留小孩提供新鲜空气，等待救援。

7.8 WIFI 模块

实现功能：当家长收到报警信息之后，通过 WiFi 模块连接的摄像头来查看

车内具体情况。

7.9 GSM 模块

实现功能：传感器检测到有小孩遗留时，通过 GSM 模块及时给家长发送报

警信息。

八、系统特色

车内安全系统的主要功能包括检测，报警，通信，视频查看等方面。采用

的器件前提都是以低成本低功耗，稳定性好的特性。以下分别介绍我们此次设

计的特色。 此次设计利用 ZigBee 节点，实现了数据的无线传送。而且充分利用

了 ZigBee 技术低成本，低功耗，稳定度高等优点。随着新技术和自动化的发展，

传感器的使用数量越来越大，功能也越来越强，各种传感器都已经标准化、模

块化这给私家车检测系统的设计提供极大方便。此次设计采用了声音传感器，

压力传感器，烟雾传感器，人体红外传感器。

GSM 短信息系统进行无线通信还具有双向数据传输功能，性能稳定，为远

程数据传送和监控设备的通信提了一个强大的支持平台。它设计小巧、功耗很

低很大程度上方便了控制系统的设计。

九、结 论

此项技术采用的 CC2530 具有高性能，低功耗，低成本，网络节点强大等架

构优势。通过采集模块、视频模块、无线传输模块、GSM 模块、核心模块和 And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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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中心共同配合来完成对车内的检测，并做出相应的措施，及时解救被困小

孩，从而保证小孩的生命安全，并且由于采用了无线传输模块设计，其提供互

联网接入高速的无线数据，具备语音，短信等模块，可以快速轻松帮助实现嵌

入式模块与智能手机间通信，通过 Android 手机的 APP 的开发，能够通过 APP
连接车内视频模块并且查看车内情况，而且此技术可广泛应用于私家车上，提

高私家车的安全级别。此产品生产制造成本低，作用大，极大程度保证孩子的

生命安全，减少每一个家庭的痛苦。到后期大量投入私家车使用效果明显后，

可以将此技术运用在校车或者客车上，更大程度的保证被困生物的安全。

附录

主控芯片 CC2530

主控芯片所用引脚

STC89C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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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地面非合作目标入侵检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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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国民生活水平提高，无人机产业快速发展，近地

面的无人机等目标大量增加，给城市的管理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以此为背景，“黑

飞克星”等概念被提出，着眼于通过对近地面目标的检测与预警来实现对近地

面目标的管理的目的。可靠性强，高精度和易维护的线性调频连续波（LFMCW）

雷达在近地面目标检测工作上具有十分广阔的研究和应用前景。

本文中的近地面目标检测雷达方案可用于城市近地面目标的检测。首先介

绍了基于线性调频连续波测距的近地面目标检测雷达工作原理，其次进行需求

分析和模型建立确定系统关键参数，采用了雷达传感器+中频信号处理电路

+FPGA+DSP 的架构设计。中频信号处理板主要用于调理雷达传感器输出信号，

便于后端的数字信号处理，它主要包括了高通滤波器，低通滤波器，放大电路

和三角波产生电路。

数字信号处理模块是雷达信号数据处理的核心，主要基于 FPGA 和 DSP芯片

及其外围电路，同时完成目标检测算法设计及其软件实现。其中目标检测算法

包括快速傅里叶变换，时域背景杂波相消，峰值搜索，时域信号累积等。

本文最后通过实验室测试和目标检测完成性能测试，实验结果表明近地面目标

检测雷达基本实现目标检测功能。

【关键词】线性调频连续波雷达 中频信号处理 目标检测

【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the improvement of
national living standards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uav industry, the number
of unmanned aerial vehicles on the ground has increased greatly, which has caused
great trouble to the management of the city. In this context, the concept of "black fly"
is proposed to achieve the goal of near-surface targets through detection and early
warning of near-surface targets. The LFMCW radar with high reliability, high
precision and easy maintenance has very wid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prospect in
the near ground target detection.

The near ground target detection radar scheme in this paper can be used for the
detection of urban near ground targets. First introduced based on the linear frequency
modulation continuous wave range close to the ground target detection radar working
principle, the second for requirement analysis and model to determine the key
parameter, the radar sensor + intermediate frequency signal processing circuit +
FPGA + DSP architecture design. Intermediate frequency signal processing board is
mainly used for radar sensor output signal conditioning, facilitate the back-end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it mainly includes the high-pass filter, low-pass filter, amplif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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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rcuit and triangular wave generating circuit.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module is the core of radar signal data processing. It is

mainly based on FPGA and DSP chip and its peripheral circuit. Meanwhile, the
design of target detection algorithm and software implementation are achieved.
Among them, the target detection algorithm includes fast Fourier transform, time
domain background clutter cancellation, peak search, time domain signal
accumulation, etc.

At the end of this paper, the performance test is accomplished through
laboratory test and target detection.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near-surface target detection radar basically realizes the target detection function.

【Keywords】LFMCW target detection IF signal processing

一、绪 论

1.1研究背景

近来，恐怖分子携非法武器装备在公共场所屡屡制造暴力恐怖事件，而利

用民用无人机的小型便捷的特点进行机密窃取，携弹威胁也成了他们如今最常

用，最先进，最容易得手的手段。与此同时，无人机“黑飞”也已成为了棘手

的社会问题，无人机“黑飞”所造成的的各类悲剧事件也屡见不鲜。除此之外，

战地防御，边境防偷渡监管，小区防贼防盗等问题如今也愈发突出。因此加强

无人机的空中监管，提高地面安防侦搜能力，建立完备的雷达检测系统也势在

必行。

目前，FMCW 雷达已经研制成功。通过雷达组网，将会实现更大范围，更

高精读的检测。

1.2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及研究意义

电视节目录制、记录婚礼现场、摄影爱好者航拍……无人飞行器越来越多

地被应用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其带来的安全隐患问题也不容忽视。而目前国

内社区等的安防仍以传统监控为主，易受天气、光线影响，且有很大的盲区，

效果一般。中国航天科工二院 206 所也有类似项目，但设备较为昂贵，无法普

及到普通社区。国外的安诺尼公司推出的无人机侦测系统，通过实时测量无人

机电磁发射的信号方向，从而侦测入侵的未知无人机，当无人机进入该区域时

发出警报并警告操作人员。美国联邦航空局在 Atlantic City 国际机场对

CACI International 提供的专有系统 Sky tracker 进行了测试，测试结果表明 Sky
tracker 成功的侦测、识别和跟踪了正在飞行的无人机，并且精确地确定了无人

机操纵者的位置。整个过程没有对机场场面运行造成干扰。Sky tracker采用射频

传感器，并将其部署在机场周边较高的战略控制点。当传感器检测到无人机使

用时发射的频率信号时，可根据信号确定无人机和操作者的方位。

这些前沿新闻引发了我们的思考：能否设计一个组网雷达系统，不受天气

及光线的影响，实时监测空中的无人机及地面的人员、车辆，当有非法入侵时

向安保人员报警。这样，可以对恐怖袭击进行预警，遏止“黑飞”行为，提高

无人机空中监管和地面安防能力，为人们提供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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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论文主要工作和各章内容安排

本论文完成了基于线性调频连续波测距原理的近地面非合作目标入侵检测

与预警系统的设计，主要内容：需求分析，LFMCW 测距原理，设计系统模块化

分，硬件电路设计，雷达组网，数据处理，以及系统测试。具体内容分布如下：

第一章：绪论。介绍了近地面目标检测的发展需求，分析了近地面目标检

测的重要作用。随后对国内外近地面非合作目标检测与预警系统的发展和研究

现状进行了简要分析，说明其中的待解决问题。在章节最后说明了各章节内容

安排。

第二章：近地面目标检测雷达系统分析。本章节先对近地面目标检测雷达

系统的构成四个部分进行功能划分，对每个部分进行简要介绍。在分析系统构

成的基础上，说明系统工作方式，介绍 LFMCW测距原理。在章节末尾分析检测

需求，对实际情况进行考察，设计系统工作参数。

第三章：近地面目标检测雷达系统硬件设计。该部分主要介绍用于调制 VCO
的三角波产生电路，连续波雷达传感器主要参数，对传感器中频输出信号进行

滤波，放大的信号处理电路以及基于 FPGA和 DSP芯片的数字信号处理电路。

第四章：杂波中目标检测方法。该部分重点对目标检测的 FFT 参数设计，

自适应门限检测等基本算法，并以此为基础设计了时域背景杂波相消，频谱背

景相消，频段峰值检索，环境自适应等改善杂波信号背景下目标检测的性能。

第五章：雷达组网及目标显示。该部分主要介绍组网技术以及 PC端目标的

显示软件。通过雷达组网，可以获得目标在空间中的具体位置信息，并在软件

上显示，得到目标的航迹。

第六章：结束语。对论文的工作进行总结，分析工作中的优点与不足，同

时展望下一步的工作内容。

二、近地面目标检测雷达系统分析

近地面目标检测雷达的工作原理就是线性调频连续波（Linear Frequency
Modulated Continuous Wave，LFMCW）雷达的测距原理，本章将从系统构成和

工作原理两方面来介绍，并根据这两方面对系统总体方案进行设计，分析系统

中的关键参数，简要介绍整机软硬件方案。

2.1系统构成

近地面目标检测雷达系统包括雷达传感器，中频信号处理板，数字信号处

理模块以及上位机四个部分构成。如图 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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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近地面目标检测雷达系统结构

全套系统的实物图如图 2.2所示：

图 2.2 近地面目标检测雷达系统实物图

(1)雷达传感器：雷达传感器是近地面目标检测雷达系统的射频前端，集成

了常规雷达中的发射和接收两个部分的功能。发射部分：雷达工作在 24GHz 的
频段，由 110Hz 三角波进行调制，VCO 在三角波的调制下以 24GHz 为中心频率

产生 120M带宽的线性调频波，信号一路通过微带天线向空中辐射，另一路经过

移相 90°处理后分为 I ，Q 两路信号进入混频器与接收信号相混频。接收部分：

目标反射的回波信号进入在天线端接收后，进入低噪声放大器将回波信号放大

后进入混频器。因此，混频器输出发射信号与接收信号的混频和放大得到的 I，
Q 两路正交的中频信号，其中包含了目标信息以及杂波等[1] 。

(2)中频信号处理板：此电路主要承担了雷达传感器输出信号的调理工作。

其中包括一组滤波器和一组放大器。①滤波器部分：由于雷达传感器的中频输

出有高频分量的耦合，因此需要通过滤波器来低通滤波，滤除高频噪声与干扰；

雷达传感器的中频输出中同时包含有高能量的三角波泄露，导致频谱中三角波

的分量能量过高，降低了中频信号频谱分析的动态范围，需要对三角波的谐波

低频滤除，提高系统动态范围；②放大器部分：在滤波器输出后端信号幅度太

小，因此通过运放来放大信号，提高 AD检测动态范围；③三角波发生电路：采

用 DDS方案输出调制 VCO用的三角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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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字信号处理板：此部分承担了雷达信号处理机的功能。将中频信号处

理板输出的信号输入 AD进行采样，得到的数字信号在 FPGA 中完成 FFT，在 DSP
中完成自适应门限检测和时域背景杂波消除等信号处理算法，将距离数据通过

USB传输到上位机。

(4)上位机：上位机对数字信号处理板的距离数据输出进行存储和计算，得

到目标在空间中的位置坐标，实现目标的检测功能。

雷达、信号处理板以及通信模块的实物图如图 2.3所示：

图 2.3 雷达、信号处理板以及通信模块实物图

2.2工作原理

本系统雷达基于线性调频连续波测距的原理来检测目标。线性调频连续波

雷达产生连续的高频调频波信号，信号频率按照调制电压在一定带宽内变化，

常用的对称三角波信号调制[2] 时，由于三角波电压与时间是线性关系，因此信

号频率与时间也成线性关系。发射信号频率与回波信号频率关系如图 2.4所示:

图 2.4 LFMCW 雷达原理图

其中，

Tf ，表示发射的 LFMCW信号频率

T0f ，表示 Tf 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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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 ，表示三角波周期，同时也是调频信号的调制周期

Rf ，表示目标反射的回波信号的频率，其变化规律除了在时间

02R
c 的延迟

时

间外语 Tf 完全相同，其中 0R
为目标信号与雷达之间距离。

f ，表示发射信号的频率对应 T0f 的最大频差；

B ，表示发射信号带宽，大小为 2 f 。

bf ，表示发射信号与回波信号的差频

bavgf
，表示发射信号与回波信号差频在一个周期内的平均值。

由以上分析可得，在正向扫频过程中发射信号频率 Tf 可表示为，

T T0 T0
2 4=

/ 2m m

f ff f t f t
T T
 

  
(2-1)

接收信号 Rf 可表示为，

0
R T0

24= ( )
m

Rff f t
T c


 
(2-2)

于是，差频 bf 可表示为，

0
T R

8= =b
m

fRf f f
cT



(2-3)

在负向扫频阶段，由于发射信号频率递减，因此回波频率高于发射频率，

则 T R=bf f f
，但容易推导得， bf 的表达式仍为(2-3)。同时，由于在正向扫频和

负向扫频的转换阶段， bf 会由于回波延迟而在

02R
c 时间内出现楔形波形，但由

于实际应用中，三角波周期远远大于回波延迟时间，即

02
m

RT
c


，因此认为 bavgf

可表示为，

0
bavg

8
b

m

fRf f
cT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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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目标与雷达之间的距离 R0 可表示为，

0 8 4
m bavg bavg

m

cT f cf
R

f Bf
 

 (2-5)

其中，

1=m
m

f
T ，B=2 f 。

由以上分析可得，当雷达系统参数确定，由目标回波频率与天线发射频率

的差频即可确定目标与雷达之间距离 R0，且距离与差频频率成正比。在实际工

作中，只要分析回波信号频谱，在距离所对应频谱范围内功率谱幅度大小超出

门限即可判断该距离对应位置出现反射物，在近地面目标检测雷达系统中，就

认定该物体为目标。

2.3总体方案设计

2.3.1 需求分析

为达到目标检测的目的，雷达采用随机布阵的方式，雷达布置示意图如图

2.5所示

图 2.5 雷达工作方式示意图

2.3.2 系统参数设定

(1)雷达安装位置确定

雷达采用随机布阵的方式，只需将三台雷达对准需要检测的空域，且三台

雷达不在同一直线上既可。

(2)调频三角波频率与幅度

三角波频率 mf 由以上的有效检测距离和雷达传感器的中频输出范围带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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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可选择调制三角波频率为 30Hz；为合理利用该雷达传感器的压控振荡器

的调节范围，为雷达提供足够的分辨率，三角波幅度的峰峰值为 1V到 10V。
(3)雷达调频带宽

由于雷达调频带宽为 B，根据线性调频连续波雷达距离分辨率[3] ，

2
cR
B

 
(2-6)

得到设置调配带宽为 120MHz时，ΔR=1.25 米。

(4)ADC 采样频率

根据雷达需要采样的实际距离与输出中频的关系，将 ADC的采样频率设定

为 256kHz。
(5)FFT 点数

为得到较高精度的目标距离，FFT点数设置为 1024点。

2.4本章小结

本章先从近地面目标检测雷达的系统构成入手，将系统分为四个组成部分，

详细介绍了每一个部分在系统中的工作原理和工作方式。在了解系统构成的基

础上，介绍了线性调频连续波雷达的测距原理与方法，给出测距计算的数学推

导。通过对以上两部分内容的介绍，结合本设计应用场景和应用范围的实际情

况，设计了合理的系统参数来满足工作要求，并提出了软硬件总体设计方案。

三、近地面目标检测雷达系统硬件设计

近地面目标检测雷达系统的硬件部分分为前段射频雷达传感器，中间的中

频信号处理板和后端的数字信号处理板，三者共同作用使得近地面目标的模拟

信号层层传递到最终的数值统计输出。整体硬件为后续的数字信号处理方案提

供了重要的支撑。

3.1射频雷达传感器

本设计采用了瑞士的 RFbeam微波雷达传感器生产商提供的 K-MC型系列天

线，内部集成了发射天线，接收天线，压控振荡器以及混频器等功能组件。提

供+5V电源就可以工作并输出交流和直流的 IQ 两路正交中频信号。

采用该型号天线主要考虑到以下特点[4] ：

集成度高，控制简单

内部集成射频前端低噪放(LNA)
I,Q 两路交流输出

内部集成休眠端口，可低功耗维持

该传感器工作原理框图如图 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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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雷达传感器原理框图

3.2中频信号电路

中频信号处理电路处理射频雷达传感器的输出信号，并为数字信号处理板

提供输入信号，承接了重要的信号调理工作，可以说它就是射频模拟信号和数

字信号的连接纽带，中频电路设计直接关系到整体系统探测精度和探测能力，

是硬件中重要的一环。

中频信号处理电路主要由一组滤波器和放大器组成。其主要作用包括：(1)
对连续波雷达传感器输出的中频信号进行高通滤波，滤除有用信号中混有的三

角波泄漏成分，提高信号的质量；(2)利用高通滤波器过渡带的特性对微弱的中

频信号进行放大，达到对近距离目标的有用信号放大倍数小，对远距离目标的

有用信号放大倍数大的效果。其目的在于减小中频信号的动态范围，以方便后

续的数字信号处理；(3)用低通滤波器滤除中频信号中混有的高频噪声和干扰；

(4)对经过滤波的中频信号进行同增益放大，提高信号强度。

为了给雷达传感器的 VCO 提供调频使用的三角波，需要在中频信号处理板

中提供三角波信号发生器。常用的三角波产生方式分为模拟产生和数字生成。

由于雷达本身的非线性影响，所需要的三角波并不是标准的三角波，因此采用

数字产生的方式。通过 FPGA 控制 DA芯片，生成经过非线性修正的三角波信号，

经运算放大器放大到合适的幅度，提供给雷达。三角波产生电路原理图如图 3.2：

图 3.2 三角波产生电路原理图

3.3数字信号处理电路

数字信号处理电路是本设计的重要环节，它承担了大量的数字信号处理处

理算法，为其提供了重要的硬件保证，将中频信号处理电路输出的信号做频谱

分析，进行杂波处理算法，完成重要的目标检测检测和预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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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首先对经滤波、放大处理后的中频信号进行 AD采样，随后在 FPGA+DSP
电路的基础上完成 FFT、自适应门限检测和时域杂波背景消除等信号处理算法，

最终实现目标检测和识别等功能。为了预留足够的算法运行空间，保证平台的

实时性， 平台采用 1 片 FPGA 和 1 片 DSP组合的方案，可以结合 FPGA 面向底

层大量数据的并行处理优点和 DSP面向顶层复杂算法的串行处理优点。 此外，

平台添加了 RS232 接口、USB 接口、CAN 接口等通讯模块，供平台和处理中心

以及外部设备进行实时数据传输。AD 信号采集电路原理图如图 3.3 所示：

图 3.3 AD 采样电路原理图

3.4本章小结

本章内容主要介绍硬件电路设计，主要包括对发射射频雷达传感器的工作

参数介绍，对中频信号电路和数字信号处理电路的功能和设计的介绍。

四、杂波中目标检测方法

在第二章总体介绍中，已经介绍了目标检测本质就是对应中频频率的检测。

然而，实际得到的数字中频信号包含了各种各样的背景杂波信号（包括地杂波，

建筑物回波等）和外部噪声。如果从时域来观察该信号，不但杂乱无章，并且

囊括大量无效信息。因此需要对数字化后的中频信号转换频域上进行处理，如

此就能快速准确地获取目标信息。一般而言，傅里叶变换通常在数字领域进行，

利用现今先进的数字运算。如果采用离散傅里叶变换(DFT)会由于其复杂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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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而有较大延迟[5] ，因此采用了计算量优化的快速傅里叶变换。同时，虽然

解决了时域与频域的变换问题，但其中包含的无效杂波与噪声仍然需要进行背

景杂波相消，自适应门限检测等方法进行处理才能够提取出其中的目标信息。

本章主要介绍杂波中目标检测的软件部分，与其中的重要算法，其检测方

法流程图如图 4.1所示：

图 4.1 软件设计流程图

在本设计中目标检测的主要方法包括了快速傅里叶变换(FFT)、时域背景杂

波相消，自适应门限检测等。系统开始工作时，FPGA 芯片将 AD 输出的数字信

号缓冲到 FIFO 中，在其中进行时域背景杂波相消，时域信号累积而后进行快速

傅里叶变换，在变换后的幅度谱中进行峰值搜索，搜索结果与预设门限比对，

当幅度和个数超出门限则判定为有目标进入，统计并输出结果

4.1时域杂波背景相消

近地面目标检测雷达的工作环境一般为城市小区，由于需要适应各式各样

的复杂工作场景，背景杂波的消除就显得极其重要，是雷达目标检测性能的前

提保障。

FPGA芯片开始工作后，需要对无目标的近地面空域进行校准，在 FIFO 中存

储十组无目标背景信号，将其进行均值后，作为后续信号的比对值。其具体过

程如图：

图 4.2 时域背景杂波消除过程图

首先，模数转换单元采集背景信号作为对照组，由于 FIFO 长度固定为与三

角波周期内所采样点数长度相同，因此采集后的信号是周期对齐的，在此基础

上进行均值处理，得到相对平均的时域情况。在初始化后，每一次采集得到的

信号与该信号相减，得到的信号再进行后续的处理。

为避免背景由于天气，季节变化等因素而造成的背景实际回波与现有存储

回波信号不同，在软件中设计当检测得到无目标的波形反馈到 FIFO中，在 FI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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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进一步进行平均，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杂波，在此设计了一个背景相消的负反

馈，使其时域背景信号不会因为环境变化而无法及时变更。

杂波时域背景信号相消前后的中频信号频谱对比如图 4.3所示：

对比两图可知，时域背景相消的结果令人满意，其上部分图为背景相消前

频谱，下部分图为背景相消后，在上部分图中的第三个频谱峰值处的背景信号

在经过时域背景相消过程后，在下部分的频谱中可以看到已经被消除，基本达

到检测要求。

图 4.3 时域背景杂波消除前后幅度谱对比

4.2FFT 算法实现

通常意义上，离散傅里叶变换(DFT)是数字时域信号转换到数字频域信号的

本质方法，但由于其运算量巨大，数据处理速度缓慢等诸多问题，在实际的信

号处理中，使用快速傅里叶变换(FFT)的方法来将信号从时域转换至频域。

FFT是 DFT 的快速算法，它从运算方式上提高了 DFT的运算次数，大大提高

了傅里叶变换在数字领域中的效率。

对于一个长度为 N=2M 点的 DFT，DFT算法的复数乘法运算量为 N2，而 FFT
通过对序列重新排列，进行基 2-FFT 算法时，就是将 N 点的 DFT 分解为 N/2 次

的 2 点 DFT，然后将算法进行 M 级运算，所以采用 FFT 算法时，总共需要进行

的复数乘法运算次数仅为(N/2)log2N，因此，计算量的倍数比如下公式所示

经过以上分析，时域到频域的傅里叶变换方式确定为 FFT 算法，以下将对

具体实现方案进行探讨。本设计通过调用 Altera的 IP 核实现了 1024点的 FFT运
算。

通过对 IP 核驱动编写，将其在 RTL 级视图下显示如下图：



第九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366

图 4.4 RTL级 FFT 算法结构图

每当输入中频数字信号时就需要控制 sink_sop 端产生一个脉冲，将

sink_valid端口拉高，inverse拉低，则数据开始输入，当数据输入足够 FFT 点数

时，将 sink_eop端拉低，从而就能使其开始 FFT运算。当运算结束时，source_sop
发出一个脉冲，运算结果开始输出，输出结束时，source_eop 被拉低，将

source_real 与 source_imag 的输出在 FPGA 中进行平方根处理，得到实际的幅度

谱[6] 。

在本次计算中，采用 1024点 FFT 算法，大大提高了时域与频域之间的转换

效率，给目标检测中的时域累积提供了前提条件。

4.3时域信号积累

一般情况下，由于雷达的回波信号强度收到距离和发射功率的限制，回波

弱，因此在雷达信号处理常通过时间的累积来提高信号能量，同时，在长时间

累积的同时也会使得噪声的周期性以及噪声的非相关性在这一过程中被叠加平

均后削弱。在雷达信号处理领域，使用信号累积的方式提高信噪比是一种常用

而可行的方案。

在脉冲雷达中，信号的累积是在多个回波脉冲叠加下实现的，而累积方式

又分为相干累积和非相干累积。通过同相信号同步提取的累积方式称为相干累

积，而包络检波后进行的称之为非相干累积。因为后者的非同步特性使其完成

相对容易，信号虽有损失，但在工程上实现方便简单。在本雷达监测中，对雷

达监测信号也采取了信号累积的方式，来提高信噪比。在数字信号 FFT 之前完

成这一操作，采用三次累积方式提升信噪比。

由于 FPGA 中处理展示有限，目前在 PC采用 MATLAB 进行采集信号的仿真，

以三角波周期 Tm进行累积降噪，并将积累结果在图 4.5 和图 4.6中进行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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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信号时域累积结果

由时域累计信号输出可以看出，消去了中间几段信号幅度，在功率谱中可

以进一步分析其消去部分频谱纯净度是否提高，可以一次判断其消去的是否为

噪声信号。在图 4.6 中明显可以看到，经过一次时域累计之后，与累积前的信号

功率谱相比，累积后功率谱显示出的信号纯净度大大提高，杂散大量降低，说

明了时域信号累积效果突出。

图 4.6 信号时域累积前后幅度谱对比

但在实际运用中，可能会出现无目标回波与带目标回波累积平均后使得目

标显示效果不明显，因此在实际的软件中，合理设置累积次数十分重要。

五、雷达组网及目标显示

单台雷达只能得到与目标间的距离，无法得到目标的空间坐标信息。因此

需要三台雷达共同完成对目标的定位。根据三台雷达的位置以及目标与雷达的

距离可以得到目标的三维坐标信息。得到的坐标信息通过 PC端的软件显示出来，

得到目标的航迹。

5.1雷达网络节点的定位

雷达节点自身的位置可通过平面三边定位的方法确定。通过北斗定位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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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精确得到各个雷达的经纬度及海拔高度信息，选定任意一点为原点，原点

与另一点的连线在水平面的投影为 y 轴，垂直地面向上为 z 轴正方向，即可构成

一个三维直角坐标系。三台雷达在该三维直角坐标系中的位置即可确定。坐标

系构建原理如图 5.1所示：

O

A

B

x

y

z

图 5.1 坐标系构建原理原理

5.2目标位置的确定

如图 5.1，可得到 O，A，B 的坐标分别为（0，0，0），（0，yA，zA），（xB，
yB，zB）。通过雷达对目标的探测，可得到目标与三台雷达间的距离分别为：RO，
RA，RB，通过下面的公式：

可得到目标的三维坐标（x，y，z）。其原理如图 5.2：

图 5.2 目标位置的确定

5.3目标显示

通过运算，将得到的三维坐标显示在 PC端软件上，并生成航迹。软件效果

如图 5.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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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目标的显示

可以设置受保护的目标的坐标及预警距离，当有目标进入预警距离内时，

软件报警。

5.4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介绍了三台雷达自身的组网及坐标系的建立，目标位置信息的计

算，以及目标的 PC端显示。

六、结束语

6.1工作总结

本文以 LFMCW 雷达信号传感器，FPGA，DSP，信号调理电路开发了近地面

目标检测与预警雷达平台，能够实时对近地面目标进行检测与预警，同时改善

了检测雷达在地杂波中目标检测性能。本设计工作主要有以下部分：

(1)广泛浏览相关文献，了解工作原理，研究现状以及关键技术，确定了本

设计的工作起点和研究目标。

(2)设计平台系统框架，分配模块功能。首先在功能上将其划分为四个主要

功能模块，分别负责前端信号采集的射频部分，中间中频模拟信号处理和数字

信号处理，以及后端的上位机对接数据存储。结合目标检测需求，应用场景，

确定传感器选取，雷达关键参数确定，完成 LFMCW 原理分析。对系统总体结构

进行完整性分析，对系统重要参数：三角波调制幅度与频率，调频带宽款，距

离分辨率，采样频率进行逐一分析计算，作为重要系统参数，指导后期硬件软

件设计。

(3)以中频信号处理需求为向导，查阅芯片资料。根据信号实际幅值与 AD要

求，确定信号隔直，放大与阻抗匹配。整体信号调理完成后测试，确保与数字

信号处理电路对接。熟悉 FPGA和 DSP 对数字信号的处理，了解与修改 FPGA和

DSP外围电路，以适应本设计参数需求。

(4)完成检测雷达软件流程设计与算法实现，主要包括 FFT 模块驱动编写，

时域背景杂波消除与时域信号累积算法程序实现，功率谱峰值搜索，门限检测

等算法完成目标距离的探测。之后通过计算得到目标三维信息并显示在 PC端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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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上。

6.2研究展望

本文在进行平台开发过程和后续调试过程中，记录了以下可以改进的方面：

(1)进一步完善雷达便携性能，在下一步研究中提高雷达性能，进一步对雷

达进行配置优化，提高雷达探测距离；

(2)在数字信号处理中加入滤波处理，方便实际道路对应参数不同情况下对

滤波参数进行调节，能更好适应各种道路环境。

(3)通过 ZigBee 组网，实现三个以上雷达的组网，进而实现更大范围的检测

与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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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多功能太阳帽

作 者：郭奕臻、兰二斌、于宙、连震、贾芊慧

指导教师：吴恩铭、张超

学 校：中国民航大学

【摘要】为了改善和提高游客和景区的体验和服务，通过该系统采集旅客定位

信息，建立游客行为大数据库，并对大数据进行数学分析和数据挖掘。本系统

由 Stm32 控制模块、北斗定位模块、无线传输模块、Android手机监控系统、语

音播报模块、骨传导模块、OLED 显示模块组成。控制模块通过北斗模块采集景

点的定位数据，并将其解析为明码；然后通过语音播报模块不断播报景点相关

的信息（历史、人文等），改善了游客的参观体验，提高了游客的人文素养；并

将位置信息通过无线传输模块到景点基站，通过景点基站接收来自所有租赁或

免费发放智能太阳帽的游客的定位信息，利用 BP 神经网络、蚁群算法等智能算

法构建数学模型，来分析游客旅游行为，景区可以基于数据的分析的结果来改

善景点的景观设置，开发热点旅游路线的同时，采取合适的措施改善冷门的状

况，提高景点的服务和管理水平。

【关键词】Stm32单片机 北斗定位 大数据 数据挖掘

【Abstract】In order to improve and enhance the experience and service of tourists
and scenic spots, the system collects passenger location information, establishes a
large database of tourist behavior, and performs mathematical analysis and data
mining of big data. The system consists of Stm32 control module, Beidou positioning
module, wireless transmission module, Android mobile phone monitoring system,
voice broadcast module, bone conduction module, OLED display module. The
control module collects the positioning data of the attractions through the Beidou
module and interprets them as clear codes; and then continuously broadcasts the
information related to scenic spots (history, culture, etc.) through the voice broadcast
module, which improves the visitor experience and improves the humanistic qualities
of the tourists; The location information is passed through the wireless transmission
module to the base station of the attraction, and the location information of all the
tourists who have rented or distributed the smart sun hat is received by the base
station of the attraction, and a mathematical model is constructed by using intelligent
algorithms such as BP neural network and ant colony algorithm to analyze the tourist
travel Behaviors and scenic spots can improve the landscape settings of scenic spot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data analysis. At the same time as developing hotspot travel
routes, appropriate measures can be taken to improve the conditions of the
out-of-doors and improve the service and management level of scenic spots.

【Keywords】 Stm32 microcontroller, Beidou positioning, big data, data m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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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背景

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旅游成了很多人

节假日出行的选择，由于旅游业具有时效性的特点，导致了法定假日热点景区

人满为患以及景区管理上困难的问题。在一些自然风景区，还有可能发生人员

失踪等事故。与此同时，游客在这种环境下也很难得到很好的旅游体验。

同时，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的普及，建立智慧景区

势在必行。智慧景区的建设将极大改善景区的管理水平、游客的旅游体验。从

而推动整个旅游业的向前发展。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小组设计了一款可以协助景点管理并且提高游客体验

和在一定程度下保证游客安全智能导游太阳帽。

二、项目目标

制作一个以导游太阳帽为载体，通过景区租赁或免费发放的方式发放给游

客。景区管理人员可以实时在远程控制端上了解到游客分布情况，从而对景区

游客流量进行实时的控制。另外，导游太阳帽还可以为游客提供景点导游词自

主播报功能，当游客到达一定的地理位置后，通过太阳帽的骨传导功能，自动

播放语音介绍景点。在某些自然旅游风景区，当游客靠近某些危险的地方后，

太阳帽通过骨传声功能，自动为游客发出危险警告，与此同时，景区管理人员

也能接收到危险警告。此外，导游帽还有一些应急功能，比如在黑暗条件下实

现较长时间的照明。在游客遇到人生危险后可以通过太阳帽发送应急求救信号

等。景区基站通过保存游客的定位信息，利用 BP 神经网络、蚁群算法等智能算

法构建数学模型，来分析游客旅游行为，景区可以基于数据的分析的结果来改

善景点的景观设置，开发热点的旅游路线，采取合适的措施来改善冷门的状况，

提高景点的服务和管理水平。进而推动整个旅游业的向前发展。

三、实现功能

导游语音自动播报功能；

游客在危险情况下的应急求救功能和在黑暗条件下的照明功能；

实时发送游客位置到景区管理中心（景区基站）。

四、系统结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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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整体结构设计

五、硬件的应用

5.1 SYN6288中文语言合成芯片

SYN6288中文语音合成芯片是一款中高端语音合成芯片。SYN6288通过异步

串口接收待合成的文本，实现文本到声音（TTS）的转换。具有清晰、自然、准

确的中文语音合成效果：可合成任意的中文文本，支持英文字母的合成。智能

的文本分析处理算法，可正确识别数值、号码、时间日期及常用的度量衡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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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强的多音字处理和中文姓氏处理能力。芯片内固化有常见语音提示音，支持

16级音量调整。产品由 SSOP 贴片封装形式，体积业内最小：芯片各项指标，均

满足室外严酷环境下的应用.

5.2 18650 锂电池及锂电池充电模块

锂电池充电与保护一体板，此模块输入端带有 MINI USB母座，可以直接用

手机充电器来做输入给锂电池充电，

并且依然保留有输入电压接线焊点，可以非常方便的 DIY。模块输入电压为

5V，充电截止电压：4.2V ，充电电流 1000mA，电池过放保护电压 2.5V，电池

过流保护电流 3A，可用于电压为 3.6-3.7V 等 18650、聚合物等锂电池的充放电

保护，单个或者多个并联同样可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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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骨传导模块

人类听到声音，不仅可以让声波通过空气振动——刺激耳膜——传输到听

觉神经，也可以通过头骨，颌骨传到听觉神经，从而引起听觉。科学界将听觉

过程中，声音的这种传导方式叫做骨传导。本骨传导耳机振子，适合自制骨传

导耳机使用。

5.4 北斗模块

UM220-III N 北斗/GPS 模块是针对车载后装包括导航、监控应用推出的北斗

/GPS 双模定位模块。UM220-III N 系列模块的第三代产品，采用和芯星通完全

自主知识产权的低功耗 GNSS SoC 芯片——HumbirdTM，是目前市场上尺寸最小

的完全国产化的北斗 GPS 模块，该产品集成度高、易于应用，非常适合小尺寸

要求的北斗模块。

SIMCom 推出新款紧凑型产品——SIM900A, 它属于双频 GSM/GPRS 模块，

完全采用 SMT封装形式，SIM900A仅适用于中国市场，其性能稳定，外观精巧，

性价比高，能满足多种需求。SIM900A 采用工业标准接口，工作频率为 GSM/GPRS
900/1800MHz，可以低功耗实现语音、SMS、数据和传真信息的传输。另外，

SIM900A 的尺寸大小为 24*24*3mm，能适用于 M2M 应用中的各类设计需求，

尤其适用于紧凑型产品设计。

5.5 OLED 显示屏模块

OLED显示屏是指有机电激发光二极管由于同时具备自发光，不需背光源、

对比度高、厚度薄、视角广、反应速度快、可用于挠曲性面板、使用温度范围

广、构造及制程较简单等优异之特性，被认为是下一代的平面显示器新兴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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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OLED为自发光材料，不需用到背光板，同时视角广、画质均匀、反应速

度快、较易彩色化、用简单驱动电路即可达到发光、制程简单、可制作成挠曲

式面板，符合轻薄短小的原则，应用范围属于中小尺寸面板。主动发光、视角

范围大；响应速度快，图像稳定；亮度高、色彩丰富、分辨率高。驱动电压低、

能耗低，可与太阳能电池、集成电路等相匹配。

5.6 STM32控制模块

STM32 系列基于专为要求高性能、低成本、低功耗的嵌入式应用专门设计

的 ARM32 位 Cortex-M3 CPU，最高工作频率 72MHz，1.25DMIPS/MHz。单周期乘

法和硬件除法。片上集成 32-512KB 的 Flash 存储器。6-64KB 的 SRAM 存储器。

2.0-3.6V的电源供电和 I/O 接口的驱动电压。上电复位（POR）、掉电复位（PDR）
和可编程的电压探测器（PVD）。4-16MHz 的晶振。内嵌出厂前调校的 8MHz RC
振荡电路。内部 40 kHz 的 RC 振荡电路。用于 CPU 时钟的 PLL。带校准用于 RTC
的 32kHz的晶振。

六、软件设计



第九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377

6.1 设备发送端程序设计流程图

6.2 设备接收端程序设计流程图

七、实物与工作流程

第一步：打开北斗智能导游太阳帽，单片机接收北斗传感器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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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OLED模块显示当前位置与距离目标点位置

第三步：单片机端蓝牙向手机 APP发送数据

第四步：中文语音合成模块和骨传导模块指引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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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用户查看手机 APP数据进行旅游观光

八、结论与展望

8.1 作品创新性

作品技术的先进化，采用可穿戴智能技术，将传感器、北斗模块等和人体

巧妙地结合起来。达到真正意义上的人机合一，并且这种方法可以准确有效地

采集位置信息数据。

作品功能的多样化，北斗智能导游太阳帽不仅可以给游客介绍景点信息，

引导游客正确合理的旅游出行，还可以保障游客的安全，危险时刻自动报警。

手机端 APP 的开发，开发了配套的手机客户端，使用低功耗的蓝牙通信，

调用手机的百度地图，记录游客的位置，显示距离，并记录游客运动的步数。

太阳帽的创新性，首先，我们嵌入太阳帽的模块需要更加集成化，方便我

们的使用，其次，获取的地理位置信息需要更加精准化，便于系统更加详细分

析游客的地理位置信息。最后，我们想让导游太阳帽外形更加美观，系统更加

稳定，传输距离更长。

将产品的设计融入到“智慧景区”建设之中，为“智慧景区”的建设提供

一条可行的思路。

8.2 总结

通过参加比赛，首先，让我们更加了解我们北斗卫星，让我们把它运用到

我们的生活中。其次，我们自己开发了手机 APP，提高了我们开发实用产品的能

力。除此之外，我们锻炼了团队合作意识，为我们以后的发展提供了锻炼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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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通过一系列的测试与改进，我们发现此智能导游太阳帽不仅仅能做到普通

太阳帽的功能，通过语音播报模块不断播报景点相关的信息（历史、人文等），

改善了游客的参观体验，提高了游客的人文素养；并将位置信息通过无线传输

模块到景点基站，通过景点基站接收来自所有租赁或免费发放智能太阳帽的游

客的定位信息，利用 BP 神经网络、蚁群算法等智能算法构建数学模型，来分析

游客旅游行为，景区可以基于数据的分析的结果来改善景点的景观设置，开发

热点旅游路线的同时，采取合适的措施改善冷门的状况，提高景点的服务和管

理水平。当然此导游太阳帽还有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在使用时，需要通入一

定的人为成本来确保游客的信息无误；没有加入达到目的地的导航功能；模块

的位置过于分散还需要专业的制作使全部模块集成化。

希望未来的日子，我们能真正将北斗导游太阳帽投入市场，在提高导游的

工作效率效率上同时优化电子设备的发声，以便达到更好的用户体验。尽管这

款导游太阳帽现在仍然存有一些细节等待完善，随着“智慧景区”的推广与普

及，这款太阳帽或与其相似的产品将得到广泛的推广与使用，希望各位专家能

够多多指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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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BDS UWB MEMS 的室内定位系统研究

作 者：仲嘉斌、易浩扬、蒋洁鑫、彭从安

指导教师：许微、卞鸿巍

学 校：海军工程大学

【摘要】传统的 GNSS 如 BDS 在室外可以取得良好的定位效果，在室内由于信号

被遮挡却难以有效定位。为了解决室内环境下的定位问题，项目组研究了超宽

带(Ultra Wide Band, UWB)定位技术和基于微机电系统(Micro-Electro-Mechanical
System, MEMS)传感器的定位技术，并尝试融合两者实现复杂室内环境下的导航

定位，解决了单一定位方式不连续和不稳定问题，解决了导航”最后一公里”的难

题。

【关键字】BDS UWB MEMS 室内定位

【Abstract】The traditional GNSS, such as BDS, can obtain good positioning effect
outside, but it is difficult to locate the signal in the room. In order to solve the
localization problem in the indoor environment, the project team studied the
Ultra-wideband (Ultra-Wide Band, UWB) localiz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positioning technology based on MEMS (Micro Electro Mechanical System, MEMS)
sensor, And try to combine the two to realize the navigation location in the complex
indoor environment, solve the problem of discontinuous and unstable single locating
mode, and solve the problem of navigation "last kilometer".

【Key words】BDS、UWB、MEMS、Indoor Positioning

一、现状及背景

定位服务能够提供对人员、物体的实时导航、跟踪的能力，在机器人自主

导航、货物跟踪、汽车导航和个人导航等方面都有着广泛的应用。近年来，随

着移动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基于位置服务的社交网络的广泛应用，使得精确位

置服务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在空旷的室外，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如美国的全

球定位系统（GPS）和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BDS）能够提供低成本、

高精度的位置服务，在各个行业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在室内或者森林环

境中，由于信号受到各种遮挡，接收机无法捕获到卫星的信号来完成位置计算，

定位精度急剧恶化，由于人类活动的区域 80%主要集中在室内，这样的定位精

度无法满足人们定位导航的需求，这就造成了导航“最后一公里”无法解决的问

题。

除了社会对室内定位技术有着强烈的需求之外，用户设备的技术进步也为

定位服务的广泛应用提供了强力的支持。目前主流的智能手机都带有Wi-Fi、蓝

牙、北斗、GPS、MEMS 惯导器件等特性，在硬件上为室内定位技术的普及提供

了可能性。在合适的环境中，不需要携带专用的定位设备，只需要在手机上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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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定位的应用，就能够使得普通用户随时获知自己的位置信息，并获得相应的

基于位置的服务。

二、总体方案概述

GNSS是目前最成熟的定位导航手段之一，在空旷室外具有定位精度高、响

应时间短，灵活等优点，但信号易受干扰，相关实验结果表明只有 4.5% 的时间

人们可以获得可靠的 GNSS 信号，这是因为在人们活动的热点地区如室内和市

区，GNSS 直视路径会被阻断，造成 GNSS的可用性低。UWB 技术采用极短脉冲、

超宽频带的定位体制，基本观测量为距离，具有抗多径强、定位精度高、系统

兼容性好等优点，但是也有易受人为或环境干扰、需要额外设备等缺点。基于

航位推算的 MEMS 来实时感测载体的速度、加速度和角速度等惯性参数来确定

载体的位置和方位信息，航位推算具有自主性强，抗干扰性强等优点，但是定

位误差随时间累积，难以长时间独立工作。

项目组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设计了基于 BDS/UWB/MEMS室内定位系统，结

合三者优点，各取所长，可以获得较好的定位导航效果，优于三者各自独立工

作的情况，可以提高系统的定位精度、连续性和稳定性。在室外空旷的环境下，

BDS 可以以最小的成本代价提供较高的定位效果，当在室内或室外有遮挡的情况

下，BDS 失效时，转入 UWB/MEMS 定位模式，一方面 UWB 可以提供精确的定

位信息，有效地校正 MEMS 航位推算所累积的误差，使得系统在长航时导航时

得到满意的定位效果；另一方面 UWB 信号受到干扰或者由于成本原因部署基站

较少时而无法定位时，利用 MEMS 进行临时的航位推算可以有效弥补定位中断

的缺陷，提高系统定位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图 2-1 系统总体架构图

三、实验测试验证

3.1 室外北斗定位实验器材介绍与验证

3.1.1 北斗实验模块介绍

GNSS是目前最成熟的定位导航手段之一，在空旷室外具有定位精度高、响

应时间短，灵活等优点，项目组采用的是梦芯公司的 MXT901 BDS/GPS 双系统定

位模块，能够同时支持 BDS B1、GPS L1 两个频点，具有高灵敏度、低功耗、抗

干扰、高性能等特点。其主要特征有低功耗（<100mW），支持单系统独立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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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BDS/GPS 系统联合定位，Smart Suppress 抗干扰技术，高灵敏度设计，支持

AGNSS，快速定位等特征，实物如图 3-1。

图 3-1 MXT901 BDS/GPS 双系统导航定位模块与天线

3.1.2 北斗实验验证

为了验证 BDS 的定位性能，对其进行了静态及动态实验，初步掌握其工作

原理并进行应用。

3.1.2.1 静态验证

卫星定位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定位精度的高低，故对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的静态定位稳定度测试，即观察静态卫星接收机的定位数据流，并观察其定

位点分布离散情况。

图 3-2 90 分钟内的静态数据定位误差

通过 90 分钟的数据采集与分析，得出图示结果，可以知道，在 90 分钟内



第九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384

的定位误差范围不超过纬长 0.00005°（5.56m）经高 0.00005°（4.79m）的范围

内，定位误差在北斗定位系统误差允许范围内（10m）。

3.1.2.2 动态验证

（1）测速精度测试。即测试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对于运动物体速度测量灵敏

程度。

图 3-3 测速精度测试

（2）开机定位时间测试。测试开启北斗系统后系统响应时间，观察是否满

足软件设计使用要求。由下图得响应时间在 33.33s 上下小幅浮动，趋于稳定。

图 3-4 开机定位时间测试

（3）单点定位吻合度（黄点为实验标定点，蓝点为北斗定位点）如图 3-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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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实际地图与定位点的吻合度

3.2 室内超宽带定位实验器材介绍与验证

3.2.1 超宽带实验模块介绍

UWB（超宽带无线技术）是当前国内外定位领域研究热点之一。在室内，

UWB 具有定位精度高，抗多路性能强，发射功率低及一定的穿透能力，相比于

WiFi、ZigBee、RFID 等优势显著。UWB 技术采用极短脉冲、超宽频带的定位体

制，基本观测量为距离。项目组采用的超宽带模块是 INF公司的 I-UWB LPS型号

的超宽带模块，I-UWB LPS 利用 UWB 超宽频技术，精度由米级提升到厘米级，

功耗低，对人体辐射小。

系统由基站（参考点）和移动定位标签组成，基站和标签都可以实时输出

高精度的导航定位信息，I-UWB 定位原理与 BDS 原理相同，已知各个基站的位

置，标签通过测量到各个基站的距离从而通过计算可以得到相对基站的位置信

息。

标签通过测得到一个基站的距离，可以确定一个球面；测得到两个基站的

距离，可以确定一个圆； 通过测得到三个基站的距离，可以确定一个或者两个

空间唯一的位置，通过判断舍去一个位置，则得到最终的标签三维位置；若用

四个基站或更多，便多了冗余观测量，可观测的信息量越多，可靠性越高，精

度也会随之提高。这与 GNSS原理一样，卫星数量越多，可提供给接收机的观测

量便越多，定位精度也会越高。与 GNSS 定位系统不同的是，基站定位系统因

为处于室内外相对较小环境中，信号传输距离很短，所以可以忽略在传输过程

中所产生的延时、电离层折射等误差影响。实物图如图 3-6，图中 T0 为标签，

A0~A3为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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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I-UWB LPS
3.2.2 超宽带实验验证

为了验证超宽带定位的精度，进行了实验验证，过程如下：

在 6m*16m的矩形场地四角布置基站，如下图所示；

图 3-7 基站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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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基站布置实际场景图

标签连接电脑，在矩形范围内绕行两圈。

（3） 将数据导入 MATLAB 中，生成实际轨迹图像如下，将实际轨迹与计

划轨迹对比可知，超宽带定位的误差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图 3-9 计划轨迹、实际轨迹对比图

3.3 室内 MEMS定位实验器材介绍与验证

3.3.1 MEMS 实验模块介绍

基于航位推算的 MEMS 通过实时感测载体的速度、加速度和角速度等惯性

参数来确定载体的位置和方位信息，这种导航方式具有自主性强，抗干扰性强

等优点。课题组选用低成本的微惯性传感器，采用的是 Mini INS/GPS 姿态仪中

的 MEMS 传感器，MPU-6050 包括陀螺仪、加速度计、磁传感器和气压计。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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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器 HMC5983L 包括最先进的高分辨率 HMC118X 系列磁阻传感器，并附带霍

尼韦尔专利的集成电路包括放大器、自动消磁驱动器、偏差校准、能使罗盘精

度控制在 1°~2°的 12 位 模数转换器.简易的 I2C 系列总线接口。BMP180 是一

款高精度、超低能耗的压力传感器，可以应用在移动设备中。它的性能卓越，

绝对精度最低可以达到 0.03hPa，并且耗电极低，只有 3uA。BMP180 采用强大

的 7-pin陶瓷无引线芯片承载（LCC）实物图如图 3-10。

图 3-10 Mini INS/GPS 姿态仪

3.3.2 MEMS 实验验证

MEMS 惯性传感器属于低成本低精度传感器，如果不采取修正措施，

定位误差会以时间的三次方迅速发散，失去定位意义。所以在使用 MEMS 惯性

器件时，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来对 MEMS 进行修正。例如，利用 Mini INS 器件

在未经误差修正的情境下进行室内闭合矩形绕行实验，可得到图 3-10所示：

图 3-10 未误差修正的室内闭合矩形绕行实验轨迹

显然，在 IMU 数据未进行任何数据预处理而得出的实验曲线毛刺较多，不

符合室内定位轨迹要求，故在验证过程中需引入零速检测法与卡尔曼滤波算法

来对 MEMS精度进行修正。

3.3.2.1 零速修正

零速修正（ZUPT）常被用作消除惯性器件随时间累积的误差。当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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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IMU 的载体速度为零时，对其进行处理即可减小积累的误差。将惯性器件安

装在行人脚背上，通过行人运动可获得加速度和角速度信息，根据输出的加速

度和角速度的变化特征，行人每步均可近似为一个“加速－减速”的变化过程[1]，
如图 3-11。

垂直轴

前向轴

侧向轴

（a） 人体行走模型 （b）人体行走模型分析
图 3-11 行人运动模型

根据行人行走过程中，脚着地时刻速度趋于零的特点，利用测得的加

速度和角速度信息对误差进行校正，即零速修正，如图 3-12 所示。它是充分利

用零速时刻的信息，采用 Kalman 滤波对状态信息进行校正，可以对惯性导航系

统误差累积起到有效的限制约束。

图 3-12 加速度测量值

根据行人运动模型的特点，将 MEMS 设备安装在行人的鞋上，与鞋体运动

实时同步。行人导航系统的导航算法在传统捷联惯性导航算法基础上，采用脚

着地零速时刻的信息对行人惯性导航过程中的状态信息进行校正。

3.3.2 卡尔曼滤波

卡尔曼滤波器的状态主要是由 K 时刻的状态向量 k|kX
和用于度量状态估计

的误差协方差矩阵 |k kP 来表示。卡尔曼滤波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时间更新和测

量更新。在时间更新部分，滤波器通过上一时刻的状态推算出对当前时刻的状

态；在状态更新部分，通过结合新的观测值对预测阶段得到的预测值进行优化，

获得一个更加优化的估计值。由于惯性器件偏置量的重复性误差对系统精度影

响最大，所以在校准中将陀螺漂移和加速度计零偏的随机常数部分也列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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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构成 15维导航信息误差。状态方程可以在式 3-1中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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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在室内内使用 MEMS进行闭合矩形绕行实验，可得到如下图像：

图 3-13 闭合矩形绕行实验

由图像可知，MEMS 器件在室内空间的航向误差随时间增加而逐渐累积，

但在一定范围内是完全可以满足定位需求的，稳定部分轨迹误差最大为 2.37m，

较未经任何处理的实验曲线有明显改进，曲线平滑度与精度也有较大提高。在

室内进行定位实验的过程中可融合其他定位方式，从而有效减小航向误差带来

的影响。



第九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391

3.4 基于 MEMS/UWB融合定位试验验证

从之前的 MEMS 定位实验验证可以看出，使用单个方法进行定位存在着一

些不可避免的误差。如果使用MEMS/UWB组合定位则可以将两者的优点相结合，

获得更好的定位效果。

为此，进行组合定位试验验证，实验过程如下：

在 3m*7m的矩形场地四角布置基站。

实验者手持 UWB基站，将 MEMS 绑在鞋上，在矩形场地内绕行两周。

图 3-14 MEMS 定位图像

获得 MEMS以及 UWB 的数据，分别进行处理，可得图像如下：

将 MEMS以及 UWB 的数据进行融合处理，得到图像如下：

将 MEMS、UWB 单独定位以及组合定位得出的结果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定

位的效果得到了有效的改善。

图 3-16 MEMS/UWB 组合定位图像

3.5 基于 BDS/UWB/MEMS 的室内定位系统

BDS/UWB/MEMS 定位系统，结合两者优点，各取所长，可以获得较好的定

位导航效果，优于三者各自独立工作的情况，可以提高系统的定位精度、连续

性和稳定性。在室外空旷的环境下，BDS 可以以最小的成本代价提供较高的定位

效果，当在室内或室外有遮挡的情况下，BDS失效时，转入 UWB/MEMS 定位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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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一方面 UWB 可以提供精确的定位信息，有效地校正 MEMS 航位推算所累

积的误差，使得系统在长航时导航时得到满意的定位效果；另一方面 UWB 信号

受到干扰或者由于成本原因部署基站较少时而无法定位时，利用 MEMS 进行临

时的航位推算可以有效弥补定位中断的缺陷，提高系统定位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基于 Kalman 滤波的 BDS/UWB/MEMS 定位系统不仅在室外能够取得较好的

定位性能，在高楼密集的市区和室内仍然能够取得较好的定位精度，因此这几

种特性互补的定位子系统的融合不仅能够提高定位精度，还可以实现室内室外

的无缝定位，扩大定位系统的使用范围。项目组采用了自适应加权融合算法实

现这些子定位系统的融合，实现了一个低成本高精度的 BDS/UWB/MEMS 组合定

位系统。

在以上实验的基础上，设计了基于自适应算法的 BDS/UWB/MEMS 室内定位

系统：

（1) 首先由 BDS 估计目标位置，接着进行性能检测，性能检测主要由 BDS
的水平精度衰减因子( horizontal dilution of precision，HDOP) 决定,精度衰减因子

与定位精度关系密切，精度衰减因子在 7 以内，定位效果最好，值越大，定位

精度越差，本项目中精度衰减因子的阀值选择在 7。
（3）当精度衰减因子小于设定的阀值时，系统就认为 BDS 的性能已经满足

移动目标定位性能需求，BDS 的输出可以作为整个系统的输出.
（4）当精度衰减因子大于设定的阀值时，系统会认为 BDS 的性能不可靠，

不能满足移动目标的定位需求，此时启动 UWB/MEMS 系统，其输出作为整个系

统的输出。

图 3-17 基于 BDS/UWB/MEMS 室内定位系统架构

经过实验验证 BDS 在室外能够取得较好的定位性能，而 UWB/MEMS 组合

定位系统在高楼密集的市区和室内能够取得较好的定位精度，因此 2 种特性互

补的定位子系统的融合不仅能够提高定位精度，还可以实现室内室外的无缝定

位，扩大了定位系统的使用范围。

四、总结与展望

4.1创新点

（1）在 BDS 定位、基于零速检测的 MEMS 航迹推算、UWB 定位实验的基

础上，提出了 BDS/UWB/MEMS组合的多源融合定位技术。充分利用各种定位源

的互补性，通过融合提高系统的定位的精度、可用度和可靠性，实现了一个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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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高精度的 BDS/UWB/MEMS组合定位系统。。

（2）设计了适用于智能终端的 BDS/UWB/MEMS 的室内定位系统，实现了

室内室外的无缝定位，扩大北斗导航系统的应用领域，解决了导航最后一公里

的问题。

4.2实验改进措施

（1）继续研究设计 UWB 复杂实验，考虑干扰、遮挡等情况，研究复杂情

况下 UWB的定位性能。

（2）设计开发出基于 Android 的 BDS/UWB/MEMS 的室内定位系统，提高系

统的可用性。

(3) 开展其他室内定位技术研究，如 Wi-Fi 指纹定位，地磁定位、蓝牙定位

技术等等。

4.3推广前景

（1）系统能解决导航“最后一公里”的问题，适用于基于位置的服务，如商

场、购物中心的导航导览，室内停车与寻车系统等等；

（2）UWB 相比于其他室内定位技术具有较强的穿透力、较小的发射功率，

可以满足特殊环境中的定位，如应用于航母上的舱内人员定位系统，后期可尝

试开发相应的定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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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的航行远程 ELT 触发与位置方案设计

作 者：汪凌霄、葛佳佩、谢洪德

指导教师：杨通

学 校：美国安博瑞德航空航天大学

【摘要】当航班飞机出现紧急情况时，现有的机载应急定位发射机（Emergency
Locator Transmitter，ELT）触发率较低、失效率较高，不利于对当前飞机位置信

息进行准确判断，导致搜救活动不能有效展开。本文充分利用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的导航定位功能和通信功能，提出了一种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远程 ELT
触发与定位方案。该方案能够在航班跟踪的飞机出现紧急情况下，远程触发 ELT，
并通过北斗系统在最短时间内建立与地面控制中心和搜救中心的通信，进而完

成对飞机的精确定位。

【关键词】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应急定位发射机（ELT）；触发与定位；短报文

一、引言

2014年 3月 8 日，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MH370航班由吉隆坡国际机场飞往北

京首都国际机场。该航班使用一架波音 777-200ER 客机（编号：9M-MRO），载

有 227名乘客（其中中国大陆 153人，中国台湾 1人）及 12 名机组人员，在马

来西亚与越南的雷达覆盖边界与空中交通管制（Air Traffic Control，ATC）失去联

系。失联后马来西亚、美国、中国、澳大利亚、英国等 11国采用多种搜救技术

和手段进行定位搜救，均未找到失联航班[1]。
据目前分析，MH370 事发前包括甚高频通信系统（Very High Frequency，

VHF）、飞机通信寻址与报告系统（ Aircraft Communication Addressing and
Reporting System，ACARS）、ATC 应答机等在内的通信和监视设备被人为关闭，

导致地面无法及时掌控飞机的运行状况。依靠仅有的卫星握手信号确定的飞机

位置给出的搜救区域过大，目前的搜救也并没有证明这一位置的正确性[2]。
马航 MH370事件的发生促使“全球航班跟踪”广受关注，进一步凸显了航

班全程监控的必要性与迫切性。而在突发事件中应急定位发射机（Emergency
Locator Transmitter，ELT）设备可靠性较差，据统计存在超过 50%的失效率，且

触发条件太少；卫星通信（Satellite Communication，SATCOM）受传输速度、设

备费用以及数据链使用费用等因素的限制；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GNSS）存在多个系统，仅全球定位系统（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GPS）在全球获得应用，其他系统尚未在民航应用或形成标准。上述大

部分方案采用的机载设备可轻易地被人为关闭，不具备独立性监控功能。

不管是从我国航空安全体系的建设，还是从紧跟国际民航发展趋势，还是

从航班跟踪技术本身对民航安全运行的重要程度等方面来看，有必要开展紧急

情况下针对 ELT触发与定位的相关研究，以确保飞机与地面之间的正常通行，为

后续救援和搜救等活动的展开提供有利条件。

本文的主要内容安排如下：第 1节阐述了所提方案设计的研究背景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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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节和分别介绍了 ELT的基础知识。第 3 节为本文提出的系统方案设计，主要

包括系统原理、系统工作模块设计、通信方式和数据库设计等内容。第 4 节为

本文的结论。

二、应急定位发射机（ELT）

ELT是飞机上最常用的遇险示位标，它也是可以检测和定位遇险飞机的跟踪

发射器。根据中国民用航空规章 CCAR91.435R2 的要求，在 2008 年 7 月 1 日以

后，任何批准载客 19人以上的所有飞机必须至少装备一台自动应急定位发射机

或两台任何类型的应急定位发射机。如图 1 所示，安装在飞机上的固定式 ELT
是无线电信标，可以与用于搜索和救援的 COSPAS-SARSAT 系统相连接。当 ELT
被激活时，信标发出求救信号，卫星检测到信号，通过三边测量进行三角组合

定位，可用于飞机发生事故后的应急定位，有助于搜救[3]。

2.2 ELT的性能指标

1） 使用频率

ELT使用的频率可分为 121.5 MHz、243 MHz和 406 MHz三种。

a）121.5 MHz频率：供使用 117.975-137 MHz频带内的航空移动业务电台进

行遇险和安全无线电话的通信；还可用于营救器电台和应急示位无线电信标电

台。

图 1 安装在飞机上的固定式 ELT

图 2 ELT 原理框图

b）243 MHz频率：供营救器电台使用的频率；可用于有人驾驶空间飞行器

的搜索和救援工作。

c）406-406.1 MHz 频带：是卫星应急示位无线电信标地对空方向的专用频

http://www.baike.com/wiki/%E7%A9%BA%E9%97%B4%E9%A3%9E%E8%A1%8C%E5%99%A8
http://www.baike.com/wiki/%E7%A9%BA%E9%97%B4%E9%A3%9E%E8%A1%8C%E5%99%A8
javascript:linkredwin('%E6%97%A0%E7%BA%BF%E7%94%B5%E4%BF%A1%E6%A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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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

全球卫星搜救系统 COSPAS-SARSAT 在 2009 年 2 月 1 日后中止航空 ELT 的

121.5/24 MHz 频率业务，同时我国民用航空规章 CCAR91R2 也有明确规定：2010
年 1月 1日后航空器装备的 ELT必须能同时具备 121.5 MHz和 406 MHz的发射频

率。三种发射频率的工作参数如表 1所示。

表 1 三种发射频率的工作参数对比

发射频率 功率 发报时间

406 MHz 5 W 24 h

121.5/243 MHz 50 mW 50 h

121.5/243 MHz 100 mW 48 h

2) 触发条件

现在装机使用的 ELT可通过空中自动检测紧急情况激活或者地面激活。触发

条件如下：

1）ELT控制面板或 ELT发射机前面板的开关有一个处于 ON 位时触发；

2）ELT感觉到飞机速度极度变化时（速度增量大于 4.5±0.5ft/s或 2.3±0.3g）
触发；

3）ELT纵向受力产生大的加速度 5g时触发；

4）入水触发。

2.3 现有 ELT面临的问题

2014年的航空公司客机事故，如法航在多伦多跑出跑道，法国在巴西的航

空事故和失踪的马航 MH370等，这些飞机都装备了几个 ELT或其他报警设备，

但是 ELT或报警设备都没有被激活。2005年 8 月，ELT任务小组提供的统计数据

表明：现行 121.5 MHz 的 ELT极限工作时间仅为 50 小时，且存在超过 50%的失

效率。

三、设计方案

3.1 系统总体设计方案

本系统由北斗二代导航定位系统、地面监控中心、机载移动终端和无线通

信网络四部分组成。为飞机航班提供全天候、实时的定位导航及预警和应急救

援服务。整个系统采用 C/S 架构进行开发，分为服务器端与客户端。服务器端

是地面监控中心的服务器，它以 Windows Server 2008 为操作平台，使用 Google
提供的 Google Earth API 和 KML 结合 C#语言进行二次开发[4]。服务器端的服务

器使用 SQL Server 2005 来构建。客户端是以 Android 智能操作系统为平台的移

动终端，使用 Java作为开发工具进行基于 Google Map的开发。总体设计结构图

如图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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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总体设计结构图

3.2 机载移动终端设计

作为提供定位与预警服务的机载移动终端，应该具有较好的便携性，较好

的稳定性以及良好的续航能力。移动终端硬件主要包含五大模块：主控模块、

北斗模块、3G无线通信网络模块、人机接口模块、多媒体模块。其中，主控模

块是系统核心，负责对各模块进行管理，同时协调管理系统内部模块间的正常

通信。北斗模块负责进行飞机定位与短信交互。而 3G 无线通信模块负责移动终

端与服务端通过 3G 网络进行通信。人机接口模块则保证用户能够与系统进行良

好的互动。借以主控模块和多媒体模块实现各种数码功能[5]。移动客户端的软

硬件结构图如图 4所示[6]。

图 4 机载移动终端软硬件结构图

1) 功能模块设计

移动终端的功能模块包括：“系统管理模块”、“定位查询模块”、“短信服务

模块”、“紧急报警模块”。系统管理模块：负责对整个软件系统进行管理，设置

各个模块参数，监测系统运行情况。定位查询模块：负责对获得的卫星信号进

行解算得到飞机大地坐标及飞行状态并予以显示；负责响应用户的查询。短信

服务模块：负责与其他移动终端以及地面监控中心的信息交互。紧急报警模块：

负责在紧急情况下提供 ELT紧急触发和定位的“一键报警”功能，完成移动终端

对监控中心的紧急报警。如图 5和图 6所示，分别为 ELT紧急触发和定位的“一

键报警”时机载终端和监控中心处理应急情况的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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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机载终端 ELT紧急报警触发定位流程图

2) 新增 ELT触发条件及标准

虽然新一代的 406 MHz ELT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虚警数量，能够提供相对较

高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但 2014 年 5 月的 ICAO 全球航班跟踪多学科特别会议工

作报告 9中指出其工作时间不足 24 小时，而且其失效率尚未确定。

目前，新增的空中 ELT触发条件和信息发送频率分别为：飞机碰撞前、地面

在探测到紧急情况和出现不正常事件时触发。还将第一次发送报警信息的时间

改为触发后 3 s；发送频率设定为前 30 s 内每 10 s 发送一次，后续回复每 50 s
发送一次。下面主要介绍 ELT在不正常事件情况下的触发标准和其定义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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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监控中心 ELT紧急报警处理流程图

2011 年 3 月，BEA 阐述了 ELT 不正常事件的触发标准，并对紧急情况的估

计和判断，判断标准如表 2 所示。该标准利用二元逻辑法产生，即一个条件只

有真或假两种状态。如果一个条件为真，那么它被认为是紧急情况已经开始。

否则，如果所有条件都为假，则该航班被认为是正常的。

上述新增 ELT 触发条件标准的制定能够更好地增强飞机与地面控制中心之

间的通信，确保飞机安全地完成飞行任务。此外，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卫星将会

为 ELT及任务控制中心 MCC 之间提供专门的通信链，以增强搜索和救援阶段（由

MCC 确认失事信号）的能力或者远程触发 ELT。这项新增的服务被称作返回链路

业务（Return Link Service，RLS）。该链路使得在诸如 ATC面对不接受管制飞机等

情况下，ELT可经由地面 MCC 触发，并传输飞机位置信息。并且应该制订规则

使这些紧急定位装置只能由 MCC 取消激活，但不能由机组人员取消激活。

表 2 不正常事件情况下 ELT触发标准

事件类型 时间名称 判断准则 确认时间

不正常姿态

极端倾斜角

{|滚转角|>50°}或者

{|滚转角|>45°并且|滚转角速度|>45°

/s}

2 s

极端俯仰角

{俯仰角>30°}或{俯仰角<-20°}或

{俯仰角>20°并俯仰角速度>3°/s}或

{俯仰角<-15°并俯仰角速度<-3°/s}

2 s

不正常速度 失速 失速警告报警 1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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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空速过低
{CAS<100 英尺(*)并无线电高度>100 英尺}

(*)DHC-6 为 60 英尺
2 s

极端垂直速度 {|V/S|>9000 英尺/分钟} 2 s

超速
{|空速|>400 节}或{超速警告报警并高度

<15000 英尺}
2 s

极端加速度 异常荷载系数 {nz>2.6g 或 nz<-1.1g}或{|ny|>0.25g} 2 s

控制指令输

入

极端滚转指令

{|Captain Rollcmd|>50 或 |F/O

Rollcmd|>50}

并且{IAS>80kt}

2 s

极端方向舵指

令
{|Rudder position|>6°并且 IAS>240kt} 2 s

地面进近

TAWS 警告 TAWS warning/alert=TRUE 1 s

飞行高度过低

（起飞高度过

低）

{40<Radio Altitude<100 且 Eng1N1>80%

并且 Eng2N1>80%
10 s

其他
TCAS TCASRA=TRUE 1 s

客舱高度警告 CABINALTWARNING=TRUE 10 s

3.3 工作原理及性能分析

本方案设计主要工作原理如下：

飞机在航行过程中，当机载设备出现异常情况时，若紧急情况满足 ELT触发

条件，激活 ELT，并与地面控制中心进行通信。具体过程为：通过接收北斗卫星

信号，进行解算得到飞机位置，并通过无线通信网络或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向监

控中心发送飞机位置进行精确定位，供监控中心进行航行情况判断。当地面监

控中心检测到飞机发出预警时，移动终端在接收到预警信号后，用户根据具体

情况采取相应措施，防止出现不必要的误操作或陷入危险。当报警模块被激活

后，救援中心将对飞机进行持续定位跟踪。监控中心收到报警信号后在监控中

心主界面上高亮显示报警飞机位置并做出反应，联系相关部门进行相应的部署。

四、总结

本文提出的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航班远程 ELT 触发与定位方案设计可

以在航班跟踪的飞机出现紧急情况下，远程遥控触发 ELT设备，并通过北斗卫星

导航系统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与地面控制中心和搜救中心的通信，进而完成对

飞机的精确定位。在此过程中，该方案的机载终端可以将异常情况记录下来，

便于以后飞机的维护与维修，对于飞机机载设备的改进和升级也有一定得借鉴

意义。本文提出的方案设计不仅可以应用于航班跟踪时紧急情况的应急救援与

预警，进行适应性的改进后还可以用于军事服务等领域，具有广阔的推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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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全球对讲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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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信息社会化的发展，通信技术成为代表当今社会发展水平的一个

重要指标，而语音通信毫无疑问是人类通信的最重要的形式之一。我国自主研

制的北斗卫星具有能够传输短报文的独特功能，北斗卫星数据通信传输性能指

标为 1680比特/次，时频 1~60s。其中包括一定量控制位。因此，为了满足语音

能够在北斗卫星信道中传输，必须将发送语音数据进行进一步压缩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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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上述思想能较好解决语音音质与有限码长度之间矛盾，有效降低码率，保证

语音信号清晰可懂前提下实现语音在北斗通信信道中准实时传输，该方法具有

良好的应用前景，扩展了北斗卫星系统应用能力和范围。

【关键词】：语音压缩 MELP 算法 北斗 短报文通信

[Abstract] The digital speech encoding technology is most widely used in the
telephone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Beidou satellite communication data
transmission performance index is 1680 bits / times, including a certain amount of
time frequency 1~60s. control bit. Therefore, in order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speech transmission in Beidou satellite channels, the transmitted data must be
compressed and encoded.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Beidou communication channel, a 300bps low bit
rate vocoder based on the speech compression algorithm using MELP algorithm and
multi frame model combined with speech parameter quantization technology,
effectively solv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speech quality and code length,
reduce code rate, improve the decoded speech intelligibility and to improve the
speech quality under low bit rate speech signal, his method has a good application
prospect, expanded Beidou satellite system application ability and scope.

[Key words]: Voice compression; MELP algorithm; BeiDow; Message
communication

一、作品创新点

1.1低速率语音压缩算法

我国自主研制的北斗卫星具有能够传输短报文的独特功能，北斗卫星数据

通信传输性能指标为 1680比特/次，为了满足语音能够在北斗卫星信道中传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