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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apid growth of urban population, the increasing volume of urban household 
waste and the increasing complexity of the garbage structure have greatly increased the 
difficulty of garbage disposal.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garbage recycling 
in China in detail and lists advanced examples of waste recycling abroad. Finally, a garbage 
sorting and transportation optimization system based on Beidou satellite is proposed to 
provide some ideas for urban garbage recycling in China. 

【Key Words】Municipal solid waste；BEIDOU；Garbage classification；Transportation 
optimization；Distribution optimization 

一、 背景及意义 
1.1 我国城市垃圾回收问题现状 

自 21 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人民消费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城市环境
问题日益突出，成为了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在我国，垃圾分类回收问题是
城市环境恶化 主要的因素之一，城市每年垃圾产量高达上亿吨，逐渐吞噬着我们日益稀缺
的土地资源。因为垃圾量巨大，没有适当的分类及处理手段，所以只能使用填埋、焚烧等方
法一次性处理大量垃圾，这导致我国多年来垃圾堆存量高达 6 亿多吨，侵占 30 多亿平方米
的土地，焚烧更是对我国本就处于低水平的空气质量造成了进一步恶化，形成了“垃圾包围
城市”的尴尬局面。 

我国垃圾种类趋于复杂化，除了人们平常的生活垃圾，还包括医用垃圾，存在大量病毒
及危险的化学物品。装饰垃圾，如油漆、塑料等，难降解，污染环境。还有电子垃圾，放射
性垃圾，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等等。 

垃圾分类作为一切垃圾回收的源头，对于整个系统的运作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公
民对垃圾分类意识的缺乏，所以经常把生活垃圾打包投放到任意一个垃圾桶里，三类垃圾桶
形同虚设，使得大量不同种类的垃圾混杂到一起，难于分类回收。而且我国的垃圾桶没有一
个统一的标准，让垃圾分类不能完善，给后续的垃圾分拣处理工作形成了很大的难度。即便
近年来许多国内城市意识到了垃圾分类回收的重要性，但就全国来说，垃圾分类问题依然没
有得到好转，这仍然是一个让人十分头疼的问题。 

可以说，垃圾分类回收问题在我国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我们应针对问题源头，也
就是垃圾分类问题发展攻势，提出了一些设想和方案，为以后的处理形成良好条件。 

1.2 国外的垃圾回收现状 

基于北斗卫星的垃圾分类回收及运输优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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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日本的街道垃圾桶实景 

国外很多国家在垃圾回收方面做的很好，比如在日本，无论是人来人往的大街，或是安
静偏僻的小巷，都是干干净净的，几乎没有垃圾聚集的痕迹。而且与国内几步一垃圾桶的状
况不同，日本垃圾桶的分布半径很大，只有在人流量较大的公共场所才会摆放有垃圾桶，这
并不是日本对于垃圾桶的疏忽，而是因为日本居民拥有随身携带垃圾袋的习惯，他们具有很
强的分类意识，会将随身携带的垃圾装在相应类别的垃圾袋里，带到附近或家中的垃圾桶里
扔掉。日本对于垃圾分类规划的非常细致，一套垃圾桶一般在四、五个以上，在日本的某些
区域，垃圾分类甚至多达 20 多个类目。 

日本在法律和教育上都对垃圾回收意识方面做出了相应的措施。例如日本有一项闻名
的《废弃物处理法》，其中有一项规定：胡乱丢弃废物者将被处以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
罚款 1000 万日元，由此可见日本对居民垃圾回收意识的培养无比重视。在过去几十年里，
日本凭借着严格的管理制度，建立了堪称全世界 完善的垃圾回收体系，将垃圾资源的回收
率从 1990 年的 5.2%提升至 2012 年的 20.4%。以邻为鉴，要想在中国建立系统的垃圾回收体
系，需要从垃圾回收系统上做出调整和创新。 

1.3 国内研究现状 
2017 年 3 月，国家发改委和住建部印发了《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明确到 2020

年底，基本建立垃圾分类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活垃圾分类模
式。在此号召之下，很多企业和集团在垃圾分类领域展开了创新和探索。 

例如某公司推出的智能垃圾桶现已在福州试点运营。该智能垃圾桶能够识别垃圾袋上的
专属二维码，用户向垃圾桶中扔入可回收垃圾时会得到微信零钱的回馈。但经过我们的调研
后，我们发现该项目仍存在问题。此项目本质上是一种商业行为，利用智能垃圾桶低价买进
可回收垃圾再转卖给垃圾回收站和拾荒者。这很有可能造成拾荒者等人拿走有价值的垃圾资
源后把剩余的垃圾再次扔掉，使得垃圾分类完全丧失了作用。除此之外，该项目的还存在垃
圾桶造价高昂，会产生恶意刷单现象等问题。可以说，在垃圾分类回收方面仍需要我们新时
代青年的努力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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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福州某公司设计的盈利用垃圾桶 

1.4 北斗卫星系统的发展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由5颗静止轨道卫星和30颗非静止轨道卫星构成，对于地面上的任

意一点都可以同时观测到四颗以上的卫星。卫星的位置可被精确定位，利用四颗卫星可对
接收器的位置和钟差求解。从而得到接收器的确切经纬度。于此同时，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还具有卫星/接收器实时短报文通讯等功能。 

图 3 北斗导航原理图 
目前,北斗系统已成为国际移动通信标准支持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稳步推进北斗系

统走出去"被纳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规划,已与各国广泛开展合作。如今,北斗作为国家名
片,已成为我国对外交往的重要合作项目,显著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为联合国卫星导航委员会已认定的供应商，是被国际认证的能够
精确定位的卫星系统，具有无限的开发潜力。 
二、 基于北斗卫星的垃圾分类回收及运输优化系统的总体设计 
2.1 系统功能概述 

2.1.1 实时各类垃圾质量分布监测与追踪 
在每次垃圾车收垃圾之后，垃圾桶内垃圾重量以垃圾车内垃圾重量会发生变化，而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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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变化的数据会被发送到我们的主机端。同时，系统也会记录垃圾车的输送路线，进而我们可
以在地图上绘制出该种垃圾的流向，监测某一类别垃圾的垃圾量是否如数流向了指定的垃圾
处理站，以免出现垃圾被运送到了错误处理站的情况，以达到 大限度的回收可利用资源。 

不慎将贵重物品扔到了垃圾桶中时，也可以追踪到这一批垃圾被运送到了哪个垃圾站，
尽可能挽回损失。而垃圾站也可以获得每一批次垃圾是来自哪一个垃圾桶，以及将这些垃圾
转移到垃圾车上的具体时间，这样可以避免如小区医务室产生的医疗垃圾被非法回收等问
题，且如果出现了可疑物品，也可以迅速获得该物品被丢弃的地点以及时间的较准确范围。 

2.1.2 数据分析垃圾车时间分布优化 
目前，城市垃圾的回收基本上都是由保洁员定时清理的，这就导致了有的垃圾桶内垃圾

溢出却没人收，有的垃圾桶内在保洁员来收的时候其中没有多少。系统主机端在获得数据以
后，通过对各个街区内垃圾桶内各类垃圾的桶内保有量进行监控与分析，可以仅在 需要的
时候及时派遣垃圾车进行垃圾运输，相比于现在城市保洁员定时收垃圾，这样可以 大限度
的节约人力资源，同时减少污染物排放。 

2.1.3 数据分析垃圾车空间分布优化 
更进一步，我们可以实时为垃圾车规划出一条 优的路线，让垃圾车的每一次出勤都能

获得 大的效果。将垃圾车的时间分布与空间分布同时优化，可以在保证垃圾得到及时处理
的情况下尽可能减少在城市中穿行的垃圾车，美化环境，同时也能够节能减排，优化交通。 

2.1.4 城市垃圾桶分布优化 
在此基础上，如果主机端持续监测到某一垃圾桶内的垃圾增长速度过快，则可以考虑在

该区域内多设置垃圾桶。若某一垃圾桶内垃圾量一直很低，则可以考虑移除此垃圾桶。如此
便可使垃圾桶的分布变得更加合理，使得优化后的垃圾车分布更加稳定，同时也能美化市容
市貌。 
2.2 系统架构 

2.2.1 系统架构图 

图 4 项目系统架构图 

2.2.2 系统架构概要 
我们的系统主要由智能垃圾桶、主机端、垃圾车、APP 四部分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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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桶主要负责垃圾的分类，能够获得各类垃圾数量的数据，且搭载有通信模块，可以
对自己进行定位并将有关数据发送给主机端，同时也有可以和垃圾车通信的蓝牙模块。 

而垃圾车主要负责垃圾的输送，每一辆垃圾车每次出勤仅能回收一种垃圾。垃圾车上载
有车载终端，它可以通过蓝牙模块让垃圾桶解锁相应种类的垃圾储藏桶，回收该类垃圾，同
时也能够记录垃圾相关数据，并传输给系统主机端。还可以向垃圾车的驾驶员及工作人员显
示从主机段获得的路线图以及垃圾桶的相关信息。 

系统主机端接受来自垃圾车和垃圾桶的数据，并通过一定的算法计算，在可获得 大收
益的时候派遣垃圾车，并通过现在已经较为成熟的路径规划与导航技术为垃圾车规划 适合
的路线，或是通过积累的数据对垃圾桶的分布进行优化。系统主机端也会把一些数据发送到
APP，以及垃圾车的车载终端上。 

APP 的受众主要是小区居民和垃圾车驾驶员。它可以使小区居民了解到附近垃圾桶的情
况，以及一段时间内各种垃圾的回收量，方便小区居民的同时调动其积极性。垃圾车驾驶员
则能从 APP 上得到垃圾车 优路径。 
三、 模块设计 

图 5 垃圾桶模块设计图 
3.1 垃圾桶结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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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垃圾桶外观示意 

3.1.1 北斗模块 
我们使用的是中科微电子 ATGM332D 北斗定位芯片。中科微电子 ATGM332D 北斗定位

芯片是中科微电子基于 ATGS01 研发的单芯片。其包含 32 个跟踪通道，可以接收 BDS（北
斗卫星导航系统）、GPS 的单系统和双系统联合定位，同时具有-160dBm 的高识别精度。在
软件方面，ATGM332D 北斗定位芯片可以实现 TXT 格式的文本信息输出、天线短路检测及
自保护，同时支持远程升级功能。是一款真正实现实时传输信息，自保护，自升级的高精度
多模卫星的导航芯片。我们使用的是其中的北斗系统，利用其高精度、实时通讯的特点，反
馈装置的实时位置坐标、垃圾量，来达到反映各类垃圾量动态分布和智能回收垃圾桶动态分
布的目的。 

图 7 北斗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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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垃圾分类模块 
目前，一般的家庭中都会在厨房，厕所，书房中摆放多个垃圾桶。在厨房产生的厨余垃

圾就直接扔到厨房的垃圾桶里，在书房产生的废弃纸张等就直接扔到书房的垃圾桶里。我们
可以通过附近的商店或者居委会为小区住户发放一些不同颜色的垃圾袋，将这些不同颜色的
垃圾袋套在不同位置的垃圾桶上，这样就使不同种类的垃圾都与一种颜色的垃圾袋一一对
应。 

在我们的垃圾桶中，放置有垃圾分类模块，可以通过颜色区分出垃圾袋的种类。 
在我们研究的过程中，我们曾尝试用光敏电阻配合 RGB 灯板来进行颜色识别。即通过

检测被测物体表面对不同色光的反射率来判断颜色。但它的准确率较低，于是我们决定采用
专门的 RBG 颜色传感器。 

图 7  颜色传感器           图 8  颜色传感器原理示意图 
TCS230 是 TAOS 公司推出的可编程彩色光到频率的转换器。它把可配置的硅光电二

极管与电流频率转换器集成在一个单一的 CMOS 电路上，同时在单一芯片上集成了红绿蓝
(RGB) 三种滤光器。TCS230 的输出信号是数字量，可以驱动标准的 TTL 或 CMOS 逻辑输
入，因此可直接与微处理器或其他逻辑电路相连接，不再需要 A/D 转换电路，使电路变得
更简单，更加适合在我们的垃圾桶中使用。 

当入射光投射到 TCS230 上时，通过光电二极管控制引脚 S2、S3 的不同组合，可以
选择不同的滤波器；经过电流到频率转换器后输出不同频率的方波(占空比是 50%)， 不同的
颜色和光强对应不同频率的方波；还可以通过输出定标控制引脚 S0、S1，选择不同的输出
比例因子，对输出频率范围进行调整，以适应我们的需求，更高精度的获得颜色识别的结果。 

在知道了垃圾袋的颜色后，我们可以相应地获得其中所含垃圾的种类，在由 arduino 开
发板控制四根丝杠以操控平台的倾斜，从而将垃圾袋从垃圾桶投入口的识别区转移到垃圾桶
中储藏不同垃圾的桶中。这种方式处理垃圾的速度快，并且在没有垃圾投入的时候也能较好
的闭合，减少异味的扩散。 

同时，在我们的系统中，每种垃圾车只能打开一种垃圾的储藏桶，这便使这种垃圾车成
为专门运输这一种垃圾的垃圾车，例如运送可回收垃圾的垃圾车只能打开垃圾桶中的“可回
收桶”，取走里面的垃圾，专门运输可回收垃圾到指定回收站，使得垃圾桶的分类功能切实
有效，而垃圾车与垃圾桶的交互，则会在 3.1.4 中说明。 

3.1.3 垃圾量检测模块 
我们采用称重传感器和光电开关传感器共同测量垃圾桶内垃圾量的变化。由于我们不需

要很高的精度，我们的称重传感器采用武义县泉溪镇辉腾电子厂的一款小型人体秤传感器，
它也可用于我们垃圾称重模块，它千分之三的精度也足够我们使用。它工作时需要的电源电
压为 3V，输出形式为电压输出。我们将多个这种传感器分别安装在储藏各类垃圾的桶中，
并取测得的 大值为桶内垃圾的重量（防止桶内垃圾不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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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的重量数据很难代表垃圾桶内垃圾的情况，因此我们同时在垃圾桶内不同高度处放
置多组光电开关传感器，通过光电开关被遮挡的情况来大致判断垃圾桶内的垃圾体积，进一
步判断是否需要及时清理。 

图 10 称重传感器 
3.1.4 通讯与交互模块 
为了使一种垃圾车只能回收一种相应的垃圾，真正的做到垃圾分类，垃圾桶与垃圾车之

间的交互至关重要。因为收垃圾时垃圾车距离垃圾桶距离较近，所以我们使用蓝牙模块进行
垃圾桶与垃圾车间的交流。垃圾车和垃圾桶上各有一块带有蓝牙模块的开发板，通过蓝牙连
接，垃圾车会将自己回收的垃圾种类发送给垃圾桶，使垃圾桶内的模块知道所来的垃圾车是
回收何种垃圾的。在确认了垃圾车的种类之后，开发板会打开与之对应储藏桶的机械锁，亮
起垃圾桶上相应的指示灯，并保持其他桶的锁闭状态，使得垃圾车中的垃圾回收人员只能打
开以免垃圾车收错垃圾或是图方便一次性收掉所有种类的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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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蓝牙模块 
而垃圾桶、垃圾车和终端之间的数据传输，则无法使用蓝牙传输，于是我们使用北斗短

报文或 4G 进行传输。 
3.2 垃圾车结构设计 
垃圾车的新结构由北斗模块、交互与通信模块、垃圾量检测模块组成。这些模块独立于

垃圾车之外，对于垃圾车的物理结构并不产生明显影响。也就是说对于现有的垃圾车可以直
接安装这些模块，便能得到项目所需的智能垃圾车，可实现性极高。 

图 12 垃圾车模块设计图 
垃圾车的驾驶员则通过本项目的 app 实现与主机端的交互，从而获得实时的垃圾量分

布图。与此同时主机端也会将所规划出的能收获 多垃圾的路线发送至驾驶员的 app 上，
驾驶员只需要按照规划的路线去收垃圾便能收到数量 多的、分类完成的垃圾。这不仅不会
给驾驶员造成额外负担，甚至能减轻驾驶员的工作量。 

3.2.1 北斗模块 
我们使用中科微电子的 ATGM332D 北斗定位芯片和配套的数传电台。该元件的功能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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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在 3.1.1 中叙述过，在此不做赘述。 
3.2.2 垃圾量检测模块 
我们采用称重传感器和光电开关传感器共同测量垃圾桶内垃圾量的变化。此功能在

3.1.3 中已经叙述过，在此不做赘述。 
3.2.3 通讯与交互模块 
垃圾车上有一块搭载蓝牙模块的开发板。它可以向垃圾桶发出蓝牙信号，让附近的垃圾

桶得知前来的垃圾车回收的是何种垃圾，使得对应的垃圾桶打开储藏锁并亮起指示灯。 

3.3 主机端设计 
3.3.1 垃圾车路径规划 
据统计,2016 年国内导航定位终端产品总销量突破5.3 亿台,汽车导航后装市场终端销

量达到800 万台,汽车导航前装市场终端销量突破550 万台。由此可见，利用北斗系统的汽
车导航系统已经非常成熟了。汽车的导航系统中有路径规划的软件和城市的地图库。我们
可以在北斗汽车导航的基础上进行改进，使得软件规划出的路径是垃圾量 多的一条路
线。解决垃圾车的路线问题，实质上是在解决一个离散域范围内遍历式 优路径的问题。
我们选取垃圾站的位置作为起始点，垃圾量较多的垃圾桶为子目标节点，要求垃圾车以
短的路径从起始点出发，遍历所有子目标节点后回到起始点。离散域范围内遍历式 优路
径的问题主要用途就是解决车辆路径的旅行商问题（TSP），这很适合我们的项目要求。解
决TSP问题我们可以采用蚁群算法、禁忌搜索算法、模拟退火算法、神经网络算法等方
法，再结合已经成熟的城市地图库，就可以规划出目标路线了。 

图 9 蚁群算法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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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时间和资源的限制，我们采用蚁群算法的蚂蚁系统来规划路径。蚁群算法是解决
TSP问题的 常用手段。下面给出蚁群算法的搜索过程。 

在初始时刻， m 只蚂蚁随机放置于城市中，各条路径上的信息素初始值相等，设为：

0(0)ij 
为信息素初始值，可设 0 mm L  ， mL 是由 近邻启发式方法构造的路径长

度。其次，蚂蚁 ( 1, 2, )k k m  ，按照随机比例规则选择下一步要转移的节点，其选择概

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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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j 为边 ( , )i j 上的信息素，
1ij ijd 

为从城市 i 转移到城市 j 的启发式因子，

kallowed 为蚂蚁 k 下一步被允许访问的节点集合。

为了不让蚂蚁选择已经访问过的节点，采用禁忌表 ktabu 来记录蚂蚁 k 当前所走过的

节点。经过 t 时刻，所有蚂蚁都完成一次周游，计算每只蚂蚁所走过的路径长度，并保存

短的路径长度，同时，更新各边上的信息素。首先是信息素挥发，其次是蚂蚁在它们所
经过的边上释放信息素，其公式如下： 

(1 )ij ij   
 ，其中  为信息素挥发系数，且 0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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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k
ij 是第 k 只蚂蚁向它经过的边释放的信息素，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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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边(i,j)在路径T 上

，否则

根据信息素的公式可知，蚂蚁构建的路径长度 ijd
越小，则路径上各条边就会获得更多

的信息素，则在以后的迭代中就更有可能被其他的蚂蚁选择。 
蚂蚁完成一次循环后，清空禁忌表，重新回到初始节点，准备下一次周游。 
对于本项目，垃圾车是“蚂蚁”，借助北斗卫星的短报文传输我们可以得到是蚂蚁需要

遍历的节点，借助主机端中的地图库我们可以得到节点的位置。由此算法我们可以得出垃
圾车的 优路径。 

3.3.2 垃圾桶的分布优化 
主机端可以通过北斗的短报文功能获得各处垃圾桶的垃圾量。除了实时的路径规划之

外，主机端也可以把这些数据存储下来。每隔一个星期取垃圾量的平均值，测算出该垃圾
桶的平均垃圾量。若监测到某垃圾桶的平均垃圾量一直很高或连续几个星期连续增加，则
向系统管理员发布在该地区增设垃圾桶的提示。若某垃圾桶连续很长时间未接受到垃圾，
则提示系统管理员考虑拆除该垃圾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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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监测垃圾流向 
垃圾车上装有北斗定位模块，能够检测垃圾车的位置。垃圾车上装有质量检测模块和

北斗模块。当垃圾车上的垃圾增多时，检测到质量传感器电压的变化，北斗模块会把垃圾
车当前位置以及当前垃圾量发送到主机端上。主机端会记录下垃圾车当前的垃圾量，同时
设置垃圾车当前位置为一个节点。通过比对垃圾车此节点和前一个节点间垃圾量的差异，
我们就可以得知垃圾车从该节点处的垃圾桶收走了多少体积、质量的垃圾。由于垃圾车的
路径是规划好的，从主机端上我们也可以得知这一批垃圾的流向，从而监控这批垃圾是否
流向了正确的回收站。 

3.3.4 信息传输中枢 
主机端也是信息传输的中转站。垃圾桶和垃圾车其中垃圾的数据全部都是经由主机端

呈现到APP上和系统管理员的终端上的。主机端通过4G信号与小区居民的终端进行通讯，
从而使居民的APP上呈现各种数据。可以说，主机端是这个项目的“中枢神经”。 

3.4 实时客户端 APP 设计 
针对分类垃圾桶和垃圾车我们设计了两款客户端 APP 分别提供给社区居民和运输车驾

驶员使用。 
居民使用的 APP 可以显示居民附近的智能垃圾桶，当点击屏幕上的某个垃圾桶时（如

图中有半透明蓝绿底色圈的垃圾桶），可以打开这个垃圾桶的详细信息菜单栏，它会显示出
所点击垃圾桶的储量详细信息，包括垃圾桶内的各类垃圾含量，并且对于在垃圾车回收路线
上的垃圾桶，APP 也会显示出垃圾车抵达该垃圾桶的预测时间（如图中所选中垃圾桶的可回
收垃圾将在 30 分钟后被垃圾车收走）。如果居民发现某个垃圾桶有损坏，可以在详情菜单中
进行垃圾桶报损。 

驾驶员用的 APP 可以显示城市各处的智能垃圾桶垃圾量。当驾驶员选择出勤时， APP
会显示以当前位置为起点的一条路线。驾驶员按照此路线驾驶智能垃圾车便能获得 大收
益。当智能垃圾车靠近垃圾桶时，APP 会提示驾驶员停车并回收相应种类的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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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APP 设计图 图 15  APP 功能示意 

四、 使用流程 
4.1 居民使用流程 

小区居民可以在附近的超市或者居委会领取到我们所提供的彩色垃圾袋，并将不同颜色
的垃圾袋分别套在位于厨房，卧室等地，这样就可以使垃圾袋颜色与垃圾袋内的垃圾种类相
互对应。 

居民扔垃圾前，可以通过 APP 查看附近垃圾桶的位置，以及各垃圾桶中各种垃圾的保
有量，方便居民选择合适的垃圾桶扔垃圾。 

居民扔垃圾时，只需要将这些不同垃圾袋逐个放入垃圾桶中，垃圾桶会自动进行分类，
并将不同的垃圾袋储藏在不同的储藏箱里，等待垃圾车的转运。如果遇到已经损坏的垃圾桶，
居民可以使用 APP 报损。 
4.2 垃圾车驾驶员使用流程 

垃圾车驾驶员可以在 APP 中看到系统为垃圾车规划的路线以及当前垃圾车位置，并按
照该路线驾驶垃圾车。在即将遇到需要收的垃圾桶时，APP 会提示驾驶员停车。当垃圾车与
垃圾桶靠近时，蓝牙模块会自动配对，并为垃圾车驾驶员解锁相应种类垃圾的储藏箱，亮起
相应的指示灯。垃圾车上的工作人员可以根据指示灯的提示将对应种类的垃圾转移到垃圾车
中。在收完了路途上所有的垃圾桶后，在跟随 APP 的导航将垃圾运输到相应的垃圾处理站
中。 
4.3 系统管理员使用流程 

系统管理员可以检查系统主机端总结的垃圾流向数据，以监控各种垃圾是否获得了正确
的运输。同时也需要回应用户通过 APP 对垃圾桶的报损，及时联系相关人员进行维修。当
收到来自主机端的垃圾桶分布优化提示时，管理员可酌情联系市政工作人员依照系统提示进
行垃圾桶分布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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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系统管理员还要负责系统的维护与检修，避免系统运行时出现问题。 
五、 实验验证 

我们对项目中的垃圾桶部分进行了部分的验证试验，我们采用三合板来制作垃圾桶构型
的壳体结构，使用榫卯，胶接等连接方式将数块三合板连接，制作产品模型，以验证结构设
计的合理性。 

在实验中，我们使用 RGB 灯板进行验证试验。我们首先让灯板亮起三种不同颜色的光，
并将不同颜色的垃圾袋放在传感器前，采集光敏电阻两段的电压，获得多组数据。并根据不
同颜色垃圾袋提供的数据，划定一个数据范围，并依据这个范围对垃圾袋的颜色进行判别。
经过试验与多次调试，垃圾袋颜色鉴别的成功率大约在 70%，在更换了相对更厚的垃圾袋之
后，鉴别成功率有了明显的提升。对于将在正式系统中使用的颜色传感器，它的工作原理与
此类似，并有着更高的精度。 
六、前景展望 

目前我们的垃圾分类回收系统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非常迅速，图
像识别技术将很快得到广泛应用。我们希望用图像识别技术代替颜色识别技术，并结合大数
据分析用户扔的到底是什么垃圾。这样便没有必要给用户分发不同颜色的垃圾袋，垃圾分类
模块的作用范围也不仅局限于小区中，而是能扩大到整个社会中。其次，由于垃圾桶具有分
布广、密度大、能直接能和北斗实现交互通讯的特点，可以成为向用户发布信息的手段。例
如，垃圾桶上可以外接屏幕，扬声器等设备，当北斗监测到自然灾害时向用户发布避险通知。
这能使北斗卫星得到的信息更快地传递到人们手中。 

更进一步，垃圾桶作为人们生活中常见的物件，将垃圾回收与北斗结合能够拓宽人们对
北斗卫星的认知渠道。有了垃圾回收这个节点，北斗能更加走进人们生活。随之而来的是更
多的生活物件应用北斗技术，这能使卫星导航产业链形成，促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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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 10 垃圾桶的结构验证 图片 11 垃圾桶的功能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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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污染越来越严重，国家开始限制一些机动车的出行，越来越多的人选

择骑行上路或上班，人们在骑行的过程中对于导航的需求越来越旺盛。现在人们

使用导航的方式主要是看手机，而在骑行的路上往往需要停下来看地图，有的时

候还分不清方向，这是很不方便的。同时，有一些人可能比较赶时间，图方便，

往往一边拿手机看地图一边骑车。这样是十分危险的。为了解决这种情况我们设

计了一个没有屏幕的自行车握把导航仪。它包括语音导航功能，路径规划功能，

握把震动提示功能，出行数据记录分析等功能，可以很好的解决安全导航问题，

同时给骑行者提供更多的便利性。

【关键词】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移动互联网技术  自行车导航仪  行车安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我国是一个自行车大国，随着 mobike、ofo 等共享单车的出现，选择骑行

的人们越来越多。事实证明，自行车骑行是一种健康自然的运动旅游方式 ，一

辆单车，一个背包即可出行，简单又环保。我本人也是一名骑行爱好者，在我的

带动下，我的同学、家人都更愿意选择骑车出行。有时候我与同学一起约出去骑

车玩，这时一个能准确带我到目的地的导航便十分的必要。但是在骑行的途中手

持手机导航或观看车把手机支架上的导航内容，会导致骑行者骑行中因分散注意

力而引发一系列的安全隐患。 

 “京城骑行圈第一案”发生在 2015 年 9 月 12 日，A哥（化名）与朋友相约

骑行前往门头沟安家庄河滩进行自助烧烤，在返回途中于落坡岭铁道口附近，不

幸遭遇意外，重度颅脑损伤，伤势过重，不治而逝，享年 53 岁。 

图 1  骑行事故 图 2 落坡岭铁道口 

据同行者推测，A 哥因为接电话落在了队伍的最后，心里比较着急追赶队

伍，当时又是下坡，速度较快，起码有 50 公里的时速。路面上有红色的砖头，

可能没有看见，直接骑上去了。致使车子飞起来了，撞到了路边的护栏，再摔倒

了路面上！无法判断放坡出事时是否在接听电话！ 

基于北斗定位的自行车握把导航仪

作者：刘宇博、李若宁

指导教师：吴巍荪、张炜

学校：北京市航天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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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骑行圈第一案”事件影射出了骑行中手持接收电话、避开路障、控

制车速等系列问题。事故之后，我在思考，能否通过某些功能的开发、完善，避

免、减少骑行中的各种事故？

我设计的自行车握把导航仪更加完善了传统的导航方式，利用自行车把震

动反馈功能让骑行者更加明确骑行信息，以防再次发生像 A哥这样的惨剧。

二．产品/系统功能及创新描述 

2.1 基于北斗精确定位、精准定时系统的导航信号发布系统 

北京市在出租车、政府办公用车上装载的北斗导航系统，结合地理信息系统，

研发了目前广泛使用的实时路况地图。为骑车出行者提供了精确的图像、语音导

航提示的实时信息。

图 3 自行车导航路径图 

2.2  产品创新功能描述 

2.2.1 震动提示电路的设计，为车把震动器供电 

2.2.2 车把震动器系统的设计实施，更加完善了骑行提示信息 

2.2.3 北斗定位系统、地理信息系统、蓝牙语音提示系统、车把震动系统的有机

结合，构成了自行车握把导航仪系统。 

图 4  自行车握把导航仪系统设计简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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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自行车握把导航仪系统设计简图 2 

三．功能技术设计 

3.1 基于北斗精确定位、精准定时系统的导航信号发布系统 

图 6  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手机信号发布系统 

在北斗导航系统精确定位功能基础上逐渐完善起来的 XX 导航地图系统，可

以借助蓝牙语音提示骑行者相应的实时骑行信息（前行、左转、右转等方向信息

及相应空间距离信息等）。 

在北斗导航系统精准定时功能基础上逐渐完善起来的 XX 导航地图系统，进

一步叠加骑行者骑行速度控制图层，超速骑行现象出现时可以通过蓝牙语音提示

骑行者相应的实时提醒减速的骑行信息。 

3.2 外观设计 

自行车握把整体由人工体学设计，使握把的使用方式更适合人体的自然形

态。握把上的花纹是基于壁虎的仿生学设计，不打滑不移动，给予骑行时的安全。

其副把上装有摄像头和 LED 灯，在靠近卡扣的一侧还设计了可用 micro USB 数据

北斗卫星

服务器 有蓝牙功能的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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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安卓数据线）进行充电的充电插口。在充电的时候，两侧的 LED 灯会开始闪

烁，直到充满电为止。 

图 7 车把外观设计图 

3.3 车把震动系统 

图 8  车把震动系统示意图 1 

手机接收到骑行者导航信息后，可以借助语音功能对骑行者进行语音骑行导

航提示，同时将信号发送给安装在车把上的车把蓝牙接收机上（设备内含有蓝牙

4.0 模块，在 10 米有效范围内可以同时与蓝牙耳机和手机连接），接收机产生

同步振动信号，当语音提示骑行者向左转时，左车把处的震动器会产生同步振动，

同理，当语音提示骑行者向右转时，右车把出的震动器会产生同步振动。若在开

启车载记录仪的基础上，实时监测路上车辆的行进路线，在遇到路口的视野盲区

时、较大型障碍物等，两边的握把都会震动，以此来提醒骑行者。 

左车把

震动器
车把蓝牙接收机

供电电路系统

右车把

震动器

有蓝牙功能的手机

车载记录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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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车把震动系统示意图 2 

3.3 供电电路系统 

图 10  供电电路系统示意图 

利用车轮旋转驱动发电机发电，发电机给蓄电池充电，蓄电池为车把蓝牙接

收机和车把上的震动器、车载记录仪等更多仪器供电，形成了车把震动的供电电

路系统。若车载小发电机内置了 LED 灯，会更加方便在夜间骑行。 

震动器

震动器

蓝牙接收机 车载记录仪

车载小发电机车载蓄电池

车把蓝牙接收机
车把震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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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验与论证 

4.1  北斗导航系统精确定位功能的实验和论证 

身为北斗社团成员的我，学习理论期间做了学校组织的北斗起航 BOX+的系

列模拟实验，对技术的可行性进行验证。通过调试，由北斗起航 BOX+中的无线

通信模块回传的经度、纬度、时间等信息，验证了技术的可行性。 

图 11 北斗起航 BOX+进行的模拟实验 

图 12 模拟实验的经纬度相关数据  

图 13 测算数据中的学生            图 14 我校不同地点的经纬度数据 

从图 13 数据中可以看出，我校大厅、实验楼的经纬度位置相仿，但有着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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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的差别，该数据有效的论证了北斗导航系统的精确定位功能。 

4.2  北斗导航系统精准定时功能的实验和论证 

北斗起航 BOX+的模拟实验，通过结合测速对北斗导航系统的精准定时技术

的可行性进行验证。 

图 15  在操场上奔跑中的学生 

4.3  供电电路系统的实例论证 

4.3.1  简易自行车发电机的制作 

图 16    简易的自行车发电机 

图 17  安装自行车发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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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工作中的自行车发电机 

备注：以上 3幅图片来源于腾讯视频，是制作一个简易的自行车发电机的视

频节选。 

4.3.2 Tigra BikeCharge 已投入市场 

香港自行车用品开发公司「Tigra Sport」于 2012 年推出了一款自行车使用

的发电机「Tigra BikeCharge」，利用车轮转动的力来发电供给设备。将 Tigra 

BikeCharge 安装至自行车上，开始踩踏自行车就能产生电。电流输出 3.0W，在

2~3 小时左右能给智能手机充满电。当时速达到 5公里时就会开始给设备供电，

时速达到 20 公里时为最大输出。这款设备使得使用者不用过多的担心电量的问

题，并且减少了设备对于电池的需要。 

五．回顾与展望

设计这款设备的初衷就是为了帮助更多的人让他们体验享受到更安全，便利

的生活。我花费了很多的时间设计这个设备。但是这个设备也有很多的不足。例

如目前这个设备只能应用在自行车上，通过不断的完善与改进，未来这套系统还

可以应用在汽车，船只等交通工具上，为更多的人们提供全方面的安全，便利，

可靠的出行。 

衷心希望设计的这种车把导航仪可以帮助喜欢或需要骑车的人们带来更安

全、可靠的出行，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便利。可以有效减少由骑行带来的社会安全

问题。 

参考文献 

【1】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百度百科 

【2】 车载导航仪、电动机、蓝牙接收器等 百度百科 

【3】 腾讯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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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无人机智能管控平台 

【摘要】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加速推进，无人机这种新

兴的技术得到了快速发展。由于无人机的巨大潜力，目前无论是军用还是民用无

人机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推广。无人机在使用时无序的起飞和降落导致的安全

问题成为职能管理部门急需解决的问题。本文提出一种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

无人机空域智能管控平台，并编写了导航实验小程序，为未来的北斗用于空域交

通管理、通讯和避障提供了可能。 

【关键词】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短报文通信  无人机  空域智能管控 

一、 设计背景 

   2018 年 12 月 27 日，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开始向全球提供服务，它的服

务性能相比北斗二号有了较大幅度提升。到 2020 年，将再发射 12 颗北斗卫星，

完成全面建设。2035 年还将建设以北斗为核心，更加泛在、更加融合、更加智

能的综合定位导航授时（PNT）体系。 

暑假期间通过参加北斗教育培训，了解到目前无人机以较少的数量进入人们

的日常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但近几年来事故却频频发生，

造成巨大损失。通过自己在上网查找和新闻报道得知，2017 年 4 月，成都双流

国际机场遭遇无人机干扰，导致 58 个航班备降，4 架飞机返航，超 1 万旅客滞

留机场。 

我想在未来天空无人机密集的情况下，如何降低无人机事故率已经成为了首

要解决的问题，我便带着疑问去请教老师，老师告诉我，这就必须要建立科学可

靠的低空航线管理系统来应对复杂多变的空域环境，在老师的建议和启发下，我

决定利用北斗导航系统的高精度定位授时特性和高效的短报文通讯优势，构建一

个无人机智能管控平台，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二、 无人机智能管控平台设计 

该平台由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空域智能管控平台和无人机用户终端三大部分

作    者：王艺蒙、王诣

指导教师：王峙皓
学    校：东北师大附中净月实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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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 

 

图 1 无人机智能管控平台信息传输示意图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继美国全球定位系统（GPS）和俄罗

斯格洛纳斯卫星导航系统（GLONASS）后第三个成熟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北斗

卫星导航系统可向平台提供高精度无源定位服务，当运营商通讯信号较差时，北

斗卫星导航系统以其特有的短报文技术提供有源通信服务，向影响空域安全的无

人机用户发送告警消息，同时向交通部门反馈无人机航迹状态。 

空域智能管控平台以现有的地面交通管理系统为基础进行功能升级，对无人

机用户进行管理和调度，是整个平台的枢纽。主要有以下功能： 

① 播发空域的实时占用情况，并向用户开放可用空域权限。 

② 向不符合安全条件或定位精度差的无人机终端发送告警信息，若在规定

时间内没有做出纠正，运控系统将发送指令强制引导无人机降落至地面

的既定区域，并将位置信息发送给指定用户。 

③ 可提供高精度位置增强信息，提高无人机终端定位的可靠性。 

④ 不完全依赖其他导航系统（GPS,GLONASS 等），在其他导航系统关闭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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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效时，平台仍能继续工作。 

无人机用户终端模块由北斗定位模块、通讯系统组成，其中通讯模式分为运

营商模式和北斗短报文模式，根据模块内自带的通信质量监测，自主切换通讯模

式，空域智能管控平台对无人机回传的飞行位置和安全信息进行监控。根据无人

机终端不同配置分为ⅠⅡⅢ三种类型，空域使用优先级也不同。 

① Ⅰ型无人机仅配备最基础的功能模块，仅满足基本的低空航拍功能，无

法接收位置增强信息，无法适应城市等信号干扰较大的环境。但是其价

格低廉，是使用范围最广的无人机。 

② Ⅱ型无人机支持接收位置增强信息，可驾驭城市复杂环境，满足广告宣

传等基本商业应用，但是需要人工对其监管。 

③ Ⅲ型为专用无人机，在Ⅱ型的基础上增加红外线、惯性导航等辅助导航

模块，不需人工监管可实现自主巡航导航。可用于快递配送，抢险救灾

等较多场合。 

 

三、 可行性分析 

无人机终端模块的生产与调试：该产品应交由空域管理部门指定的多家生产

商批量生产，安装指定的北斗定位芯片和通讯模块，务必保证北斗芯片来源的可

靠性，不掺杂其他国家导航系统信号接收器，通讯方式采用交通部门内网或者加

密无线电波进行信息传输。并且加装了设备锁，当通讯模块或北斗定位芯片与无

人机分离时，无人机便不可启动，目的是防止无人机的非法操作。交通部门对无

人机进行调试，检查各型无人机的安全指标，包括定位精度可靠性、通讯稳定性

和抗干扰能力以及降落伞等缓冲设备的完好性。此流程由交通部门和生产商共同

完成，可借鉴汽车生产和实验经验，易于操作，可执行性强。 

无人机的过户与维护：交通部门对这项工作严格把关，把控个人拥有无人机

的上限，并对无人机进行唯一可识别编号。设定保养和检修周期，对不达标的设

备返厂维修，寿命到期的设备及时回收。用户在购买前需提交飞行范围，超过此

范围无人机便无法启动。企业用户、个人用户以及设备检查员对相应的无人机负

责。此流程需要公安部门协同完成，改进力度较大，可执行性强。 

无人机的培训与使用：拥有无人机飞手资格证方可操作无人机，同时不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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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无人机操纵手的专业素养和水平，对于不达标的飞手要及时吊销其资格证并

召回培训。在使用时要远离低空飞行器禁飞区，依法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管。此过

程需要有关部门对飞手进行严格审查，工作量较大，可执行性较强。 

本文还通过某单位飞行导航实验软件进行北斗卫星导航的实例分析来支撑

本文所设计平台的可行性，软件如图 2所示（出于对知识成果的尊重以及国土地

理信息数据的保密，图中部分已做打码处理）。 

 

图 2 某单位飞行导航实验软件 

表 1 实例数据分析 

时间 纬度（°） 经度(°) 航高(m) 北斗卫星个数 
与既定航线 

偏差（m） 

13:13:00 34.85058  93.86105  8901.9 9 0.6 

13:13:05 34.85008  93.86077  8901.9 12 0.5 

13:13:10 34.84959  93.86049  8902.0 10 0.9 

13:13:15 34.84909  93.86021  8902.0 12 0.4 

13:13:20 34.84860  93.85993  8902.1 10 1.2 

13:13:25 34.84810  93.85965  8902.1 12 0.3 

13:13:30 34.84761  93.85937  8902.2 11 0.8 

13:13:35 34.84712  93.85909  8902.2 10 1.1 

13:13:40 34.84662  93.85881  8902.2 11 0.6 

13:13:45 34.84613  93.85853  8902.3 11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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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13:13:50 34.84563  93.85825  8902.3 12 0.1 

从以上数据还可以得出下面猜想：飞行偏差与北斗卫星个数成一定的反比例

相关，北斗卫星个数越多，飞行位置越准确，相应的偏差就越小。作者将会在课

余时间继续学习相关的理论知识。 

 

四、 工作流程图 

通讯系统启动

开始定位

是否在允许空域

飞行指标
是否安全

回传飞行信息

发出告警信息

是否纠正航线
飞行任务继续

 
图 3 工作流程示意图 

五、 本方案的意义与前景 

目前我国从事无人机行业的单位有 300 多家，其中规模较大的企业有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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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左右，在研和在用的无人机型多达上百种。我国 2014 年无人机销量约 2万架，

预计到 2020 年销量将达到每年 29 万架。未来的拥挤的天空必将给低高空飞行器

的安全运行带来巨大困扰与挑战，有必要构建一种空域智能管控平台来应对此状

况。而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产业的发展也蒸蒸日上，作为我们自主研发的全球卫

星导航系统，完全可以将未来空域交通交由北斗监管，势必会推动无人机和北斗

两种产业的迅速发展，带来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至于发展前景，北斗除了应

用于空域进行智能管控外，还可以扩展在其他领域的应用，如精准农业、智慧城

市、自然灾害监测、军事目标打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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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作品针对现有同类系统和技术应用中所存在的无法通过导航定位信息实时判别和

监护学生乘车行为的不足，创新提出一种基于北斗卫星导航信号再生技术的孩童乘坐校车安

全管理系统，该系统在校车中安装北斗增强信号装置，用于模拟再生与实际卫星导航系统信

号兼容的北斗增强定位信号，该北斗增强定位信号模拟位置与校车实际位置一致，学生智能

终端接收该北斗增强定位信号可以获得连续可靠的与校车一致的增强位置信息以及增强定

位信号中编排的增强标识信息，通过学生与校车之间位置信息和增强标识信息一致性分析监

测，即可实现学生乘坐校车过程中各种行为状态的检测，包括上车下车检测、未上校车检测、

上错校车检测、遗留校车检测等，有效解决家长对学生乘车安全的实时监护问题。本作品实

施不需要更换学生和家长智能终端，可结合现有各类校车安全管理系统可直接扩展应用。

【关键词】校车安全；北斗增强信号装置；位置一致性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insufficiency of  the existing  similar  systems and  technical applications 

that can’t monitor students’ travel behaviors through navigation and positioning  information  in 

real time, this system innovatively proposes a school bus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for children 

based on the technology of 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signal simulation. The system  is  installed 

with  beidou  enhanced  signal  device  on  the  school  bus  to  simulate  the  enhanced  signal 

compatible with the emulation and the actual signal. The location of enhanced signal simulation 

is in line with school bus actual location, students’ intelligent terminals would receive the beidou 

enhanced  signal  to obtain  continuous and  reliable  location  information and enhanced  identity 

information  consistent with  the  school  bus.  Through  the  consistency  analysis  of  the  location 

information  and  enhanced  identity  information  between  the  students  and  the  school  bus,  all 

sorts of behavior states detection can be realized  in the process of getting on or off of the bus, 

left‐in bus ,failing to get on the bus on time, getting on the wrong school bus, etc., thus making 

parents  conduct  real‐time monitor  of  the  safety  of  school  bus.  The  system  does  not  need  to 

replace the current intelligent terminals of the students and parents, it can be extended directly 

in the current school bus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s. 

Keyword: school bus safety, beidou enhanced signal device, location consistency 

1. 背景概述

学生特别是孩童学生上学放学乘车是校车安全的重大隐患之一，近些年已经发生多起由

于孩童学生乘坐校车出现安全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学生乘坐校车上下学过程中，

一旦出现安全事故，不仅会给学校、教育部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同时也给未成年人和受害

家庭带来不可预估的伤害
[1]
。目前，校车的运营的管理大多数都处于类似公交运营的管理机

制，主要还是通过加强管理人员思想教育和制定更合理的人工查验措施来尽可能避免事故，

基于北斗增强定位的孩童乘坐校车安全管理系统

作    者：明同辉、李想、刘嘉乐

指导教师：张浪

学    校：长沙市一中岳麓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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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真正做到实时监控校车以及学生乘坐校车行为状态的相关信息，管理者没有有效的监管

工具，家长没有实时监护孩子是否上车、是否下车、是否到校等情况的途径。 

现有各类基于红外、图像、语音识别等技术的孩童学生乘坐校车行为状态的检测方法，

受校车周边环境影响较大，且无法实现家长对学生的点对点实时监护；现有基于 RFID 等技

术的孩童学生乘坐校车行为状态的检测方法
[1]
，需要维护与 RFID 编码一致的数据库，以及

需要学生主动刷卡操作，而且存在无法实时获得学生实时位置信息的缺点，实际中对学生尤

其是孩童学生应用效果欠佳。 

现有基于卫星导航和互联网技术的校车安全管理系统和方法
[2]
，虽然可以实现家长对学

生的点对点实时位置监护，但校车行使中周边环境影响导航信号接收质量以及不同车载导航

定位装置和学生智能终端接收导航信号性能差异，无法得到连续可靠定位信息，普遍存在校

车及学生定位数据偏差大的问题，特别是在城市隧道、地下停车场等复杂环境以及无法连续

收到卫星导航系统信号时，会出现自动切换到基站定位，定位误差达到百米乃至数百米量级，

导致无法基于校车及学生的导航定位信息对学生乘车行为状态进行准确可靠实时监测。 

针对学生特别是孩童学生乘坐校车的安全监护紧迫需求，本作品将创新提出一种基于北

斗卫星导航信号再生技术
[3]
的孩童乘坐校车安全管理系统。通过在校车中安装北斗增强信号

装置，模拟再生与实际卫星导航系统信号兼容的北斗增强定位信号，学生智能终端接收该北

斗增强定位信号获得稳定可靠的与校车一致的可信位置信息，通过实时分析学生与校车之间

位置信息一致性，即可实现家长对学生乘车行为状态的可靠实时监测，包括上车下车监测、

未上校车监测、上错校车监测、遗留校车监测等。 

2. 方案设计 

2.1 系统总体方案设计 

本作品基于北斗增强定位的孩童乘坐校车安全管理系统，由北斗增强信号装置、学生智

能终端、家长智能终端以及校车安全服务平台组成，如图 2-1 所示。 

北斗增强信号装置安装于校车上，用于实时模拟再生与实际卫星导航系统信号兼容的北

斗增强定位信号，该北斗增强定位信号与实际卫星导航系统信号兼容，与真实卫星导航系统

播发信号的时间完全同步、信号格式相同、导航信息一致以及位置信息与校车位置基本一致，

在导航电文编排有与校车基本信息相关的增强标识信息并随信号周期性播发。车载北斗增强

信号装置将模拟再生位置信息以及增强标识信息通过网络实时上报给校车安全服务平台，作

为与学生状态进行一致性实时比对分析的校车基准数据。 

学生智能终端（如北斗智能手环、智能手机终端等）用于在学生乘坐校车时实时接收北

斗增强定位信号，以及离开校车时实时接收真实卫星导航系统定位信号。学生智能终端借助

北斗增强定位信号的信号功率强和信号质量好的优势，可以获得稳定可靠的增强信号位置信

息以及增强标识信息。学生智能终端获得的位置信息和增强标识信息通过网络实时上报给校

车安全服务平台，作为与校车状态进行一致性实时比对分析的学生乘车数据。 

家长智能终端通过网络接收校车安全服务平台实时推送的校车基本信息、校车基准数据、

学生乘车数据等信息，实时进行校车状态与学生状态的一致性实时比对分析，实现对学生乘

车行为状态的实时监测，包括上车下车监测、未上校车监测、上错校车监测、遗留校车监测

等，并依据学生乘坐校车过程中安全状态情况实时进行学生乘车安全提醒等。 

校车安全服务平台作为后台服务系统，实现对校车、学生的基本信息管理维护，接收和

管理校车基准数据和学生乘车数据，以及实时推送校车基准数据和学生乘车数据等信息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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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智能终端。为了便于家长智能终端对校车基准数据和学生乘车数据的一致性分析处理，校

车安全服务平台可以将校车和学生与位置相关的数据进行时间上统一对齐处理，然后在存储

和推送上述数据。校车安全服务平台通过网络与校车、学生和家长等互联为一个系统，构成

一套基于北斗增强信号再生技术以及位置信息和增强信息比对的校车安全管理系统。 

图 2-1 校车安全智能管理系统组成图 

2.2 北斗增强信号装置设计 

安装于校车上的北斗增强信号装置是校车安全管理系统的核心功能单元，该装置采用卫

星导航信号再生技术
[3]
模拟产生相对于真实卫星导航系统信号功率更强、信号质量更好的北

斗增强定位信号，该增强定位信号与实际卫星导航系统信号兼容，时间上完全同步、信号格

式相同、导航信息一致。该装置通过采集校车位置信息模拟再生与校车位置一致增强定位信

号，同时在导航电文中可以利用空闲位置编排校车基本信息相关的增强标识信息并随信号周

期性播发。校车行使过程中，北斗增强信号装置实时将模拟再生信号用的校车位置信息以及

增强标识信息通过网络上报给校车安全服务平台，作为与学生状态进行一致性实时比对分析

的校车基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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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北斗增强信号装置组成原理图 

如图 2-2 所示，北斗增强信号装置由网络通信单元、星历接收单元、定位授时单元、时

频同步单元、信号再生单元、增强标识单元以及网络通信收发天线、导航信号接收天线和增

强信号发射天线等等部分组成。 

网络通信单元用于实现北斗增强信号装置与校车安全服务平台之间以及卫星导航星历

数据服务平台的网络数据通信； 

星历接收单元实现通过网络实时获取模拟产生北斗增强信号所需要的当前真实卫星导

航系统星历参数数据； 

定位授时单元用于接收真实卫星导航系统信号实现定位导航以及为北斗增强信号装置

提供时间同步信号，为了避免系统运行时定位授时信号与北斗增强信号之间的频点重合而发

生自发自收问题，需要采用与北斗增强信号不同的频点信号进行定位授时，如采用北斗 B3

频点进行定位授时，再生北斗 B1 频点信号进行增强定位； 

时频同步单元实现与真实卫星导航系统的时间和频率同步，并为信号再生单元提供同步

时频信号，以确保再生的北斗增强定位信号与实际卫星导航系统之间的实时同步能力。 

信号再生单元基于实时接收的星历参数信息和校车位置信息生成与实际卫星导航系统

时间上完全同步、信号格式相同、导航信息一致的北斗增强定位信号，同时根据配置的校车

基本信息，可以在增强信号空白预留位置编排增强标识信息，并通过发射天线在校车内实时

播发所再生的北斗增强定位信号。 

增强标识单元用于存储和管理校车基本信息，如校车车牌、校车班次等，在产生北斗增

强定位信号时，被信号再生单元编排到导航电文的空白预留位置，具备解析导航电文标识信

息的学生智能终端能够识别增强标识信息，用于校车信息与学生信息一致性分析的数据。 

2.3 监护终端软件算法设计 

监护终端软件是运行在家长智能终端上 APP 应用程序，该软件通过网络接收校车安全服

务平台推送的校车基本信息、校车基准数据、学生乘车数据等信息，实时进行校车状态与学

生状态的一致性实时比对分析，依据学生乘坐校车的各种检测算法实时判别学生乘车行为，

包括上车下车检测、未上校车检测、上错校车检测、遗留校车检测等，并实时对学生乘车安

全状态进行提醒等。如图 2-3 所示，家长智能终端通过监护终端 APP 应用软件对校车行使状

态以及学生乘坐校车状态进行实时监测的交互界面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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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监护终端 APP 应用软件示意图 

学生乘坐校车各种行为检测算法是家长通过智能终端实现实时监护各项功能的关键，其

基本原理是： 

（1）对校车基准数据与学生乘车数据中的定位数据进行偏差分析，实现各种乘车行为

进行判别，此种方法适合于既有的学生智能终端（无法识别增强标识信息）直接应用，而无

须对现有终端进行任何改进； 

（2）对校车基准数据与学生乘车数据中的增强标识信息进行匹配分析，实现各种乘车

行为进行判别，此种方法适合于改进的可以识别增强标识信息的学生智能终端进行应用。 

下面，将以遗漏校车检测算法
[4]
设计思路进行示例，其算法流程图如图 2-4 所示。其他

乘车行为的检测算法
[5]
设计思路一致，可以照此算法设计实施。 

算法步骤 1：设定门限值ΔS=3 米，门限值ΔC=100 米，门限值ΔT=300 秒； 

算法步骤 2：初始化基本信息，包括校车基本信息、学生信息以及校车规划路径等； 

算法步骤 3：通过网络接收校车行驶位置信息； 

算法步骤 4：通过网络接收学生位置信息以及学生智能终端接收解析的增强标识信息； 

算法步骤 5：增强标识信息无效时，通过校车与学生位置偏差分析判别学生是否在校车

上，位置偏差小于门限ΔS 时，判别学生在校车上，并记录最新时间 Tstu，否则判别学生不

在车上； 

算法步骤 6：增强标识信息有效时，通过校车信息与增强标识信息一致性分析，判别学

生是否在校车上，如果一致判别学生在车上，否则学生不在车上； 

算法步骤 7：通过校车与下车地点位置偏差分析判别校车是否到达下车位置，位置偏差

小于门限ΔC时，判别校车到达下车地点并记录到达时间 Tcar，否则判别没有到达； 

算法步骤 8：校车到达下车地点后，实时计算学生仍然在校车上最新时间与校车到达下

车地点时间之间的偏差|Tstu - Tcar|，当该时间偏差大于门限ΔT 时，判别学生遗漏校车

并进行安全告警，否则判别学生没有遗漏校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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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遗漏校车检测算法流程图 

3. 主要创新 

1、创新采用北斗信号再生技术解决人车位置一致性问题 

校车定位装置和学生智能终端直接接收实际卫星导航系统信号时，由于校车行使中周边

环境影响导航信号接收质量以及不同导航定位装置接收卫星导航信号的性能差异，校车定位

装置和学生智能终端获得的定位信息普遍存在不确定性误差甚至错误，无法得到连续可靠而

且满足定位精度一致性的位置信息，特别是在城市隧道、地下停车场等复杂环境以及无法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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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收到卫星导航系统信号时，会出现自动切换到基站定位，定位误差达到百米乃至数百米量

级，导致无法基于这些导航定位信息对学生乘车行为进行准确可靠实时判别和监测。 

本作品创新采用了基于北斗信号再生技术生成北斗增强定位信号的方法，学生智能终端

借助北斗增强定位信号的信号功率强和信号质量好的优势，获得稳定可靠的位置信息，大幅

降低了周边环境以及不同导航终端性能差异对定位精度指标的影响，同时由于北斗增强定位

信号直接使用了校车位置信息进行生成信号，使得学生智能终端定位解算的位置数据与再生

信号的位置数据具有很好的一致性，因而能够通过这些位置信息之间比对分析实现学生与校

车之间位置关系判别以及学生乘车行为状态的检测。 

2、创新北斗增强标识信息扩展了精准匹配识别功能 

为了能够进一步实现学生与校车之间信息一致性的进一步判别，如判别学生是否乘坐的

是指定校车而不是错乘了校车，创新利用卫星导航系统电文的空白预留位置编排增强标识信

息，如校车车牌信息、校车班次信息等，该增强标识信息随着北斗增强定位信号周期性实时

播发，经过稍加改进的学生智能终端即可以解析识别该增强标识信息，进而能够用于对学生

与校车之间信息一致性的判别，如同学生乘坐校车上下车刷卡一样，实现学生乘坐校车各种

行为的实时检测。 

4. 结论展望 

本作品孩童乘坐校车安全管理系统，创新采用北斗信号再生技术在校车内产生并播发与

校车位置一致的北斗增强定位信号，借助该信号与实际北斗卫星导航信号兼容同步、电文编

排播发校车标识信息以及具有信号功率强、信号质量好突出优势，解决了学生智能终端定位

解算的位置数据与再生信号的位置数据一致性的难题，提供了一种基于增强标识信息可靠判

别学生校车信息一致性的方法，通过这些位置和增强信息之间比对分析比对，实现了学生乘

车各种行为状态的检测以及学生乘车安全监护。 

本作品系统实施中只需要在校车上安装北斗增强信号装置，连接校车安全服务平台，以

及家长手机下载安装监护终端 APP 应用程序即可实现；同时由于北斗增强定位信号完全兼容

实际卫星导航系统信号以及各类智能终端，学生和家长智能终端以及现有校车安全管理系统

经过简单升级也可以实现学生乘车安全监护功能，因而具有部署周期短、完全兼容现有管理

系统以及实施成本低等明显独特优势。 

本作品校车安全管理系统经过适当扩展和改进，也可以进一步应用于校园安全以及智慧

城市
[6,7]

建设相关领域，对于推动北斗系统创新应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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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时至今日，“限塑令”已近实施了 10 余年了，真实情况不尽人意，

甚至让人们感到塑料的使用率比以前更大了。对此，我产生了一个想法，是否能

发明一种充满魔力的垃圾箱去控制人类的行为,让人类自主寻拣垃圾扔向垃圾桶,

从而保持城市街道干净,最终提高人们生活质量水平? 

本方案利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设计了北斗全自动有偿塑料瓶收容机。管理

者可以在一些人流量大的公共场所设放该机器，人们可以通过手机上的客户端寻

找身边最近的机器，然后人们主动的将塑料瓶或者塑料垃圾投放到机器里,机器

便将自动把塑料制品压缩成饼状制品，传到机内的储存箱,然后机器便自动返一

定数额的奖励给投放者。当箱中的垃圾达到箱中警戒线的位置，然后箱中报警器

传送信息给平台，平台的工作者通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发送相关信息让垃圾收

取工作者收取垃圾。这不仅会让街道变干净，提高垃圾分类的效率，还会掀起一

场人们主动捡垃圾的革命，从而进一步提高居民生活水平，让越来越多的人们享

受中国北斗卫星发展带来的益处。 

【关键词】 塑料收容机   保护环境   智慧城市  智能垃圾箱  共享时代 

【Abstract】 
Today, the "plastic limit" has been implemented for more than 10 years, the real 

situation is not satisfactory, even people feel that the use of plastic is greater than 
before. In this regard, I came up with an idea. Can we invent a kind of magic dustbin 
to control human behavior, so that human beings can find and pick up garbage and 
throw it into the dustbin, so as to keep the city streets clean and ultimat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eople? 

 This scheme USES the 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to design the beidou a
utomatic paid plastic bottle collecting machine. Managers can in some stream to put t
he machine set in public places, people can through the phone on the client to find the 
nearest machine, then people will active plastic bottle or plastic garbage into the mach
ine, the machine will automatically to compress plastic products into the pie products,
 spread to the storage tank inside the machine, then the machine automatically return t
o a certain amount of reward to launch. When the garbage in the box reaches the posit
ion of the warning line in the box, the alarm in the box transmits information to the pl
atform, and the workers of the platform send relevant information to the garbage colle

基于北斗全自动有偿塑料瓶收容机的设计

Design of beidou automatic paid plastic bottle

collecting machine

作 者：陈博文
指导教师：王善云
学 校：四川省德阳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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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or through the 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This will not only make the streets
 cleaner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garbage classification, but also set off a revolut
ion that people take the initiative to pick up garbage, thus further improving the living
 standard of residents and enabling more and more people to enjoy the benefits brough
t by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beidou satellite. 

 
  【keywords】  Plastic receiver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Smart city   Smart dustbin   Sharing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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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及创新 

 

1.1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2013 年 9 月 11 日，率先在上海建成的北斗地基增强网宣布正式开通运行。

这意味着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定位精确度，将从米级提升到厘米级。地基增

强网，是由一系列地面卫星基准站组成，与北斗卫星进行天地对接，将接受的卫

星信号增强后再发出，从而大幅提高接收终端的定位精度和速度。 

2018 年 12 月 27 日，我国 35 颗卫星全部发射成功，使北斗系统可以提供全

球服务。 

北斗系统精度的提高，覆盖范围的提高，让越来越多的人享受北斗卫星导航

系统带来的便利! 

 

图 1-1-1 

 

1.2 北斗全自动有偿塑料瓶收容机产生背景及意义 

 

时至今日，“限塑令”已近实施了 10 余年了，真实情况不尽人意，甚至让

人们感到塑料的使用率比以前更大了。面对塑料产业的各个相关方，政策执行陷

入监管之难。 

首先，塑料制品几乎掺透到普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再强大的监管力量，

面对洪水般的生活细节也难免捉襟见肘，这导致政策执行效率低下。其次，塑料

生产商，销售商有巨大利益，也就有了逃避监管的动机。另外，消费者也确实享

受着塑料制品带来的便利，以养成难以新舎的消费依赖，总之，监管有难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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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销售有利益，消费有依赖，使得“限塑令”陷于空转，难以落实。 

21 世纪以来,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市面上的塑料制瓶种类越来越丰富,

数量越来越多，以用来满足人们生活的需求。但有些人喜欢将塑料制瓶随手扔在

大街上，或者不分类随意扔向垃圾桶，这不仅破坏了市容，加大了环卫工人的工

作量，还让资源利用率低下。对此，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如果能发明一台机器让

人们主动的将塑料瓶或者塑料垃圾投放到机器里,机器便将自动把塑料制品压缩

成饼状制品，传到机内的储存箱,然后机器便自动返一定数额的奖励给投放者。

这不仅会让街道变干净，提高垃圾分类的效率，还会掀起一场人们主动捡垃圾的

革命，从而进一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水平。 

 

1.3 白色污染对全世界的危害  

 

在人们使用越来越多塑料制品的同时，塑料垃圾正如同潮水一般流入生活

的方方面面，2015 年全球塑料制品超过 3亿吨，而在全球内，86%的塑料垃圾都

没有回收，并且大量塑料制品在使用之后，都流向了大海，而在众多的白色垃圾

中塑料瓶占主导地位。根据调查，每分钟都有相当于一卡车装载量的塑料垃圾被

倒入海洋，而每一秒钟，就有 3400 个塑料瓶被丢掉。这种污染给地球带来了巨

大的灾难。 

 

                            图 1-3-1 

由于难以降解的塑料制品在使用后大多数流向了大海，所以我们今天的海

洋中有五万亿个塑料碎片，足以围绕地球超过 400 周，这些塑料垃圾造成每年数

十万海洋动物的死亡，还以微塑料、塑料碎片等形式出现在食物链中，进入到饮

水中和餐桌上，影响人类健康。 

所以回收塑料制品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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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可行性分析 

 

首先我们对各大城市的道路状况进行分析，发现不同时段不同地区的人流

量都不同。但是基于先进的北斗系统，我们可以了解每时刻的具体的人流量，并

且根据人流量的分布规律，在不同区域安置不同数量的北斗全自动有偿塑料瓶收

容机，这相对于传统的根据经验来判断人流量，精确度有了很大的提升，实现质

的飞跃。 

下图为根据北斗系统获取的南京市人流量分布图（如图 1-1-4-1）和北京市

人流量分布图(如图 1-1-4-2） 

 
 

图 1-1-4-1 

 

图 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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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垃圾投放者使用说明 

 

第一步：投放者打开特制的 app，通过 app上的信息，来到身边最近的北斗

有偿自动塑料收容机。 

 

第二步：投放者扫描机上的二维码，机口自动打开，投放者将一定数量的塑

料废弃品扔进塑料瓶放置口，关闭机口。 

 

第三步：投放者通过手机上的 app  ，获得一定额的电子货币。 

 

三、后台总体方案设计 

 

图 3-1 
如图 3‐1，总体方案为: 

当箱体内的塑料瓶的个数超过警戒线时，则报警器发送信息给北斗通信终

端，再通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将信息发给机器后台，机器后台的工作人员将根据

信息安排相关区域的垃圾运输员进行清理。 
 

四、北斗全自动有偿塑料收容机外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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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五、北斗全自动有偿塑料瓶收容机结构简介 

 

5.1监测储存箱报警器(如图 5-1-1)和垃圾出口控制锁（如图 5-1-2） 

 
图 5-1-1                        图 5-1-2 

监测储存箱报警器采用最先进的科技，对机内实施监测，当储存箱里的被压

制的塑料瓶数量超过警戒线后，报警器将会发送信息给后台工作人员，工作人员

得知消息后会第一时间达到现场，输垃圾出口控制锁的密码，垃圾出口门打开，

之后工作人员将对储存箱里被压制后的塑料瓶进行清理，这从根本上解决了箱内

储存物过多而导致无法使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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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机身二维码 

 

 

图 5-2-1 

 

二维码又称二维条码，是一个近几年来移动设备上超流行的一种编码方式。 

垃圾投放者扫描偿自动收容机上二维码，垃圾投放口自动打开，之后可将垃

圾放进去，机器便知道投放者投放的数量，将在手机客户端以发送一定额度的电

子货币奖励给投放者，这种方式抓住了投放者获利的心理特征，投放者将会再接

再厉，以后看见身边有垃圾都会收集一定量，以便下次放进全自动有偿塑料收容

机内。这样，城市环境会得以改善，人们生活品质变得更加好。 

 

5.3 垃圾压缩器 

 

 

图 5-3-1 

全自动有偿塑料收容机为了具备占地小，储存空间大的特点，所以垃圾进

入垃圾投放口之后，塑料垃圾将会被投放口内部的垃圾压缩器压缩成饼状物，再

进入垃圾储存箱，这不仅增大了收容机的储存空间，还方便日后的垃圾运输及处

理。 

垃圾投放者将垃圾放进投放口，投放口内的压缩机将塑料垃圾压缩成饼状

物，之后掉入储存箱内，以达到最小空间放最多垃圾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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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垃圾压缩具体过程如下图（图 5-3-2） 

 

图 5-3-2 

5.4 太阳能电池板 

 

太阳能电池板通过吸收太阳光，将太阳辐射通过光热效应或者光化学效应直

接或间接转化成电能。 

北斗全自动有偿塑料收容机顶部安装有太阳能电池板，将吸收太阳辐射，为

机器提供动力。这样使全自动有偿塑料收容机成为节能环保的绿色产品，并且更

加符合当今时代发展的趋势。 

 

图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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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图 5-5-1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导航系统。，北斗全自动有偿塑料收容

机顶部装有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装置，卫星不断的发送信号给 BDS 接收机，然后

第三方通过 BDS 接收机的数据公布于特制的 app，用户可通过手机上的 app 寻
找身边最近的全自动有偿塑料收容机，这样方便市民的使用，从根本上减少了市

民‘骑在驴上找驴’的情况。 
 

六、用户端与监测平台互动 

 

6.1 北斗短文报 

 

北斗短文报可以发布 140 个字的信息，既能够定位，又能显示发布者的位置。

北斗的双向通信功能双向通信就是指垃圾投放者与垃圾投放者、垃圾投放者与机

器后台，垃圾运输者与机器后台间可实行双向简短数字报文通信，GPS 只有单向

的，所以这是北斗的优势。 

在没有通信和网络的地方，垃圾投放者，垃圾运输者和机器后台工作人员也

可以向外界发送信息和实施定位功能。 

 

6.2 基于短文报功能的互动平台 

图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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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有时候，遭遇信号不好时，垃圾投放者可发送北斗短文报与垃圾收容机后台

相关工作人员取得联系，解决垃圾投放者的难题。当垃圾运输者与后台、后台与

垃圾运输者无法取得联系时，双方可采用北斗短文报相互联系，这最大程度上保

障垃圾箱以最快速度清理而满足垃圾投放者的需求。 
 

七、应用前景 

 

随着我国北斗卫星技术的不断成熟，经济的不断发展，北斗全自动有偿塑料

收容机通过返利一定额度的奖励给投放者，让市民在全市掀起一场寻捡塑料瓶的

革命。机顶配有太阳能电池板，让我们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通过压缩机原理和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能最大限度的增加机箱内的空间。北斗短文报的使用，让我

们即使在无网络的特殊情况，也能实现垃圾投放者、垃圾运输者和收容机后台的

互动，最终推进智慧城市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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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城市智能垃圾自动桶分类及危机预警系统 

【摘要】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城市规模不断扩大，随之而来的是
市政设施的庞大建设，因而市政各类垃圾桶大量增加，因垃圾桶监管不及时而造成
的损失也时有发生。为加强对市政各类垃圾桶的监管与维护，减少因垃圾桶原因所
产生的财产损失，我们设计了北斗城市智能垃圾桶自动分类系统。该系统利用北斗
卫星的定位及信息传输功能，收集智能垃圾桶传送的相关信息并传输至后台系统。
后台系统对接收的信息进行分析，划分相应的智能分类，利用物联网+平台，将
相关信息发送至手持式终端，提示维护人员及时维护。同时开发相应 APP 软
件，将危险信息推送给手机用户等资源，告知公众，形成了“垃圾分类-危险信息-
监控后台-公告设施”的垃圾及时分类，危机及时发现、预警系统，从而将事故造
成的损失降到最低。相比于目前城市智能垃圾桶理论，本系统所需的智能垃圾桶
只需在原有垃圾桶的基础上加装传感设备，避免了大规模更换垃圾桶，更节省人
力、物力、财力，有利于该系统的大范围推广。 

本系统由九部分组成：一、垃圾桶信息采集模块；二、北斗导航系统；三、信
息统计汇总管理模块；四、垃圾信息综合分析模块；五、垃圾智能分类系统；六、
告警信息传送模块；七、手持终端设备模块；八、应急事故管理模块。九、垃圾收
满提示模块。 

【关键词】北斗卫星导航 、智能垃圾桶 、垃圾自动分类桶、 危机预警系统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vigorously promoted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the scale of the city has been expanding, followed by the huge construction 

of municipal facilities, so a large number of municipal waste bins have increased, and the 

losses caused by the improper supervision of waste bins have also occurred from time to 

time.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and maintenance of municipal garbage cans 

and reduce property losses caused by garbage cans, we designed an automatic classification 

system for Beidou city intelligent garbage cans. The system uses the positioning and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function of Beidou satellite to collect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transmitted by the intelligent garbage can and transmit it to the background system. The 

background system analyses the received information, divides the corresponding intelligent 

classification, and uses the Internet of Things + platform to send relevant information to 

the handheld terminal, prompting maintenance personnel to maintain in time. At the same 

time, the corresponding APP software is developed to push dangerous information to 

mobile phone users and other resources, inform the public, and form a "garbage 

作    者：谢婷、李响、黄甜
指导教师：吴慧
学    校：毕节市民族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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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fication - dangerous information - monitoring background - announcement facilities" 

garbage timely classification, crisis timely detection and early warning system, so as to 

minimize the loss caused by the accident. Compared with the current theory of urban 

intelligent garbage can, the intelligent garbage can needed by the system only needs to 

install sensor equipment on the basis of the original garbage can, which avoids large-scale 

replacement of garbage can, saves manpower, material resources and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is conducive to the wide promotion of the system. 

The system consists of nine parts: 1. Garbage bin information collection module; 2. 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3. Information statistics summary management module; 4. Garbage 

information comprehensive analysis module; 5. Garbage intelligent classification system; 

6. Warning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module; 7. Handheld terminal equipment module; 8.

Emergency accident management module. Ninth, garbage collection full prompt module.

【Key words】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Intelligent Garbage Cans, Automatic 

Garbage Classification Cans, Crisis Warning System 

1.背景及意义

目前在清理垃圾箱的垃圾前，由于大多数垃圾箱口裸露，加上里面收集的垃圾

很多是有机物，分解的有机物容易散发臭味，臭味不仅影响人体健康，还容易招来

老鼠等害虫散播病菌。在垃圾分类上，还没有确切落实到位。在清理垃圾时，工人

倒出的垃圾各种各样，无法得到分类，导致工作强度大，同时也需要大量物力、财

力，现已成为一大问题。市面上并没有一种将垃圾自动分类，降低工人劳动强度的

垃圾箱。 

2.系统模块概述

图一：系统功能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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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2.1 垃圾桶信息采集模块 

垃圾桶状态实时监测：通过垃圾桶的振动传感器将工程振动的参量转化成电信

号经电子线路放大后显示和记录，利用北斗的定位功能及数据传输功能将相关信息

传输至后台，从而判断垃圾桶在位情况及是否超出磨损限度；主要道路垃圾桶安装

管道壁红外线发射接收器， 定期监测垃圾桶的位移情况，从而判断垃圾桶是否被

盗、缺失、完好程度等信息，利用北斗的实时图像检测及数据传输功能，可连接到

市政及相关单位管理终端、监控后台、维护人员的手持式终端显示数据信息和图像

信息，方便及时维护，避免事故的发生。 

垃圾桶运行状态的实时监测：金属传感器采集到垃圾桶内部（判断是否有危险物质

或难以识别物质等状况)、空气密度(判断有无有害气体及易燃气体)及其他对应不

同用途类型垃圾桶的不同监测数据信息，结合北斗接收模块获取的垃圾桶实时图像

信息一并发送到监控管理后台，后者在地图上可直观地将相关数据显示出来并发送

到维护人员手持式信息终端方便及时处理，同时也可将相关危险信息由市政危机预

警系统推送至终端（如通过该区域人员的手机），减少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城市其他信息的实时监测：对于城市其他信息（如温度、气压、气流等）各部门及

时检测并反馈至后台监控中心，利用城市信息检测系统推送至相应终端。 

2.2 北斗导航系统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为智能垃圾桶监测系统提供地图和信息传输服务： 

地图基本操作：可以观察城市的路网分布情况，对垃圾桶分布情况的标注。 

位置实图总览：可以观测垃圾桶现状、周边环境情况。 

手持式终端位置点显示（即维护人员位置点显示）。 

手持式终端轨迹监控、回放。 

地图更新：根据城市管网扩建进行相应的修改 

信息传输：充分利用北斗导航独有的具有上行、下行信号传输功能。 

地图更新：根据城市管网扩建进行相应的修改 

2.3 信息统计汇总管理模块 

信息统计汇总管理模块功能： 

监控管理后台选定区域内所有垃圾桶情况统计汇总。 

监控管理后台选定区域内选定垃圾桶修复情况统计汇总。 

监控管理后台对日上线率、警报、定位丢失、问题终端统计汇总。 

监控管理后台多条信息组合查询统计汇总。 

监控管理后台查询特定垃圾桶信息（包括生产厂家、生产日期、型号规格、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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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日期、使用日期、使用年限、安装地址、责任人、故障记录及运行信息等）。 

2.4 预警信息综合分析模块 

红外探测器：红外探测器可探测垃圾桶的微小位移以及垃圾桶的微小变化，通

过北斗将信息及时传输至后台系统后监控管理后台系统可通过红外探测仪传送的信

息判断故障类型 

（如：垃圾收满提示，垃圾桶被盗、缺失、磨损程度较为严重、垃圾桶自然损耗不

正常等），并设定告警等级。 

振动传感器：可感应垃圾桶的振动幅度，探测到垃圾桶的松动情况、受压情况、

磨损情况，监控管理后台系统可通过振动传感器传送的信息设定告警等级、确定告

警类型。 

垃圾分类探测器：可探测垃圾桶内的垃圾是否正常分类、并进行预警、严重告

警，监控管理后台系统可通过垃圾分类探测器传送的信息设定告警等级、确定告警

类型。同时可根据地方季节气候不同进行适应性修改。 

气体传感器：可监测垃圾桶内各种有害气体、易燃易爆气体浓度。监控管理后

台系统可通过空气探测器传送的信息设定告警等级、确定告警类型。给定出告警等

级，以便及时制定安全的处理方案。 

特定数据传感设备：可探测各专业垃圾桶的信息，对于不同用途和类型的垃圾

桶的不同监测数据异常，将通过北斗传输至后台警报，以便相应单位对报警垃圾桶 

进行必要的修复。后台系统将根据相应的信息推送至各专业部门。 

监控管理后台系统：可已完成身份验证的手持式移动终端进行任务分配及信息传送 

（维修地点、故障类型等）；可查询垃圾桶相关信息，如：生产厂家、生产日

期、型号规格、购买日期、使用日期、使用年限、安装地址、责任人、故障记录及

运行信息等。 

告警信息传送模块 

通过该模块将综合告警及垃圾桶的在位等信息，利用物联网+平台，将相关信

息发送至手持式终端，提示维护人员及时维护。同时开发相应 APP 软件，将危险

信息推送给手机用户 

告知公众，起到危机预警作用；同时，APP 用户可对于附近的危险信息及时进行上

传，监控管理后台对于用户上传的信息进行核实后立即处理危险源，减少因自然灾

害或人为因素造成的财产损失及人身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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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接收信息手机 

2.5 手持终端设备模块 

维护人员身份验证：维护人员到岗后通过 IC 身份识别卡插入手持式移动终端

（图四） 进行身份验证，方便监控后台及时了解维护人员分布信息并合理安排

人员到岗，同时对于非授权人员操作，监控管理后台可远程锁定手持终端。 

图三：维修人员 IC 手持式移动终端 

远程诊断与维护：后台监控系统综合分析垃圾桶信息、垃圾桶内气体信息、特

定数据信息等状态信息，远程诊断垃圾桶、垃圾桶及相关设施故障类型，并给出维

护指导建议， 发送至手持终端，方便及时处理。 

音视频采集：结合北斗数据传输功能，提供图像发送、接收和管理的接口。语音提

示/对讲功能：手持式移动终端和监控后台间的语音提示和通话功能。 

语音播报：手持式移动终端语音播报短信，可将调度下的文字指令变为语音信息，

实现信息（如位置信息、问题信息等）提示。 

图像传输：北斗卫星实时抓拍街景，部分异常情况（如垃圾桶缺失等）自动抓拍，

监控管理后台远程控制图像采集，并发送至手持终端。 

2.6 应急事故管理模块 

监控管理后台事前制定预案，提高预警的有效性。 

监控管理后台实时响应警报并启动预案，降低事故响应时间。 

监控管理后台可向城市消防系统、公安天网系统、医疗系统及市政危机预警系

统等系统提供告警信息，有力地保障城市安全，有效地减少人员安全事故及财产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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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监控管理后台自动保存相关处理信息，形成历史档案以供查询，丰富完善预案。 

在北斗信号相对较弱的区域，手持式终端系统将对所管控的区域可单独操控，并收

集相关信息，给予适当的处理。 

 图五：系统框图 

3.数据处理技术介绍

3.1 检测垃圾桶实时情况系统采用如下数据处理确保系统稳定可靠运行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及北斗用户系统是中国自行研发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城市智能

垃圾桶自动分类及危机预警系统充分利用了北斗定位及信息传输功能，与北斗用户

系统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的垃圾桶监控预告警网络，可有力推进智慧城市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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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定位的停车主动感知与规划系统的设计 

【摘要】随着机动车数量的急剧增加，停车难成为市民的心结。现有的停车

位信息管理由各停车场自行管理；停车诱导功能只限于停车场引导屏的显示引导

驾驶人停车。本设计采用北斗定位技术、车联网技术和云技术，提供了一种车辆

与停车设施间的协同方案，各停车场的停车位信息、车与车之间的状态信息、车

与路之间的位置信息，通过车联网的信息交互，实时传递到车与驾驶人，并主动

规划停车路径，快速诱导驾驶人以最短路径找寻到停车位，实现了停车资源整合、

车辆精准定位、智慧快速停车，大大提高了车位周转率和管理效率，缓解了停车

难的问题。 

【关键词】北斗定位，云技术，主动感知，智慧停车，停车资源整合， 

车联网 

【Abstract】With the rapid increase of the number of motor vehicles, parking is 
difficult to the citizens. The existing parking information is done by each parking lot， 
the parking guidance function is limited to park by  the  screen display. This paper 
provides a certain design for the system of parking active perception and route 
planning based on BeiDou positioning. The BeiDou positioning, network and Cloud 
technology are adopted to the design which provides a collaborative project between 
the vehicles and parking facilities. On the vehicular networking the real-time 
information between parking to parking, vehicle to vehicle, vehicle to road, and 
vehicle to person，is transmitted to the vehicle and the driver. Its proactive planning 
for parking route is used to induce driver to find a parking space rapidly with the 
shortest path. The parking resource integration, vehicle precise positioning and 
intelligent  parking come true. The design improves the turnover of parking spaces 
and the efficiency of management so greatly to alleviates the parking problem. 

【Key words】BeiDou positioning，Cloud technology ，Active perception，
Intelligent Parking，Parking resources integration， Vehicular  networking 

1. 背景与研究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汽车保有量持续增长。虽然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也在

快速发展，但总跟不上汽车保有量的增长速度，可持续顺畅的城市交通需求压力

增加，其中停车难就是城市出行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本文探讨一种车辆停车主动

感知以及与停车场的协同方案，有效利用停车位、减少因搜寻停车位长时间低速

行驶带来的时间浪费、能源消耗、环境污染和交通拥堵问题。

美国旧金山推出了 SFpark 都市停车网络计划，该计划整合无线感测网络、

作    者：王逸骞、许蔚然、戴思阳
指导教师：况迎辉
学    校：南京外国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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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计算、手机应用程序等，为车辆驾驶人提供便利、智能的泊位协寻服务。德

国柏林推出了应用雷达检测停车位信息的技术，并通过对检测信息的整理进行停

车信息发布的停车管理系统。

国内，早在 2010 年北京就开始建设和应用智能停车管理和诱导系统，该系

统采集和管理有效空余泊位信息，并通过三级停车诱导屏、Web 网站、手持或

车载终端进行发布，引导驾驶人者快速寻找泊位和泊车路线。

纵观国内外的停车管理系统开发，主要基于两大技术：车辆定位与信息互通

技术，其中车辆定位主要采用美国的 GPS 卫星定位方式；信息互通也没有采用

各种高性能通信技术。

本设计与目前运行的智慧停车系统不同是，完全摒弃了美国的 GPS 卫星定

位方式，而是应用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还有一个显著区别是，采

用云技术、车联网、移动通信领域的领先技术，实现了高实时，全覆盖的信息互

联互通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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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独立运行的卫星导航系统，能为全球用户提供全天候、全天时的高精度定

位、导航、授时，并具短报文通信的服务[1]。 
云技术（Cloud technology）是指在广域网或局域网内将硬件、软件、网络

等系列资源统一起来，实现数据的计算、储存、处理和共享的一种托管技术。可

组成资源池，按需所用，灵活便利。

车联网概念引申自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是以车内网、车际网和互

联网为基础，按照约定的通信协议和数据交互标准，在车与车、路、人及互联网

等之间，进行无线通讯和信息交换的大系统网络，是物联网技术在交通系统领域

的典型应用。

北斗定位的停车主动感知与路径规划系统，采用北斗定位技术、车联网技术

和云技术，提供了一种车辆与停车设施间的协同方案，停车场间的停车位信息、

车与车之间的状态信息、车与路之间的位置信息，通过车联网，实时传递到用户，

并主动规划停车路径[3]，快速诱导驾驶人以最短路径找寻到停车位。 

2. 系统总体架构及技术路线

2.1 系统总体架构

以欲停车辆对停车位实时的主动感知和最优车位诱导为目标，基于 BD 卫星

定位和短报文技术，综合车联网技术、云技术、路径规划技术，通信技术开展城

市智慧停车系统的研究。基于北斗定位的停车主动感知与规划系统构建了一套

“端-管-云-网”的四级城市智慧停车系统[2]。 “端”指车载停车感知终端、停

车场车位信息管理装置和驾驶人； “管”指各种信息采集、处理、分发等管理； 

“云”指通过云平台计算最优停车位和最短停车诱导路径； “网”指集合了北

斗卫星、移动基站、车辆内部 CAN 总线、DSRC 车际无线通信的车联网体系，

负责各类信息的传输。系统总体方案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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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北斗定位的停车主动感知与规划系统总体方案 

2.2 系统的技术路线 

系统功能主要分为三个部分，车辆实时感知、车位信息管理和车联网，系统

的技术路线如图 2 所示。 
车辆实时感知功能主要包括车辆行驶信息采集与处理、停车场与车位选择、

路径规划及诱导、停车位动态诱导地图生成四个部分。车载停车感知终端采用北

斗定位技术、航迹推算技术和信息融合技术[4]，采集处理车辆的实时行驶信息，

然后车联网基于通信技术，与车位信息检测装置、北斗卫星、云平台间传输相关

信息，实现停车位选择以及停车诱导。其中车辆精确定位、声控指令传送、路径

规划与诱导、北斗卫星信号丢失情况下的航迹推算是研究的主要内容。

车位信息管理功能主要包括车位信息检测与识别、停车场车位与邻近道路的

三维地图表达、停车位信息动态地图生成三部分。红外线传感技术应用于室内停

车位信息的检测和识别，视频图像技术应用于室外停车位信息的检测和识别。停

车场车位与邻近道路的三维地图精确表达，应用三维激光扫描设备得到停车场车

位与邻近道路空间实体的位置和几何关系，通过数据预处理、三维模型重建、道

路交通信息融合与可视化，完成停车场车位与邻近道路的三维地图的精确表达。

最后基于停车位信息和停车车及其周边的三维地图，实时生成停车信息动态地

图。

车联网，是车辆实时感知与车位信息管理之间的信息交互桥梁，基于北斗卫

星通信、GSM/GPRS、CAN、DSRC（专用短程通信技术）、Internet 的通讯技

术，实现车与网、车与车、车与人之间信息实时传输与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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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场与车位
选择

路径规划及诱
导

车辆行驶信息采集
与处理

停车位动态诱导
地图 停车场车位与邻近道

路三维地图表达

红外线传感技术

视频图像跟踪技术

车位检测与识别

车位信息管理

北斗定位技术

信息融合技术

航迹推算技术

停车位信息动态
地图

北斗卫星通信

GSM/GPRS

CAN

DSRC

Internet

车辆实时感知 车联网 车位信息管理

图 2  基于北斗定位的停车主动感知与规划系统技术路线 

3. 主要模块的设计及原理

3.1 车载停车感知终端 

车载停车感知终端硬件平台主要由北斗定位模块[5]、MEMS 陀螺仪、磁力计、

摄像头、GSM/GPRS 模块、语音识别模块、处理器板、通信接口模块组成，如

图 3 所示，其中北斗定位模块、MEMS 陀螺仪、磁力计、GSM/GPRS 模块、通

信接口模块可集成在处理器电路板上，也可以分立放置在其他电路板上。MEMS
是一种微米/纳米技术上的微型机械电子系统，本研究选取的 MEMS 陀螺仪内部

集成三轴角速度计和三轴加速度计功能。处理器板，拟将选取具有完全自主知识

产权的华为麒麟处理器系列的最小系统。

车载停车感知终端具有车辆精准定位、多模式通信、人机交互、主动感知和

停车诱导功能，如图 4 所示。 

MEMS 陀螺仪北斗定位模块 GSM/GPRS 模块 磁 力 计 

摄 像 头 语音识别模块 处 理 器 板 通信接口模块 

图 3 车载停车感知终端硬件平台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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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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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载
CAN
总线

停车
位优
选与
路径
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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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车载停车感知终端工作原理图 

（1）精准定位

精准定位由北斗定位模块、MEMS 陀螺仪、磁力计和车辆自身速度传感器

输出信息进行融合处理，组合导航定位实现。北斗卫星定位时，车辆位置、行驶

速度、行驶方向信息等车辆的状态信息直接解码北斗定位芯片接收的卫星数据；

当行驶在北斗定位信号丢失，北斗卫星不定位区域时，启用 MEMS 陀螺仪、磁

力计、速度传感器（车辆出厂时安装的）输出的信息，采用卡尔曼滤波法[6]推算

出车辆的实时位置。出现交通险情时，驾驶人和乘客发出声控呼救指令，车载停

车感知终端自动启动 SOS 一键求救功能，开启摄像头采集周边图像，并将车辆

当前位置、时间、周边环境和车内状况信息以短报文格式向北斗卫星发送，同时

自动拨打 120 电话或亲属电话。 
（2）多模式通信

多模式通信由 GSM/GPRS、CAN、DSRC 等多种通信接口实现。

GSM/GPRS 模块负责终端与云平台间的双向通信，上传车辆实时位置到云

平台；云平台下传经云计算的城市停车场地图、最佳停车位、停车诱导路径。

车内通信基于 CAN 总线技术，车辆自身的速度传感器输出信息通过 CAN
接口与车载停车感知终端通信。

车际通信采用 DSRC 通信方式，当车辆驶向停车场附近，车载停车感知终端

基于 DSRC 无线通信接口，可接收停车场的车位信息管理装置推送的停车位信息

动态地图；车辆驶出停车位时，将该车位的空闲状态通过 DSRC 通信发送给车位

信息管理装置。

（3）人机交互

人机交互是指车载停车感知终端与驾驶人间的声控指令、手动操作等交互。

终端内嵌语音识别处理软件，能将驾驶人的声控指令转化成终端各功能的手动操

作指令。例如可通过声控开启或关闭车载停车感知终端、发送停车请求、下载或

打开电子地图、打开或关闭摄像头、拨打一键 SOS 求救电话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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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主动感知

当行驶车辆速度降到规定时间规定速度即判定为开始寻找停车场信息，自动

开启车载停车感知终端，接收附近停车场推送的停车位信息动态地图，而当车辆

进入到停车位中时，通过 DRSC 接口向停车场的车位信息管理装置发送该车辆的

身份识别号、停车位已占用的信息，停车熄火后，自动关闭车载停车感知终端。 
（5）停车位动态诱导地图生成

车辆在搜索停车场和停车位期间，在车位信息管理装置推送的停车位信息动

态地图上，标识云平台实时下传的最佳停车位及诱导路径，生成停车位动态诱导

地图。车载停车感知终端上显示的图示化信息，能快速引导驾驶人到达预定停车

位。

3.2 车位信息管理装置 

车位信息管理装置主要包括车位信息检测与识别模块、通信模块以及车位信

息处理模块，如图 5 所示。 

控 制 器

Internet
GSM/GPRS

通信

DSRC
通信

停车位动态

诱导地图

生成

停车场位置
及车位占用

情况

车位检测与

识别

停车场及其周

边道路图像

停车场及其

周边道路三维

地图表示

图 5 车位信息管理装置原理图

（1）车位检测与识别

车位检测与识别模块分为室内检测和室外检测两种类型，室内车位检测模块

采用红外传感器检测停车位的使用情况，室外停车位检测模块采用视频图像跟踪

技术检测停车位的使用情况。

（2）多模式通信

多模式通信模块一方面基于 DSRC 无线通信技术与车载停车感知终端进行

准空闲车位情况的信息交互；另一方面基于 GSM/GPRS 移动通信方式，将停车

场位置信息、车位占用情况上传至云平台，还可基于 Internet 以太网方式进行联

网，将停车场信息、停车位信息、及其动态地图等分享至互联网用户。

（3）车位信息处理

车位信息处理模块主要负责车位占用情况更新和停车位信息动态地图的生

成，停车位的信息分为空闲车位、已占车位、准空闲车位三种。

驾驶人启动车辆驶离车位，车载停车感知终端启动，通过 DSRC 无线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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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将该停车位即将空闲的信息发布至区域范围内的车辆、车位信息管理装置。

车位信息管理装置更新空闲车位的数量，同时基于 GSM/GPRS 移动通信方式，

上传至云平台，供云平台实时更新城市停车资源电子地图的空闲车位情况。

停车位信息动态地图主要作用是实时呈现目标停车场内各个车位的实际使

用情况。基于停车场内所有停车位的位置、尺寸信息以及临近道路的精确三维空

间信息，空闲车位、已占车位和准空闲车位信息，通过电子地图生成模块则将各

停车位实时使用情况与该区域电子地图进行匹配标记生成停车位信息动态地图。 

3.3 云平台 

云平台负责城市停车场位置及其空闲车位资源标识的电子地图上生成、车辆

停车位选择的决策与生成、停车路径的规划与生成，并将经云计算的信息实时下

传。

（1）城市停车资源的电子地图生成

云平台将停车场车位信息管理装置发送过来的停车场位置、停车位数量、空

闲车位信息，标识在城市电子地图上，并可供手机用户等用户下载使用。

（2）停车位优选与路径规划

云平台处理车辆停车位的优选及诱导路径过程分为两部分，工作流程如图 6
所示。首先是停车场选择选择，云平台根据停车场车位信息管理装置发送过来的

停车场位置、空闲停车位数量、车载停车感知终端发送的车辆实时位置，向用户

（也就是车辆的驾驶人）提供停车场推荐方案。然后根据用户选择的停车场，调

用该停车场的停车位信息动态地图，对停车场入口至有效泊位的距离、有效泊位

至出口的距离、停车入位难易程度、空闲车位数量等因素，采用多属性决策模型

来推荐最优停车位；采用 K 则最短路径规划方法规划出至该车位的最短路径。

最优车位及诱导路径信息，由云平台向车载停车感知终端推送。

开始

停车请求

依据车辆位
置、停车场位
置、空闲车位

数量推荐
停车场

用户选择
停车场

多属性决策
模型

停车位动态
诱导地图

最优停车位

最短路径规划

诱导信息生成

最优停车位和诱导路径信息
下传至车载停车感知终端

用户

停车场入口至有
效泊位的距离

有效泊位至
出口的距离

停车入位
难易度

空闲车位数量

图 6  停车位优选与路径规划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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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试验方案

硬件平台的试验方案如下：车载停车感知终端的各模块功能调试 → 模块间

组合调试 → 车载停车感知终端调试 → 安装私家车上，选取一段含爬坡、拐弯

的真实道路，试验北斗定位与否情况下的汽车导航精度定位精度。其中用金属罩

盖住北斗天线北斗不定位下的试验航迹推算效果 → 根据硬件平台的试验结果

修改完善电路设计。

软件平台的试验方案如下：各软件代码功能模块的模拟应用测试 → 模块间

组合后的模拟应用调试 → 全部软件模块集成后模拟应用测试 → 根据软件的

测试结果修改完善软件设计与代码编码。

硬件和软件研制完成后，选取一段开阔区域，规划三个停车场，每个停车场

地面规划数个停车位，试验最优停车位决策、最短停车诱导路径规划的应用效果。

并根据应用效果修改完善系统的设计。

5. 总结

小组成员在作了大量的城市智能停车需求、停车系统管理系统建设的调研

后，发现基于北斗定位的智能停车管理系统在国内具有迫切的市场需求和很大的

社会需求。将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引入智慧城市交通管理体系建设中，是北斗

卫星导航系统在民用领域的主要发展方向。

基于北斗定位的智能停车管理系统，以欲停车辆对停车位实时的主动感知和

最优车位诱导为目标，综合运用 BD 卫星定位和短报文技术、云技术、通信技术

等开展城市智慧停车系统的研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突出了技术创新与实

际应用相结合的特点。除了智慧停车，扩展功能后还可实现车位预定、出租、共

享；也可基于车辆的运行信息，计算车辆的最佳路线，智慧安排交通道路的信号

灯周期，提高城市市内道路交通容量，实现智能化交通管理，产生显著的经济和

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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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我国水质监测现状 

据我国水质监督部门统计得出的报告显示,在我国境内大部分水域中发现有毒、有
害化学物质已经严重超标,与人们息息相关的地下水也遭受了严重的破坏。由于工业废
水的肆意排放，导致 80%以上的地表水、地下水被污染。不过，各地情况大不相同。
海河劣Ⅴ类水比例高达 40%以上，黄河、辽河与淮河也都有超过20%仍是劣Ⅴ类水。然
而在传统的水质采样工作中,存在着成本高、周期长、安全性差、作业区域受限等问题。
现阶段水质采样工作中出现了利用电子信息技术的自动采样装置,相应提高了采样效
率,但其体型、重量较大,造价较高,对采样工作平台要求高。 

1.2 研究现状分析 
近年来学者对此也做了很多研究，在《基于湖泊水质采样的小型水上无人机

飞控系统研究》一文中夏肖琦通过小型水上无人机进行水质采样，采用了捷联惯

性导航系统技术对载体姿态信息进行获取。首先,分析了小型水上无人机着水过

程及每个阶段的飞行控制指令,阐述具体水质采样流程。然后,针对水上无人机的

飞行特点,又重点研究了增量型 PID 控制算法,通过 PID 控制器设计了实时、稳定

的控制回路系统。最后,运用小扰动解耦原理将方程线性化。祖正帅的《水质采

样控制智能化方法与装置研究》中的水质采样装置以单片机作为控制系统核心,

由压力传感器感测水深,主要结构由主壳体机构、动作释放机构与信号传播机构

组成。主壳体机构为该装置的承压结构,电子元件全部放入主壳体机构内部,起到

承压、防水的功能。自动释放机构由电磁铁和相配套传动机构组成,以便搭配尼

金斯采水器等实现其自动释放的功能。信号传递机构利用主壳体内直流电机击打

主壳体机械发声,以水体作为介质无线传递声波,由水听器接收声波信号并通过

外接音箱释放出来。 

分析目前的研究现状，普遍存在以下问题： 

其一，这些采样装置往往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干扰，导致最终结果有所偏差。

例如：来源对于水质监测来讲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水源被混淆，那么水质

监测的结果无论多么的科学合理，最终都不能够发挥应用的功效。 

其二，所需技术水平和复杂度过高，要求严苛，系统布线难、维护成本高，

需大量资金投入。 

其三，人机关系不太密切，灵活性不高。 

二、研究过程 

基于北斗导航模块的水质采样无人船研究

作者：董潇怡、严静、刘娣、宁晓海

指导教师：黄龙青、马俊

学校：海亮高级中学

【摘要】针对目前水质环境污染，水质监测，采样难，水质采样造价高等问题，本文基
于北斗导航模块、Arduino 芯片、One NET 物联网和 4G 通信设计出一款自主巡航的水质
采样无人船。该船由北斗导航、水质采样、温度检测、浊度检测以及与数据传输五部分
构成。该船通过 SIM868 模块利用 4G 无线网进行数据传输，实时监测并上传该船的位
置、水样的浑浊度和温度等数据。通过北斗定位模块实现无人船的自主导航，同时利用
超声波传感器实现避障。采样模块采用注射器与电机配合装置，能保证水样不受外界污
染。该无人船具有操作方便，成本低、适应性强等优点，但目前该无人船不具有密闭
性，在 大风浪的环境里容易进水导致电路问题，在后续研究中将着重解决此问题。
【关键词】：水质采样、北斗导航、环境监测、4G 通信、One NET 物联网

一、研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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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研究方法和总体思路 

研究分为四个阶段：十月底至十一月初为选题阶段，这阶段主要通过实际调

查、书籍、报刊和文献分析，确定研究方向以及研究内容；十一月中旬至十二月

底开始选材购材，初步设计结构。十二月开始进一步调试，运用北斗、物联网、

蓝牙等技术实现远程监控和远程操作；一月初对各模块进行大量测试和实验，比

如马达驱动取水、超声波测距、北斗监控位置、蓝牙反馈数据、物联网传输数据

等。 

图 1-硬件制作过程图 图 2-编写代码 

图 3-电路连接设计 

2.2 整体设计原理    

本作品共由三部分构成（如图 4所示），分别为自主巡航模块、水质采样

模块、数据传输模块。自主巡航模块：包括北斗导航模块、控制模块、驱动模

块，可实现自动避障，使船抵达目标位置。采样模块：包括控制模块和驱动模

块，可实现水样的自动采取。数据传输模块：包括物联网模块，使船的位置、

水质温度、浊度等数据在计算机上的实时显示，便于做出相应调整和数据的对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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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在导航地图上标注目标位置 P点，水质采样无人船可利用北斗导航确定目

标位置，利用超声波传感器检测障碍物位置实现水质采样无人船的自动避障。

当水质采样无人船到达 P点时，马达开始转动，控制注射器进行采样，同时温

度传感器和浊度传感器在水下进行温度和浊度检测，采样与检测完毕后，水质

采样无人船驶向下一目标位置 G点，重复上述操作。当所有目标位置均采样完

毕后，水质采样无人船驶回初始点。在采样船整个采样过程中均能通过 One 

NET 物联网在导航地图上查看其位置，以便确认行驶路线的正确性。同时可以

查看实时水温和浑浊度。 

图 6为该过程的示意图，图 7为该过程的流程图。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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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3 自主巡航模块 

自主巡航模块主要为了保障无人船能在水面按照设定的路线行走，准确的找

到目的地。该部分主要由电子指南针模块、北斗导航模块、超声波传感器这三部

分构成。电子指南针：校准船的行驶方向是否与目标位置距船的方向一致，便于

及时做出调整。北斗导航模块：实时显示船的位置，监测船的行驶路线。超声波

传感器：实现船的自动避障。 

下图为水质采样无人船在接收到命令开始工作时，在电子指南针模块的作用

下，向目标位置直行，这时超声波传感器不断读取距离，当距离小于 50 厘米时，

螺旋桨开始运转，实现避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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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自主巡航模块的流程图 

 

（1）Arduino UNO 开发板 

我们选择 Arduino 开发板作为整体核心。

 

图 9-Arduino UNO 开发板 

1 为微处理器 ATmega328，8 位微处理器，运行时钟频率为 16MHz。 

2 为 USB 接口，用于从电脑中下载程序，同时给 Uno 单板供电。 

3 为外接电源，用于正常使用时的供电，一般使用 9V 电池供电即可。 

4 为电源管脚，可输出 5V，3.3V，也可以通过 Vin 给整个装置供电。 

5、6 分别为模拟输入（6 个）和数字输入/输出（14 个），可以由程序定义为

输入或者输出。 

（2）电子指南针模块（型号为 LSM303DL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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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电子指南针模块 

图 10 为电子指南针模块，我们利用该模块校准船的行驶方向，通过 Arduino

开发板不断读取数据，得到方向和角度后，判断是否与目标位置距船的方向一致。

一致时，继续直行；若不一致，及时调整方向和角度。 

（3）北斗导航模块     

 该模块通过 Arduino 开发板不断读取实时位置，监测水质采样无人船的行

驶路线。当水质采样无人船在自主巡航过程中遇到障碍时，能通过北斗导航模

块及时调整和更改路线，能做到位置实时上传。 

 

图 11-北斗导航模块 

 

 
图 12-GPS 导航模块的连接电路图。 

（4）超声波传感器 

本产品使用方法简单，一个控制口发一个 10US 以上的高电平，就可以在接

收口等待高电平输出。一有输出就可以开定时器计时，当此口变为低电平时就

可以读定时器的值，此时就为此次测距的时间，方可算出距离。如图 13，超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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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传感器不断的周期测，就可以达到你移动测量的数值。通过测得的数据，可

判断前方是否有障碍物，实现避障目的。 

图 13-超声波传感器 

2.4 采样模块 

水质采样船是由 L298N 电机驱动、Arduino 开发板驱动和控制马达运转，从

而带动注射器提升采取水样。这一模块是由三部分构成：L298N 电机驱动模

块；大功率电机驱动模块；TT 马达模块 

如图 14，当水质采样无人船到达指定位置时，进行水质采样。马达开始转

动，将注射器提升 1.3 秒后，马达停止转动，采样完成。 

图 14-水质采样模块的流程图 

（1）L298N 电机驱动

本模块使用图 15 的 L298N 作为主驱动芯片，具有驱动能力强,可以同时驱

动两路直流电机，发热低，抗干扰能力强，具有过电压和过电流保护的能力，

可以有效减少损坏的可能。本船同时使用了两个该驱动，用于控制四个 TT 马达

的运转从而控制水样的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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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L298N 电机驱动 

（2） TT 马达 

我们通过 Arduino UNO 开发板来控制 L298N 电机驱动，使图 16 的四个单独

的马达运转，来带动滚轮快速转动。这时尼龙绳拉动注射器，进行水质采样。

图 16 的 TT 马达具有大扭力，抗干扰强的特点，为注射器提供动力。 

 

图 16-TT 马达 

关于采用注射器作为取水样装置的原因：注射器结构简单且易操作和控

制，密闭性强能保证水源的纯净性。使用注射器可节约成本。 

采样装置的结构如图 17 所示，利用长木板将船的尾部横向延伸便于固

定马达，使之有空间连接注射器。再通过若干铜柱连接小木板和长木板，再

将小木板钻两个孔利用螺丝螺母固定注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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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采样 

图 18、19 为定义马达引脚的代码：将 22、23 引脚定义为马达 1 的引脚。后三个

马达的引脚以此类推。 

 

图 18 

 

图 19  

2.5 基本检测模块 

检测河水温度和浊度，实时传输和监测数据，进行对比分析。这一模块是由

温度检测模块和浊度检测模块构成。1、温度检测模块：检测河水不同河段的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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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分析温度变化。2、浊度检测模块：检测河水不同河段浊度，进行含沙量分

析从而得出周边的环境状况。 

（1）温度检测模块 

温度检测模块可随船的移动实时监测河水的温度，对水的环境进行质监。

采用独特的单线接口方式，图 20 的 DS18B20 在与微处理器连接时仅需要一条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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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温误差 1℃。用于水温的检测。 

 

 

图 20-温度传感器                 图 21 

图 21 为 DS18B20 的连接电路图。 

（2）浊度检测模块 

浊度检测模块可对河水的物理指标、化学指标、微生物指标进行检测。主

要考虑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对工业来说，考虑是否影响产品质量或易于损害容

器及管道。 

 

图 22-浊度检测模块 

（3）数据传输模块 

数据传输模块由两部分构成：1、4G 模块和北斗 2、8266WIFI 模块 3、One 

Net 物联网模块。4G 模块和北斗导航模块可实现给位置提供信息、发送温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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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浊度数据和地理信息；从网络端发送出来 8266 可连上移动网络发射出来的

WIFI，实现远程通信，与 One NET 物联网网站交互（如图 23）。发送指令控制

船的行驶及马达的转动。代码如图 23。 

（4）One NET 设备云平台 

     One NET 是由中国移动打造的 Paas 物联网开放平台。平台能够帮助开发者

松实现设备接入与设备连接。One NET 物联网专网已经应用于环境监控、远程抄

表、智慧农业、智能家电、智能硬件、节能减排、车联网、工业控制、物流跟踪

等多种商业领域。我们将检测所得位置、浊度和温度数据实时传输到 OneNET 物

联网，实现监测与控制，如图 24 所示。 

图 23-One NET 界面 

 

图 24-代码 

三、实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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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采样模块 

我们首先制定了以下两种方案。方案一是利用步进电机可以调节角度的特

点制成一个杠杆模型提起注射器，从而达到采样目的。方案二则是利用马达转

动，卷起绳子从而拉动注射器，实现采样。 

马达结构简单，但担心其动力不足，不足以拉动注射器取水样。面对这一

疑虑，我们进行了实验，首先我们用杯子装了少许水，将绳子一端连接注射

器，另一端连接马达，将注射器下端浸入水中，避免碰到杯壁。将马达竖直放

在水杯上方，绷紧绳子，使马达转动。经过反复实验确认马达可以拉动注射器

取水样，但由于会滑出旋转杆，因此在马达的旋转杆上加装了图 25 的滚轮。 

 

图 25-注射器 

关于于拉注射器的材料上，我们有两种选择尼龙绳或铁丝。将两者进行对

比实验。经多次实验表明，尼龙绳失误率较低，速度快，可靠性高，而铁丝易

变形，易断裂，难操控，强度不如尼龙绳且表面较光滑更易打滑。故我们选用

尼龙绳。（详见图 25） 

在实验中发现当马达转动时间过长，注射器会抵住马达使其无法转动从而

导致马达损坏。因此我们如上段所说将马达与注射器固定好，通过编程使马达

转动一段时间停止。发现 1秒时间太长而 2秒时间太短，因此，我们从 1秒开

始以 0.1 秒逐级累加，最后得出 1.3 秒是最佳采样时间的结果。 

3.2 外部结构 

    起初我们设计了一艘单体水质采样船（如图 26）。经过反复实验，由于单

体水质采样船出现不稳定，抵抗能力不强，动力不足，容纳空间有限等问题。

我们将它重新改造成一艘双体水质采样船（如图 27），相比之下，双体水质采

样船更稳定，抵抗能力更强，驱动力更大，容纳空间更大，浮力也相对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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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单体船 

 

图 27-双体船  

  在单体船和双体船的转换过程中，为了使两个单体船能稳定连接，最终采用质

量轻便、切割容易的薄木板连接，常见的铜柱固定。中间用麻花绳连接，方便提

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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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木板连接 

 

3.3 内部结构 

我们通过亲手实践，运用锡焊连接电路，用热熔胶固定接缝处。 

  

图 29-锡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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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电路连接 

为保持无人船的稳定性，把单体船改为双体船，2个马达变为 4个马达，

但是马达启动电流过大，原本的电源不够支持其运行，初步采用并联两个电源

的解决措施，发现仍然不能驱动马达，最终决定切断两个马达，使其得以正常

运行。 

 

图 31-电池 

3.4 浊度检测 

首先由于初次接触浊度传感器，不明其原理，为此我们上网收集资料，进

行研究试验。我们将清水和泥水进行对比，进行浊度检测，获得实时数据，进

一步了解浊度传感器的运用。 

 

                        图 32-浊度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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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浊度试验对比数据 

3.5 能源检测 

由于并不知道电池的状况，我们测定了电池的电量。第一次测定的时候直

接测定电池满电和电量耗尽时的电流状况，但是由于失误，测定的结果有较大

的误差，在充电耗电的过程中消耗了大量的时间。第二次测定不再直接使用电

池进行测定，选择了实验电源获取数据，比起第一次误差大大减小，将获取的

电流差平均分为 100 份，通过输出的电流转换为电量的百分比并输出数值。 

 

                       图 34-能源检测过程 

3.6 稳定性实验 

为检测单体船的稳定性，我们前往西施大桥附近水域进行试水试验。将船

放入水中，发现有风时，风推动水波，令船左右摇晃，虽然未发生翻船现象，

但其稳定性受到严重影响。因此，我们决定将单体船换成双体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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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稳定性实验图 

四、 总结： 

该水质采样无人船具有操作简单，使用快捷、适应性强、成本低、精确度

高等特点。利用 GPS 导航和超声波传感器可到达指定位置，进行水质采样。还

可以通过物联网技术和 Wi-Fi 模块，随时随地获得位置和温度，具有续航功

能，可反馈水质采样无人船的电量，确保安全返航，实现了数据的实时传输及

远程监控，使用户在手机上可以实时查看水质采样无人船目前的位置、检测结

果和剩余电量。本产品可用于城市河道、小型湖泊、小型水库、养殖渔场等需

要进行水质采样的水域。不仅能方便用户了解水质，还能减少商家购买定点时

的成本。本产品可为环保事业、水产养殖业、旅游业提供帮助。目前，由于只

是模型，我们的水质采样无人船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一、只适用于相对平静、较小的水域，不具有密闭性，故在大风浪的环境

里容易进水导致电路问题，在后续研究中希望着重解决此问题，以适用于更广

的水域。 

二、我们期望加入更多的水质传感器模块，能读取更多的水质数据，如酸

碱度、氧气浓度等。 

三、为水质采样无人船加入太阳能板，为移动平台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四、更换木板材料和连接结构使其更稳定，抵抗能力更强。 

五、加大启动电容或者更换为更大容量的电池以供 4 个马达使用六、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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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2017 

[2]祖正帅，水质采样控制智能化方法与装置研究[D].大连理工大学,2017.

使用 One Net 进行数据传输，最大功率太小，存在延时，后续可能会采用两个

服务器将传感和遥控与自主巡航分开，如使用“中博智联”服务器控制其自主

巡航的数据。 

    最后，我们期望能将我们的模型开发成产品拥有更多的功能，更好的服务

于社会。 

参考文献 

[1]夏肖琦，基于湖泊水质采样的小型水上无人机飞控系统研究[D].南昌航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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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系统的亚洲象定位追踪及保护系统

【摘要】在我国西陲地区云南省，栖息着一种神奇的庞然大物——亚洲象。但多
年以来，野象杀人事件发生的几率竟逐年攀升，这与人类对其栖息地的破坏和社
会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一方面，作为我国Ⅰ级保护动物，亚洲象的保护至关重要，
但人象利益矛盾却越发加重；而另一方面，据我们对思茅区林业局的咨询中了解
到，现在常用的监测手段有样线法、粪堆计数法、粪样标记重捕法、自动红外相
机法和 GPS"象圈"追踪法，但以上定位追踪技术与预警系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与局限性。本作品致力于解决完善有关亚洲象定位追踪技术和保护措施，在一定
程度上解决人象之间的利益冲突，综合运用北斗定位，电子围栏，北斗卫星导航
系统和多旋翼无人机等技术，设计了一套囊括亚洲象定位追踪、栖息地保护、人
象遭遇警告和亚洲象健康监测的综合系统。本系统通过无人机给大象实施简单精
准的“"北斗象圈"”佩戴，并设计开发定位服务器，从而实现对亚洲象的实时定
位追踪、迁徙路线和栖息地辨认；在健康监测方面，可派出相关人员进行大象粪
便样本采集，通过对同位素的检测来确定大象的健康情况；系统的定位追踪程序
还包含电子围栏的功能，当大象进入围栏区域时，可由系统开启警告功能，通知
现场人员撤离并呼叫相关处理人员，最大程度上减少人象遭遇造成的损失，保障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关键词】北斗定位 电子围栏 动态监测 同位素检测 "北斗象圈" 无人机    
大象食堂 栖息地保护 人象遭遇警告  ArduinoMega2560 开发板 

一、应用背景

云南自古以来便被誉为“动植物王国”，仅分布于云南省南部与缅甸、老挝

相邻的边境地区，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亚洲象，在近几年却面临着灭绝的风

险。国家层面对此问题十分重视，同时人民群众积极响应国家保护野生亚洲象的

号召，对亚洲象的“爱”也不断上升，可就在不知不觉中，这样的“爱”却变成

了人民日常生活中的“碍”。2018 年 4 月 7 日晚，一个巨大的身影打破了思茅

城区的宁静，一头剽悍的成年亚洲象竟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闲庭信步！这头初来

乍到的亚洲象被媒体戏称为“逛城哥”。

“逛城哥”事件不仅引发了城市居民的

恐慌，还造成了公共设施的损害以及人

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隐患。同样的，在更

早的同年二月份，云南澜沧县两名巡象

员在日常巡逻中遭 18 头的象群围攻，致

一名巡象员殉职，而这个象群在去年一

年已肇事 3 起致 4 人死亡。亚洲象的神

出鬼没，也给当地农民造成了不少精神

上和财产上的压力，一年的收成在大象

口下顷刻消失，好好的庄稼地也被糟蹋得混乱不堪，甚至连农民都因为惧怕大象

而不敢下地干活。 

发生“人象遭遇”的原因就在于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城市与乡村的不

断发展，使得亚洲象与人类生存空间重叠交叉，“人象遭遇”层出不穷，让人不

逛城哥 

作    者：杨竣博、颜子力、杨子俊楠、朱益谆

指导教师：李文伟、周安玲

学    校：普洱市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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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如何在亚洲象保护与人类自身安全利益之间寻求一个平衡。 

二、物种介绍 

亚洲象，别名印度象、亚洲大象，属于长鼻目、象科。亚洲象是亚洲现存的

最大陆生动物，长达 1 米多的象牙，是雄象上颌突出口外的门齿，也是强有力的

防卫武器。象的眼小耳大，四肢粗大强壮，前肢 5 趾，后肢 4 趾。尾短而细，皮

厚多褶皱，全身被稀疏短毛。头顶为最高点，体长 5～6 米，身高 2.1～3.6 米，

体重达 3～5 吨。野生象现已十分稀少，在东南亚一些国家驯养的家象、役象很

多。我国的野生象仅分布于云南省南部与缅甸、老挝相邻的边境地区，数量十分

稀少，屡遭猎杀，破坏十分严重。 

三、亚洲象保护及其追踪定位技术现状 

3·1 亚洲象保护现状 

作为我国国家 I 级保护动物，亚洲象仅分布于云南省部分季雨林和常绿阔叶

林中。亚洲象体型大，在野外相对容易被发现，但其活动范围较广。相关研究表

明其活动面积在 105~320km2 之间，种群流动性大，而亚洲象在中国分布的地区

又与周边国家紧密相连，部分子种群在中缅和中老边境往返迁移，使得亚洲象的

种群数量调查难度增大。更因其核心栖息地常分布于人类活动干扰较少的茂密雨

林中，增加了野外调查的难度，加之可能遭遇象群袭击的危险，使得寻求新的技

术和方法，进行快速、实时有效的种群定位追踪与调查成为困扰保护区一线监测

和管理人员的难题。 

3·2 追踪定位技术现状 

（1）GPS 项圈 

1、工作原理简述： 

通过给动物佩戴装有GPS接收机的项圈，再由GPS

卫星进行实时定位，将动物的坐标位置发送到监督人

员的终端，记录受保护动物的行踪路径，进而帮助科

学家更准确的研究受保护动物。 

2、亚洲象应用现状： 

由于亚洲象集中分布于云南省部分季雨林和常绿阔叶林中，地形复杂多变，

进行人工佩戴 GPS 项圈的难度较大，主要原因在于：①无法寻找到适合麻醉大象

的开阔地带，贸然进行麻醉可能会让亚洲象被周围岩石、植被刺伤，亦或不慎坠

入深谷；②国内目前没有实验证明最合适的麻醉剂剂量是多少，若麻醉时间过长，

则会导致亚洲象心脏受压迫时间过长，让其有生命危险，若麻醉时间过短，则根

本无法进行人工佩戴 GPS 项圈。 

（2）红外触发相机 
1、工作原理简述： 

主动式：发射器发射一束人眼视力不可见的红外线

光束，正对着接收器上相应的接收窗口，当移动的物体

从发射器和接收器之间经过时，红外光束被隔断，从而

引发相机拍摄照片。 

被动式：当温血动物从装置前方经过时，动物体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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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环境温度造成的温差引起相机周围热量的变化，这种温度(热量)的变化由红外

传感器接收后，产生一个脉冲信号，从而触发相机拍摄。 

2、亚洲象应用现状： 

同样的，由于地形复杂多样，红外触发相机的工作效率将会很低，主要原因

在于：①亚洲象栖息地植被茂密，很难寻找到适合安置红外触发相机的地点，且

需要定期对其进行维修护理，难度极大；②红外触发相机的抓拍机制很不完善，

据我们从思茅区林业局了解到的情况来看，监督人员虽然每天都可以收到从红外

触发相机传回的大量视频或照片，可多半是无用信息，需要监督人员亲自排查，

工作量极大但效率极低；③红外触发相机受天气条件影响较大，而云南地处云贵

高原地区，加之亚洲象栖息地多位于深山密林中，雾霾天气与降雨天气很多，所

以红外触发相机工作效率极低。 

四、本套系统设计内容 

4·1 总体设计 

基于北斗的亚洲象定位追踪及保护系统整体框架如图所示，系统由“"北斗

象圈"”投放佩戴，亚洲象实时定位追踪，栖息地保护，亚洲象健康监测，人象

遭遇警告，五个部分构成。 

 

首先利用无人机将"北斗象圈"投放到大象颈部，一切正常后系统开始工作。

"北斗象圈"配备有北斗定位模块与太阳能板，利用北斗导航系统，可将亚洲象所

处位置坐标通过 OneNET 平台数据库周期性或实时推送回我们的服务器并在地图

中标出。监督部门可依据 OneNET 平台数据库中记录的坐标数据分析出其大致栖

息地与迁徙路线，派出相关人员对其栖息地植被气候做出统计，与所在辖区的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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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员做好工作安排，保护好亚洲象的栖息地。相关部门可定期派出工作人员，根

据"象圈"所传回的地理坐标为线索，收集大象粪便样本并进行同位素检测，进而

对亚洲象进行身体指标评估。当大象进入电子围栏所设禁区，"象圈"触发系统警

报，启动人象遭遇警告方案。 

4·2"北斗象圈"设计 

"北斗象圈"由记忆金属弹片、硅胶、北斗定位模块、通信模块、电源模块、

BDS 天线与 GSM 天线构成，如图所示。记忆金属弹片由防水尼龙布包裹，在弹片

两端上下面均有一定数量的倒齿用来固定，在"象圈"的下部装有硅胶层来保障亚

洲象佩戴的舒适度。北斗定位模块、通信模块、电源模块和天线均放置在"象圈"

上一个涂有防水材料的金属盒中。"北斗象圈"具有周期性或实时性发送亚洲象定

位信息、电子围栏和亚洲象身份辨识的功能，是组成亚洲象定位追踪及保护系统

的核心组成部分。 

4·2·1 记忆金属弹片 

记忆金属，又名形状记忆合金，其特点是弯曲量大，塑形性高，具有单程记

忆效应，双程记忆效应与全程记忆效应。 

本作品采用镍钛记忆金属弹片，该金属弹片除具有独特的形状记忆功能外，

还具有耐磨损、抗腐蚀、高阻尼和超弹性等优异特点。我们利用其记忆效应与超

弹性，制作"北斗象圈"的基本结构：将记忆金属矩形弹片在高温下制成蜷曲状，

并在两端的两面塑性出倒齿，冷却后将其展直拉伸成两长边向内凹陷的细矩形形

状，与“啪啪圈”的结构类似，因而在与大象颈部碰撞时，可以迅速依靠两端撞

击时的向下压力使"北斗象圈"迅速蜷曲从而栓在大象颈部，再由两端的倒齿互相

咬合固定，防止大象拖拽。“象圈”的两端分别依靠金属重物加重，但两端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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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量不一样，以保证倒齿顺利咬合，防止倒齿上下颠倒。 

选择佩戴"象圈"的亚洲象一般为成年大象，颈围为 2m~2.2m（非正常生长大

象除外），因此设计的"北斗象圈"长度为 2.40m（可依据大象实际情况而定），

"象圈"两端倒齿部分齿高分别为 2cm，两端倒齿的各自分布长度占"北斗象圈"总

长度的 12.5%，"北斗象圈"宽 5cm，厚度为 2.15cm（含倒齿高度，弹片自身厚度

为 1.5mm）。同时"象圈"可涂成不同的颜色或画上不同的图案，便于识别大象身

份。 

4·2·2 硅胶 

硅胶，属非晶态物质，其化学分子式为 mSiO2`nH2O；除强碱、氢氟酸外不

与任何物质发生反应，不溶于水和任何溶剂，无毒无味，化学性质稳定。我们在

"象圈"下面一侧装有一层厚度为 5mm 的硅胶，以保证"象圈"不会滑动，使大象佩

戴时有很好的舒适感，防止大象对其进行拖拽与破坏。 

 

4·2·3 ArduinoMega2560 开发板 

ArduinoMega2560 是一块以 ATmega2560 为核心的微控

制器开发板，本身具有 54 组数字 I/O input/output 端（其

中 14 组可做 PWM 输出），16 组模拟比输入端，4 组 UART

（ hardware serial ports ），使用 16 MHz crystal 

oscillator。由于具有 bootloader，因此能够通过 USB 直

接下载程序而不需经过其他外部烧写器。电源部份可选择

由 USB 直接提供电源，或者使用 AC-to-DC adapter 及电池

作为外部供电。我们使用此开发板进行"北斗象圈"的程序

开发，利用其进行经纬度的解析与各模块的控制。 

4·2·4 北斗定位模块 

定位模块主要包含北斗定位芯片、BDS 天线，具有即时

定位与发送位置坐标的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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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duinoMega2560 开发板中的 ATMEGA2560-16AU 单片机将获

取到的定位信息进行经纬度解析，由通信模块经过 OneNET

服务器将数据推送至我们的服务器中进行统计管理。 

4·2·5 通信模块 

GSM 模块，是将 GSM 射频芯片、基带处理芯片、存储器、

功放器件等集成在一块线路板上，具有独立的操作系统、GSM

射频处理、基带处理并提供标准接口的功能模块。我们所设

计的"北斗象圈"的通信模块由 GSM 模块及其天线构成，将 GSM

模块与 ArduinoMega2560 开发板相连接，在 ATMEGA2560-16AU

单片机将地理经纬度解析完成后，由 GSM 模块实时发送至

OneNet 服务器数据库中，再由 OneNET 服务器将数据推送至我

们的服务器中，完成定位数据的收集标记。 

GSM 模块 

ArduinoMega2560 开发板 

北斗定位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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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电源模块 

"北斗象圈"设计配备有 9V 多晶硅太阳能充电板及充电电池，可以保证对"

象圈"中各个模块长时间的电力供应，延长"象圈"的使用期效，实现对亚洲象长

时间的实时定位与追踪。 

4·3"北斗象圈"的投放 

首先由当地亚洲象监测员带领"象圈"投放小组找到目标大象。据亚洲象监测

员的说法，实施"象圈"佩戴的目标大象一般为成年大象或头象。确定目标后，追

踪其到达较为开阔地带后，由小组人员操控可装载并投放“北斗象圈”的特种多

旋翼无人机（如装有机械手臂的无人机）携带伸展状的"北斗象圈"飞至大象颈部

上方适当位置，找准时机进行投放。 

4·4 网页端的设计 

定位服务器使用百度地图 Demo 进行二次开发，引用百度地图的

DrawingManager类库实现电子围栏的绘制以及GeoUtils类库对大象进入电子围

栏进行判断。Web 端设计有两个主页面，用户页面可以显示大象位置以及对地图

进行拉框放大，并且可以通过城市名或地标性建筑名字来把地图切换到自己想要

的地方，用户页面可提供给当地应急部门组织撤离时使用。而管理页面除用户页

面的功能外，还可进行电子围栏的绘制与清除。并且当大象进入电子围栏时，管

理页面还会进行警告提示。 

4·5 亚洲象实时定位追踪 

在对目标大象成功实施佩戴"北斗象圈"后，"象圈"开始向 OneNET 物联网开

放平台服务器发送地理位置坐标，我们调用其 API 接口，再将地理坐标数据传回

到我们开发的定位服务器中。服务器同时调用百度地图的 API 接口，实现对大象

位置的可视化监测。OneNET 平台数据库同时也会记录定位数据，监督人员可定

期查看并绘制出大象迁徙路线。 

4·6 栖息地保护 

栖息地在亚洲象保护项目中占有重要地位，定位服务器通过对"象圈"传回坐

标数据进行收集并在地图上标出，监督人员可规划出亚洲象群的大致栖息地，派

出工作人员对栖息地植被分布情况、温度湿度和地形地貌做出相关统计和记录分

析，为日后保护区设立和栖息地还原做好充足的数据准备。同时监督人员可与当

地护林员进行工作安排，在栖息地周围张贴警告标示，做好当地居民的宣传与警

告工作。 

4·7 亚洲象健康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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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亚洲象主要栖息在热带及亚热带地区的深山密林中，毒虫病害自然少不

了，消化不良和伤口感染对大象来说更是家常便饭，这对整个象群的繁衍是十分

不利的。大象消化功能不是很好，一日进食量中，60%以上作为排泄物排除，故

可以通过排泄物来进行一些生理指标测定。本作品利用同位素检测手段，根据"

象圈"的定位数据在大象出现次数较多的地方设立“大象食堂”，将相关标记元

素注射进大象的食物中。所谓的“大象食堂”，即为人造亚洲象觅食地，通常会

在一片开阔地带中修建盐池，并在盐池周围种植亚洲象所喜爱的食物。“大象食

堂”周围装有监控相机，可通过观察"象圈"颜色或图案确定进食大象身份并依靠

"象圈"对其进行跟踪，收集粪便利用质谱仪等质量分析仪器进行同位素检测，分

析其健康水平。工作原理如图。 

 

4·8 人象遭遇警告 

定位服务器拥有我们自行设计的电子围栏系统，电子围栏一般包围的区域有

村庄，重要交通路口，亚洲象常出没地段与边防站或服务区等。当佩戴有"象圈"

的大象进入围栏区域时，服务器页面会发出文字警告，此时监督安保人员应及时

依靠定位服务器地图确定入侵亚洲象的位置，通知当地应急部门组织群众撤离并

呼叫相关人员进行现场处理。在大象进入围栏区域的同时，监督人员可控制小型

无人机进行跟踪，提供更好的现场情况评估与协助群众安全撤离。 

五、实践过程 

我们在网上购买了相关硬件模块并开发出了定位服务器，进行更加真实有效

的测试。下面是我们制作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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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照片是我们进行实地问卷调查时拍摄的：

定位服务器的截图如下： 

大象粪便 

大象脚印

途中遭遇的大象 被大象踩死的庄稼

参与调查的其中一户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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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页面

用户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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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实地问卷调查

针对人象遭遇问题，为此我们走访了云南省普洱市江城县康平镇的哈里村，

但由于亚洲象的不断侵袭，目前全村仅有不到 20 户人家，大多数村民已搬迁至

别处。我们抽取了 10 户人家，共计 36 名村民进行了问卷调查。 

从村民对亚洲象的态度来看，亚洲象给当地村民带来了不小的心理压力与恐

慌，对当地生产与安全造成很大隐患；同时对亚洲象抱有敌意的村民也不在少

数，这对亚洲象保护也是极为不利的，由此可见，人象之间的利益存在巨大矛

盾。 

从哈里村的情况来看，亚洲象出现的几率极高，人象遭遇发生危险的风险也

极大。亚洲象生存空间与人类生活空间交错重叠，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人象遭遇的

发生，说明在解决人象遭遇问题上急需一套通过实时定位亚洲象的手段来保护人

身安全与财产安全的系统。 

从表中可知，当地村民非常希望能够有一套高效、精准的系统，而本作品出发点

正是立足于缓解和解决人象遭遇问题，因而十分符合当地人象遭遇的实际情

况。这仅仅只是一个哈里村，可在广大中南亚地区又有多少个这样的“哈里

村”，所以本作品的应用前景与可开发性十分广阔和巨大。

问题一：您对亚洲象抱有什么样的态度？ 

态度 人数 所占百分比 

害怕 21 58% 

憎恨 11 31% 

喜欢 4 11% 

问题二：近一个月来您遭遇过几次大象 

次数 人数 所占百分比 

≤3 次 19 53% 

4-5 次 11 30% 

＞5 次 6 17% 

问题三：您希望有一套能保障安全的系统吗？ 

人数 所占百分比 

希望 34 94% 

不希望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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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应用前景与展望

7·1 应用前景 

在一些“人象遭遇”较为严重的地区，有关政府的补贴并不是很到位（如哈

里村的果树补贴，受补贴果树必须要被大象伤到根系才可进行补贴，且补贴费为 

16 元/株），村民会因大象而蒙受巨大的损失。但在安装本套系统后，相关操作

人员便可依据"北斗象圈"所传回的定位数据，初步规划出大象的栖息地，村民便

可在远离大象栖息地的地方耕作安家，政府部门也可依据相关数据修建隔离栏或

出台相关政策，平衡好人与大象之间的利益冲突与矛盾。本套系统除解决人象矛

盾外，还可帮助有关亚洲象的相关研究，帮助动物学家更好的认识这一神奇物种。

通过对其栖息地的辨析与考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亚洲象的生活习性，更

好地进行亚洲象的保护工作。而栖息地的考察数据则可以为日后栖息地的重建与

保护区的设立提供有效准确的参考，使亚洲象这一物种得以更好地生存与发

展。本套系统将切实缓解和解决人象之间的利益矛盾，同时也将为亚洲象的相关

研究提供新的解决思路与方案，使亚洲象的研究保护事业如虎添翼，所以本套系

统的应用前景十分广阔。 

7·2 展望 

（1）系统硬件

①本套系统关于"北斗象圈"的设计只是一个初步方案，"象圈"中各类模块体积较

大，使用起来不太方便，但这只是技术上的问题，在未来“微科技”的不断发展

中，"北斗象圈"的各类模块也一定会不断精简与高效，让"北斗象圈"的投放和使

用变得简单方便。

②“北斗象圈”上可安装 VR 微型摄像头，以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亚洲象。在保

护亚洲象的前提下，让人们走进亚洲象的生活，并且研究人员也可通过 VR 来更

好地观察记录亚洲象的生活习性，促进亚洲象保护与研究事业的蓬勃发展。
（2）系统软件

本系统服务器的两个页面设计比较单调，但都是实用与精准的。在用户进行浏览

和使用的过程中可能存在一些不太人性化的设计，但我们在日后会不断地进行页

面优化与设计，满足用户的需求。
（3）系统功能

在“人象遭遇警告”功能方面，我们可以依据"象圈"传回的数据，在亚洲象出没

几率较高的村庄周围安装一定数量的携带生物识别模块的红外摄像头，并将其连

接上定位服务器。当生物识别模块通过摄像头辨识出入侵生物为亚洲象，则可由

服务器发出警告，并迅速定位大象入侵位置，做好相关应急准备，以此应付未佩

戴“北斗象圈”大象入侵的情况。

八、结语

在开发本套系统与实地调查的过程中，我们惊奇地发现人与自然的关系正处

于一个十分微妙的阶段，具体来说就是一个决定人与自然最终能否和谐共处的阶

段。我们开发本套系统，便是因为我们感受到了时代责任感，希望可以先从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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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大象之间的利益矛盾方面入手，为人与自然的和谐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积跬步而至千里，汇小流而成江海，拯救自然和走向人与自然和谐的路还很长，

我们将会更加努力，为下一代开创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 

参考文献 

[1] 罗嫚，「人」与「大象」血细胞大 PK，看一看大象和人血细胞的区别与相似处[J]， 掌

上医讯，2018。

[2] 靳新娣，朱和平，粪便样品中Fe同位素比值的ICP-MS 测定研究[J]，《质谱学报》,2000，

21(3、4)：171-172。

服务器源码详见附件 1 

ArduinoMega2560 开发板源码详见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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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全球卫星技术的放牧系统设计

作者：栾柏瑞

指导教师：刘鲁涛、张淋浛

学校：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摘要：本文针对游牧过程中存在的环境复杂、气候恶劣、劳动成本高、不易管理等问题，

基于北斗卫星技术设计了可控智能放牧系统，并提出具体的实现方案。该方案由北斗卫

星系统（BDS）手机放牧 APP、BDS 放牧终端、无人机、远程牧井等组成，具有牧群位置

信息可视化显示、运动轨迹可查询、电子围栏、无人机辅助管理等功能。采用本文信息

化技术，可使游牧民足不出户的实现对牧群有效监控、管理，增加了安全系数，节约了

劳动成本，缓解了依赖劳动力的传统生产方式，对于促进畜牧业的进一步发展，缩小城

乡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关键词:北斗技术;放牧系统;电子围栏；手机 APP

Abstract:In view of the complex environment, harsh climate, high labor cost and 

difficult management in the process of grazing , this paper designs a 

controllable grazing system based on BDS(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The system consists of BDS mobile grazing APP, BDS grazing terminal, drone, 

remote herder manager, etc. It has the functions of visual display of herd 

location, motion tracking , electronic fence, and UAV auxiliary management. 

Using thi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erders can effectively monitor and manage 

the herds without leaving home. So this system can improve the safety factor, 

save labor costs, change the traditional pasture methods and promot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There is a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at 

this design may narrow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KeyWords: BDS；Grazing system；Electronic fence；Mobile grazing APP

引言

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是我国的四大牧区，具有发展畜牧业的优越条件。以新

疆为例，全疆有牧业县和半牧业县 87 个，从事牧业人口 138 万人，占农村总人口 12.6%；

现有天然草场 57 万 km
2
，牧场 130 个

[1]
，但地广人稀。当地牧民仍然是以游牧作为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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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北斗卫星技术，开发智能放牧系统，将高科技成果应用到具体的放牧工作中，

提出了实现方案。使牧民不用外出，就可以通过手机实现对牧群的信息化监视、放养和管理

工作。该方案由北斗卫星系统（BDS）、手机放牧 APP、BDS 放牧终端、无人机、远程牧井

组成，具有牧群位置信息的可视化显示、运动轨迹查询、电子围栏、无人机辅助管理等功能。

本项目对于改变传统的牧业生产、作业方式，将牧民从繁重的放牧工作中解放出来，充分、

有效的利用自然资源，促进畜牧业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BDS）是由中国科技专家自主设计、独立运营的全球卫星定位

导航系统，该系统由空间段、地面段和用户段三部分组成[12-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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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通信功能可以实现用户和用户、

用户和控制中心之间的双向数字报文传输，短报文服务民用版最多可传送 49 个汉字。开放

服务在服务区免费提供定位、测速、授时服务，定位精度可达 10 米，测速精度 0.2 米/秒，

授时精度 10 纳秒。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机理是主动式双向测距二维导航，地面中心控制系

统解算，提供用户三维定位数据[15-16]。 

2 系统方案 

2.1 方案简介

基于北斗全球卫星技术的放牧系统由北斗放牧 APP、北斗卫星系统（BDS）、佩戴在牲

畜身上的北斗放牧终端、北斗无人机和北斗远程牧井系统五大部分构成，如图 1 所示。 

的放牧方式，天然牧场大多位于高寒、高山、丘陵地带，传统牧业牧民奔波于牧群和居住地

之间，劳动强度极大，且暴风雪、沙尘暴、草原退化等自然灾害导致牧群失散、死亡等情况

屡见不鲜，给牧民造成极大的损失，这种人工放牧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畜牧业的发

展[2-4]。

北斗卫星技术、网络、无线通信等技术不断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给人们带来前所

未有的改变，取得了令人举世瞩目的成就[5-9]，也为我国畜牧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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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北斗技术的放牧系统结构图 

客户端的手机北斗放牧 APP 通过与北斗卫星系统(BDS)之间的通信，控制其他的终端设

备，并接收和处理其他终端发送的信息。也可以直接与北斗无人机和北斗放牧终端通信，实

现相关模块的功能。

北斗放牧 APP 由四个功能模块组成：牧民信息、放牧、无人机和牧井，其中牧民信息

用来录入放牧人的个人相关信息，如姓名、年龄、籍贯、放牧的牲畜种类、数量、编号等。

北斗放牧终端由 RDSS 北斗定位模块、通信模块、SIM 卡和音频模块构成。北斗无人机由通

信模块、飞行控制模块、摄录控制模块、语音播放模块和 GNSS 全球定位模块构成。北斗远

程牧井系统由动力模块和控制模块构成。 

2.2 系统使用的关键技术 

系统使用的关键技术如表 1 所示。其中，定位技术由北斗卫星系统（BDS）来实现，通

过北斗放牧终端可以准确定位牧群的位置。移动通信技术是系统的主要数据传输手段，借助

移动互联网络，定位设备可以将牧群的位置信息会传到牧民的手机，供卫星放牧系统调用，

并实现系统和定位设备之间的远程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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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系统使用的关键技术 

技术分类 关键技术

定位技术 北斗卫星系统（BDS） 

通信技术 移动通信和互联网通信

软件实现技术 Web GIS 技术、Web Services 技术、Ajax 技术 

   Web GIS、Web Services 和 Ajax 技术是搭建卫星放牧应用平台的关键技术。Web GIS 提

供了系统对空间数据的显示和管理功能，使牧民可视化放牧平台的功能得以实现，能够完成

对牧群的动态追踪、历史运动轨迹查询等功能。Web Services 和 Ajax 技术则是从系统实现 

层面上帮助系统在网络平台上具有良好的架构，并实现应用平台的数据实时更新。

2.3 系统中主要功能的通信方式 

系统中主要功能的通信方式如表 2 所示。 

表 2 系统中主要功能的通信方式 

功能 设备 通信方式

位置信息获取 BDS，BDS 终端，无人机 卫星信号

位置信息接收 手机，BDS 地面段 4G

设备控制 手机，BDS 终端、无人机、牧井 WIFI、4G 

离群牲畜报警 手机，BDS 放牧终端 短信、4G 

电话查询牧群位置 手机，BDS 放牧终端 移动网络

牧群位置信息的获取是 BDS 放牧终端将接收到的多颗定位卫星信号经过解算，得到自

己的坐标，通过 4G 网络发送到牧民的手机上。无人机带有全球卫星导航系统（GNSS）模

块，通过与 BDS 之间的通信，可为其提供全天候、高精度的位置、速度和时间信息。对设

备的控制，如果距离近，可以采用 WIFI 实现，若距离较远可采用 4G 实现。当牲畜越过电

子围栏，产生离群牲畜报警信号，由 BDS 放牧终端通过短信和 4G 网络发送给用户手机。电

话查询牧群位置是通过用户拨打放牧终端的 SIM 卡，SIM 卡再通过移动网络以短信形式告

知用户。

2.4 实现方法

2.4.1 放牧

点击放牧 APP 中“放牧”，其子功能如图 2 所示。由图 2 可见，子功能包括牧群位置实

时查看、电话获取牧群位置、电子围栏、历史路径查看、地图和终端设备智能管理。北斗放

牧终端由 RDSS、通信模块、SIM 卡和音频模块构成。它既可以通过北斗卫星系统的地面段

与牧民的手机进行通信，也可以通过移动网络与牧民的手机实现直接通信。通过地面段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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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SS 发送的牧群的实时位置信息，再通过移动网络拨打 SIM 卡号码，接收 SIM 卡发送的

位置短信息。 

 

 

图 2 放牧模块的子功能 

牲畜实时位置查看功能：通过该功能牧民可以足不出户地在地图上看到牧群的实时所在

位置，获取一段时间内每一头佩戴放牧终端牲畜的移动距离、步数等信息，通过这些信息还

可以初步判断某一头牲畜的生理状态是否正常，可以根据经验设置一个阈值，当牲畜的生理

状态低于这个阈值时，发送报警信息，信息包括牲畜的位置和编号。

电话获取牧群位置功能：北斗系统的短报文功能能够每 12 个小时发回牛的位置信息，

牧民只要点开手机便可以知道牛的位置。如果北斗项圈出现异常，通过拨打放牧终端中内置

的 SIM 卡号码，便能收到牛群的位置信息。该功能作为上一功能的补充，具有速度快、经

济实用等优点，也对牲畜的实时位置获取有了双重保障。

电子围栏功能：牧民可以利用该功能，根据草场环境给放牧的牲畜设置“电子围栏”, 

电子围栏可以设置多层，层与层之间距离 10 米左右[8]。通过北斗定位功能，当牲畜位置超

出设定的最内层电子围栏边界时，会引起手机自动报警，并触发放牧终端中的音频模块工作，

模块中有按照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录制好的驱赶牲畜的口令，驱赶牲畜回到电子围栏内。

同时将其位置坐标发送给无人机，方便牧民使用无人机进行驱赶。电子围栏的流程图如图 3

所示。启动电子围栏功能后，系统对编号后的 BDS 放牧终端逐一检测，若发现牲畜在电子

围栏内，则返回查询下一个编号的 BDS 放牧终端；若发现其不在围栏内，则进行方位判断

后，启动相应的驱赶功能，同时将位置信息报送手机和无人机并报警，然后返回查询下一个

放牧终端的位置信息，如此进行循环检测。

历史路径查询功能：在地理信息系统（GIS）支持下，将牧群的运动轨迹数据与牧场自

然环境、牧草情况、水源等信息叠加。输入任意时间段，相应时间段内的牲畜运动轨迹，牧

群行进路线、停留时间等信息在地图上显示。

地图功能：通过地图功能，牧民可以查看附近的牧草、水源、道路、城市等的分布情况，

以及牧群位置与这些目标的距离和当地的天气情况等。

终端设备智能管理功能：牧民可以通过该功能控制终端设备的工作状态。例如，不需要

设备发送信号时，让设备进入自动休眠状态，以节约电能，电量不足时，向牧民发送提示信

息；控制放牧终端内的音频模块，播放存储的音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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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电子围栏功能流程图 

开始

获得新的位置信

读取设备对应信息

牲畜在电子围栏内

在电子围栏的东

在电子围栏的西

在电子围栏的南

在电子围栏的北

向手机报警、启动音频模

块播放向西驱赶的指令并

向手机、无人机发送坐标

向手机报警、启动音频模

块播放向东驱赶的指令并

向手机、无人机发送坐标

向手机报警、启动音频模

块播放向北驱赶的指令并

向手机、无人机发送坐标

向手机报警、启动音频模

块播放向南驱赶的指令并

向手机、无人机发送坐标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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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7  /  7 

2.4.2 北斗无人机 

北斗无人机飞控模块包括 GNSS 模块、通信模块、摄录模块和扬声器。利用手机放牧

APP 可以控制无人机的飞行，接收其位置信息。无人机在本系统的作用有以下几方面：（1）

与牲畜实时位置查看功能结合，利用摄录功能定点查看产生报警信息牲畜的直观状态；（2）

与电子围栏功能结合，利用飞行和语音播放功能，对离开电子围栏的牲畜进行驱赶，使其回

到电子围栏内；（3）对牧群周边环境监察，寻找适合放牧的地点；（4）寻找丢失的牲畜。 

2.4.3 北斗远程牧井系统 

牧井由动力系统和控制模块组成。牧民利用手机可以远程控制牧井的状态。水槽通过动

力系统控制模块能实现水位自动感应和定时放水，还可以设定固定的供水时间，让控制器自

动启泵供水，直到水槽加满为止。

3.结论

本文基于北斗技术理念，针对少数民族地区以游牧为主的放牧方式，设计了现代智能放

牧的可行性方案。本方案由北斗卫星系统（BDS）手机放牧 APP、BDS 放牧终端、无人机、

远程牧井等组成，具有牧群位置信息可视化显示、运动轨迹可查询、电子围栏、无人机辅助

管理等功能。使用本方案可以降低牧民的劳动强度、减少开支，同时易于管理，提高了牲畜

的成活率，降低了走失风险，对改善牧民生活，缩小城乡差距，促进现代畜牧业的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本方法如与互联网+结合，则可实现同地区牧民间的放牧协调和信息共享等，其

意义将更加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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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北斗成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北斗应用场景越来越多，其

中利用北斗定位技术在车辆中的应用越来越普遍，本文探讨的是北斗

在营运车辆全生命周期的应用探索，包括系统、实施方案、应用场景

可行性等。

【关键词】北斗定位 营运车辆管理 系统应用全生命周期

卫星导航定位系统是一个国家的重要信息基础和战略设施，是体

现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建立一个国家自己的全球导航定位系统，对

于发展国民经济、维护国家安全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目前，

国家正在建设北斗卫星系统，计划 2020 年左右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形

成全球覆盖能力。为了支持国家卫星产业的发展和应用，2010 年 10 

月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国发

〔2010〕32 号）》和“十二五”规划，积极推进空间基础设施建设，

促进卫星及其应用产业发展。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发改办高技

[2012]895 号文）“关于组织实施卫星及其应用产业发展专项”通知明

确支持基于自主卫星通信、卫星导航和卫星遥感三大领域的应用，其

中卫星导航的应用是重点支持领域。

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快速发展,北斗的应用成为广大企业、高

校、研究所的焦点，北斗导航系统在市场上逐渐占据重要地位，成为

导航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北斗应用已经正逐渐融入社会生产生活的

基于北斗定位的车辆全生命周期管理研究

作者：何宇博、齐映雪、朱雅涵

指导教师：朱明军、韩耀珍

学校：济宁市育才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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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领域，北斗在车辆管理方面的应用会越来越广泛。车辆作为重要

的交通工具,我国客车、货车、危险品运输车等公路营运车辆引发的

道路交通事故不断增多,车路人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在很多单位一直

存在管理困难的问题，提高车辆的使用效率，降低车辆事故的发生，

已成为一项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1]。为此国家已颁布了行驶记录仪最

新国标 GB/T 19056-2012《汽车行驶记录仪》，交通运输部也在 2011

年颁布了 JT/T796、794 等行业标准,以不断加强道路营运车辆的管理。

通过安装基于北斗定位导航技术的车载终端产品，建立智能的车辆全

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借助准确的定位技术，售后服务人员可以快

速的查询车辆事故地点，高效快捷地排除车辆故障，提高用户满意度；

对车辆实现实时监控，快速应急处理突发事件，保证人员及财产安全。

集成无线通信、北斗卫星导航等应用技术，满足车辆对于数据传输、

车队管理、政府平台监管的信息化需求实现对于车辆全生命周期的数

据记录及管理。同时帮助用户实时、有效地监控车辆，可在车辆超速、

越界、被盗、发生意外时及时向服务器发出报警，减小损失，由此满

足当今社会对车辆管理的需求。

基于北斗定位的车辆全生命周期管理是通过在车辆上安装北斗

车载终端，采集车辆的位置、车辆状态、人员状态等相关数据、图片、

视频信息，通过无线通信网络上传至远端进行查看分析，它是将通信

技术、北斗卫星定位技术、GIS 地理信息技术、计算机网络和数据库

等技术相结合，建立的一个综合的车辆监控管理系统，用以满足车队、

司机、生产厂家、金融机构、保险公司、二手车商等车辆全生命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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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2]。 

一、硬件部分 

硬件部分是北斗卫星定位车载终端内部模块结构，由主板和通信

板两部分组成。主板包括 ARM 处理器、Flash、打印驱动、时钟模块、

电源管理模块、液晶显示模块等，通信板包括电源管理模块、北斗系

统模块、GPRS 模块、打印模块等。 

各模块的主要功能简介如下: 

1.北斗模块：主要负责与北斗卫星通信，计算出经纬度、方向、

速度、时间、接收卫星信号强度等数据。

2.通信模块：实现无线通信，主要负责把终端的行驶数据发给服

务器以及接收服务器发来的信息和指令。

3.UART 模块：负责与电脑串口通信，采集数据和设置终端信息。 

4.信息采集模块：采集设备开关量、速度及图像等外部信息。

5.时钟模块：负责时间管理。

6.液晶显示模块：负责操作界面及数据的显示。

7.打印模块：负责终端数据打印。

8.核心主板：包括 ARM 处理器、Flash 存储器、晶振和复位电路。

32位的ARM处理器，以多任务的方式对以上所有模块的管理和控制；

Flash 存储参数信息和记录信息。 

9.电源管理模块：为核心板和主板上所有硬件模块提供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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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硬件系统结构图 

二、系统组成 

该系统由数据库子系统、通信子系统、车载信息终端子系统、

GIS 服务、应用服务器、监控调度客户端系统、第三方服务接口等组

成。

图 2 系统整体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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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简介如下:

1.车载信息终端子系统

车载信息子系统是安装在车辆上的终端信息设备，负责接收与传

送定位信息，并与后台系统进行调度信息的交互。

2.数据库子系统

当今社会，数据不管对于个人还是公司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数

据的安全性、完整性、一致性直接关系到个人或企业的利益。假如数

据没有做到应有保护，导致数据泄露、丢失等会造成一定损失。因此，

建立一个高可靠性的数据库十分重要。此外，数据库性能也是衡量一

个系统成败的主要因素，即使系统的前台 UI 界面开发的很完美，硬

件很先进，也不能弥补后台数据库的缺陷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由上

可知，数据库设计的好坏影响整个系统的性能，设计一个可靠性的、

安全的数据库是必备的环节。在基于北斗的车辆全生命周期管理平台

软件中，车载终端的数量很庞大，因此，整个系统的数据交互量也会

很大，数据的实时性要求很高，这对后台数据库的设计是一个巨大的

挑战。

本系统采用 Oracle 11g 数据库。Oracle 11g 数据库的存储量大，

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可靠性，能够满足大多数用户的需求。可存放相

关企业、车辆、司机基本信息，存放定位历史信息、终端信息等。

3.终端通信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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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于北斗的车辆全生命周期管理平台软件各个组成结构中，通

信子系统是连接客户端与车载终端的桥梁，它是整个系统中数据传输

的核心模块，是整个车辆管理平台软件数据的交互中心。由于车载信

息子系统终端信息设备的数量相当大，为了解决信息的阻塞问题，所

以通信子系统的设计需要认真考虑。系统对车载终端终端信息设备的

监控可分为实时监控和非实时监控。实时监控时，数据的交互量非常

大，系统对信息的应答反馈要求比较高。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低价

格就可以买到高性能的计算机了，计算机的处理能力已经能够满足这

样的要求了，但是，随着汽车行业的发展，车辆的数量日益增多，系

统为了能够满足用户的需求，需要不断升级，以满足对车辆容量的要

求。

客户端可以 HTTP 协议向服务器请求数据和服务。在端口不受限

制的情况下，也可以 Socket 协议与服务器交互，以提高速度。通常

向客户端返回半矢量半 GIF 的数据。若网速允许，也可返回全矢量的

数据，给用户以更好的操作体验和更强大的客户端功能。

4.GIS 服务

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简称 GIS）是指

在计算机软硬件系统的支撑下，采集、分析和处理整个或部分地球表

层(包括大气层)空间中的地质情况、环境信息、气候状况等，再使用

相对应的数据库来存储数据，并用可视化的应用来进行系统管理。基

于北斗的车辆管理服务平台软件的 GIS 系统主要功能是把车辆的位

置直观的反映到 GIS 界面上，GIS 界面直观易懂，便于操作，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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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扩展性和可维护性。在车辆管理系统的应用中，GIS 主要是针对

车辆导航、定位、监测的信息系统，在监控中心对车辆进行实时监测、

管理。本系统的 GIS 是调用第三方地图 API 实现 GIS 的功能,主要

有地图的显示，地图的放大、缩小、平移、测距等功能，北斗导航数

据可在地图上动态地显示。放大、缩小、平移、测距是地图操作最基

本的功能，这些功能可以调用地图的 API 来实现。 

5.应用服务器

应用服务器是基于 Framework3.5 架构的中间件，采用 Dot 

Net2008 语言开发，使用 ADO3.5 数据库接口与数据库连接，使用

SOCKET 和 HTTP 协议与终端数据交换服务器以及客户端软件交换

数据。应用服务器是系统业务处理的核心组件，响应客户端软件的业

务处理请求，依据权限控制模块将终端数据交换服务器传送的定位数

据分发到各客户端软件。

6.监控调度客户端系统

客户端是直接面向用户的应用软件，是 GIS 服务器与用户之间的

桥梁。它向服务器端提交用户请求，接收返回的处理结果并显示。

7.第三方服务端口

第三方服务端口向第三方服务提供基础数据，接受第三方服务平

台提供的返回信息。

三、系统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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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统可以为车辆提供生产管理、库存管理、调度管理、车辆维

保管理、驾驶员管理、速度和油耗管理、安全和车况管理、载荷管理

等车辆管理报表，可以为车辆救援、购车贷款和租赁金融服务、货物

配载、保险、残值评估等提供相关数据，并提供以下服务。

1.车厂

（1）为生产部门提供数据自动录入及检验

车辆安装北斗终端后，本系统将会自动填写车辆的基本档案

和终端的基本档案上传到平台，自动采集数据，针对不同车型设

置不同的数据检验条件，自动识别检验上传的数据遗漏、数据错

误之处并自动生成检验报告，从而助力高效生产。

（2）为销售部门提供实际运营数据

本系统可实时监控车辆从出厂到交付 4S 店的运输过程、销售

状态、回款状态及实际运营区域，让车辆销售状态和实际运营状

态更加透明。

2.4s 店 

本系统可为售后部门提供车辆状态信息——车辆远程故障检验

信息，各个时间点的车辆工作状态、位置、发动机数据、传感器

数据等信息，实时为车辆提供救援服务。

3.运输企业

（1）为运输公司提供车况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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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统可向运输公司提供驾驶行为模型，精准油耗，精确里

程，轮胎胎压及身份信息，急加速、急减速、急转弯事件，故障

诊断，空、重载状态，助力运输公司数据化管理。

（2）为运输企业提供配载服务

本系统可根据车辆位置信息、载货状态，给运输企业提供货

物配载服务。

4.司机

本系统可为司机提供实时路况、限行信息，提供车道偏离提醒、

疲劳驾驶提醒、碰撞提醒、轮胎压力及温度报警提醒等，助力司机安

全行驶。

5.监管部门

本系统可为监管部门提供车辆超速、超载、车辆偏离路线、司机

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报警。

6.金融机构

本系统可为金融机构提供位置查询、远程限速、远程断电等服务，

提高金融风险防范能力。

7.二手车商

本系统可为二手车商提供车辆运行数据，辅助车辆精准估价。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用户对车辆的监控、管理的要求也会提高，

对智能化的车辆管理系统需求也会相应增加。基于北斗定位的全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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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管理系统会随着科技的发展日益完善，适应用户对车辆管理的更

高要求[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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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北斗卫星系统的定位和导航功能在交通行业中应用越来越广泛，因为该

系统可以通过获取定位数据来记录车辆的行驶轨迹，所以可以通过引入北斗导航

技术，按照车辆实际行驶轨迹，在现有的高速公路收费系统上实现高速公路的精

确路径收费。 

主题词：北斗卫星 高速公路 精确收费 

Application of Beidou Navigation Technology in Highway Accurate Path 

Charging 

Abstract: The positioning and navigation functions of Beidou Satellite 

System are more and more widely used in the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Because the system can record the trajectory of vehicles, the accurate 

toll of highway can be realized by introducing Beidou navigation 

technology into the existing highway toll system. 

Key words: Beidou satellite  expressway toll collection 

1.引言

我们开车上高速要交纳高速公路通行费，交费的数额是如何计算的呢?理论

上，高速公路收费是应该按照实际行驶的距离收费，这样才体现了公平。但由于

高速公路建设时，信息技术的水平还不能达到精确计费的水平，而且联网的高速

公路路径简单，所以一直也没有必要实现。随着路网日益复杂，精确收费的需求

日益凸显，先进的通信及定位技术发展能否将其变为现实呢。 

2．现状 

2.1 现行的高速公路收费方法 

目前，国内绝大多数的高速公路收费是依据入口及出口位置，采取最短路径

法，也就是出入口之间最短的行驶距离计算。 

比如我们开车从济南到日照（如图 1所示），可以走京沪线日兰线，也可以

走京沪线青兰线，不论走哪条路，收取的通行费都是一样的，都按走青兰高速（路

线最短）的距离收取 55 元。 

基于北斗导航技术的高速公路精确路径收费应用研究

作    者：王若尘

指导教师：李忠文、闫玉良

学     校：山东省济南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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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济南至日照的可行使路径图 

 

2.2 现行收费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经调查研究，主要有四方面的问题： 

第一，这种计费方式随着高速公路网的密集化，不同的出入口之间可能有多

条路径，这些路可能分属于不同的省市或公司管理，到底收的通行费该给哪个单

位，无法精确确定，不同管理部门因为经济利益会发生争执。 

第二，很难实行分时段、分路段阶梯价格收费。实行阶梯价格计费可以分流

交通流量，减小交通压力，但由于无法记录车辆的实时路线，所以无法准确计费，

也就没有实行不同的收费价格。 

第三，现在的节假日免收通行费政策，并不是真正意义的免费时间段免费。

现在的免费方式只能以出口时间作为是否免费的时间，所以会造成一定不公平和

一定时间段的车辆集中拥堵。 

第四，行成了许多利用政策逃费的漏洞，例如有的客货车，通过改变行驶方

向和路线，缩短实际缴费里程，或者通过两辆车中途换客换货，从而达到少缴或

逃缴通行费的目的。    

今年 6 月 27 日，宁杭高速公路管理公司报案有 10 余辆大型货车通过更改通

行卡内信息的方式逃缴高速通行费。一辆货车通行卡显示是从南京殷巷上的高速，

但实际上该车是从徐州睢宁上的高速，两段不同里程相差数百公里，应交通行费

也从 900 多元降为了 100 多元。经查明 4-6 月，有多名货车司机先后 12 次购买

被篡改数据的高速通行卡使用，以缩短高速行驶里程的方式偷逃高速过路费，涉

案金额达到 15.9 万元。 

据网上统计，甘肃庆城收费站一个季度就查处 U 型车 20 辆，追缴通行费

12963 元，陕西延靖分公司不到一年就查获 146 车次，追缴通行费 22.65 万。 

    如果能按照实际路线收费就可以避免和解决这些问题。怎么才能记录每辆车

的行驶路径呢。 

 

2.3 目前采取的试点做法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前高速公路管理部门的做法，一是在分流点，也就是

叉路口，设置标识站，利用不停车收费设备识别车辆，实质上是进行了一次部分

收费的过程。二是在分流点加设监控设备，抓拍车辆的车牌，识别后作为记录和

计算的依据。如图所示，在路 1 和路 2 分别设置路侧识别站，识别并记录通过的

车辆，确定其实际行驶的路线（如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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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路径识别标识站法示意图 

 

前一种办法会导致车载 OBU 频繁在分流点启动，增大了电耗，减少了寿命。

后一种方法受天气等影响，误差率较高。无论哪种方法，投资都较大，环节较多，

要在每个分叉口的不同方向都安装设备，还要将这些设备联网。如果有一个分叉

口设备故障，将有可能导致整个系统无法确定车辆完整行驶路线。所以目前推广

应用缓慢。 

 

3. 利用北斗卫星实现精确收费的方法 

 

3.1 技术先进的北斗卫星 

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BDS）是

中国自行研制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是继美国全球定位系统（GPS）、俄罗斯格

洛纳斯卫星导航系统（GLONASS）、欧洲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Galileo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之后第四个成熟的卫星导航系统。 

北斗一号系统利用同步轨道定位技术，实现了我国导航定位从无到有的突破。

北斗二号系统实现了中国及一带一路区域高精度导航定位。现在正在建设的北斗

三号系统，技术更先进、定位精度更高，并且将实现覆盖全球的导航定位服务。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由空间段、地面段和用户段三部分组成，可在全球范围内

全天候、全天时为各类用户提供高精度、高可靠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并具短

报文通信能力，已经初步具备区域导航、定位和授时能力，定位精度 10 米，测

速精度 0.2 米/秒，授时精度 10 纳秒。 

 
图 3 北斗卫星服务交通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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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安装北斗导航系统的车辆越来越多，北斗卫星系统可以为车辆提供导航

定位信息，并且可以将车辆的定位信息通过短消息或者移动网络发送给高速公路

管理系统，通过对车辆定位信息的处理，实时获得车辆的运行轨迹。 

 

3.2 可结合的电子不停车收费技术 

电子不停车系统（ETC）应用已经十分普及，安装 ETC 的车辆在进出高速公

路时可以在专用车道快速通行，十分便捷。ETC 系统的主要工作原理是通过安装

在车辆挡风玻璃上的车载电子标签与在收费站 ETC 车道上的微波天线之间的微

波专用短程通讯，利用计算机联网技术与预先绑定的 IC 卡或银行账户进行后台

结算处理，从而达到车辆通过路桥收费站不需停车而能交纳路桥费的目的。 

 ETC 的关键技术主要是自动车辆识别技术、自动车型分别技术、短程数据通

讯技术及视频采集分析技术。主要由 ETC 天线、车道控制器、费额显示器、自动

栏杆机、车辆检测器等组成。 

 

3.3 北斗卫星实现精确计费  

通过车载单元(OBU)加装北斗定位系统模块（如图 4），就可以对车辆运行

轨迹进行记录，并把路径还原，提取出行驶路线的图形，把这个图形与系统预存

并编制开发的数字模型进行对照，确定属于哪种图形，按照预先计算的值可精确

确定出车辆的通行费，并实时结算。 

         

图 4 加装北斗模块的 OBU 结构图 

 

3.4 主要技术路线： 

当车辆驶入高度公路入口时，车载单元 OBU 与路侧单元（RSU)进行通讯，

记录驶入状态，车辆驶出高速公路时，与出口的路侧单元（RSU)进行通讯，记录

驶出状态，后台依据记录的进出时间及位置信息数据提取其定位系统的行驶轨迹

或每个时刻的具体位置坐标，通过图形比对或关键分流点数据比对计算出车辆按

实际通行路径应缴通行费数额，传输至车载单元(OBU）进行缴费处理，成功后抬

竿放行（如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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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 北斗导航技术应用于 ETC 技术原理图 

  

 
 图 6 基于北斗技术的计费过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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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计费路径的确定 

 

利用北斗卫星系统记录车辆在关键分流点的位置坐标数据，应用路网拓扑图

技术，利用较为简化的算法即可获取车辆实际行驶轨迹，形成车辆的实际行驶路

线图。 

比对的图形集合需要预先在系统内录入，同时录入每种可能行驶路线的计费

数额。 

通过实际行驶路径与路径图形集合中每一张图的比较，找到最相似（或相同）

的图形，从而确定车辆的通行收费路径。因为只是行驶路线轨迹图形的比对和匹

配，相比较车牌识别要简单得多，所以识别速度很快。能够很便捷的实现按车辆

实际行驶路径收费的方案，且准确性和可靠性都比较高。 

 

例如：济南到日照有多条路径（如图 7），每种路径都是一条绿颜色曲线，

1 号图--n 号图。每种路径的起点和终点虽然一样，但行驶的路径不同，里程不

同，收费额也就不同。把实际产生的路径图（下图带蓝色箭头的图）与提前采集

的路径图集合进行比较，很容易发现与 2号图是一模一样的曲线。这样，就可以

依据预先计算的 2号图的收费额进行收费了。 

      图 7 车辆行驶路径的确定 

 

基于北斗导航技术的精确路径收费方法可与现行的最短路径法并行，如定位

系统或后台出现故障，仍可利用最短路径法计算。 

 

4.结论： 这种利用北斗卫星定位技术实现高速公路精确路径收费的方法，投资

少，准确度高。该方法减少了路径识别点的建设投资，只需对车载设备和系统计

费软件进行升级改造，同时减少了车载 OBU 的启动频率和时间，提高了使用寿命。

特别是以后要实现全国高速公路联网，这种技术对高速公路通行费结算效果更加

明显，北斗技术在高速公路的运营中必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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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灾害频发，包括洪涝、台风、干旱、沙尘暴、地质、海洋灾害等，

并且成因复杂、种类多、频率高、强度大，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

随着北斗卫星导航系统（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BDS）、计算机技

术、通信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等领域的

快速发展，应急救援也在逐步完善信息化建设。本文针对灾害发生后交通中断、

通信中断导致救援人员无法获取灾害现场信息的情况，充分利用北斗定位和北斗

短报文技术，完成基于移动终端的灾害应急软件功能设计，实现警民联动、及时

获取现场信息、团队协同救援等目标，提升受灾人员的自救能力，提高救援人员

的救援效率。

【关键词】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北斗短报文，警民联动，应急救援

1. 创意来源
我国自然灾害频发，以洪涝、台风、干旱和地震灾害为主，风雹、低温冷冻、

雪灾、崩塌、滑坡、泥石流和森林火灾等灾害也有不同程度发生。民政部发布的

2017 年全国自然灾害基本情况显示，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全国 1.4 亿人次受灾，

881 人死亡，98 人失踪，525.3 万人次紧急转移安置，170.2 万人次需紧急生活救

助；15.3 万间房屋倒塌，31.2 万间严重损坏，126.7 万间一般损坏；农作物受灾

面积 18478.1 千公顷，其中绝收 1826.7 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 3018.7 亿元1。国

家每年为此都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协同多方力量积极开展灾害应急

救援工作，但是依然存在较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缺乏灾害现

场实时、全面的受灾信息；2）救援人员无法准确定位灾害发生地的空间位置与

自身位置；3）灾害发生时交通易堵塞甚至中断，导致很难找到最合适的路线抵

达灾害现场；4）灾害发生时，往往伴随常用的通信方式中断，救援队伍无法与

他人取得联系。以上这些问题，都可能导致救援效率不高，无法将灾害的损失降

到最低。

BDS 是我国自主发展、独立运行的卫星导航系统。2018 年 12 月 27 日下午，

北斗三号基本系统建成及提供全球服务情况发布会召开，会上称，到 2020 年，

将发射 11 颗北斗三号和 1 颗北斗二号卫星，完成全面建设，进一步提升系统服

务性能；2035 年还将建成以北斗为核心，更加泛在、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综

合定位导航授时（PNT）体系。目前，北斗系统服务区已经为全球范围，水平定

1 http://www.ndrc.gov.cn/fzgggz/jjyx/yjxt/201802/t20180212_877440.html 

基于北斗移动终端的警民联动灾害应急软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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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精度为 10 米、高程 10 米（95%置信度），测速精度达到 0.2 米每秒（95%置

信度），授时精度：20 纳秒（95%置信度），系统服务可用性优于 95%2。同时，

北斗系统的卫星短报文可以实现地面移动通信网络中断时的即时通信功能。

基于遥感技术、GIS 技术、GNSS 技术（BDS）、计算机网络技术、数据库

技术等技术的空间信息技术在城市公共安全尤其是防灾减灾中的作用越发凸显。

主要可以实现对城市灾害的灾前早期预警预报、防灾救灾预案制订，灾害发生过

程中的灾害实时监测、灾害损失快速评估，减灾抗灾的应急指挥调度、辅助决策

等领域。在这些过程中，空间信息技术可以实现对灾害过程的实时监测，从而为

各级领导、各级部门的指挥调度、快速响应、联合行动提供可靠的依据。

在当前智能手机等智能移动终端广泛普及，以及“互联网+”的大时代背景

下，在国家大力推动北斗系统在军事、民用方面应用的政策引导下，我们提出并

设计了一款融合北斗定位和短报文功能、面向灾害中数据采集和灾情速报，以及

进行路径导航和救援行进路线分享的移动终端应用软件，致力于提高灾害应急的

救援效率，辅助救援指挥人员制定救援方案，保障救援人员安全，降低自然灾害

给民众带来的损失，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2. 与国内外已有应用的比较分析

2.1  美国地震灾害必备软件 Quake Feed 

Quake Feed 这款软件直接与美国权威地震监测和发布机构 ESRI 的官方数据

相连，能够显示过去 7 天以来，全球震级大于 2.5 级的地震，并可以直接连结到

美国地质勘探局网站。地震情况通过列表方式或地图方式显示出来，软件采用 8

种不同的底图，地图可以自由缩放。软件可显示地震的震级、时间、纬度/经度、

距离和震源深度。震源以白色圆点表示，震级越高圆点的颜色就越偏红，标注在

卫星地图上非常直观清晰，震级的筛选也非常方便。软件还提供了共享功能，你

可以将信息发给你的朋友。软件界面如图 2-1 所示。 

2 http://www.beidou.gov.cn/yw/xwzx/201812/t20181227_168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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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QuakeFeed 软件界面 

2.2  余震监测报警：震动监测 

Android 设备上都有一个振动感应装置 - 加速度感应器。这是一个敏感的传

感器，可以报告设备的振动情况。使用震动监测这款软件时，设置警报延迟为零，

阙值调低到零点几，只要轻微震动就会响警报。面临余震危险的人，睡觉前启动

此软件，放在地上，可确保余震发生时立即被吵醒，而不是延迟数秒后才醒，可

以减少余震带来的危害。软件界面如图 2-2 所示。 

图 2-2  震动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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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现场急救指南 

“现场急救指南”可通过图文并茂的方式向针对用户在遭遇危机情况开展伤

病的救护，用户不仅依据应用中列举的不同伤病类型的救护措施进行急救，可以

通过 GPS 定位在地图上迅速寻找附近救护中心及医院等，可让用户在最短时间

内脱离灾难。软件界面如图 2-3 所示。 

图 2-3  现场急救指南软件界面 

2.4  SOS 求救 

当灾难发生时，身处台风侵袭后的灾区现场，一些灾民因为没能获得救援人

员的及时发现而丧失求救能力，通过身边及时通信工具向他人寻取生存机会。在

遇到危险紧急情况下可通过设置的求救联系人发出求救短信并告知自己所在

GPS 定位(需要开启 GPS 定位)的应用，同时，在求救状态激活的情况下，手机切

换成静默模式，并且自动接听求救联系人的来电。软件界面如图 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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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SOS 求救软件界面 

2.5  微软的 Help Bridge 

Help Bridge 是微软公司发布的一款专门为遭受自然灾害的用户提供帮助的

应用，它仅适用于美国地区的用户。当灾难发生的时候，用户可以通过短信、电

邮或 Facebook 涂鸦墙发布自己的相关信息（包括位置信息），能够快速与亲人

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该应用关注亲人的最新动态；同时微软还把 Aid matrix、

Guide Star、Mobile Giving Foundation、Network for Good 和 Volunteer Match 等机

构和组织整合到该应用中，让灾难中的人们能够迅速与这些组织取得联系，同时，

用户还能够通过该应用相当方便地为救援工作进行捐钱捐物，以最快的方式为受

灾地区提供最直接的帮助，如图 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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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Help Bridge”软件界面 

2.6  对比总结 

现有的应急终端应用实现的功能主要是地震预警、遇险求救、急救指南等，

功能比较简单单一，并未有专门服务于应急救援过程的移动终端应用。现有应用

依赖于日常生活的地面移动通信网络，在自然灾害发生时可靠性差，并且更多考

虑的是受灾人群的需求，较少有满足救援人员的需求[1]。相比之下智慧应急终端

软件是在嵌入式空间信息系统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支撑下，重点致力于服务各

类灾害应急响应过程中的应急救援队员、队伍以及指挥人员，致力于提高灾害应

急的救援效率，服务内容更加细致具体、繁琐复杂，但也更具价值意义。

3. 功能特点与价值

智慧应急终端软件是面向受灾人员和应急救援人员而设计的应用软件。旨在

服务于各类灾害的呼救及应急响应过程，致力于提高受灾人员的自救能力和灾害

应急的救援效率，辅助救援指挥人员制定救援方案，降低自然灾害给民众带来的

损失[2]。该终端软件提供的具体功能可以概括为以下六大方面：定位导航、地图

标绘、应急指令、北斗短报文[3]、应急数据采集与速报、应急求救。具体架构及

应用流程如图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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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智慧应急终端架构及应用流程 

3.1  定位导航 

受灾地区往往地形复杂，及时准确获取受灾人员和救援队伍位置，对救援队

伍进行路线的追踪和分享变得十分必要。智慧应急终端软件利用北斗系统可以方

便的定位当前位置，通过实时向应急指挥中心汇报当前位置，可以在终端及指挥

中心平台上显示受灾人员和救援队伍的位置及行进路线。同时，终端上报的路径

信息可以经由指挥中心选择处理后向其他终端推送，从而共享更加顺畅的行进路

线，达到定位导航的目的。

终端可以加载特定区域的空间信息数据，并显示受灾人员和救援队伍的位

置，同时也可以显示双方的行走路线，实现空间数据的可视化。

3.2  地图标绘 

地图标绘用于在受灾区域地图上标绘出感兴趣的点、线、面等多元空间信息

数据，分别表示受灾点、受灾区域、受损道路路线等。受灾人员在灾区内更容易

得到现场的受灾信息，标会的信息很有价值；救援力量也可以随着到达区域的深

入标会有价值的受灾信息。所有终端之间可以通过协同标绘，即任一个终端标绘

的点、线、多边形等信息都可以自动同步至其他终端，在特定区域快速建立受灾

区域准确可靠的数据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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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应急指令 

应急指挥中心根据各终端实时位置和灾害实时情况进行应急调度，向救援队

伍的指定终端发送应急指令，相应终端接收到相应应急行动命令后，根据相应指

示开展应急行动。不同救援力量的位置可以实时上报指挥中心并进行团队共享。

这便于指挥中心详细了解各救援力量的行进情况与整体分布情况，有利于指挥中

心动态制定救援方案，达到救援效果的最大化。

救援力量之间也可以相互共享位置与行进路线。在灾害发生以后，道路情况

进行会出现拥堵甚至中断，尤其在地震、滑坡、泥石流等重大自然灾害发生后。

不同救援力量由于达到时间不尽相同，如果先前抵达的部队可以将自己行进的准

确路线进行共享，有助于后续部队的快速行进，避免绕弯路，提高行进速度。同

时，当某只救援力量出现险情时，也有利于相临近的救援力量及时支援和帮助。 

同时，救援队伍也可以根据相应指令向受灾人员的终端发送应急指令，以最

大程度保证受灾人员的安全。在嵌入式空间信息系统与北斗兼容卫星导航技术的

支撑下，可以准确定位用户位置并进行基于即时灾害信息的动态路径规划与导

航，帮助救援人员在最快的时间抵达灾害发生地开展救援，同时也帮助受灾人员

在在短时间内转移到安全地区，完成自救。

3.4  北斗短报文 

为了在灾害发生时解决地面移动通信网络不可用时的通讯问题，智慧应急终

端软件可以利用北斗卫星短报文通信功能进行终端和终端以及终端和应急指挥

中心之间的信息交互，使得灾情可以在第一时间传到救援工作小组手中，提高救

援效率。

北斗卫星短报文在中心服务器的支撑下，可以将北斗短报文以普通短信的形

式转发出去，进一步为受灾区域民众对外的沟通联系（如向外界亲友发送短信报

平安等）提供支撑。北斗短报文转为普通短信息的过程如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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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北斗短报文转为普通短信息的流程图 

3.5  应急数据采集与速报 

在应急救援过程中，救援人员可以利用智慧应急终端软件采集灾害隐患信

息，受灾点、难民安置点标记信息，路网信息等，包括表单、图片等形式的数据，

采集到的应急数据信息发送到应急指挥中心后，在指挥中心可以建立起关注区域

的数据点网，为了解灾害情况，下达救援行动指令提供有效的数据保障。另外灾

区内的受灾人员也可以将现场的信息已表单、图片等形式发送给救援人员，并通

过筛选发送给应急指挥中心。同时，当地面通讯中断时，相关人员还可以利用北

斗通讯模块，通过收发北斗短报文方式，实现终端与终端间及终端与应急指挥中

心进行通讯。

3.6  应急求救 

救援现场往往形式错综复杂，救援人员在救援过程中本身的生命安全也面临

极大的威胁。智慧应急终端软件可以在救援人员自身遭遇险境时，通过发送自身

准确位置信息向应急指挥中心或者其他临近终端发送求救信号，有利于尽快得到

救援。在北斗导航卫星系统的支持下，及时地面移动通信网络中断或瘫痪的情况

下，依然可以通过北斗卫星短报文进行通信，提高了救援人员的人身安全保障。 

4. 主要创新点

智慧应急终端软件致力于提高受灾人员的自救能力、灾害现场信息获取效

率、灾害应急的救援效率，辅助救援指挥人员制定救援方案，保障救援人员安全，

降低自然灾害给民众带来的损失。其创新性的功能采用了多项创新性的技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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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包括，基于北斗系统的定位与通信技术，基于空间信息的团队协同技术与基于

即时灾害信息的动态路径规划技术。

4.1  基于北斗系统的定位与通信技术 

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BDS）是中国

自行研制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是继美国 GPS、俄罗斯 GLONASS 之后第三个

成熟的卫星导航系统。GPS/BDS 融合的多模卫星定位可以提高更加稳定、可靠、

误差更小的定位位置，尤其在灾害发生后的极端恶劣环境下，相比于单星系统，

定位更不容易失锁，定位更加精确。

另外，北斗报文是我国北斗定位系统的重要通讯功能，当发生灾害或突发事

件时，手机信号中断或无法提供通讯功能。由于北斗报文不受地面通讯条件的影

响，直接通过北斗卫星作为通讯中继，所以它成为应急救援中重要的信息通道[4]。 

4.2  基于空间信息的团队协同技术 

灾害发生后，团队如何进行协同合作严重影响着灾后搜救效率。在团队协同

方面，智慧应急终端软件可以快速在终端上加载特定区域的空间信息数据，不同

地点的用户可以在灾害区域进行协同标绘，不仅可以查看其他人员的位置和每个

人的标绘情况，而且可以查看受灾人员或队友已经完成的行进路线，准确掌握人

员的位置信息，最终实现互联互通。

团队成员进行空间分析操作时，分析结果能够清晰的在地图上显示出来；通

讯过程中，发送的信息（北斗短报文、文字等）都包括位置信息，也可以在地图

界面进行显示，可以实现空间数据交互可视化。基于空间信息的团队协同信息流

如图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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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救援

上级协同 联动协同

北斗报文 地图标会 路径共享

准备 组队 出发 救援 撤离

导航定位 空间可视化

资源协同 信息协同 行动协同

图 4-1  基于空间信息的团队协同信息流 

4.3  基于即时灾害信息的动态路径规划技术 

目前路径规划的基本可以分为静态路径规划和动态路径规划，主要面向城市

交通的应用场景。而在灾害发生的区域，地面路网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针对灾

前的静态的路径规划已经不适用。为此，智慧应急终端软件提供了基于即时灾情

信息的动态路径规划技术，如图 4-2 所示。例如，某道路因为滑坡泥石流等被阻

塞，智慧应急终端将该路网信息递交给应急中心，应急中心收到该信息后，对路

网数据库进行修正、刷新，从而更新基础地理数据，并提供新的最优路径[5]。该

技术可以实现道路通达信息的及时整合，并应用到行进过程的路径选择上，可以

增加救援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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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应急终端

路网数据库

路径规划算法

应急中心

图 4-2  动态路径规划信息流 

5. 市场应用前景与推广价值

我国每年都会不同程度地发生各种自然灾害，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命财

产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自然条件复杂且各种灾害交叉出现，甚至出现同步叠加

效应，加大了“防灾备灾”和应急管理的难度；此外，区域性、季节性强，每年

受各类灾害影响的人口达 4 亿人次。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不

断加快，此外全球气候不断变暖的影响，自然灾害特别是气象灾害在大中城市对

城市生产，居民生活所造成的影响越来越明显。统计显示 21 世纪以来每年年均

自然灾害给国民经济带来的损失几乎每年都在 2000 亿元上下，我国 70%以上的

人口，80%以上工农业和城市受到各种自然灾害的严重威胁，应急救援方面的移

动应用还比较少，已经推出的一些功能还比较薄弱，潜力巨大。

本软件涉及到了应用广泛但关注点较低的应急救灾领域，支持在线地图/离

线地图的快速加载，并且兼容北斗定位和北斗通信，解决灾害发生时的定位问题

和通信问题，并且符合我国大力推行北斗的政策方向；软件还可以实现空间数据

交互可视化，可以保证及时、准确的了解到灾害的相关情况，并保证救援了的快

速性和合理性。软件的大部分功能为应急救援通用功能，部分为特定灾害的专用

功能，这些专用功能修改方便，软件的可扩展性强，软件从实际情况出发，实用

性强。

本软件适用于水利、地质、海洋、林业、交通等日常的信息采集和应急救援

领域。我国灾害频频发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很多都是由于救援不及时、方案

不合理的原因。例如，面对雪灾、地震等突发事件，地面有线网络几乎瘫痪，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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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确保突发事件现场和应急指挥中心快速建立通信联络，更快地解决问题，最

大程度地减少灾害带来的影响，降低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本软件有助于这些问

题的解决，缩短获取灾害情况的时间，提高救援效率及合理性，而且现在移动服

务广泛发展，该软件将开拓民用移动应急领域，还可以与武警部队、地调局、海

洋局等官方部门合作，根据他们的需求打造具有各自特色的智慧应急终端软件，

更好的服务于国民经济，市场前景十分广泛[6]。 

6. 总结

智慧应急终端软件是面向受灾人员与应急救援人员而设计的应用软件。主

要搭建于专用北斗应用手持终端上，也可搭载于通常的智能手机上。

对于受灾人员，可以通过终端获取自身位置报送给救援人员，接收并执行救

援人员下达的指令，以实现最短时间内的自救；获取灾害现场第一手信息进行数

据采集、录入和快速上报，为救援提供数据支撑；必要的时候还可以通过终端进

行紧急呼救以最大限度保障自身安全。

对于救援人员，可通过多人或多队伍的协同标绘，快速、精确的建立起关注

区域的数据点网，每个终端可以采集包括文字表单、图像、语音等受灾点空间信

息数据，通过地面移动通信或北斗卫星短报文通信将数据传回管理平台，为应急

处置提供有效的现场实时数据保障[7]。智慧应急终端软件还可实时上报自身位

置，当救援人员发生危险时，也可以通过“应急求救”功能，将自身准确位置上

报指挥管理平台，并触发警报，有利于附近人员前来搭救，进一步保障了救援人

员自身的安全。

总的来说，智慧应急终端软件的这些功能旨在实现受灾人员和救援人员联

动，提高受灾人员的自救能力，并通过受灾人员将灾害现场信息传出，提高数据

的获取效率；该软件也服务于各类灾害的应急响应过程中的救援人员与指挥人

员，致力于提高灾害应急的救援效率，辅助救援指挥人员制定救援方案，保障救

援人员安全，降低自然灾害给民众带来的损失，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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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卫星+互联网大熊猫放归保护

生态旅游系统的构想与设计

作 者：冯全璟 曹海言 韦司堃 郑凯文

指导教师：温天骁 姜凤敏

学 校：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摘要】本设计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搜集公众对大熊猫以及北斗系统的了解情

况，以调研结果、目前大熊猫保护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北斗小型化终端为输入条件，

开发了一套用于大熊猫放归保护的生态旅游系统。本系统首先可准实时定位大熊

猫位置及其活动路径并回传少量生理参数从而为大熊猫的保护与求助提供数据

基础；其次可通过网络对大熊猫相关信息进行在线查询；第三游客可通过网络预

约的方式实现近距离对大熊猫的观测。因此本系统可对大熊猫保护中存在的”种

群分布”、”保护区碎片化”、”保护管理能力”等问题的解决起到促进作用，不仅有

很强的社会意义，同时也可加速保护区的旅游业发展，并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

【关键词】北斗卫星 互联网 大熊猫放归保护 生态旅游系统

【Abstract】This design uses questionnaires to collect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giant 

pandas and the Beidou system. Based on the survey results, current problems in giant 

panda protection, and Beidou miniaturized terminals as input conditions, the "Release 

and Protect Ecotourism System" has been developed for tracking and monitoring 

giant pandas. First, this system can locate the position of the giant panda and its 

activity path in real time and return a small number of physiological parameters to 

provide a data basis for the protection and help of the giant panda. Second, the giant 

panda information can be searched online. Third, visitors can make online 

reservations to observe giant pandas at close range. Therefore, this system can 

promote the solution of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fragmentation of protected areas" 

and "protection management ability" in the protection of giant pandas, which not only 

has strong social significance, but also boosts the tourism industry in the protected 

areas and brings certain economic benefits.

【Key words】 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Internet Giant Panda Returning 

Protection Ecotourism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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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及意义

1.北斗系统及应用现状

2018年 11 月 19日凌晨 2 时 07分，我国采用“一箭双星”完成北斗三号工程

的第18颗和第19颗卫星发射任务（也是我国发射的第42颗和第43颗北斗卫星）。

至此，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基本系统部署已圆满完成，迈出中国北斗从国内

走向国际、从区域走向全球的“关键一步”。 自 2012年 12月起，我国自主研制

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BDS﹞已开始为亚太

地区提供定位、授时、测速、短报文通信服务。目前其覆盖范围也从早期的亚太

地区进一步扩展至“一带一路”国家；三维定位精度指标标准为 10 米，部分纬度

较高地区可达 7米，授时精度约 100ns。

“十五”至“十三五”期间，国家出台了系列文件，明确了我国卫星导航定位的

发展目标，提出加快推动北斗卫星导航产业核心技术与产品的产业化和规模化应

用，促进我国北斗卫星导航产业快速健康发展。目前国内北斗导航应用已经出现

井喷式发展。特别是在旅游领域，全国已有 33个市成为了智慧旅游试点城市，

在这些智慧旅游系统中，北斗导航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如山地、密林、城市、峡

谷等一些复杂环境遮挡下，仅利用 GPS卫星难以获得有效的位置信息，结合北斗

卫星导航信号，则接收机能实现连续定位，满足了智慧旅游系统中对车辆、人员

的导航与位置服务应用需求。

2.北斗系统野生动物保护领域应用

近年来随着北斗导航系统的发展与完善，北斗终端也得了迅猛的发展，将“北

斗”用于动物保护的迫切需求已提上日程。给野生动物戴上北斗终端在动物保护

中具有以下优势：首先，可实现对野生动物大范围、高精度定位，且不受时间、

地点、气候以及地理环境的限制；其次，可通过北斗的短报文功能实现生物体征

信息的回传；再次，在获取数据的同时不会对野生动物及其生存环境造成损害，

既能达到原位监测的目的，又不妨碍野生动物活动的自由度；最后，可实现远程

原位监测，降低了动物学家实地科学考察难度，减轻了工作强度。目前在非洲和

北美的野生动物保护中，已采用了卫星定位的手段；我国也在 2013年成功实现

在藏羚羊保护中使用北斗终端。

3.大熊猫保护现状和存在问题

2015年 2 月 28 日，国家第四次全国大熊猫普查显示我国大熊猫保护取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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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成效，主要表现为：野生种群数量稳定增长、栖息地范围明显扩大、圈养种

群规模快速发展、保护管理能力逐步增强。结果同时也反映出保护工作中存在的

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部分局域种群面临生存风险。由于自然隔离和人为干扰等因素的影响，

大熊猫野外种群被分割成 33个局域种群。目前有 24 个局域种群具有较高的生存

风险（涉及大熊猫 223只，约占野外种群总量的 12.0%），大熊猫保护形势依然

严峻。

2）栖息地破碎化仍是威胁其生存的主要因素。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全国大

熊猫栖息地内有水电站 319个，道路 1339 公里，高压输电线 268.7公里，人类

活动进一步加剧了栖息地破碎化程度，给大熊猫的生存、繁衍和发展带来严重的

威胁。

3）种群交流状况有待改善。受地域和管理体制的影响，各大熊猫圈养单位

圈养个体间的基因交流不足，需进一步增强，以保持整个圈养种群的遗传多样性，

维持种群生存活力。

4）保护管理能力仍需加强。部分大熊猫分布区存在保护经费投入不足、一

线工作人员专业技能普遍偏低等情况，严重地制约了大熊猫保护成效，保护管理

能力亟待提高。因此目前大熊猫及其栖息地保护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

十分突出，大熊猫保护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对于大熊猫和大熊猫栖息地的保护，要按照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

和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要求，

以及中央领导指示精神，积极推进大熊猫保护法制建设，划定大熊猫保护红线，

开展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工程建设，建立和完善监测体系，促进大熊猫栖息地保护

与恢复，改善保护基础设施和圈养繁育条件，加快野化放归自然步伐，强化科技

攻关和人才培养，开展科普宣传教育活动，全面提升大熊猫保护管理水平，改善

保护区居民经济状况，为维护生物多样性、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贡献力量。

二、大熊猫放归保护调查问卷

为更广泛了解大众对北斗卫星系统、大熊猫、大熊猫放归保护知晓的总体情

况，课题设计了调查项目。主要针对大熊猫基本情况、北斗卫星常识、北斗系统

应用常识、对大熊猫放归保护态度以及运用北斗卫星+互联网方式参与野化大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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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放归保护生态旅游等 20个问题。

问卷网址：https://www.wjx.cn/newwjx/manage/myquestionnaires.aspx

上图从左到右分别为问卷海报、网页版问卷截图、微信版问卷截图

通过微信推送填写共回收 603份问卷。数据来源包括中国的 26个省市以及

美国、加拿大、日本、刚果金，调查结果统计如下。

图 1 调查人员年龄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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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对大熊猫喜爱程度分布图

调查结果显示：虽然绝大多数人群对大熊猫表现出了较高的兴趣（如上图，

仅 2%的人群表示对大熊猫不喜欢或无所谓），但对大熊猫基本信息并不十分了

解，对其的平均寿命知晓率为 48.59%；对其体重知晓率仅为 32.5%；对其食性知

晓率仅为 48.26%；对种群数量知晓率为 58.71%；对种群分布知晓率为 60.53%；

对放归保护措施知晓率为 68.16%。

表 1中”了解大熊猫方式”的调查结果表明，有超过 50%的人群更希望到”基

地”或保护区现场了解大熊猫的相关情况，而通过采用卫星定位结合手机或互联

网的方式来了解大熊猫的情况的人群也达到或接近了 40%。说明公众十分热衷于

到大熊猫放归保护现场了解大熊猫，同时对于通过卫星定位+互联网/手机 APP

的方式也很认同。

表 1 希望了解大熊猫的方式

序号 调查内容 人数 百分比

1 到动物园了解圈养大熊猫 266 44.11%

2 到基地现场了解大熊猫野化训练情况 358 59.37%

3 到保护区现场了解放归大熊猫情况 337 55.89%

4 通过卫星定位+互联网随时在线了解放归大熊猫的情况 238 39.47%

5 通过卫星定位+手机APP随时在线了解放归大熊猫的情况 271 44.94%

6 到放归大熊猫指定区域通过无人机了解 180 29.85%

7 合 计 603 100.0%

表 2中对”北斗导航及其在动物保护中的应用”的调查结果表明，受访人群虽

然对北斗卫星系统的实际发射数据并不十分清楚，但对于北斗系统的精度、覆盖

范围以及其在野生动物保护中的应用有一定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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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对北斗导航及其在动物保护中的应用

序号 调查内容 人数 百分比

1 北斗卫星定位精准度可达 10 米,部分纬度较高地区可达 7 米 273 45.27%

2 北斗卫星授时精度约 100ns 211 34.99%

3 北斗卫星覆盖范围在亚太地区 192 31.84%

4 BDS 导航精度上不逊于美国 GPS、俄罗斯 GLONASS 246 40.8%

5 我国现在已成功发送 40 颗北斗导航卫星 58 9.62%

6 我国成功运用北斗导航系统跟踪过藏羚羊 217 30.85%

7 合 计 603

而公众对于大熊猫放归保护的态度非常支持和支持率则高达 93.37%，一般

支持率为 3.98%，不支持和无所谓者仅为 2.65%。说明公众对大熊猫放归保护工

作是非常支持和认同的。

1.49%1.16%

图 3 对于大熊猫放归保护的态度

调查结果显示有超过80%的人群希望通过卫星定位+互联网/手机APP方式随

时了解放归大熊猫使用情况；表 3中结果表明人们对大熊猫的玩耍状态、亲子行

为、进食行为等怀有深厚兴趣。

表 3 对大熊猫感兴趣的行为

序

号

调查内容 人数 百分比

1 进食行为 358 59.37%

2 亲子行为 365 60.53%

3 玩耍状态 460 76.29%

4 睡眠状态 238 39.47%

5 其他 39 6.47%

6 合 计 603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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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熊猫放归保护生态旅游项目”调查结果显示：80.76%的人认为建立大

熊猫放归保护区域能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愿意通过互联网方式认养大熊猫,在线

了解、参与、保护放归大熊猫的活动者为 78.61%；愿意为此付费者为 43.45%，

说明公众对于大熊猫放归保护生态旅游项目的参与热度比较高，且近一半公众表

示愿意为此付费。

在”是否愿意近距离观察野生大熊猫情况”的调查中，愿意近距离观察野生大

熊猫者为 95.02%；因为喜欢大熊猫和摄影爱好而选择近距离观察野生大熊猫者

为 89.88%；且愿意为此支付 1000 元以下费用者为 91.88%。说明公众对于近距离

观察野生大熊猫的热情还是非常高的。

问卷充分说明人们对大熊猫很多知识不了解，对北斗系统的了解更少，很多

人不知道北斗在哪里使用、如何应用，同时，大家又对大熊猫充满兴趣，愿意了

解他们，更希望了解野外放归的大熊猫生存状态和生活细节，有参与生态旅游或

通过互联网观察的愿望，也愿意为此付出一定的费用。基于北斗现有技术和大熊

猫保护需要，本项目具有非常好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三、基于北斗卫星+互联网大熊猫放归保护生态旅游系统的设计方案

3.1 系统总体设计思路

北斗卫星+互联网大熊猫放归保护生态旅游系统（以下简称为生态旅游系统）

是基于立体监测系统采集的大熊猫数据进行分析、运用及呈现。立体监测系统主

要进行大熊猫数据、图像、环境及相关信息采集，生态旅游系统是基于采集数据

进行汇总、分析、呈现并公开的信息平台。如图 4所示。

图 4 生态旅游系统总体设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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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系统呈现方式

生态旅游系统呈现方式包含 PC端和 APP端，分别可以满足管理人员、科研

人员、用户等多方的需求。PC端的功能与设计，后期可以进一步研发。本设计

中主要将用户端的 APP功能架构进行设计，采用目前用户数最多的 IOS、Android

双应用系统。技术上，APP程序开发主要包括页面设计，程序编写，北斗项圈数

据 API 调用、百度地图 API 调用，以及周边生态包括生态旅游信息的采集和更新。

如图 5所示。

APP“首页”菜单功能：主要是围绕“熊猫定位”、“周边”、“我的”功

能进行设计。以下简要介绍各菜单包含二级菜单及功能。

3.2.1“熊猫定位”功能菜单包含“我的熊猫”、“数据信息”和“影像”三

图 5-3 “熊猫定位”二级菜单“数据信息” 图 5-4 “熊猫定位”二级菜单“影像”

图 5-1 用户端 APP 首页 图 5-2“熊猫定位”二级菜单“我的熊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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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二级功能菜单键。“我的熊猫”基于北斗卫星调用北斗项圈数据 API，在地图

显示我关注的熊猫的当前位置、活动轨迹等信息；“数据信息”显示我关注的大

熊猫的详细数据，包括熊猫的年龄、出生日期、体温等生理状态、历史活动轨迹、

日平均移动距离和目前状态等信息；“影像”显示我关注的熊猫的照片、视频，

主要为熊猫进食、玩耍、亲子行为、休息等日常活动的照片或视频影像资料等。

3.2.2“周边”功能菜单包含“我的行程”、“生态旅游”、“探索”三个二

级功能菜单键。“我的行程”：我的熊猫生态旅游信息等。“生态旅游”：显示

围绕熊猫生态周边的酒店及旅游信息等。“探索”：包括网络推广内容，深度探

索熊猫，包括网络推广内容。

3.2.3“我的”功能菜单主要是 APP“个人注册信息”和“我的熊猫值”。“个

人注册信息”：包含个人姓名（实名注册）、性别、年龄、身份证号、联系方式、

所在地区等内容，强调实名认证注册，主要为了对大熊猫进行保护，防范不必要

的风险和危险因素。“我的熊猫值”：可以参与熊猫基本知识的竞赛答题、关注

熊猫的哪些方面、虚拟饲养大熊猫的游戏等互动活动。

3.3 立体监测系统

3.3.1 概述

该系统的基本设计框架如图 6所示，基于北斗卫星系统，通过北斗终端（北

斗项圈）、地面监控（智能红外相机等）、无人机近空监测等建立天地空立体监

测系统，通过活体大熊猫位置等信息，建立大熊猫远程监护系统，了解人类生活

图 5-5 周边二级菜单“我的行程” 图 5-6 周边二级菜单“生态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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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熊猫的影响，比如保护区内的公路对大熊猫活动是否有影响，影响多大，寻

找大熊猫跨越公路、输电线路的时间和区域，探索控制通行时间、修建熊猫通道

等方式保护大熊猫生存空间。建立大熊猫文化传播运营平台，宣传大熊猫和北斗

系统基本知识，激发人们参与保护大熊猫的兴趣，拓展大家对使用北斗系统的渠

道，使大家更加深入了解北斗。同时，扩大大熊猫保护区的宣传，促进保护区经

济发展，使保护区人民更愿意为保护大熊猫做出自己的贡献。

3.3.2 北斗终端（北斗项圈）

3.3.2.1 北斗项圈功能与特点

北斗项圈的主要功能为熊猫定位和生理参数监测功能。熊猫定位功能将实时

动态更新熊猫的位置信息，面向全球开放；生理参数监测功能，可为动物学家及

相关科研人员提供熊猫体温、活动状态及相关健康信息等研究数据。

北斗项圈为环带式，便于安装在大熊猫个体上。同时具备防水防腐蚀耐寒耐

高温等特性。

3.3.2.2 北斗项圈组成与功能

北斗项圈由卫星定位模块、传感器模块、数据传输模块、数据存储模块、供

电模块、控制模块等六大模块组成。如图 7所示。

1）卫星定位模块

实现无缝覆盖，不受雨衰效应影响，定位和通信在同一信道完成，保证业务

传输与处理时效性。

2）传感器模块

采用现有成熟医学传感器，以获取大熊猫生理参数，以体温为主。考虑到项

圈与毛皮接触不紧密，体温存在误差，可先期通过圈养大熊猫积累统计数据，总

结修正测量数据参数。本设计中实物展示部分暂未加入传感器模块，后期可以进

图 6 立体监测系统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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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加入该模块。

3）数据传输模块

采集的各项生命体征等资料数据，传输到生态旅游系统信息平台，为大熊猫

信息管理、科研保护等提供基本数据支撑。即可采用 Argos 卫星采集系统实时进

行数据传输，也可以采用低功耗无线传输网络技术，通过无线网络环境实现数据

传输，还可以采用 RFID 技术通过无线射频环境实现数据传输。

4）数据存储模块

采用闪存技术实现相关监控数据的存储。

5）供电模块

选用大容量锂电池，技术成熟时也可考虑选太阳能薄膜电池提供充电电池电

源加以辅助。

6）控制模块

具备计时和定时功能，实现对于各个模块的控制，并对用户提供设定接口。

图 7-1 已封装各模块 图 7-2 已组装各模块

图 7-3 待组装项圈 图 7-4 组装好项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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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地面监测及近空监测

对大熊猫野化放归后的整体情况进行长期监测是大熊猫放归保护研究、管理

和生态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核心环节。目前红外相机技术已成为野生动物（兽类和

鸟类）多样性监测的重要常规技术。因此本设计中地面监测拟采用架设红外相机

来实现对大熊猫活动图片、活动区域、周边环境等资料信息的来源渠道。相机布

设按照《野生动物多样性红外相机监测规范》要求进行，按 60平方公里（公顷）

30台相机进行布设，2-3个相机组，相机布设密度为 1 台/2 km2或 1 台/2公顷。

布设前对整个放归保护区进行监测样区的划分，确定相机布设的路径，然后通过

GPS导航找到预设相机位点，并寻找合适相机安放位置，对相机位点进行确认，

重新记录相机位点的 GPS信息，以确保全方位对大熊猫野外生活进行观察记录。

基于第三代遥感技术的无人机遥感监测技术，具有立体监测、响应速度快、

监测范围广、地形干扰小等优势。本设计中拟采用无人机对大熊猫进行近空监测，

采集大熊猫日常活动、玩耍、进食等影像资料，通过采集的视频资料一方面可以

共享在生态旅游系统，用于用户端对于大熊猫文化传播所需；另一方面也可以为

科研保护工作者提供大熊猫活动频率、活动状态等信息，可以反映大熊猫身体健

康状况，确保对大熊猫野外放归后整体情况进行评估，便于及时给予大熊猫保护

图 7-5 北斗项圈各模块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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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支持。

3.4 生态旅游系统

3.4.1 概述

生态旅游系统包含大熊猫远程监护和文化传播系统，其中远程监护系统包含

大熊猫信息管理模块、大熊猫科研保护模块两部分，文化传播系统包含生态旅游

管理服务和智能旅游管理服务两个模块。生态旅游系统框架图如图 8所示。

3.4.2 大熊猫远程监护系统

大熊猫远程监护系统包含大熊猫信息管理模块和科研保护模块。信息管理模

块可以自动接受大熊猫携带终端上传的位置信息、环境参数、生理参数等数据，

进行自动存储数据；科研保护模块可以调取信息管理模块存储的相关数据，对历

史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进一步了解大熊猫更适合的环境，跟踪大熊猫的活动路线，

建立异常数据报警提醒，实现位置信息显示，可以通过异常数据与位置信息匹配，

为大熊猫放归野化的健康提供保护支持。

3.4.3 大熊猫文化传播系统

大熊猫文化传播系统包含生态旅游管理服务和智能推广管理服务两模块。本

设计以实现大熊猫保护、相关文化传播以及保护区生态建设为目标，从服务模式

上探索北斗+互联网公众参与自然保护的新工作模式；利用北斗+互联网大数据分

析，根据大熊猫活动范围及频度，选定适当地点建设观察平台，预设红外线摄像

机或远距离激光摄像头，通过互联网预约控制人数，开展住宿、追寻熊猫足迹的

摄影、无人机、远距离观测等项目，打造高端发烧友主题生态旅游项目，从而促

进保护区的生态旅游业发展；通过付费或答题闯关两种形式获取不同资源，实时

图 8 生态旅游系统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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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大熊猫位置服务，实现对大熊猫运动轨迹的三维可视化追踪；利用虚拟现实

手段构建的三维地形全景，对重要元素和场景进行三维仿真展示，按照既定规划

路线对保护地进行自动虚拟巡游，整合照片、视频等图像、视频数据实现对放归

大熊猫实际情况的了解；还可以通过三维仿真、虚拟漫游、实景展示等互联网技

术手段打造三维虚拟保护区环境，实时发布基于北斗智能位置服务、网络摄像头

等高科技手段进行生态监测所产生的文字、图片及视频资料，以及生态旅游人员

上传的图文资料等，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开发网络互动及参与功能，以探索依靠互

联网技术激发公众积极参与自然保护的新模式。提升大众了解大熊猫、大熊猫保

护区以及北斗系统的热情。

四、结论与展望

在本设计当中，充分利用北斗卫星优势，构建大熊猫放归保护互联网大数据

系统，可以有力推动北斗卫星应用、大熊猫保护和文化传播、区域经济发展，实

现大熊猫保护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融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北斗卫星+互

联网的结合，使大熊猫动态实时与国人乃至全球人互动，是北斗系统军民融合应

用领域的又一典范，让北斗和大熊猫切实地走进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是中国两

大“国宝”的完美结合。

本设计希望未来能为探索大熊猫放归保护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提供相关

基础。目前，北斗项圈造价约为 2万元人民币，数据接收设备 6000元，观测平

台拟定采用钢架与木制混合结构，造价可控，按人均收费 500元计算，从成本核

算角度来看该项目运营实施具有一定可行性。

基于北斗卫星提供真实、全面、精准定位的大熊猫生活习惯、活动状态和大

熊猫生理参数及健康状况信息，使动物学家为疾病状态或突发意外状态下的大熊

猫提供紧急医疗救助服务成为可能，同时为关心爱护大熊猫的人士提供多元化、

差异化的创新服务，探索大熊猫文化传播新渠道，拓宽北斗系统应用场景，为制

定更加有效的大熊猫放归野化训练计划和放归保护计划奠定坚实基础，为大家了

解大熊猫提供平台，为保护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探索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新思

路，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五、创新点及意义

本设计当中提出了基于大熊猫放归保护的生态旅游新模式，探索人类经济发

展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新路径。运用北斗定位、通信、互联网等技术手段，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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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猫保护区实验区域及周边开展生态旅游活动，推动保护区经济发展，为打赢脱

贫攻坚战，减少留守儿童创造条件。将大熊猫文化传播与生态旅游有机结合，探

索人类经济发展、野生动物保护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新模式，形成可复制、易推

广的模式，应用到更多的野生动物保护领域。

六、致谢

在这里首先感谢我的指导教师，他们在我做项目的各个阶段，从项目方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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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剪影】

制作网页 提取数据显示的移动轨迹

聆听专家现场讲授北斗知识 与专家现场请教项目方案

项目团队制作用户端 APP 佩戴北斗项圈的活动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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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车辆的监督、调度、管理与安全行驶，一直是企业重点关心的问题。
而传统的车辆调度管理一般为人工重复手写、电话联络确认的调度方式，管理效
率低下。为此，依托北斗卫星定位技术、移动通信技术、GIS 地理信息技术、
网络通信与数据处理等技术，基于已有的北斗位置服务基础平台，研发北斗车辆
监控管理系统。系统可对园区物流车辆等进行管理，将用车流程与车辆的动态数
据结合，为管理部门提供车辆档案管理、报警信息管理、驾驶员管理、车辆实时
位置信息查询、统计分析等综合管理与信息服务，实现用车的单一静态管理转向
全面的实时动态管理，有效的提高车队管理调度水平和车辆使用率，降低集团用
车成本，加强行车安全管理。 
【关键词】：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移动智能 APP， 车载监管系统   
【Abstract】：The supervision, dispatching, management and safe driving of 
vehicles are always concerned by enterprises. However, the traditional 
managements of dispatching are generally repeated handwriting by people 
and confirmation by telephone, which are inefficient. Therefore, based on 
existing service platform of 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BDS), the writer 
plans to research and develop the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system of 
vehicles, relying on positioning technology of BDS, mobil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GIS technology, network communication and data processing 
technology. This system can manage logistics vehicles in logistics park. It will be 
able to combine the process of the using vehicles and dynamic date of vehicles, 
which can offer the service of information and integrated management like 
the management of vehicles archives, the alarm information and drivers, the 
information inquiry of vehicles real-time position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for 
management department. This system can change the single and static management 
into comprehensively real-time and dynamic management of using vehicles, which 
will efficiently improve the dispatching and management level of convoys and 
the usage of vehicles. It can reduce the cost for enterprises and strengthen 
the safe management of vehicles.
【Key words】：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BDS), Mobile Intelligent 
App，Car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System 

一、 概述 

传统的物流园区车辆调度管理一般为人工重复手写、电话联络确认的调度
方式，管理效率低下。每次出车、调车必须人工登记，电话发放指令，不能同
时向多个车辆发出调度信息，耽误了调度和任务派发时间。且无法对车辆进行
位置定位，无法实时掌控车辆的行驶路线。当车辆出现紧急状况时，企业不能
及时反应。为加强车辆的监督与管理，对运营调度、运力控制、行业服务质

基于北斗的物流园区车辆高精度监控管理系统

作 者：陈骎扬

指导教师：谢志刚

学 校：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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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车辆安全行驶及无线传输等方面起到全面改进的作用，实现车辆的有效管

理与安全行驶，保证车辆的安全、快捷。 

基于北斗的物流园区车辆高精度监控管理就是依托北斗卫星导航定位技

术、移动通信技术、GIS 地理信息技术、网络通信与数据处理等技术，基于已

有的北斗位置服务基础平台，研发北斗车辆监控管理系统。监控中心通过北斗

卫星网络，能够实现全天候网络无缝覆盖获取车辆的地理位置、运行方向、运行

速度及各种状态信息，系统对园区物流车辆等进行管理，将用车流程与车辆的动

态数据结合，为管理部门提供车辆档案管理、驾驶员管理、车辆实时位置信息

查询、报警信息管理、统计分析等综合管理与信息服务，实现用车的单一静态

管理转向全面的实时动态管理，有效的提高车队管理调度水平和车辆使用率，

降低集团用车成本，加强行车安全管理。本系统扩展性强，配置灵活方便，规模

可大可小，监控中心可适应小到几辆车，大到数万辆车园区车辆监控和管理。 

二、 系统设计原则与建设内容 

1、设计原则 

（1）稳定性原则

车辆的监管和调度对车辆管理的正常运行非常重要，因此整个实施方案的

稳定运行是关键。系统的可靠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车载终端方面，由

于大部分车辆在电气环境下的电磁干扰较多，车载终端的长时间稳定可靠工作

至关重要。二是后台监控中心的可靠性，包括硬件系统的可靠性，操作系统、

数据库、监控管理平台的可靠性；三是移动信息终端的可靠性，主要是移动智

能终端 APP 要能够稳定可靠的工作。 

（2）安全性原则

车辆监控管理系统，不仅实时接收并存储车辆位置等极其重要的信息，还

能够对车辆的状态进行监控，关系整个企业车辆管理业务的安全运行。整个方

案的安全性是系统设计中需要考虑的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选用高安全性的车

载终端产品，防止数据被窃取；对于软件系统的管理实行严格的权限管理，防

止非法用户恶意请求、篡改系统数据，只有持有一定权限的密钥才能访问、监

控、实施相应的控制操作。为防止非授权用户擅自登陆系统，非法访问数据库并

对数据库数据进行修改，系统采用 SQL 注入攻击的检测与防御技术，确保系统数

据安全可靠；物理网络安全措施包括防火墙、VPN、物理网络隔离等。系统在信

息传输过程中可选择进行数据加密，保障信息可靠安全传输。 

（3）可扩展性原则

系统必须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当车辆数量增加时，能够增加车载终端的数

量和应用种类，能够成倍增加接入调度服务分支机构；监控范围扩大时，能够扩

充支持不同的无线通讯协议；车载终端种类增加时，能够方便接入后台监控系统，

实现与系统无缝衔接。 

系统的设计采用开放的 J2EE 系统架构，遵循成熟、通用的技术标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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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协议。系统设计采用模块化结构，包括系统的通信接口，用户接口，服务功能

及监控管理平台的操作管理上都采用模块化的设计，保证系统功能的扩展。 

（4）可重用性原则

系统设计在最大限度上，对原有的北斗位置服务基础平台进行重用，采用

其中成熟的技术，减少风险和成本。为提高系统的可重用性，系统软件功能模

块化，采用面向对象的开发方法，采用组件化设计思想，减少系统耦合性使系

统本身或其组成部分能在其他系统中重复使用。同时有针对性的使系统具有兼

容性和可扩充性，并能够支持和满足各种车辆管理业务的其他应用需求。 

（5）易操作性原则

为保障系统的快速推广应用，操作界面应充分的中文化、图形化，操作简单

易用，便于操作人员快速掌握； 

2、系统建设内容 

系统将开发园区北斗车辆监控管理系统，主要内容包括：

（1）厂区 1:1000 地图测绘（总面积约 2 平方公里）；

（2）车载 GNSS 终端、视频终端安装及测试（150 台）；

（3）园区车辆高精度综合管理平台（集团总控平台和分厂分区域平台）；

（4）手机 APP 端开发。

系统能够为职能部门的管理信息决策提供数据支撑，能够方便管理人员对车

辆进行调度安排，能够对车辆进行实时监控及安全监控。系统结构图如

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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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车辆监控管理系统结构图 

系统由软件平台、北斗车载终端和移动智能终端组成，其数据信息流程如图

2 所示。 

图 2 车辆监控管理系统信息流图 

3、系统功能 

管理人员通过移动智能终端 APP 能够方便快捷的查看车队车辆的实时位置

等信息，便于车辆的调度安排，支持路线规划推送，同时对于车辆偏离线路进行

预警提醒。

系统主要功能如下：

（1）实时定位跟踪

通过在线配置车载终端的参数，使车载终端在满足特定条件时主动上报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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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可配置的车载终端参数包括：指定汇报时间间隔（5-65535s）和终端通

讯参数等。车载终端按照指定的时间间隔发送位置信息到软件平台。软件平台将

车载终端汇报的数据保存到数据库，同时将相应位置信息显示在电子地图上。 

（2）路径规划 

基于园区实时交通状况，对车辆进行最优路径规划，并通过车载终端、APP
端、微信端和短信文本进行推送） 

1) 历史轨迹回放 
在地图上显示选定车辆的运动轨迹，可选择要显示轨迹的周期。软件平台保

存车辆的最近一年的所有监控和报警数据，用户可以查询最近一年内的任意时间

段内和任意车辆的轨迹回放数据，轨迹回放时可以选择回放速度、回放时间等参

数。 
2) 自动报警 
超速报警：当车辆速度超过最高限速或者超过指定区域内设定的速度值并持

续一定时间后，车载终端将向监控中心报告。监控中心可以警示司机减速慢行。 
路线偏离报警：当车辆行驶路线偏离规划路线时，车载终端将向监控中心报

告，监控中心可以对司机进行警示和监督。 
3) 车载终端管理 
平台提供车载终端监控功能来管理和控制车载终端，可实现对车载终端的高

效灵活管理。车载终端监控功能主要包括：终端接入认证、终端状态监控、终端

信息查询、终端参数配置、终端远程控制、终端软件管理和终端告警管理等。 
4) 数据报表统计 
软件平台通过对车辆监控数据的分析，根据用户选择的信息类型进行统计并

以一定的格式生成报表，供管理部门使用，便于管理部门对车辆数据进行统计和

存档。 

三、 实施方案 

1、 终端选型与安装测试 

（1）终端选型 

车载终端的选型要兼顾安全性和成熟可靠性，同时尽量易安装，减少支出成

本，本项目将选用公司自主研发的 TH-R1 型车载终端： 

该终端具有以下特点： 

a) 采用最新的交通部 JT/T794-2011 标准； 

b) 采用稳定的定位模块和通讯模块，产品稳定性好； 

c) 支持串口等多种升级方式； 

d) 低功耗，平均功耗不超过 2W； 

e) 可扩展性强，可外接摄像头、油耗传感器、LED 广告屏和语音播报器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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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6 
 

（2）终端安装及测试 

为了实现终端的可靠安装，确保终端安装后达到相应技术要求，同时降低改

装车辆的风险，本方案拟采用如下方式进行终端的安装： 

a) 考虑到要避免改变车辆本身的电气结构与布线，保证不会因为终端的

安装而产生车辆电气线路安全隐患。因此，终端安装，只接车辆常电

和 ACC 线路，保证能够对车载终端供电； 

b) 考虑到要保证终端安装后不会松动、要远离干扰源，减少设备出现异

常的可能情况、要隐蔽安装，不影响原车外观和驾驶员操作等因素，

24V 大客车终端安装在副驾驶位置的控制盒附近，12V 小车终端安装

在方向盘下的控制盒附近； 

c) 终端安装要遵循终端安装要求，由专业安装人员进行安装； 

d) 安装完成后，进行跑车测试（与终端安装交叉进行），在跑车过程中

跟踪测试终端上传数据以及调整终端参数。 

2、 高精度地图数据采集 

    本项目采用的高精度地图将利用已有正射影像图，进行相控采集及空三加密

处理，同时采用 GNSS RTK 及全站仪补充测量进行全野外实测，完成厂区 1:1000

高精度导航地图的制作。 

3、 软件平台定制开发 

软件平台的开发充分借鉴已有的位置服务管理基础平台的成果，采用原系统

的 J2EE 架构技术，基于 MVC 体系结构进行开发。结合项目需求，进行业务逻辑

模块及数据接口的修改，其技术结构主要包括四个主要部分：定位监控应用平台、

数据库、平台基础服务和平台支撑服务。定位监控应用系统是平台的用户接口，

提供方便的位置查询服务和相关系统管理功能等。数据库是平台的数据存储中

心，负责存储位置数据和业务数据，具备大并发数据量处理能力。平台基础服务

负责具备车载定位终端的接入，位置数据处理和平台服务总线的功能。平台支撑

服务提供了平台运行的支撑。 

平台体系结构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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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软件平台体系结构 

（1）软件平台功能 

软件平台对车辆进行统一集中管理和实时监控调度，能够真正实现车辆监控

电脑化、指挥系统网络化、力量调度集群化、辅助功能联动化和各种信息实时化。

软件平台的功能如图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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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软件平台功能框图 

1) 实时监控：监控车辆的实时状态，包括位置、速度等信息； 
2) 统计分析：对车辆行驶里程、报警等统计分析； 
3) 基础信息管理：对于车辆的车牌号、车辆类型、所属部门等信息进行汇

总管理，对终端参数进行管理等； 
4) 系统管理：包括用户、角色和字典管理； 
5) 地图监控：地图可实时显示车辆的位置等信息，可在地图上进行轨迹回

放、区域搜索和路径规划等操作； 

 

图 5 历史轨迹回放 

6) 终端设置：平台可实时设置终端的汇报间隔、IP 地址和端口号等参

数； 

7) 系统日志管理：包括登录日志管理和操作日志管理； 

8) 预留：根据需要，可供管理人员输入信息，进行维修保养统计、事故违

章统计、油量统计等。 

（2）移动智能终端 APP 

开发支持 Android 系统的移动智能终端 APP，该 APP 主要用来显示车辆的实

时状态，包括位置、速度等信息。该 APP 分为“移动智能终端 APP-管理员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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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移动智能终端 APP-用户版”。 

车队管理人员通过安装使用“移动智能终端 APP-管理员版”，可以方便快捷

的查看车队所有车辆的实时状态、司机的工作状态等信息，方便车辆的调度安排。 

普通用户通过安装使用“移动智能终端 APP-用户版”，可以查看使用者的位

置信息和已调度给使用者的车辆的状态信息。 

 
          图 	 6	 实时位置显示示例图 

    移动智能终端 APP 功能： 

1) 移动智能终端 APP-管理员版 

a) 显示车队所有车辆的实时状态，包括车辆的位置信息、车辆的使用

状态、车辆的车牌号、车辆型号、与车辆绑定的司机师傅的姓名和

联系方式； 

b) 显示所有司机的工作状态和基本信息； 

c) 通过系统提示的车辆的实时状态和司机的工作状态，调度安排，绑

定/解绑司机、车辆、使用者。 

2) 移动智能终端 APP-用户版 

a) 显示使用者的位置信息； 

b) 显示已调度给使用者的车辆的实时状态，包括车辆的位置信息、车

辆的车牌号、车辆型号、与车辆绑定的司机师傅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移动智能终端 APP 软件采用两层架构，上层是表现层，负责用户界面展现，

实现与用户行为的交互。下层是业务逻辑层，实现应用逻辑处理，为用户界面提

供支持，通过移动网络（或 WIFI）获取百度在线地图，通过移动网络（或 WIFI）

与后台软件平台进行数据交换。移动智能终端 APP 通过 HTTP 访问 Restful API，

实现与远程软件平台的 Web 服务交互。架构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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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地图SDK

软件平台

数据交互

地图展现 界面展现

移动网络

手机APP

表现层

业务逻辑

百度在线地图

业务逻辑层

图 7 移动智能终端 APP 架构图 

4、 系统网络搭建 

系统硬件环境由服务器、客户端和车载终端组成，各设备之间需要实现网络

互通。另外，考虑到数据安全，相应网络区域之间采用防火墙进行访问控制。 

车载终端通过相应的移动网络接入平台通讯服务器，通讯服务器具备

Internet 接入条件，拥有公网 IP 地址。根据平台的系统结构设计，物理架构如

下图所示： 

 

 

图 8 网络设备搭建物理结构图 

如图所示，整个后台网络设备建设分为出口区、DMZ 区、核心区、服务器区、

办公区、存储区，各区域之间通过网络设备和线路互联，通过区域之间部署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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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和添加安全策略将不同区域之间划分为不同安全级别（设置内网、外网、DMZ

三个安全级别）。在系统设计和设备选型方面采用先进设备，多点设计和部署，

以避免单点故障，保证软件平台业务的连续性不受平台单点故障影响。 

 

图 9 系统中心网络结构拓扑图 

结合项目需求等综合考虑，本系统拟采用公网，SIM 卡类型可选的方式实现

终端到后台的数据传输，后台访问方式采用公网访问。系统管理员可每天/月打

印车辆报表，送交管理部门。 

四、未来展望 

1、基于已有的北斗位置服务基础平台，研发基于北斗高精度车辆监控管理

系统。系统可对园区物流车辆等进行有效管理。将用车流程与车辆的动态数据结

合，为管理部门提供车辆档案管理、驾驶员管理、车辆实时位置信息查询、报警

信息管理、统计分析等综合管理与信息服务，实现用车的单一静态管理转向全面

的实时动态管理，有效的提高车队管理调度水平和车辆使用率，降低集团用车成

本，加强行车安全管理。 

2、由于时间有限，还没有对安卓开发工具 eclipse 和苹果开发工具 Xcode、

北斗导航高精度专业知识及应用还需要继续系统学习，后续还需要继续开发手机

智能交通引导 APP。 

3、各系统的接口程序目前也没有做，由于目前高精度车辆监控系统没有形

成，系统还需要继续完善。 

 

参考文献 
[1] 吴小强，李鹏，曲卫民，智能交通系统回顾与展望[J]，国外公路，2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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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45(4):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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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dou Positioning and Rescue Robot 

Abstract ： Natural disasters are hard to predict. 

Earthquakes, debris flows, tsunamis and other 

natural disasters always appear quietly around people. 

Whenever a disaster occurs, hundreds of people are trapped 

and killed. However, due to the limitations of rescue 

time, rescue personnel and rescue equipment, rescue 

teams can not accurately determine the location of the 

trapped people, which will result in the loss of lives 

of a large number 

北斗定位搜救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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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people due to the lack of timely rescue.So we used 

“Beidou” technology and modern robotics technology to 

invent the“ Beidou ”search and rescue robot, and used the 

robot to carry out long-term, large-scale search and rescue 

operations, and achieved certain results. We have verified 

the feasibility of this "Beidou search and rescue robot" 

through many field experiments. We hope that this "Beidou 

search and rescue robot" can be corrected in the future. 

Really involved in search and rescue 

Key words：Beidou; disaster relief; search and rescue 

robot 

1.灾区救援现状
2006 年 7 月 17 日，印度尼西亚南部的印度洋海域发生强烈

地地震并引发沿岸部分地区海啸，造成至少 668 人死亡，1438

人受伤，287 人失踪，74100 人无家可归。而在灾情发生时的搜

救过程中，持续的海浪加上水淹的环境对搜救队对遇难者的搜寻

造成影响，以致搜救工作几乎无法开展，因此最终遇难的人数庞

大。 

云贵高原，喀斯特地貌显著，高山环境险峻，并且位于印度

洋板块和亚欧板块的交界处，是地震的多发区之一。但是，当地

震来临时，险峻的地形却会给地震搜救带来极大的阻碍，使得许

多遇难者被困，搜救人员却不能及时发现遇难者，最终使得许多

人不能获救。 

泰国青少年足球队被困洞穴 18 天，由于洞穴内地形复杂，

且由于暴雨处于被水淹没的环境，搜寻过程就花了 10 天的时间，

这十天的漫长消耗，无疑是对搜救的成功增大了巨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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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创新点
2.1 激光扫射 

搜救机器人在行进过程中，会向周围环境不断扫射光线，使

遇难者迅速注意到搜救机器人，使得遇难者能够尽快得到救援。 

2.2 确认系统 

机器人的设计为，有外物触碰按钮时，向接受总部发送精确

的位置信息。而为了防止环境中动物的对机器人的敲击而发出错

误指令，设置为，当每隔 2min 进行一次信息输送，且连续发送

3次是，才确定是人类遇难者。 

2.3 环境的探测 

机器人上安装有温度，湿度传感器，在向总部发送位置信息

的同时，也能发送遇难者所所处地的环境信息，以便搜救人员位

置做好充足准备，增加救援成功的可能性。 

2.4 能源自给自足 

搜救机器人被安装太阳能电池板，能源环保节约，在太阳能

的蓄电下，就无需担心搜救过程中机器人出现停电而停止工作的

情况。  

2.5 机器人语音提示 

搜救机器人的语音数据存储器中将存储救援过程中安慰，鼓

励遇难者的话，当机器人找到遇难者后，就会鼓励安慰遇难者，

避免遇难者心理崩溃的情况发生，增加遇难者生还的可能性。 

2.6 多功能机械手 

机器人体型中等，能十分容易地能穿过许多复杂地形，而当

遇到一些特殊路障或者遭到动物攻击是，机器人就会用机器手进

行反击，以保护自身的安全，并且另一只手有可以标记附近的记

号标，可发射在附近的醒眼位置，便于搜救队进行搜救，帮助搜

救队在最短时间内发现遇险者。 

2.7 多地形探测的设想 

机器人将以三种方式进行救援：在平原等普通地形时，选择

机器人自己行进搜索的方式；当在深山峡谷等险峻环境时，则选

择赋予机器人降落伞，进行空投使机器人接近目的地；当在水底

或海啸侵袭等地时，机器人会启动潜水系统，进行游泳去搜寻遇

难者。 

2.8 手机电脑均可接受型号；接受者可以通过装置知道机器

人行走的路线，并且知道机器人是什么时间抵达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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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第  4  页  共  7  页 

3.试验过程
我们将机器人和北斗定位器连接好后，在老师的帮助下成功

的将北斗定位器与太阳能电池板连在了一起，达到了持续供电的

目的，接下来我们在电脑上或者手机 APP，通过北斗定位查看搜

救机器人，成功的定位了机器人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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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定位器运用了 MTK2503D 芯片，这种芯片的定位速度

快，精准度高，且信号被干扰时会自动报警具有较高的安全性能，

在电脑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机器人所在的位置，还可以看到机

器人走过的路线记录，这个功能的最大的优点是可以让我们更快

更精准的找到机器人，也便于在实际中搜救队员找到遇险者。 

我们对这种机器人的性能进行了实地测试，我们在校园里安

排了一位预设“遇险者”，接下来，我们启动了北斗机器人，让

机器人在校园里搜索我们安排的“遇险者”，机器人在校园中行

走了半个小时后，我们的接收器到了有人为触动的信号，我们马

上通过电脑或者手机 APP 查询，看到了机器人行走的路线图并且

将其记录了下来，我们派出了我们的搜救队员进行了搜救行动，

在 15 分钟之后成功的将遇险者救回总部，完成了搜救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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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这次模拟搜救行动后得出了结论，我们在小范围搜救

只需要大概一个小时左右，但如果范围较大，搜救时间可能会被

延长，建议在进行大范围搜救的时候可以同时派出多个北斗搜救

机器人以加快效率。我们还发现在夜间机器人的指示灯可以被遇

险者清晰的看见，这大大地增大了救援的效率和救援成功的可能

性，是我们的一大创新点。而且我们的机器人都配备了太阳能电

池板，可以在很长时间内持续进行搜救行动，保障了救援的效率。 

4.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1.由于机器人搜救过程中搜救时间可能非常长，经研究，我

们决定将太阳能电池板接到机器人和定位芯片的电源上以供给

用电。 

2.实验过程中，我们发现若只在机器人上设置一个按钮，搜

救过程中就会出现小动物误触的现象，因此，我们增加确认系统

来确认来避免小动物误触对搜救的干扰。 

3.由于机器人体积有限，且周围环境复杂，就会使得一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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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机器人很难被被困者发现，因此，经过讨论，研究组决定在

机器人上安装反光镜来使得机器人显眼便于被受困者发现。 

4.在初步对机器人的实验探索中，我们发现机器人的体积大

小对穿过大部分地形是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的。但是，由于考虑到

克服地形影响的重要性，我们决定对机器人的手爪进行改造为多

功能机械爪来辅助机器人对复杂地形的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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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导航与智能交通的行车“个人绿波路线”计算系统  

【摘要】 

本系统是在北斗卫星获取位置、智能交通获取红绿灯信息的基础上，计算能

够综合较省时、路线较为最短、在一定红绿灯范围内能达到最多绿灯以及最大程

度避免堵车的路线规划。 

本“个人绿波路线计算”系统原理如下：本系统分为 4个模块，分别是路线

统计及分段策划模块为第一模块，第二模块是红绿灯实时数据收集模块，第三模

块是车流量与路段限速综合速度计算模块，第四模块是异常情况处理模块。其中

第一模块进行对路线的搜索、排序和切割，并将数据传给第二模块与第三模块；

第二模块与第三模块结合计算出汽车在所有路线上所能达到的速度范围，并进行

排序，最后算出结合了包含红绿灯调控、路段限速、天气影响、交通事故等异常

因素的第四模块的最佳路线。 

在以后的设计中，有望可以运用到在未来的无人驾驶中，也可以运用这个系

统来进行整个城市的交通规划。“个人绿波路线”计算系统可以发展为多种交通

系统兼容优化，如：智能交通变道系统与交通预警系统、交通运输系统、交通控

制系统相互结合兼容。 

【关键词】 个人绿波带 北斗卫星导航 智能交通 无人驾驶 大数据处理 红绿

灯监测 路线规划 车载导航 

1 研究动机与研究目标 

研究动机 

在城市迎来交通出行智能化的热潮时，笔者发现，现在市面上的车载导航软

件多是与地图相结合，当使用者选择行车路线时，会出现多种类的选项：红绿灯

最少的路线、用时最短的路线、距离最短的路线等；在各项软件中也有查看各路

作    者：王一可、明弋森、郭馨宇
指导教师：张晓容、龙新明
学    校：成都市华阳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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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堵塞情况的功能。但大多导航软件并没有做到将所选路径与所提供的功能充分

结合，给出的路径选项也缺少路段情况的考虑，需要使用者自行斟酌损益，选出

最适合当时状况的路线——既符合路线较短、用时较少、尽量避免堵车与红灯，

并且符合自身车辆现实情况的路线。故笔者团队想在智能交通与北斗导航的基础

上设计一套能尽量解决上述问题的计算系统。 

1.2 研究目标 

一个方面，目前大多车载导航系统已经推出了实时路况预测与红绿灯个数统

计的功能，但是并未将这些变动的因素加入到推荐的路线当中，导致在导航路线

上实际行车相比预测花费更长的时间，所以笔者欲研究的就是一项能够结合检测

到的所有可用数据进行处理，通过利用设置加权率，设置计算得到一条符合当时

路况的更优路线;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加入了个人绿波的功能:通过计算红绿灯的

时间与车速，再将计算出来的速度与各种车辆和交通的信息结合,实现数据的综

合计算,得到尽可能走过全是绿灯的路线，从而达到更加节约时间的目的；第二

方面，该计算系统更适合融入无人驾驶领域之中，助力祖国智能交通与人工智能

领域的发展。 

2 背景研究 

2.1 北斗导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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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正在实施的自主发展、独立运行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2017 年，中国计量

科学研究院首次利用自主研制的“北斗时间频率传递装置”，实现了时间和频率

传递。利用北斗系统传递时间频率，其稳定度、准确度与 GPS（全球定位系统）

相当。【1】 

2.1.1 空间定位原理 

由于卫星的位置精确可知，在接收机对卫星观测中，我们可得到卫星到接收

机的距离，利用三维坐标中的距离公式，利用 3颗卫星，就可以组成 3个方程式，

解出观测点的位置（X,Y,Z）。考虑到卫星的时钟与接收机时钟之间的误差，实

际上有 4个未知数，X、Y、Z和钟差，因而需要引入第 4颗卫星，形成 4个方程

式进行求解，从而得到观测点的经纬度和高程，北斗的试验系统和正式系统的定

位都依靠此原理。接收机往往可以锁住 4颗以上的卫星，这时，接收机可按卫星

的星座分布分成若干组，每组 4颗，然后通过算法挑选出误差最小的一组用作定

位，从而提高精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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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北斗零基线单差 

零基线单差(Single Difference, SD)观测值消除了卫星轨道误差、卫星钟

误差、电离层延迟误差、对流层延迟误差和多路径效应误差的影响, 扣除接收机

钟差后(取各卫星单差残差的均值作为接收机钟差)仅含观测值噪声, 可用来评

估接收机的伪距和载波测量精度。【3】

2.1.3 有源与无源定位 

当卫星导航系统使用有源时间测距来定位时，用户终端通过导航卫星向地面

控制中心发出一个申请定位的信号，之后地面控制中心发出测距信号，根据信号

传输的时间得到用户与两颗卫星的距离。除了这些信息外，地面控制中心还有一

个数据库，为地球表面各点至地球球心的距离，当认定用户也在此不均匀球面的

表面时，三球交汇定位的条件已经全部满足，控制中心可以计算出用户的位置，

并将信息发送到用户的终端。北斗的试验系统完全基于此技术，而之后的北斗卫

星导航系统除了使用新的技术外，也保留了这项技术。 

当卫星导航系统使用无源时间测距技术时，用户接收至少 4颗导航卫星发出

的信号，根据时间信息可获得距离信息，根据三球交汇的原理，用户终端自行可

以自行计算其空间位置。此即为 GPS 所使用的技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也使用了

此技术来实现全球的卫星定位。【1】

2.2 绿波带 

绿波带就是在指定的交通线路上，当规定好路段的车速后，要求信号控制机根据

路段距离，把该车流所经过的各路口绿灯起始时间，做相应的调整，这样一来，

以确保该车流到达每个路口时，正好遇到"绿灯"。保证主要路线的畅通，经常会

使用干线协调控制，即"绿波带"控制模式。"绿波带"主要是为了协助特殊车辆通

过流畅的路段, "一路绿灯"地通过其道路控制区域，尽量减少路口的停留时间,

并保证该交通流的畅通。 

从 2015 年开始，靖江市交警大队升级改造交通灯灯控系统，在通江路率先试行

双向绿波带，成为靖江市首个双向绿波带道路，通江路的双向绿波带区域共 11

处红绿灯。（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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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靖江市首个双向绿波带道路）

2.3 智能交通系统 

2.3.1 智能交通系统定义 

智能交通系统(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简称 ITS)是未来交

通系统的发展方向，它是将先进的信息技术、数据通讯传输技术、电子传感技术、

控制技术及计算机技术等有效地集成运用于整个地面交通管理系统而建立的一

种在大范围内、全方位发挥作用的，实时、准确、高效的综合交通运输管理系统。 

2.3.2 交通信息服务系统(ATIS) 

ATIS 是建立在完善的信息网络基础上的。交通参与者通过装备在道路上、

车上、换乘站上、停车场上以及气象中心的传感器和传输设备，向交通信息中心

提供各地的实时交通信息；ATIS 得到这些信息并通过处理后，实时向交通参与

者提供道路交通信息、公共交通信息、换乘信息、交通气象信息、停车场信息以

及与出行相关的其他信息；出行者根据这些信息确定自己的出行方式、选择路线。 

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更新促进了高速公路建设,而智能交通服务体系也日益完

善，在此基础上有图二中移动互联网技术在高速公路智能交通服务中的应用。【5】

（注：图片为作者文中原清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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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交通信息服务系统） 

2.4 智能交通监控系统 

智能交通监控系统就是通过监控系统将监视区域内的现场图像传回指挥中

心，使管理人员直接掌握车辆排队、堵塞、信号灯等交通状况，及时调整信号配

时或通过其他手段来疏导交通，改变交通流的分布，以达到缓解交通堵塞的目的。 

智能交通监控系统提供图片监控、车辆查询、违章查询、智能研判、布控、流量

统计分析;实时图片监控道路的车辆信息，同步图片叠加时间、抓拍地点、车牌

号码、车牌颜色、车身颜色、设备名称、车速、限速、车道、红灯时间和抓拍序

号等;支持卡口车辆信息实时刷新和停止刷新操作;支持多种车辆研判模式如首

次、频繁、高危时段，支持车辆行为分析和查询模式如区间、碰撞、同行车、套

牌车;实时监控交通路面情况，提供识别车辆号牌字符，识别车辆号牌颜色，识

别车身颜色，检测车辆时速等卡口功能，同时也提供闯红灯，不按车道行驶，违

章变道，逆行，压(实)线等功能;支持通过录入车牌号码、车主信息、车身颜色、

车身长度、车辆类型、车牌颜色、布控机构和通缉单位、布控类型、布控联系人、

布控时间等信息进行布控。【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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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行性分析及所需材料 

3.1 车流量统计 

图三为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友谊西路“五一黄金周”各时间段车流量统计

的数据。可以看出，在各个时间段的车流量具有一定的起伏规律，在此路段上，

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和下午五点半到七点半都是车辆行驶的高峰期，在这两个时

间段内车流量最大，八点半到十二点半和从十二点半到五点半分别呈现车流量上

升趋势，上升速度偏缓。这个规律为本项目计算平均车流量的模块提供了可能。 

（图 3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友谊西路“五一黄金周”各时间车流量统计）  

3.2 行车速度计算设计 

    行车速度既是交通系统中的一项重要指标，现代智能交通系统如果能得到准

确及时的行车速度，则智能交通系统就能更加优化的调配交通量，及时缓解交通

压力，最大化发挥智能交通系统的作用。车辆行驶某一区间所需时间(不包括停

车时间)及其区间距离求得的车速，用于实验通行能力分析。设行驶距离为 S，

所需时间为 t，则车速可用 S/t 形式表示。按 S和 t的取值不同，可定义各种不

同的车速。这为本程序车速的计算函数的编译提供了可能。 

3.3 峰值计算 

以四车道为例，若右侧发生交通拥堵而左侧车辆正常通行，则只有一种变道

方案，左侧分配一条车道，右侧分配三条车道。按照此方案进行计算。设左侧的

车速为 V 快，右侧的车速为 V 慢，车辆的平均长度为 x，单位时间为 t。若保证

两边车道的通行能力在变道后保持一致，则需要满足关系式(V 快×t/x)×1=(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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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t/x)×3,化简得出速度之比的峰值为 V快：V慢=3:1。这为程序峰值的设定

提供了依据。 

3.4 北斗卫星信号接收模块 

由于本项目是基于北斗导航系统实施的，所以本项目使用了北斗+GPS 双频

天线，可用于接收和发送北斗卫星传输的信息,将信息通过北斗卫星信号接收器

传输到信号接收模块，再将数据传到电脑上，通过相应的软件将数据显示出来。

（图 4 定位获取所用的天线、芯片模块） 

3.4.1 信号接收芯片 

型号 UM220-III N 

频率 北斗 B1  GPS L1 

定位模式 单系统独立定位 多系统联合定位 

速度精度 GPS/GNSS 0.1m/s 1sigma 

速度精度北斗 0.2m/s 1sigma 

灵敏度（北斗） 跟踪：-160dBm 捕获：-145dBm 

数据更新率 1Hz 

尺寸 16*12.2*2.4mm 

功能特性 有源天线、无源天线 

（图 5 芯片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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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信号接收天线 

1.组成：室外 GNSS 接收天线、低损耗电缆、室内 GNSS 发射天线、GNSS 卫星导

航信号控制器。

2.工作原理：将接收到的室外卫星导航信号，经过放大、滤波等处理后，并将其

实时无线转发到实验室内。

3.优势：能够接收到“三星八频”的卫星信号，设备少（只有三个独立设备）、

设备连接简单，对室内卫星接收终端的数量没有限制。另外，还可以应用在航空

制造、航空维修、实验室、大厦、停车场、室内演示厅、隧道、生产车间以及室

内封闭仓库等，对于一些阻碍较多的地方，有着重要的作用。

（图 6 信号接收天线数据） 

4 设计思路 

4.1 信息接收端 

在智能交通的基础上，本系统的信息接收分为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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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来自于北斗导航系统的行车定位信息和地图信息。其行车定位信息在经

过处理后，以图形化定位点构成线路，调整比例放在地图中。 

二是初始化中的自身车辆状态检测（在本系统的模型中，以模拟信息输入），

自身车辆的检测分两部分。通过对自身车辆的安全性检测、性能检测、能源检测，

保证如有异常情况，能让驾驶员在开始使用系统和启动车辆之前得到安全提醒警

报；通过智能交通系统支持，检测车辆内部人员是否有特殊人群（如孕妇、孩童

等），可调整行车路线的计算模式。 

在本系统进行环境模拟的模型中，信息接收端口接收的是数字模拟信号：通

过在电脑的模拟信号输入端输入不同地点的名称，触发程序；红绿灯监测的模拟

实现是编写好红绿灯程序后，在主程序中调用其所在状态、秒数等。 

4.2 系统程序端 

4.2.1 检测模块 

    检测模块包括自身检测、起始点输入后的路线检测、红绿灯检测、路段信息

检测四部分。 

    自身检测是要靠在智能交通的基础上，对自身车辆的车辆油量、车身正常可

达的速度范围的一个为减少安全隐患的检测程序，设置在车主开动车辆之前，并

将得出车速可达的自身速度值域 1。 

路线检测是在自身检测合格后，由车主将终点输入后触发该模块程序。触发

程序后将会利用北斗卫星定位系统获取起始点的信息，在起始点所在一定范围内

获取地图信息，如存在可行路线，则会将信息发送给处理模块。 

红绿灯检测是在处理模块处理路线得到路段信息后，返回检测模块，对路段

红绿灯状态及其秒数进行检测的模块。 

路段信息检测是对分割后的路段的限速情况、车流量限速情况以及该路段长

度等基本信息的检测获取模块。 

4.2.2 处理模块 

本程序的处理模块分两部分：路线处理、速度计算。 

在路线处理模块中，程序将路线检测模块传来的所有可行路线进行统计，将

其从短到长进行排序，排出最短的前 4条路线（在程序运行中如果路线不达 4

条以上，如只有 2条可选路线，会自动以 0=1,1=1,2=0,3=0 得出 2条路线），然

后进入路段切割程序，将所得到的每条路线切割成路段，将得到的路段数据又传

回红绿灯检测模块与路段信息检测模块。 

速度计算模块会将路段红绿灯时长与路段长度结合计算，得到行驶速度值域

4，然后将此值域与自身检测模块所得值域 1、路段限速速度检测 2、车流量速度

值域 3取交集，得到最后的最佳速度，即速度值域 5。 

单路段到多路段的计算。程序的红绿灯时间、状态的获取，与自身位置的信

息获取都是实时检测的，所以在第一段路线计算速度值域 5时，第二段以及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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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路段都在进行速度值域的计算，将所有总用时较短的可连接的路段组合连

接，就能得到一条结合要求的路线。 

4.2.3 异常情况处理及路线规划模块 

检测路段上是否有堵车、修路、车祸等异常情况，将这些情况列入到路线规

划模块中，除去会有这些情况的路段，避免在规划出的路线上遇到以上情况，然

后将最省时的每条路段连接成为一条或多条完整的路线，将路线推送给使用者。 

4.2.4 输出模块 

    程序通过此模块将所计算出的最佳路线与最佳速度，通过显示端口显示给使

用者。如果应用在无人驾驶系统中，则直接将数据传给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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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流程图 

（图 8 程序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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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程序实施模拟

我们对相同情况下实施不同的路线规划方式的车辆行驶情况，用 Python 的画图

功能进行了模拟，并且将获得的数据在图上表示出来，便于我们模拟该程序运用

的实际情况。 

5.1 程序 

(见附录) 

6 创新点 

一、在其他的导航基础上，加入了红绿灯时间收集，将车辆等待红绿灯的时

间也纳入了按该路线行驶需要花费的时间，使规划出的路线更加的准确。 

二、加入了异常情况预测系统，根据路段行车情况来预测是否有异常情况发

生，引导车辆绕道行驶，达到更加省时的目的。 

三、将导航系统联系到了智能交通，能够通过智能交通系统来获取实时的红

绿灯数据和路况信息。 

7 展望

本项目现阶段是对于一辆车的行驶进行路线规划，在以后的设计中，有望可

以运用到城市规划中，在未来的无人驾驶中，运用这个系统来进行整个城市的交

通规划，最后可以实现每一辆车都能够以最短的时间到达目的地。优化方案可以

是：利用北斗导航系统测量路况交通，从而统计车流量数据及其车速交通。 

   “个人绿波路线”计算系统可以发展为多种交通系统兼容优化，如：智能交

通变道系统与交通预警系统、交通运输系统、交通控制系统相互结合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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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介绍了一种以模型船为载体，搭载浊度传感器和电导率传感器，能在
河道中自动航行并实时对水质状态进行监测的装置。由于船的运动是动态游动过
程，所以能有效避免有些违法人员监测造假的现象发生。船体以中鸣公司的 X3
为控制器，实现传感器数据的读取，同时搭载了北斗定位系统，将位置坐标和水
质状态进行配对发送给监管人员。本文从定位、导航到环境监测进行了系列分
析，以期能在将来环境保护中发挥作用。 
关键词： 北斗导航  监测  排污  巡航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device which takes model ship as carrier, 
carries turbidity sensor and conductivity sensor, and can automatically navigate in 
river course and real-time detect water quality status. As the ship is a dynamic 
swimming process, it can effectively avoid some illegal personnel to monitor the 
occurrence of fraud. The hull uses X3 of Zhongming Company as its controller to 
read sensor data, and carries Beidou positioning system, which matches position 
coordinates and water quality status to supervisors.This paper makes a series of 
analysis from positioning, navigation to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n order to play a 
role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he future. 

【Key words】Beidou navigation; monitoring; sewage discharge; Cruise 

一、研究背景 

在经济越来越繁荣的今天，环境保护问题却日趋严重。作为青少年，我们更

应该为保护环境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保护水资源是保护环境不可缺少的一部

分。就目前中国国情来说，工业废水的乱排偷排仍是污染水资源的方式之一。工

业废水造成的污染主要有：有机需氧物质污染，化学毒物污染，无机固体悬浮物

污染，重金属污染，酸污染，碱污染，植物营养物质污染，热污染，病原体污染

等。工业废水对环境的破坏是相当大的，20 世纪的“八大公害事件”中的“水

俣事件”和“富山事件”就是由于工业废水污染造成的。这种废水的危害表现主

要为工业废水直接流入渠道，江河，湖泊污染地表水，如果毒性较大会导致水生

动植物的死亡甚至绝迹；工业废水还可能渗透到地下水，污染地下水，进而污染

农作物；如果周边居民采用被污染的地表水或地下水作为生活用水，会危害身体

健康，重者死亡；工业废水渗入土壤，造成土壤污染，或者重金属污染。影响植

物和土壤中微生物的生长。有些工业废水还带有难闻的恶臭，污染空气。工业废

水中的有毒有害物质会被动植物的摄食和吸收作用残留在体内，而后通过食物链

到达人体内，对人体造成危害。正是因为工业废水的危害如此严重，所以需要我

们用更好的方法去监管工厂是否乱排偷排，因此我们设计了一个能自动检测水

质，并能实时传回数据的装置。 
二、研究方案 

基于北斗导航的污水偷排监测船

作 者：谭松、陈美蓁、阿呷此拉

指导教师：何光强

学 校：德阳外国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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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监测方式的选取：

（1）通过远程遥控来进行对目标水域的检测。这种方案其实是比较简单可

行的，但是一般而言，无线遥控在有金属等导体阻挡的路径中，信号大大衰减。

即金属外壳对无线信号有屏蔽作用。并且这种方式不太方便，不适合每时每刻进

行实时监控。 

（2）通过北斗导航系统自动检测装置对目标水域进行检测。这种方案应用

了北斗导航系统，并且这种方式能实现自动检测，适合每时每刻对其进行实时监

控。 

综上，由于我们需要一个自动化，能进行实时检测的装置，所以选取方案（2）。 

2.对检测装置的选取：

（1）一种以船为主体，上设有传感器，在水面上行驶并检测。

（2）一种以“仿生鱼”为主体，上设有传感器等设备，并设有可以通过水

流发电的装置，在水中行驶并检测。 

综上，由于方案（2）不可控因素太多，如水流对其影响过大，其本身姿态

不好控制。因此，选用更方便可行的方案（1）。即最终以船为载体，搭载传感

器对河道进行自动巡检，实现监测。 

3. 至于传感器的选取，为了实现的可靠实用性，所以选取检测水质浑浊度

传感器和检测水质电导率的传感器。 

4. 系统工作示意图（图 1）。

图 1.系统工作示意图 

三、研究过程 

装置主要由船体、传感器、北斗定位模块、数据无线传送模块 4个部分组成： 

1、船模 

该船长 550mm,船宽 88mm,船高 70mm,最高船速 17-20km/h。7.4V 锂电池供电，

持续航行时间最高可达 1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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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船模实物图 
2、传感器 

2.1 浊度传感器（图 3）。浊度是由水中的悬浮颗粒引起的，悬浮颗粒会漫反射

入射光，通常采用 90 度那个方向的散射光做为测试信号。散射光与浊度符合多

段线性关系，因此传感器需要多点标定。而且光源强度和温度变化均会影响测量

结果的准确性。经多次实验研究和理论推算，发现散射光与透射光的比值与浊度

符合线性关系。本传感器采用散射光与透射光比值代替单纯的散射光测量浊度，

传感器的准确度、可靠性提高，维护更加简单，抗污性增强。 

图 3.浊度传感器 
该型传感器的检测范围是 0%-3.5%（0-4550NTU），工作电压 5V。控制器通

过对输出电压的测量从而判断浊度。浊度和电压的对应关系为(图 4): 

图 4.电压与浊度关系 
通过该图像可知电压越高，水质越清澈，电压越低，越浑浊。0%对应 5V，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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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 2V。定量关系可表示为： 

浊度=（5-0.75*电压）% 

2.2 电导率传感器 

电导率传感器根据测量原理与方法的不同可以分为电极型电导率传感器、 

电感型电导率传感器以及超声波电导率传感器。电极型电导率传感器根据电解导

电原理采用电阻测量法。对电导率实现测量 ,其电导测量电极在测量过程中表现

为一个复杂的电化学系统; 电感型电导率传感器依据电磁感应原理实现对液体

电导率的测量; 超声波电导率传感器根据超声波在液体中变化对电导率进行测

量 ,其中以前 2种传感器应用最为广泛。 

该型传感器工作电压 5v，测量范围 1ms/cm-20ms/cm，精度±10%。 

图 5.电导率传感器 
3、软件设计 

3.1 环境监测程序设计 

程序上主要是通过 P7、P8 两个通道别对浊度和电导率进行测量和显示。 

具体 C语言程序为： 

E3RCU_Init(); 
    long zhuodu = 0; 
    long diandaolv = 0; 
    while (1) 
    { 

zhuodu = GetLightSensor(_P7_); 
diandaolv = GetLightSensor(_P8_); 
zhuodu=4095-(75*100/zhuodu); 
SetFontSize(1); 
SetDisplayVar(1, zhuodu, YELLOW, BLACK); 
SetDisplayVar(1, diandaolv, YELLOW, BLACK); 
SetWaitForTime(0.5); 

    } 
    whil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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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导航算法设计 

   监测前，工作人员设置好需要监测河道经纬度坐标范围。监测船采用沿行驶

方向靠左手行驶原则，与左障碍物的间距保持 3 米左右距离，深度保证在 50 厘

米以上，若任何一项不满足，都不再继续直行而是右偏航行。这样可避免涨水期

和枯水期河水深度和障碍物对航行的干扰。航行过程中若监测到某处发现异常，

则以改点为圆心，半径逐渐增大找到最大污染点并标记，发送。当航行一圈以后

以画圆的方式逐步减小监测半径。 

图 6.船体航行示意图

利用中鸣 X3-RCU 控制器对定位模块进行数据读取，经不断试验，最终能准

确显示经纬度，航向角，速度等信息。定位误差 3m 左右，若采用差分辅助定位，

经度可达到厘米级别。 

读取 BDRMC 数据程序： 
while (1) 
    { 

data = GetUartData(5, 0); 
while ( data!='R' ) 
{ 

data = GetUartData(5, 0); 
} 
data2 = GetUartData(5, 0); 
data = GetUartData(5, 0); 
if ( data=='C'&&data2=='M' ) 
{   

while ( data!='\n' ) 
{ 

if ( data==',' ) 
{ 

jishu++; 
} 
if ( y==15||(x>=56&&y==0) ) 
{ 

SetLCD1Char(x, y, data, YELLOW, BLACK); 
} 
x=x+7; 
if ( jishu==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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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15;x=0; 
} 
data = GetUartData(5, 0); 
if ( jishu==2&&data=='V' ) 
{ 

status='V'; 
} 
else 
{ 

status='A'; 
} 
if ( jishu==3&&data!=',' ) 
{ 

switch(data) 
{ 

case '0': 
dat = 0; 
break; 

case '1': 
dat = 1; 
break; 

case '2': 
dat = 2; 
break; 

case '3': 
dat = 3; 
break; 

case '4': 
dat = 4; 
break; 

case '5': 
dat = 5; 
break; 

case '6': 
dat = 6; 
break; 

case '7': 
dat = 7; 
break; 

case '8': 
dat = 8; 
break; 

case '9': 
dat = 9; 
break; 

case '.': 
dat = '.'; 
break; 

} 

if(dat == '.') 
{ 

integer = 0; 
i = 1; 
continue; 

} 
if( integer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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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 = rev * 10 + dat; 
} 
else 
{ 

rev = rev + dat / (10 * i); 
i = i * 10 ; 

} 
读取效果如下： 

图 7.BDRMC 数据读取显示 

3.3 利用两点间球面距离近似计算两点之间航向角算法 

if(jd<jd1||jd>jd2) beep=1;//超出界限报警 
else if(wd<wd1||wd>wd2) beep=1;//超出界限报警 

else beep=0; 
jd_er=jd0-jd; 
wd_er=wd0-wd; 
jd_x=earth_r*jd_er; 
wd_y=earth_r*cos(wd0)*wd_er; 
jiaodu=arctan(wd_y/jd_x);//利用球面距离近似计算两点之间航向角 

4.硬件搭建测试图

图 8硬件搭建测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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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此装置搭建好后，笔者进行多次仿真实验和数据分析，定位信息数据精确，

再把定位数据导入 google earth显示位置精准，实验成功。通过不断改进和试验，

这种排污监测船能够在河道中进行简单航行并可实现对废水乱排偷排现象的实

时监测。由于数传距离限制，只能在无建筑物遮挡情况下理论有效距离 2km。同

时数据检测过于单一，只能对电导率和浊度进行分析，随着科技的进步，小量化

的环境检测传感器的的问世将会极大推进自动化监测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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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的远程老人健康监护系统设计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出现老龄化现象，中青年面临着工作与照顾老人两难的问

题，心脑血管疾病，随时威胁着老年的生命，如果得不到有效的预防和及时的救

治，将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死亡率、遗留后遗症的概率以及复发概率。正对以

上问题以及国家提出的加强基层养老服务建设，扶持基层养老服务项目的政策，

研发了基于北斗的远程老人健康监护系统。该系统分为检测终端、监护端安卓应

用软件、服务器三个部分。检测终端由被监护人佩戴，可以准确的检测体温和心

率，还有所在的地理位置，并利用北斗独有的短报文功能发送至服务器，当感到

身体异样或发病时，可以使用检测终端报警求助，如果检测值严重超出正常范围

也能自动报警；安卓系统手机或平板电脑安装该系统的应用软件即可成为监护终

端，通过 SIM 卡号码和注册密码登录后，通过手机界面即可远程检测老人得到身

体状态，在没有登录的状态下也能接收测量终端发出的手动和自动报警。经邀请

老人进行佩戴实验，该系统检测终端定位精准、测量数据准确、报警求救快捷方

便，监护终端界面清晰美观、功能齐全，接收求助报警信息快速准确。该系统可

以满足老人不在身边时的远程健康查询，缓解了社会压力，同时减少了老年人心

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 

【关键词】远程；心脑血管疾病；检测终端；服务器；监护终端 

我国人口众多，目前老龄化比较严重，而青中年人不仅要照顾老人，还要忙

于工作、照顾下一代，子女也不能随时陪护在老人身边。有些老人虽然跟子女共

同生活，但在子女上班工作期间，还是要很长一段时间独处；有些老人与子女分

开居住，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见面一次；更有些地区大部分中青年出外打工，出现

了“空巢老人”。即使看上去很健康的老人身体也无法跟中青年相比，尤其是心

脑血管疾病，随时威胁着他们的生命。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数据资料显示，全球心

脑血管疾病死亡率居榜首，而老人则是该病症的易发人群。我国针对老龄化严重

问题以及有限的医疗资源，制定了许多能够缓解社会压力的养老政策，使老人的

体检和医疗得到很大改善，但对于心脑血管疾病这种发病突然、死亡率高的特点

的病症却起不到本质上的作用[1]。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最好的控制手段就是发病前

早期检测和预防，发病时得到及时的救治，尽量缩短救治时间。针对老龄化的社

会压力、心脑血管疾病的特点和控制方法，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解决以上问题，

研制了基于北斗导航定位系统的远程老人健康监护系统，即使是老人独处的情况

下，其身体状况也能随时得到监护，一旦发病也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救治。该系统

的检测终端体积小巧、携带方便，能够对老人进行定位，并通过光电传感器检测

老人的体温、心率，同时分析出老人的健康状态；平常监护人可以从手机 APP

客户端或短信形式接收老人的健康状况，若发现不正常的身体状态，可以带领老

人到医疗部门救治，也可以通知救护中心上门救治；如出现突然发病状态，老人

可以使用检测终端进行一键呼救报警，若来不及呼救，系统也能根据健康参数分

析出病理状态，自动报警，救护中心根据定位和发病状态，将派遣最及时的救护

队伍赶往现场。这样不管监护人是否在老人身边，老人的生体状态都能得到监护

和及时的救治，减小了发病、死亡以及遗留后遗症的概率。 

１系统组成 

作    者： 张天昊
指导教师：李刚
学    校：山东省烟台第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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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基于北斗导航定位系统的远程老人健康监护系统分为 3个组成部分：应用

软件、检测终端、服务器。检测终端具有检测身体状态和定位的功能，由老人或

者其他需要监护的人佩戴；应用软件由监护人通过手机安装使用；服务器则用于

分析身体状态和病情，启动自动救护报警等[2]。系统整体框架如图１所示。 

图１系统整体框架 

检测终端有移动通信系统、生体状态参数检测系统、定位系统组成，身体状

态参数检测系统可以获取人体体温、心率等测量数值；定位系统基于北斗导航系

统，获取佩戴者的地理位置信息，以便医护人员能够第一时间找到求救者；移动

通信系统则是用来传输数据信息，与服务器构成无线网络传输监护系统[3]。 

服务器可以对检测终端发送的生体状态参数和佩戴者位置信息进行收集、储

存和分析处理，同时将这些信息发送至监护端，并根据分析给于监护建议。服务

器内建立了数据库，可以进行大量的历史数据查询，用以回顾分析病情。 

监护人手机安装该系统应用软件，即可形成监护端，这样就可以实现对被监

护者的远程监护，并利用互联网和有效的软件功能实现远程实时监控。该系统在

手机系统 APP 上开发的软件系统采用客户端／服务器构架，简称Ｃ／Ｓ构架，当

监护端发出数据请求后，服务器给于回复相应的相应信息。 

２检测终端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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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检测定位终端结构图 

如图 2所示，检测终端由通信、体温检测、心率检测、定位等四个功能系统

和一个主控单元组成。心率检测系统采用心率传感器获取佩戴者的心率数字波形，

再通过 ADC 数模转换器，将心率信号转换为主控单元可识别的数字信号，进行数

据库储存并分析处理；体温检测系统使用温度传感器，并进行转换、储存和处理；

定位系统则使用北斗定位模块来获取被监护人的地理位置，可以将采集的的位置

及对应的时间发送给主控单元。主控单元将上述信息进行处理后发送给服务器，

主控单元程序流程如图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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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主控单元程序流程 

2.1心率采集系统 

目前，心率检测技术领域使用比较多的心率检测方式有光电透射和心动电流

测量，而心动电流测量需要对人身体的多个点位进行测试，所以结构复杂、佩戴

极其不便，不能实现便携式操作使用。而绿光光电透射技术，采用 AM2520 贴片

式发光二极管作为该功能的绿光源，使用 GA1A1S202WP 型环境光传感器来接收绿

光信号[4]。环境传感器接收到绿光信号后，经滤波处理、再放大功率即可呈现出

心率波形，再通过主控单元的换算得到心率值，心率检测电路原理图，如图４所

示。 

图４心率检测电路原理图 

2.2体温采集系统 

本系统采用的是 MLX90615 红外线温度测量元件，在不用接触人体的情况下

就能完成体温的测量，利用红外线辐射电压通过处理和计算即可得到体温数值。

同时系统还集成了热电堆探测器芯片，该芯片对红外线检测十分灵敏，连同一个

专用于红外信号处理的 ASSP 芯片封装在一个 TO-46 密封罐里[5]。同时为了进一

步提高检测精度，将温度检测误差控制在 0.1℃之内，还集成了高性能的 DSP 单

元和 16ADC 模块作为信号的低噪放大器，这样就完成了高集成、高精度测量的体

温测量设计。 

2.3北斗定位系统 

北斗导航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并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定位系统，独有的短报

文通信服务功能也是北斗定位系统最大特点和优势，该功能可以完成测量终端和

服务器之间的信息传输和通信。北斗定位系统包括信息接收元件和天线，定位主

要元件采用和芯星通 UM220-Ⅲ模块，可以同时使用北斗和 GPS 双定位，还具有

精度高、体积小、功耗低的特点，适用于人体便携式设计。检测终端佩戴的情况

下，可以精确地将被监护人的位置以及采集时间以 GPRS 数据的形式发送给服务

器，即可获取被监护人的准确地理位置，当发生紧急情况而手机无信号时，直接

以短报文的形式发送给服务器，再经由服务器发送报警至监护人手机。[6] 

2.4通信系统 

该系统的通信采用 GPRS 数据传输网络，使用手机 SIM 卡即可实现，在检测

终端安装了 SIM 卡槽及其通信处理模块，SIM 卡都有一个独有的卡号，也就是该

卡的拨打接通号码，使用手机端的监护软件系统直接配置该号码，即可完成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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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手机和监护终端之间的单线相互数据通信。GPRS 数据传输网络具有永远在线、

传输速率高、支持ＩＰ协议和Ｘ．２５协议、资源利用率高、接入时间短、数据

量较小、收费合理等技术优势，完全符合该监护系统的需要。由于使用 SIM 卡，

所以该系统还增设了电话拨打功能，可以使用正常的电话拨打功能，可以在特殊

时刻拨打 110、120 等处理一些紧急情况[7]。 

3 监护端软件 

手机或平板电脑安装该系统 APP 软件后，即可成为监护终端，监护人必须通

过该终端登陆服务器后使用，正确输入已注册的 SIM 卡号码和登陆密码后进入监

护界面，手机终端就会显示被监护人的体温、心率等健康参数，进入远程监控操

作系统，监护端 APP 功能框图,如图 5所示 

图 5监护端 APP功能框图 

使用 Java 语言编写监护终端的 APP 应用软件，Java 语言具有多种形式的界

面显示方法，可以为客户实现各种各样的操作功能。Java 语言为基础的 APP 制

作软件有 AppCan、AndroidStudio、e-clipse 等，本系统 APP 的制作选用了

AndroidStudio。用于显示位置的电子地图直接调用百度地图 SDK，An-droid 定

位 SDK 是百度地图为安卓系统配套使用的 LBS 定位服务端口。 

3.1软件的监控功能 

当登陆监护端 APP 后，首先显示主界面，主界面上显示被监护人的基本信息、

健康参数以及各种功能按钮。点击“体温”功能按钮，进入体温显示界面，该界

面以柱状图的形式显示被监护人的体温状况，并在柱状图上标识了“正常”、“低

烧”、“高烧”的警示位，并以不同深度的颜色来警示发烧的严重状态。点击“心

率”功能按钮，进入心率显示界面，该界面以心电图的新式显示被监护人的心率

状态，并显示心率当前数值，当心率超出正常值时，以不同的颜色进行警示。 

3.2软件的报警功能 

在登录浏览被监护人健康状态过程中，若有体温和心率超出正常范围，但超

出范围不是很大时，系统会发出报警进行提示；若手机监护端不在登陆浏览状态，

被监护人从检测端启动报警或检测端根据病情的严重化自动启动报警时，手机监

护端将会收到报警短信和报警声音提示，以便监护人提早得知被监护人病情，赶

往救治[8]。 

3.3历史数据查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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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采集到的身体健康参数会保存在服务器的数据库中，在手机软件的主界

面点击“历史数据”即可对服务器保存的历史数据进行查询，进入历史数据界面

后会显示时间输入对话框，监护人输入所要查询的数据日期，即可调出该时间段

的历史数据，当有需要时可以将某时间段的历史数据给专业的医疗人员作为参考

进行查看，有利于日常的身体保养和病情的分析。 

4 结果及结论 

为了验证该系统的实用性，邀请了 70 岁以上的老年人若干进行样机的佩戴

实验。 

1）验证测量端的精准性，样机佩戴后对老人们的心率和体温进行记录，再

使用专业的医疗设备进行测量对比，分别随机取出 10 组数据，其对比结果见下

表 2和表 3。 

表 2 心率监测值与医疗设备测量值对比 

测量编号 监测值（time/min） 医疗设备测量结果（time/min） 误差 

1 85 85 0 

2 72 72 0 

3 68 67 1 

4 75 76 -1

5 82 82 0

6 79 79 0

7 88 88 0

8 74 73 1

9 67 67 0

10 75 75 0

表 3 体温监测值与医疗设备测量结果对比 

测量编号 监测值（℃） 医疗设备测量结果（℃） 误差（℃） 

1 36.14 36.12 0.02 

2 36.28 36.26 0.02 

3 36.34 36.34 0 

4 36.24 36.26 -0.02

5 36.16 36.20 -0.04

6 36.48 36.48 0

7 36.42 36.40 0.02

8 36.18 36.16 0.02

9 36.26 36.18 0.08

10 36.38 36.38 0 

由上表 2、3可知，样机测得的心率、体温数值结果与专业的符合国家检测

标准的医疗仪器相比，心率误差不超过 2time/min，体温误差不超过 0.1℃，由

于人身体状态在不同的时间段存在差异性，上述误差完全在合理的范围之内，由

于被邀请测试的均为老年人，测得的体温普遍偏低也是正常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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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警的及时性和可靠性测试。若出现心率、体温小范围超标时，手机监

护终端会出现提示性报警；通过测量端一键报警按钮进行报警实验，服务器和手

机终端都可以收到报警信息、病情状态以及测量端的具体位置；若出现心率、体

温严重超标时，直接通过短信、电话形式通知绑定 sim 卡所在的手机。通过实验

手段使测量端的体温值和心率值严重超出正常范围，自动报警开启，服务器和手

机同样收到了报警。证明该系统具有对被监护人进行监测和监护的能力。 

5.结语

现代化社会已经进入了“互联网+”时代，卫星、互联网、电子技术已经与

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已经向智慧城市方向不断发展，在我国出台的各种政策的

提倡和推动下，以北斗导航为基础的各种新型产品不断涌现，本文阐述的以北斗

导航定位为基础的远程老年人健康监护系统，就是在国家提出的加强基层养老服

务建设，扶持基层养老服务项目的基础上进行开发研制的。该系统使上班族、打

工族在外工作的同时，也能做到对老人的远程监护，利用北斗定位系统可以实时

准确查看老人位置，以便可以对老年人及时施救。同时根据北斗导航的轨迹，可

以了解老人每日的行走路线，所去地点，可以保护老人不被拐骗或走失。通过邀

请老人进行佩戴实验，该系统检测端测量准确、记录老人每日行走的轨迹、速度，

可发出手动报警和自动报警信息，监护端可以随时通过远程监护端手机 APP 软件

浏览被监护人的体温、心率和轨迹，随时可以收到检测端发来的救护信息和准确

位置，若出现紧急情况，还可以通过短信和电话及时通知监护者，此设计对减少

老年人心脑血管的发病率、死亡率以及遗留后遗症的概率有很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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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洋生物资源是国家的重要储备资源，在新能源开发、全球气

候研究、生物医药等方面有重要意义，近年来，随着我国资源勘探技术的成熟，

海洋开发力度的大大加强，海洋生态破坏日益严重。基于传统生物学研究技术与

GNSS 技术的特点，构建了新一代海洋资源信息系统，系统包括以下部分：（1）

基点信息收集系统:通过对传统海洋生物群体定位标记技术，整合北斗卫星的高

精度全球定位技术的新型信息模块，可以将生物群体信息传输至中央信息系统，

对生物群体进行定位、识别。（2）中央信息系统：对基点系统汇报的数据进行解

析整理，并将结果反馈至应用系统，并且可以对相应数据进行整合统计后反馈至

应用终端。（3）应用终端：为使用方提供实时的资源位置、数量等基本信息，指

导生产活动。 
ABSTRACT: Marine living resources are an important reserve

resources of the country, which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new energy 
development, global climate research and biomedicine.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maturity of China's resources exploration 
technology, the strength of marine development has been greatly 
strengthened, and the destruction of marine ecology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serious.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biological research technology and GNSS technology, a new generation 
of marine resources information system is constructed. The system 
includes the following parts: (1) Base-point information collection 
system: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marine biota positioning and 
marking technology, integrating the new information module of Beidou 
satellite high-precision global positioning technology, the biota 
information can be transmitted to the central information system. 
Biological groups are located and identified. (2) Central 
Information System (CIS): Analyzing and collating the data reported 
by the base point system, and feeding back the results to the 
application system, and integrating the corresponding data and 
statistics, then feeding back to the application terminal. (3) 
Application terminal: Provide real-time basic information such as 
resource location and quantity for users, and guide production 
activities. 

关键词：GNSS 技术 ，北斗卫星系统 

Key words: GNSS technology, Beidou satellite 

system 

引言： 
随着近年来我国生物技术的发展，生物工业对海洋生物资源的需求与日俱增，

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经济鱼类跟踪装置

作    者：荣盛庄、张亮、李科、杨涛

指导教师：陈光明

学    校：富源县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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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海洋开发技术（例如传统渔业，沿海养殖业）已经难以满足工业发展可持

续发展的需求。袁隆平院士对海水稻的成功开发，使我国粮食生产向海洋扩展，

但对海洋的粮食开发是无法用传统水稻管理技术进行的，由此我设计了该 GNSS

——SAGR 综合开发系统，希望对该领域有所帮助。 

正文: 

（1）传统海洋生物资源开发情况与局限性

如上图所示，自 1987 年‐‐‐‐‐‐2005 年我国海洋渔业资源的产量出现了极大的

波动，一些高产鱼类，甚至沿海养殖业都出现了减产现象，这说明我国的传统渔

业开发的局限性已经充分暴露了出来，通过对渔民的初步问卷调查，传统渔业开

发特点如下。

(1) 沿海渔业资源种类多,数量大产量高，

(2) 远海捕捞渔业产值小，种类单一，

(3) 渔业开发不合理，过度捕捞严重，开发灵活性差

(4) 部分高产鱼类出现了严重的减产。

以上情况，多是由于不合理的渔业生产所致，而仅仅依靠传统的休渔，禁渔

对渔业资源进行保护远远无法满足实际生产的需要，更不能合理开发渔业资源。 

(2) 设计理念

本发明构造了一个卫星导航定位与地面通信相结合的系统，通过植入信标来

方便有效地掌控鱼类群体的生长状况和所处位置。大体过程即我们首先根据鱼群

的大小，按一定的比例选定出一定数目的信号体，然后在它们身上安装植入式信

标，并入卫星通信系统，无线电通信模块和 RFID 读写模块，用来通信和收集信

息。   

实时监测方面：当我们释放信号体时，由于动物的流动性和群聚性，我们释

放的信号体就会分散到海域的各个位置。由于电磁信号能够精准检测到的范围是

方圆 80 米左右，那么所释放的信号体能检测整个鱼群的基本数据，从而进行实

时信息收集。通过信号体身上的 RFID 读写模块读出它周围信号点数目，从而检

测鱼群有关信息，并统计信号点数量，再将收集到的信息通过无线电模块发送到

中央信息系统,这些信息一方面通过服务器传到中央信息系统的计算机中，进行

信息统计，另一方面则上传到应用终端。当渔民的应用终端接收到大规模鱼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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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信息，系统就立即通过应用终端向卫星发送信息，信号体上安装的卫星接收器

就能够立即接收到信息，从而将鱼群定位，并通过卫星提供给附近渔船具体的鱼

类地理位置信息，并提示渔民及时前往给定的地理位置去进行捕捞作业。   

通信调度方面：我们可以将所有大型鱼群的信号体信息都记录都数据库中，

而信号体安装的每一个标签都携带着自身的信息，标签就相当于它们的 ID，这

样我们就可以实时监控该鱼群的位置 群体密度等信息，可以合理指导渔业生产，

具体过程是，研究工作者通过卫星定位系统定位到各信号体，而其附属鱼群的信

息可以通过信号体携带的小型雷达和 RFID 读写模块获取,并通过无线电模块发

送至中央信息系统,在转接至各应用终端,在信息转接过程中,渔业部门可以对从

业者进行管控调度,制定捕捞计划,从而实现鱼类资源的合理利用。 

（3） 理论设计计算
   假如在假想海域内存在鱼群，而射频读写模块所能接收到有效距离是

10~15 米，一般情况下,电磁波精确探测到 12.5 米之内的信号是优良的。那么每

个装有卫星终端的信号体，能够收集到的信息是它周围方圆 12.5 米左右，约为

490.5平方米，一般鱼群的最大直径也不会超过 20米，所以对某个鱼群进行精准

的密度汇报，该探测装置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而且该装置的造价在 3000元左右，

与声呐探测器相比其成本大大降低,而且声呐系统在夏季变得难以使用,而电磁波

探测雷达则不存在该问题。. 

（4）工作原理及性能分析

  本设计的基本工作原理是将北斗卫星导航技术.无线电通信技术和 RFID 射

频通信技术相融合，结合应用终端，开发出一套海洋渔业开发管理系统， 实现

远洋渔业的新型通信调度和鱼群位置的实时监测。

北斗卫星鱼类资源侦测系统原理如图所示。

数据通讯

北斗卫星系统 中央信息系统

数据 数据 指挥

通讯 位置信息， 通讯 调度

探测雷达 定位捕捉

信号体 应用终端

图 1.北斗卫星渔业资源管理系统  

实时监测方面：渔民通过手持终端等应用终端获取鱼类实时情况，随时掌控

鱼群的地理位置，利用的方式是北斗卫星导航定位技术。渔民与基站之间又是通

过 RFID 射频技术进行通信，如果中央信息系统接收到大规模鱼群信息，就会及

时把信息通过 GPRS无线技术传达给用户终端，让用户及时了解当前鱼类分布信

息。由于海上 GPRS 覆盖率不足，利用“北斗卫星”和无线电模块的通信功能，

可以迅速将鱼类信息信息传达给用户。 

具体工作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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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首先，我们假设一个鱼群的“标准密度”为 1，而装有信标的信号体，

可以作为鱼群的代表和移动的检测站，由于海洋鱼类具有集聚的特点，该信号体

一般不会离鱼群太远。所以，我们只需为数个信号体安装探测信标，渔民便可以

利用手持卫星终端来定位鱼群位置。当信号体被释放出去时，由于动物的流动性，

佩戴卫星接收器的信号体就会混在鱼群的各个位置。由于无线电信号能够精准检

测到的范围是方圆 80 米左右，那么所标记的信号体能检测的范围就基本上能够

随时覆盖整个鱼群，从而进行实时信息收集。

[2] 我们现在模拟一下整个过程：信号体被释放后，会迅速寻找其附属鱼

群，同时内置的小型雷达仪会迅速收集鱼群信息，并通过 RFID 系统进行统计，

通过内置处理器，计算其与“标准密度的比值”σ如果σ>1(既大于理想的鱼群

规模)就会划分为“捕捉群”，并通过通信功能发送至中央信息系统，再转接应用

终端，管理部门则调度渔民进行捕捞，反之若σ<1，该鱼群将被划分为“生态群”，

禁止靠近捕捞。

【3】信标构造由低功耗微处理器，存储单元，GPRS通信模块，无线电通信

模块，微型雷达仪，铝合金外壳,卫星通信单元，RFID 读写模块，时钟控制单元，

以及输入输出接口，电源等组成。

铝合金外壳:     耐压,耐腐蚀,质量轻,用于保护信标的内部结构.

低功耗微处理器：用来控制整个信标的正常运行以及并通信的方式，对雷达

雷达仪探测到鱼群信号

点数目

制定标准密度 F=1 RFID 分析信号点数目，得

出种群密度M 

σ=M÷f 

σ>1? 

生态群，禁止捕

捞捕捞体，前往

发出调度信息，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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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

GPRS 通信模块:用于中央信息系统与各个岛屿基站及应用终端的一般通讯,

而且可以与普通民用通讯网络并网． 

存储单元：用来存储 RFID 标签内该鱼类的基本信息，以及数据处理过程中

需要的程序等。

雷达仪：用电磁波探测信号体附近鱼类

信息,统计其规模,并对鱼群进行定位校准。 

低功耗 RFID 读写单元：    ①  通过识别信标读取鱼群的信息；  ②  通过植入

GPRS模块和无线电实现实时通信。     

射频标签：我们事先给每个鱼群给定一个特定的识别码，并将其写入标签内。

（每种群的识别码事先录入到计算机，每个种群都有归属于它自己的识别码，从

而建立起相应的数据库）

电源：给终端和信标供电。

船舶终端：用户运用船只进行作业，用于实施为用户提供鱼类信息和调度信

息。

固定终端：用户可以在各区域随时掌控渔业信息。  此信息被存入服务器的

数据库，流通过程中当信号体被探测到时，渔业监管部门或渔民只需通过该系统

中配有信息反馈功能，读取中央信息系统所反馈的信息，并跟从目标进行精准捕

捞。芯片将产品信息通过天线传递给中央信息系统。其中 RFID 模块不需要有线

识读器,因为 RFID 标签允许标签带上的信息被更新。 

（5） 创新点及应用
便利性：该系统能实现渔业资源不间断侦测，使渔民不用实时用声呐装置侦

测鱼群位置。打破传统捕捞方式，实现远程鱼类资源汇报，大大减轻渔民的劳动

量，既避免过度捕捞，又可以最大程度的利用鱼类资源。  

经济性：一个一般的卫星定位终端大概 50 元左右，一个 RFID 读写模块 60

元，一个射频标签一元以下。而传统的生物定位信标造价一般在 1000¥以上。 

创新性：系统能智能选择发送数据的方式，以适应海上 GPRS 网络覆盖不全

面的问题。且发挥了动物的主动性，若鱼类大规模集聚用户则会收到信息反馈。   

可行性：我们是实时的对鱼类分布进行统计，鱼群有群体活动的特性，我们

通过该系统能及时知晓大鱼群的具体位置，并结合给定的鱼群地理位置信息，就

能很快前往适当海域，进行捕捞作业。 

安全性:与传统生物定位信标相比,该装置体积小,质量轻,不会影响鱼类的

正常生活,不会对信号体造成伤害. 

精确性:通过北斗卫星的精确定位,准确授时功能,该装置可以准确提供鱼群

的时空位置,通过雷达仪的电磁探测,该装置可以克服夏季声呐系统失灵的缺点,

准确汇报鱼群信息. 

实用性：我们不仅仅可以通过这个系统来实现海洋渔业资源的侦测，在加入

传感器后，该装置可以实时反馈鱼类的分布，种群密度等信息，然后通过中央信

息系统发送给用户，用户可以依据系统反映到用户端的数据，前往适当海域进行

作业，然后放生信号体,使之进行下一轮的探测,或者更换信号体。在与民用通讯

系统并网后,渔政部门可以对海上作业进行实时监控,指挥调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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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6 

[1]《中国海洋资源与可持续发展总纲》, 黄良民，科学出版社,2001 年

[2]《微控制器 原理及应用》张迎新等编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3] 《RFID Handbook》，（德）Finkenzeller，k．陈大才 译，《射频识别（RFID）

技术——无线电感应的应答 器和非接触 IC 卡的原理与应用》（第二版），电子工

业出版社，2001 年 

[4] 《实用小电器设计》,湖北工业出版社 ,2007 年

[5] 《卫星通信》，主编夏克文，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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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1 

【摘要】 
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工业进程的加快，机动车辆的保有量大幅提升，导

致了交通拥堵问题日益突出。针对此情况，我们首先对交通拥堵问题的成因进
行了调查分析,在所在城市展开了系列调查，搜集数据，进行统计整理找出其中
的原因，并找到了背后的客观的地理因素。解析出问题的症结之一就是目前城
市交通管理系统的信息搜集的缺失与管理系统的僵化所导致，为了解决交通管
理信息的缺失问题，结合“北斗定位导航系统”的功能,提出了基于北斗导航系
统的车辆交通信息搜集及信息处理系统设想，以及系统将来可能的发展前景。
并为此搭建了相应的模型装置用以体现设计构想。 

【关键词】 交通拥堵, 北斗导航，智能控制 

【Abstract】Traffic congestion,   Beidou positioning and navigation system, 

Intelligent control
【Key word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industrial process, the amount of motor vehicles has been greatly increased, 
leading to th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problem of traffic congestion. In view of 
this situation, we first investigated and analyzed the causes of traffic congestion, 
launched a series of surveys in the city, collected data, carried out statistical 
collation to find out the reasons, and found the objective geographical factors 
behind it is pointed out that one of the crux of the problem is the lack of 
information collection and the rigidity of the current urban traffic management 
system.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lack of traffic management information, 
the Beidou positioning and navigation system is combined. Aiming at this 
problem,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idea of vehicle traffic information 
collection an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 based on 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as well as the possible development prospects of the system in the future. For this 
purpose, a corresponding model device is built to reflect the design concept.

问题提出：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

提高。我国各个地区的汽车保有量极速攀升，交通拥挤，出行困难给市民们带

来莫大的困扰，一方面延误出行时间，另一方面缓慢的行驶速度，也大大增加

了汽车尾气的排放，加重了空气污染。交通拥堵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面影响，

据资料显示仅北京市每年因交通拥堵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高达约 250 亿元。

几乎占到了 GDP 的 1.5％。城市交通拥堵问题是大多数城市难以根除的“顽

疾”，解决交通问题是摆在城市管理者面前的一个难题。 

调查分析： 

在本次科技活动中我组同学对此问题展开了一系列调查。在调查后我们发

现了其中隐藏的一些问题。在交通高峰期我们分别走访了几个城市主干道的十

字路口，胜利北路与南口路交叉路口、滨河路与建设西街交叉路口、东兴街与

建国路交叉路口（调查结果见图-1），记录了相关路口各方向单位时间车流量

的数据。通过分析记录发现，市民们的道德素养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大家基

本已经养成了良好的交通行为规范，行人与车辆均能自觉的遵守交通规则，偶

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智能交通信号控制系统

作    者：宋旭然、李蕾

指导教师：王雷、董渊

学    校：张家口市第四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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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的违规行为也会被及时纠正，因此车辆的滞留堵塞，并不是行人或车辆的频

繁违规所导致。我们注意到车辆、行人、非机动车都在严格按照交通信号灯的

指示行驶，而固定的交通信号指挥系统似乎是造成交通堵塞的原因之一。长期

的观察发现交通路口经常会出现“放空”的现象。某一方向的车辆已经通行完

毕，或少量积累，但绿灯依然是开启状态，而另一方向上大量的车辆排起“长

龙”却无奈红灯，无法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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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车流不均衡的原因是否是人为所造成的呢，我们对此进行了分析。调查发

现我市地处南北走向狭长的河谷地带，城市资源分布不均匀，在城市主干道交

叉路口以南北走向东西走向为主。由于地势原因南北走向的道路车流量相对较

大，而东西走向的车流量相对较小。而且在其它路段也存在车流量分布不均的

现象。分析了一些其它城市的情况，这种由于地理原因造成的交通失衡，并不

是个例。 

在这种情况下交通信号灯的等待时

间却是固定不变的，红灯等待时间一般

分为 60 秒、90 秒时段。这使得在某些

时段十字路口车流大的方向上无法通过，

而车流少方向上没有车辆通过的现象发

生，使得道路的利用率下降。而在交通

高峰期，红灯时间过长，造成车辆滞留，

极易造成交通堵塞。我们觉得，根据实

时车流量的情况来合理的动态调整交通

信号灯工作时间，应该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缓解交通的堵塞问题。为此我们电话

采访了相关部门，原因是交通状况信息

搜集的困难，以及还未有相关的处理控

制系统，使得全市的红绿灯系统时间是

提前设定好的，只能相隔一段较长的时

间或特殊情况才能做出更改。然而交通

信号系统动态管理是需要以详细的车辆

信息为基础的。通过文献检索，在其他

的资料当中也印证了我们的调查结论，在其他省市中也存在相同的情况。 

目前，交通流量的信息搜集已经得到了交通管理部门的重视，开始在相关

路段安装车流量统计装置进行流量统计，通过增派警力，或发布相关的交通拥

堵通知来缓解交通压力。据报道，在西安市仅西二环路段就安装了 70 个流量监

测器，LED 提示牌 16 个，对 43 个路段进行检测，但据了解，此类检测系统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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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实现了局部的检测功能，对驾驶员发出提示信息，而未能发挥其更大的作用。

虽然政府部门为此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资源，但收效甚微。同时，这种被

动的信息搜集方式难以形成全面的信息来源。 

解决思路： 

我们认为，交通系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其成员数量极其庞大的复杂

系统，这使得对这一系统的掌控将会变得极其困难。这让我们联想到在数学中

的函数，一个函数的变量越多那么函数就会越复杂，任何一个数据的缺失都会

使结果产生不可预料的结果。而交通指挥信号系统的正确反应来自于信息更加

完整全面的搜集。针对此情况我们觉得车辆信息的实时搜集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而实时提供精准定位信息，这正是北斗系统的功能所在。于是我们考虑使用

“北斗”导航系统结合人工智能来搭建智能化的交通信号灯系统，使信号灯做

到依车辆多寡智能化调节，最大限度提高通行效率。使交通信号灯的控制更为

科学化更加有效地缓解交通压力。 

构想与设计： 

我们的基本构想是以“北斗”导航芯片为基础设计车载的定位发射器，为

交通信息管理系统发送准确的位置信息，让交通管理系统可以全面搜集所辖范

围的详细的车辆信息，然后通过智能系统对数据进行分析做出合理的交通信号

控制。 

我们设想的系统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车载定位及无线通讯设备，一部

分是安装于交通要道处的负责信息接收及运算的流量统计备。 

目前被动的汽车导航系统已经基本普及，我国北斗导航的定位系统已经日

趋成熟，而且芯片成本已经很低，已经有能力进行普及。应该可以在车辆上普

遍安装（若时机成熟可以考虑强制性安装，类似于车辆的牌照）基于北斗定位

系统的车载装置，功能上，首先它可以实时对车辆位置进行精准定位，其次，

能够接收流量统计设备的广播信号，并进行反馈，报告自己的位置。 

安装于路网的流量统计设备,其基本功能设定为：1、可以通过无线电数据

广播要求特定路段内车辆发送其位置信号。2、接收其所在区域的汽车定位信息，

并进行统计位于其所在路段的动态车辆数量。3、根据路段车辆数量的动态信息，

套用通过规划的人工智能算法来计算出合理的红灯时间和绿灯时间。4、能够将

计算后的交通信号灯时间及时发送到特定交通信号灯来控制交通信号灯工作。5、

能够对突发事件做出中断响应。 

系统开始工作时，首先特定路段流量统计设备向路段范围内广播统计口令，

路段范围内车辆响应口令，回发短信息给流量统计设备。流量统计设备处理信

息，得到相应的路灯控制信号，并发送给交通信号灯控制器。工作循环时间可

以根据流量情况调整。 

在设计中我们考虑可以给特殊需求车辆例如救护车、消防车、警车等附加

权限，在拥堵时可以向路网设备发送紧急中断请求，路网流量统计设备做出中

断响应，控制交通灯让特殊车辆通行方向保持绿灯，待特殊车辆通过后回应流

量统计设备，使流量统计设备结束中断响应，恢复对交通信号正常控制。（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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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5 

图-2 

情景模型搭建： 

为了能够更加形象的体现设计思路，我们搭建了一个简单的系统工作基本

模型。搭建中使用了 ARDUINO UNO 单片机为控制核心，开发了相应的控制信号

灯时间的程序来模仿流量统计设备以及信息处理中心（见附件 1），制作了十

字路口模型，利用发光二极管制作了交通信号灯模型。我们利用了光电传感器

来记录路段的车辆信息模拟车载发射设备，发送给控制中心，用以计算实现交

通信号灯的通断时间。经过大家的努力，搭建成功后，其效果基本可以表达我

们的设想。因为 UNO 与北斗观察哨之间的通信问题，我们没有能够实现车载设

备与流量统计设备之间的无线通信，知识能力所限，以及北斗观察哨设备数量

的限制，我们未能搭建起实用的车载发射设备，在模型中只能通过简单的电路

来尽量实现我们在构想中的功能。（附件 2或网络视频链接

https://v.qq.com/x/page/n08146fhur7.html）。 

设计改进前瞻： 

搭建过程中我们对于该设计的核心算法进行了讨论，受限于有限的知识，

在算法上还很简单，大家觉得如果要得到成熟的算法还需要实地调查采集数据

进行分析论证并应用相关的科学知识（向老师咨询后了解到这应该属于运筹学

范畴）才能使我们的设计付诸实用。 

目前我们的设备仅限于统计有限路段的车流信息，如果系统可以顺利进入

实用阶段，我们还提出了更进一步的设想，将整个城市交通系统的数据信息进

行收集，对大数据进行分析计算将会得出更加合理科学的交通信号灯通断时间。

甚至经过长期的数据积累与分析结合人工智能，可以对交通情况提前做出预判，

从而使我们的交通管理系统可以先知先觉。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普及，车载定

位设备还可以发送更全面的信息，如：车辆型号，编码，甚至运动轨迹。将来，

北斗车载信息终端将可以演变为车辆的电子身份证，与交通数据处理中心紧密

相连。我们的交通系统将会成为一个智慧的有机体，让每一辆汽车成为这个有

机体的一个细胞，这样我们的交通会变得更顺畅，更方便，更安全。 

结束语： 

搭建工作实施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意想不到的种种阻力，在老师的帮助

和自己钻研攻关后，我们克服了一个个困难终于把脑海里的设想变成了现实，

这大大增强了我们努力学习的信心。在搭建过程中我们真真切切体会到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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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用时方恨少”的窘迫，但这更加激发了我们学习的动力与斗志。本次的科技

活动任务到此我们已圆满完成，可我们觉得真正的征程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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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静.我国城市交通拥堵的对策研究[D] ,济南:山东师范大学

[2]李瑞敏.城市道路交通管理[J]，人民交通出版社，2009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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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简称 BDS）是由中国自主研发生产制作的卫星导航系统，
其目标定位为：在全球范围内能够全天候给其终端用户提供高精度、高可靠性的定
位服务、海陆空交通运输导航服务以及准确的授时服务等。本文将“北斗卫星” 
的定位、导航、授时功能应用到家庭智能浇花机器人系统中，能极大地提升机器
人在户外条件下的定位能力。 

家庭智能浇花机器人系统的设计包括机械结构、电气控制-定位系统、软件控
制系统三个层次。  

机械结构包括：本体由框架结构和轮系组成，机械臂采用多自由度的关节设
计。框架结构和轮系结构，设计实现容易、内部空间大，能满足机器人内部动力
件、各种控制器以及水箱等辅助部件的存放。多自由度的机械臂拥有较高的定位
性能，能尽量避开障碍物、提高浇灌准确度、减少对花草的伤害。 

电气控制-定位系统包括：主机采用搭载了CPU为ARM9架构的嵌入式开发板，
板上应用的外围器件设备主要有屏幕显示模块、串口通信模块、Flash 存储模块
等，板外的数据采集模块采用温湿度传感器 DHT11 及轮轴的光电编码器；运动控
制采用森创的 TS 系列伺服系统；以及能实现绝对坐标定位、相对定位功能的北斗
卫星定位系统。  

软件控制系统是基于 C++语言的嵌入式程序，主要包括底层通讯模块、逻辑控
制模块和人机交互界面等三大部分。 

这套基于北斗卫星定位的智能浇花机器人系统，通过了实验测试，验证了控制
系统的可行性。  

关键词：北斗卫星导航系统，ARM 嵌入式系统，多自由度机械手，智能浇花
机器人系统 

Abstract 
Bei 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BDS) is a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independently developed and manufactured in China, which goal is to provide multiple 
services to its end users in the world all the time with high precision and reliability, such 
as positioning services, land, sea and air transportation navigation services and accurate 

timing services. 
In this paper, the positioning, navigation and timing functions of BDS are applied 

to the smart watering robot system, which can greatly improve the positioning ability of 
the robot in outdoor conditions. The design of this robot’s terminal control system can 
be carried out at three levels: mechanical structure, electrical control and positioning 
system, as well as software control system. 

The robot’s mechanical structure includes 2 main parts as the main body and the 
manipulator. The main body of the robot is composed of frame structure and gear train, 
which are easy to design and realize with enough internal space to contain the internal 
power parts, various controllers and auxiliary parts such as water tanks of the robot; The 
manipulator is designed as multi-degree freedom manipulator, which has a higher 

基于北斗卫星定位的智能浇花机器人系统

作 者：侯岱言、卢文砚、刘子川、关一鸣

指导教师：赵晓丽

学 校：大庆市铁人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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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oning performance to avoid obstacles, improve irrigation accuracy, and reduce 
the damage to flowers as far as possible. 

Electrical control and positioning system is based on the infrastructure hardware 
system which adopts an embedded development board with CPU as ARM9 
architecture. The peripheral devices used on the board mainly include screen display 
module, serial communication module, flash storage module, etc. The data acquisition 
module outside the board adopts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sensor DHT11and the 
wheel-axle photoelectric encoder. The motion control system adopts a Syntron TS 
series servo system. The positioning system uses a BDS terminal to make absolute 
and relative positioning. 

Software control system is an embedded program based on C++ language, which 
includes three main parts as communications system between infrastructure hardware 
and peripheral equipment, logical control system and human machine interaction 
system. 

Finally, a smart watering robot system based on BDS satellite positioning is 
designed and tested by experiments, which verify the feasibility of the control system. 

Key words: BDS, ARM Embedded System, Multi-degree freedom 
manipulator, Smart watering robot system 

1 背景及意义 

水是生命之源，也是经济发展的命脉、人类生存的命脉，如何合理高效利用

有限的淡水资源、充分发挥资源效益己成为一个全球性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在

诸多缺水国家之中，我国是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国家之一，节水成为历史发展的必

然。 

现代生活中，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花卉、树木、盆景等绿色植物的

喜爱和种植越来越多，很多人更是将家庭内的花木视为放松心情、调节情绪的重

要伙伴。传统的花木浇灌、施肥等工作需要靠人工来实现，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

加快，人们已没有很多时间去精心照顾自己种的花卉植物等，有人会因为工作忙

而忘记定期、及时地为花卉补充水分及养料，有人放长假回家而将花木遗忘在办

公室导致枯死，一些名贵花木因照顾不周而死亡更是让人遗憾。 

目前市场上已有的喷灌设备主要是针对温室、露天农作物、森林等大面积植

物进行喷灌，以自动、精细浇灌家庭内花木为目的的浇灌系统设备几乎没有。本

文旨在设计、开发一种可以代替人类来精细浇灌家庭内花木的产品——家庭智能

浇花机器人，使之可以根据光照、温度、湿度的变化自动、及时地将水分补充给

花木，达到智能浇灌家庭花木的目的，满足家庭智能化需求。 

2 家庭智能化浇花机器人设计方案 

家庭智能浇花机器人的设计包括三个层次：机械结构设计，电气控制-定位

系统设计和软件控制系统设计。 

2.1 机械结构设计： 

在机械结构上，家庭智能化浇花机器人主要由本体和机械臂构成：本体由框

架结构和轮系组成，机械臂采用多自由度的关节设计。框架结构和轮系结构，设

计实现容易、内部空间大，能满足机器人内部动力件、各种控制器以及水箱等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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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部件的存放。多自由度的机械臂具有较高的定位性能，能尽量避开障碍物、提

高浇灌准确度、减少对花草的伤害。 

家庭智能化浇花机器人外形结构如图 1所示，具体包括四方面共 24 个组成

部分： 

1） 驱动轮和转向轮以及驱动减速电机和转向减速电机，分别控制机器人的

行走和转向。 

2）机器人的探测机械臂和洒水机械臂，以及探测机械臂减速电机和洒水机

械臂减速电机，分别控制机械臂各关节的动作、视觉检测、土壤水分检测和喷头

的动作。 

3）机器人储水箱，主要储存水源，带有自动给排水结构、水位检测系统。

4）机器人蓄电装置，有蓄电池、充电装置、电量监控和报警装置、电源开

关控制装置。 

图 1  基于北斗卫星定位的智能浇花机器人设计示意图 

2.2 电气控制-定位系统设计：  

家庭智能化浇花机器人的电气控制-定位系统包括底层硬件系统和北斗卫星

定位系统（见图 2）。 

底层硬件系统： 

底层硬件系统由主机和运动控制系统构成。主机采用搭载了 CPU 为 ARM9 架

构的嵌入式开发板，板上应用的外围器件设备主要有屏幕显示模块、串口通信模

块、Flash 存储模块等，板外的数据采集模块采用温湿度传感器 DHT11 及轮轴的

图中各部件说明： 

1.转向轮  2.蓄电箱

3.控制开关及电量显示

4.喷头大臂旋转减速电机

5.喷头旋转大臂组件

6.湿度探头旋转减速电机

7.土壤水分检测探头组件

8.湿度探头旋转小臂组件

9.湿度探头小臂旋转减速电机

10.湿度探头旋转大臂组件

11.喷头旋转小臂组件

12.喷头  13.喷头旋转减速电机

14.喷头小臂旋转减速电机

15.湿度探头旋转大臂组件

16.湿度探头大臂旋转减速电机

17.控制系统单元 18.水箱进水口

19.电源充电插口  20.水箱

21.水箱排水口  22.驱动轮组件

23.微型摄像头

24.超声波测距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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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编码器。运动控制系统采用森创的 TS 系列伺服系统。底层硬件系统可分为

10 个组成部分： 

1）嵌入式计算机：控制系统的运算核心。基于 32 位 A9 架构的 ARM 芯片组。 

2）操作面板：一块触摸屏。屏幕上提供各种操作按键、状态指示灯构成，

实现对机器人的功能操作。 

3）ROM 和 RAM 储存器：存储程序和参数，提供程序运行内存。

4）数字和模拟量输入输出：各种状态和控制命令的输入或输出。

5）土壤水分传感器：用于测量土壤当前水分含量。

6）湿度传感器：用于测量空气中水分的含量。

7）超声波测距传感器：用于判断机器人运动过程中与花卉或障碍物的距离，

用于路径规划和躲避障碍。 

8）电机控制器：主要由带 2500 线增量式编码器的伺服电机和伺服驱动器共

同组成。实现机器人各关节位置、速度和加速度控制。其中伺服驱动器中自带

RS485 的通讯接口，可以与嵌入式计算机进行数据的交互。 

9）辅助设备控制：用于和机器人配合的辅助设备控制，如机械手限位开关

等。 

10）通信口：实现机器人和其他设备的信息交换，有基于 RS-232/RS-485 的

COM 串口和以太网接口。 

图 2  电气控制-定位系统拓扑结构图 

北斗卫星定位系统 

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具有绝对坐标定位功能和相对定位功能。 

1）绝对坐标定位功能：北斗定位系统。通过北斗系统的任意四星系统所组

成的定位系统，能获得机器人的位置。 

2）相对定位功能：光电编码器。通过轮系上光电编码器的数值，能精确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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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5

得当前机器人的运动位置。 

2.3 软件控制系统： 

家庭智能化浇花机器人的软件控制系统包含三大模块：底层通讯模块、逻辑

控制模块和人机交互界面（见图 3）。 

1）底层通讯模块：主要用于传感器、定位系统数据的采集，以及电机控制

数字信号的输出。 

2）逻辑控制模块：浇灌逻辑控制，结合空气湿度和土壤含水量，精确匹配

出当前的浇灌量，并预测下次浇灌时间；位移规划控制，通过定位信息和驱动轮

的转动量，精确机器人位置，预测浇灌路径。浇灌机械臂及轮系运动控制，通过

对多关节机械臂的空间位置解算，计算出机械臂各个关节控制器的运行位置。 

3）人机交互界面：通过设备运行界面，显示当前机器人的实时运行参数；

通过设置界面，能设定该浇花机器人的各种控制参数或者增减不同的浇灌花卉信

息，实现对机器人的最优控制。 

图 3  软件控制系统框架图 

3 理论设计计算 

家庭智能化浇花机器人的结构设计中包含有外形尺寸设计和机械整体结构

设计，其中最为核心的是机器人多自由度机械手的运动位置解算，其最终决定了

机械手所能运动到的位置。

3.1 三自由度机械手运动学分析[1]： 

三自由度机械手如图 4 所示，臂长为 1l 和 2l ，手部中心离手腕中心的距离为

H，转角位分别为 1 、 2 、 3 ，通过建立杆件坐标系可以推导出机械手的运动方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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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三自由度机械手结构示意图 

其解算过程如下： 

1）建立基准坐标系（见图 5）:

图 5  标识出机械手结构的各坐标变量 

2）给出连杆参数和关节变量(见表 1)

表 1  连杆参数和关节变量 

连杆 n 转角变量 n 连杆间距 md 连杆长度 ma 连杆扭角 na

1 1 0 1l 90°

2 2 0 2l 0

3 3 0 H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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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求相邻两杆之间位置变化矩阵：

)90,()0,0,(),( 11101  xRotlTranszRotA 

)0,0,(),( 2212 lTranszRotA 

)0,0,(),( 323 HTranszRotA 

4）建立运动方程：

3213 AAAT 

3.2 定位理论设计原理及测距算法： 

绝对位置定位，在本文中采用的是北斗系统终端定位模块。 

北斗卫星定位接收终端： 

北斗卫星定位接收终端选用佳利电子公司所开发的 GA833-3 集成模块。它是

一种高性能、低功耗、小尺寸的北斗兼容 GPS 双模卫星定位接收模组，支持北

斗和 GPS 单系统定位或双系统联合定位。GA833-3 可以同时接收所有北斗和 GPS

可见卫星，适用于车载导航、车载监控、跟踪定位、授时等行业和领域，以及对 

GPS 相关行业和领域的终端产品进行北斗升级、改造（见图 6）。图 7是完成封

装后的接收终端芯片引脚定义图。 

图 6  北斗卫星定位模块设计原理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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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GA833-3 集成模块定位芯片引脚定义图（尺寸单位 mm） 

北斗卫星系统的测距算法研究： 

当家庭智能浇花机器人（接收机）收到信号时，通过比对可以得到接收机上

时间与接收到的卫星信息显示时间之间的差距，这个差距乘以光速就是接收点和

卫星之间的距离（还有一个方法是数中间隔了多少个信号波长）。卫星由于有专

门的科学家维持，它的位置极其精确，在 1厘米级别；它的钟是原子钟，几千万

年才可能错 1秒，它的所有信息可以认为无误差[3] （见图 8）。 

图 8  四卫星定位原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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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只需要解出四个参数：在地球上的三维坐标 x，y，z和钟差（毕竟用

户的石英钟不可能和原子钟精度相比，需要把它的误差做一个未知数解出来）。

观测到四个卫星，就可以构建四个方程，解出四个未知数（见图 9）。由于定位

卫星自身的特点，无时无刻不在发送着自己的空间信息（x、y、z的坐标信息，

以及发送的准确时刻）。其中只有机器人自身的 x、y、z、Vt0是未知数，其余数

据均为各卫星发送的准确数据。 

图 9  第二代北斗卫星系统定位方式 

因此对于目前的第二代北斗卫星系统可以变成多元解方程组： 

  1)()()()( 01

212
1

2
1

2
1 DVVczzyyxx tt  （1） 

  2)()()()( 02

212
2

2
2

2
2 DVVczzyyxx tt  （2） 

  3)()()()( 03

212
3

2
3

2
3 DVVczzyyxx tt  （3） 

  4)()()()( 0t4

212
4

2
4

2
4 DVVczzyyxx t  （4） 

其中 D1、D2、D3、D4 分别为该接收机到各个卫星之间的距离，c为光速（真

空中电磁波的速度）， )( 0n tt VV  则为各个卫星发送信号与接收机信号之间的时差。

通过该方程能解算出当前机器人的准确位置。 

3.3 机器人精确位置算法研究： 

1）航位推算法[4]

它是一种经典的相对定位法，也是智能机器人目前最为广泛使用的一种定位

方法。它利用机器人装备的各种传感器获取机器人的运动动态信息，通过递推累

计公式获得机器人相对初试状态的估计位置。航位推算较常使用的传感器一般有

光电编码器、惯性传感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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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成本考虑采用光电编码器。光电编码器一般使用安装在车轮上的光电码

盘记录车轮的转数，进而获得机器人相对于上一采样时刻位置和姿态的改变量，

通过这些位移量的累积就可以估计机器人的位置。码盘法优点是方法简单、价格

低廉，但其容易受标定误差、车轮打滑、颠簸等因素影响，误差较大。但是，由

于码盘价格便宜，简单易用，可用于机器人较短时间距离内的位置估计。 

2）增量式旋转编码器工作原理

增量式旋转编码器通过两个光敏接收管来转化角度码盘的时序和相位关系，

得到角度码盘角度位移量的增加（正方向）或减少（负方向） 。 

增量式旋转编码器的工作原理如下图所示。 

图 10  AB 相类型增量式光点编码器原理图 

图 10 中，A、B 两点的间距为 S2，分别对应两个光敏接收管，角度码盘的

光栅间距分别为 S0 和 S1。 

当角度码盘匀速转动时，可知输出波形图中的 S0：S1：S2 比值与实际图的

数据对比。 

4 工作（实验）原理及性能分析 

家庭智能浇花机器人的工作原理及性能分析如下： 

1) 通过北斗定位系统，确定机器人当前的位置。再根据之前划定的浇灌范

围，进行路径匹配计算，获取最佳的浇灌路径。 

2) 控制器驱动电机，传动驱动轮，使得机器人靠近需要浇灌的花卉。

3) 伸出带有湿度和土壤传感器的机械臂，并插入花卉土壤，获取花卉当前

土壤的准确水分含量和附近的空气湿度数据。 

4) 根据土壤和空气湿度，匹配控制系统内部存储的对应喷灌信息。

5) 根据匹配的结果，控制带有喷头的机械臂，对准需要浇灌的花卉，进行

精确控时控量的浇灌作业。 

6) 浇花过程中，可开启微型摄像头，如果有需要可通过无线 WiFi 网络将

当前的喷灌画面传输到用户手机上。 

5 创新点及应用 

1) 家庭智能浇花机器人系统融合了多种传感器，使得浇花机器人能根据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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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浇灌，并在浇水量的控制方面实现全自动化。 

2) 通过多自由度的机械手臂与伺服控制系统的结合，能实现对于浇花机器

人的智能路径规划和浇灌控制。 

3) 将北斗卫星定位系统与浇花机器人相结合，能方便地实现对浇花机器人

浇灌作业的自动控制。 

参考文献 
[1] 张敏，石秀华，杜向党，贾锐. 三自由度机械手运动学分析[J].机械与电子,2005(1):65-67

[2] 陈锡春，谭志强，李峰. 北斗用户终端测试系统的设计与实现[J]. 无线电工程，2015, 45(1):

40-43

[3] 林朝辉. 基于 ARM 的 BDS 终端显示关键技术研究[D]. 厦门：集美大学，2014

[4] 宋敏，申闫春. 室内定位航位推测算法的研究与实现[J].计算机工程,2013,39(7):293-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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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定位模块城市垃圾自动分类回收系统

【摘要】作品基于目前垃圾回收处理的现状，研究出一套基于北斗定位模块的

城市垃圾自动回收系统。系统分为小区垃圾集中车，城市垃圾回收车以及服务

中心三部分。小区垃圾集中车即为改进的智能垃圾箱，该垃圾箱内置主控模块、

通讯模块、循迹模块、容量检测模块、在检测到垃圾到达指定容量在服务中心

的指令下行走至小区指定的垃圾回收处。城市垃圾车根据服务中心指定规划最

优路线到各个小区指定的垃圾回收处将小区垃圾集中车的垃圾回收。在回收完

毕后，小区垃圾集中车回到初始位置，城市垃圾回收车前往下一小区。系统利

用北斗卫星进行定位，为城市垃圾回收车导航，为提高导航的精确性，考虑采

用差分信号。通过服务中心的计算规划，系统能实现时间和路程上的最优化，

实现垃圾回收的高效性。 

关键词：北斗定位 垃圾回收 物联网 差分定位

一、设计背景 

1.1、现在垃圾回收状况 

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城市人口在不断增加，随之而来的是生活垃圾的

增多。如果能够提高垃圾回收的利用率，无疑会缓解资源紧张和环境污染。目

前，我国年生活垃圾超两亿吨，，而 2015 年中国生活垃圾回收率只有 15.6%。

国务院转发了发改委和住建部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首次提出到

2020 年底，基本建立垃圾分类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在实施生活垃圾强

制分类的城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 35%以上。虽然我国垃圾车和环卫工

人的数量非常的多，但垃圾分类回收仍乐观，环卫工人将垃圾都倒在一个桶内，

垃圾车基本是都直接倒在一起，而垃圾桶的垃圾回收会耗费清洁工大量时间。

垃圾分类回收需要居民的配合，也需要环卫工人花费大量时间来进行分类回收。

1.2、差分定位 

差分定位(Differential positioning)，也叫相对定位，是根据两台以上接收机

的观测数据来确定观测点之间的相对位置的方法，它既可采用伪距观测量也可

采用相位观测量，大地测量或工程测量均应采用相位观测值进行相对定位。

二、系统硬件的整体设计 

2.1、整体构想（如图 1） 

考虑到垃圾回收的具体情况，系统将由城市垃圾回收车、小区垃圾回收车

以及服务中心三部分组成。小区垃圾回收车就是一个可移动的垃圾桶，该回收

车根据服务中心发布的信息将垃圾运送至小区的指定地点，城市垃圾回收车根

据服务中心信息，在同样的时间到达指定地点，将小区垃圾回收车的垃圾回收

至指定的回收箱。如图所示，城市垃圾回收车与小区垃圾回收车的位置信号都

需要利用北斗卫星提供，两者的配合，需要由服务中心计算出最短路径以及最

佳配合时间。而城市垃圾回收车、小区垃圾回收车以及服务中心之间的通讯由

通讯模块负责。系统的结构如图所示。

作    者：汪显乐
指导教师：马俊、黄龙青
学    校：浙江海亮高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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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我们团队设计了一款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自动垃圾分类回收车，该车分两

个部分（城市垃圾集中分类回收车和小区垃圾集中车，下文分别简称为城市车

和小区车），三个总体系统（北斗定位系统，摄像头系统，机械系统）。其中，

因为单用北斗定位系统的误差在 10 米左右，所以我们使用了差分定位来辅助减

小误差至厘米级，根据定位系统，我们可以知道城市车所在的经纬度，行驶速

度和航向角度，根据小区车通过 8266WiFi 模块发来的位置信号，依靠北斗星定

位确定路线。对于垃圾桶类型的判断，我们使用了摄像头加颜色辨认来实现，

之后使用机械臂进行两车之间的交互。结构如图 2 

图 2 

图 3所示为系统的实物模拟图，A、B、C、D为四个小区垃圾车所在位置，O

点为城市垃圾车在该小区的回收点，小区垃圾车就是一个可移动的垃圾箱，待

箱内的雷达监测到垃圾容量达到预定容量且指挥中心发出移动信号后，小区垃

圾车根据预先设定好的路线利用循迹到达小区的指定垃圾回收点，此时接受到

指挥中心信号的城市垃圾集中车利用北斗导航到达该小区的垃圾集中点 O处，

小区垃圾集中车与城市垃圾集中车利用 WiFi 信号进行通讯，确定对方位置，而

后小区垃圾集中车将垃圾倒入至城市垃圾集中车，根据预定轨迹回到初始位置，

城市垃圾集中车在收集完该小区垃圾后接受指挥中心命令利用北斗导航行驶至

下一小区，重复这一过程，直至垃圾容量达到预设的最大值，城市垃圾车将垃

圾运往回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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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图 3 

2.2 小区垃圾集中车 

小区垃圾集中车其实就是改进的可移动的垃圾回收箱。其要实现监测垃圾

是否到达指定容积、从放置位置行驶至小区门口的指定集合位置、与服务中心

进行通讯的功能。小区垃圾集中车结构如图 4所示。 

图 4、图 5 

该小车以 Arduino/Genuino Mega or Mega 2560 作为主控板，电机控制使用

L298 电机控制模块利用电源直接供电，配合主控板控制左右电机提供动力。机

械臂（如图 5）是由两个舵机组成的，通过代码的命令来实现对垃圾桶的倾倒。

两个舵机一个控制机械臂的上下转动，另一个控制机械臂开合，夹起垃圾桶并

把垃圾倒入城市车中，倒完垃圾后，机械臂复原。该机械臂同时还可以起到固

定垃圾桶的作用，防止在小区车移动的过程中垃圾桶翻到。但是在实际设计中，

效果可能没有展现。图 6为学生调试小区垃圾集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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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3 城市垃圾集中分类回收车（图 7，8） 

城市车和寻常的垃圾回收车一样，是在小区车收集满后对垃圾桶中垃圾的

一个汇总，该车主要由北斗星，摄像头模块，机械模块和液晶触摸屏组成。结

构如图 6所示。 

图 7 

图 8 

垃圾在小区满了后，若是城市车不能及时达到，垃圾就会累积，因此城市

车需要及时到达准确的位置，所以我们使用了北斗卫星系统。但鉴于定位精度

没有达到想要的程度，所以又使用了位置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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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差分是一种最简单的差分方法，任何一种 GPS 接收机均可改装和组成

这种差分系统。安装在基准站上的 GPS 接收机观测 4 颗卫星后便可进行三维定

位，解算出基准站的坐标。由于存在着轨道误差、时钟误差、SA 影响、大气影

响、多径效应以及其他误差，解算出的坐标与基准站的已知坐标是不一样的，

存在误差。基准站利用数据链将此改正数发送出去，由用户站接收，并且对其

解算的用户站坐标进行改正，提高定位精度。以上先决条件是基准站和用户站

观测同一组卫星的情况。位置差分法适用于用户与基准站间距离在 100km 以内

的情况。

城市车到达了目标位置后，会利用摄像头来识别垃圾桶的颜色，根据垃圾

桶的颜色来将垃圾倒到车上规定的区域。（视屏中因为难度原因没有实现）垃圾

桶的转移通过机械臂来实现，摄像头识别颜色后，城市车上部的机械臂会下转

抓取垃圾桶，抓取后上转将垃圾倒到城市车上。（视屏中机械臂只在小区车上）

实现好垃圾倾倒后，城市车会自动离开并给小区车发送信号让小区车回到空位。

垃圾的分类回收需要城市居民的配合，使垃圾分类回收意识深入人心需要

教育与宣传的结合。因此我们在城市车上安装了触摸液晶模块，由一个大显示

屏和一个小的触摸液晶屏组成，在大屏幕上面宣传垃圾分类的知识，在一些特

定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触摸液晶屏，进行人工操作（该设想还并未实现），为了

防止无关人员乱触碰，还设置了密码。

2.4 数据的传输（如图 9） 

图 9 

数据的通过 8266WiFi 模块发射，数据到达一个虚拟的服务器（通过

TCP&UDPDbg(网络调试工具)实现，如图），这相当于一个中转站。小区车将自

己的位置信息发送到这个服务器上，服务器将接收到的信息广播给城市车的

8266WiFI 模块。城市车的 8266WiFI 模块会将小区车的位置发送给自身的主控板，

由此来实现城市车对小区车位置的接收。

2.5 服务中心的建立 

服务中心在开始阶段可能仅仅只是一台电脑，负责信号的接受和发送，以

使系统得以运行。如果大幅使用后，之后可能会建立相关设施用来存放更好的

服务器，也可能会有人工服务，负责处理系统运行时可能给居民带来的一些问

题，已经对系统的优化。

三、 系统软件的整体设计 

3.1 系统软件的整体设计 （如图 10） 

小区垃圾桶运行后会自动检测垃圾的多少，当垃圾多到一定程度时会给小区垃

圾车发送信息。垃圾车会自动根据设计好的路线前往垃圾箱的地点，用机械臂

将垃圾桶搬到小区车上。取好垃圾桶后小区车会前往垃圾集中点，并给发送信

息给服务中心。服务中心接收到信息后会处理好信息发给城市垃圾车，城市垃

圾车会自动导航到小区垃圾集中点。城市车会利用摄像头来识别垃圾桶的类型，

将不同的垃圾桶夹起来倒入对应的区域。完成后城市车返回垃圾站或取下一小

区，并发送完成的信息给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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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3.2 小区垃圾集中车的软件设计 

小区车的寻迹程序（如图 11） 

图 11 

小区车的机械臂程序（如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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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3.3 城市垃圾回收车的软件设计 

8266wifi 模块的程序（如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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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四、 作品的分析与展望 

该系统尽量的减少了对人力的需要，兼顾了小区与城市，形成一个循环，

对小区垃圾进行及时的回收，之后若有条件也可以扩大使用的范围，从小区到

街头小巷。虽然因为能力和技术条件问题，该样品车并没有能够很好的表现，

我们没有能够用到差分定位实现精确导航，没有使用液晶板与摄像头。但是如

果投入使用应该可以发展的更好。纵观世界，有一些地区已经开始使用基本属

于无人操控的垃圾回收车了，所以该技术的发展前程还是可观的，希望中国在

垃圾回收上能够领先世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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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的河域网络水质监测
无人船设计 

摘 要：远程水质监测对信号覆盖、信号稳定性等都有要求，而现有

的针对水质监测的系统在这方面一定的不足。因此，本文提出设计一

种基于北斗的水质监测无人船，主要以内陆河域网络为监测对象。本

文在水质监测无人船中引入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系统，可以实现全方

位、安全可靠地对河域水质的温度、浊度、pH、COD、TN 等指标进

行监测，利用北斗的短报文技术准确且有效地将监测数据发送至陆上

控制中心。与以往的数据传输模式相比，这种方式不依赖基站、无通

信盲区，数据采集和传输的覆盖面更广，数据信号更稳定。

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水是万物之源，是地球生物赖以存活和发展的重要保障，水质的优良与否，

会决定其流域范围内的生态状况。近年来，工业文明的不断进步，在引领社会快

速发展的同时，也给自然环境带来了巨大的隐患，对资源的过渡开采和任意处置

工业垃圾，导致许多水域的水质大幅下降，破坏生态的同时，也引发了全社会关

于人类健康、人类如何与自热和谐相处等问题的思考。

水质监测是保护水资源，治理水污染的重要环节。持续性地对水域进行科学

监测，可以及时发现水质变化情况，查找污染原因和源头，并制定污染治理办法

等，早发现，早问责、早治理，形成可持续的水资源保护机制，对社会发展、人

民健康等具有重要意义，具体如下：

（1）持续监测饮用水质，确保引用水达标和安全；

（2）为工业用水进行质量把关，同时防范工业废水的不合理处置；

（3）为水文研究领域提供准确的实时监测数据，促进水资源科研的推荐；

（4）早发现、早治理，严防由水污染引起的生态隐患。

2 研究目标的提出与主要工作内容 

2.1 研究目标 

作    者：陈禹希、周天悦、唐喆晖、杨超逸
指导教师：徐果成、田双喜
学    校：长沙市明德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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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通过远程监控的方式进行水质监测通常有三种方法，第 1 种是通过

PLC 实现水质数据采集，将采集好的数据在以太网模式下传送至远程控制端。这

种采集办法对水域端的基础设施建设、网络铺设等要求较高，会产生巨大的工作

量和经济投入；第 2 种是利用 Zig Bee 或无线电途径进行水质数据的传送，这种

方式虽然不需要前期投入较大的建设和投入，但是由于数据传输距离有限，就要

求在水域检测附件建立中控室，而中控室的选址问题又会引发一系列的困扰；第

3 种为 GPRS 数据传输模式，这种方式解决的传输距离和基础网络的问题，但是

其通信的实现需要依赖基站，而对于地理地貌特征复杂时（比如高山地区和大面

积的荒滩地区），基站的分配数量有限，会出现信号盲区，无法保障数据的顺畅

传输。 

而本文从扩大监测范围、提高通信信号的稳定性、移动式可远程操控的思路

出发，提出设计一种基于北斗的水质监测无人船，主要以内陆河域网络为监测对

象。 

目前国际上通用的卫星导航系统主要有四种，分别是美国的全球卫星定位系

统（GPS）、俄罗斯的格洛纳斯定位系统（GLONASS）、欧盟的伽利略定位系统

（Galileo）、和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BDS）。这四大卫星导航

系统有许多共性或相似性，比如全球覆盖，位置定位原理、以及定位的准确性和

实时性等。在这些共性的基础上，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还有其明显

的优势： 

安全性优势：对于我国范围内的定位导航应用来说，本土优势是北斗卫星最

明显的一个安全保障项。相比于其他三个卫星系统，当发生较大的自然灾害、战

争等突发状况时，北斗卫星可以提供更加可靠和及时的技术支持，为用户提供准

确的定位导航服务。 

通信能力优势：短报文通信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独有的通信模式，通过北斗

短报文通信方式，用户与用户之间、用户与远程控制中心之间可以双向通信和自

由通信，且数据传输几乎不受地域限制，覆盖面广，传输稳定。 

因此，本文提出设计一个基于北斗的河域网络水质监测无人船，利用北斗卫

星导航系统实现精准定位、导航、远程水质数据监测和传输等。基于北斗的河域

水质监测无人船不仅要能完成既定任务的水质数据采集、传输等，还要具备自主

导航和及时避障功能，按照控制端的预设航道行驶，并在规定的位置采集河域水

体的参数信息（温度、盐度、叶绿素含量、浊度、COD 等），然后将水质数据连

同所采集点的定位数据一并发送至陆上远程控制中心，转由上位机软件对水质数

据和地里位置数据进行解析和显示。作为一个企业级的应用，陆上控制中心的上

位机软件还要具备足够的数据存储能力，并向用户提供数据查询、统计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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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水上无人船的行动指令和业务指令都来自陆上控制中心，所以，就要求整套

系统实现双向数据传输，即由上位机软件将运动命令、运动轨迹坐标、数据采集

命令、数据传输命令等发送至河域无人船。 

2.2 研究内容 

根据上述的目标需求，将本系统设计成以下两部分：水面无人船和陆面监控

平台，如图 1 所示。 

 
图 1 水质监测无人船与后台控制系统示意图 

 

本文设计的河域网络水质监测无人船的主要业务是采集目标水域的水质数

据，并将水质数据通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短报文模式传输至陆上远程控制中心。

而水质采集需要获得的水质参数项目有温度、浊度、pH 值、COD、TP、TN 等，

这些数据的采集均有专属的传感器，这些传感器共同组成了无人船的传感器组。

此外，出于对数据的处理、航行、数据传输、避障等需求，无人船还需要具备信

号调理模块、传感器清洗模块、避障模块、北斗通信模块、运动模块等。而陆上

的监控中心所执行的业务则是整套系统的远程控制平台模块。系统结构框图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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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水质监测无人船结构组成框图 

在明确了河域网络水质监测无人船系统的结构组成后，就要对其工作机制进

行设计。目前，无人船水质监测工作的主要原理有两种，划分方式是水质传感器

信号输出形式。第 1 种是 4～20mA 信号，其工作机理是传感器通过 I-V 转换电

路将电流信号转化为电压信号，水面上的采集终端主控制器接收该电压信号之后，

会对电压信号进行再次转化，即利用 AD 将其转化为数字信号，再进行该数据发

送。第 2 种为 RS485 信号，此种信号通过 RS485 收发控制器转换之后，转由主

控制器读取并作处理。主控制器对采集到的传感器数据通过“加权平均法”、“移

动平均法”等进行初步处理，主要是进行主信息的筛选。筛选后的数据进入北斗

通信模块，由通信协议发送至陆上远程控制中心的上位机。此种方式的特点在于

传感器清洗，通过传感器清洗模块可以定时对各类传感器进行清洗，这样便能保

证每次所采集数据的准确性。 

3 基于北斗的水质监测无人船系统设计过程 

3.1 无人船水质采样终端的设计与制作 

1、船体制作 

无人航船部分由船体和电控部分组成，船体用来搭载电控部分的设备，船体

是本次课题小组自行制作的轻便型小型电动船；电控部分的主要职责是执行采集

数据的命令、执行数据传输的命令、以及执行运动、避障、停止等相关命令。电

控部分是本次课题河域网络水质监测无人船设计的主要工作内容。 

图 3 所示为无人船制作的部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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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水质监测无人船制作过程 

制作完成后的无人船船体和相关装置如图 4 所示。 

（a）  （b） 

图 4  水质监测无人船成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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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4 所示，（a）为无人船上搭载的数据显示器，（b）为无人船下水的照片。 

2、电源模块 

本文所设计的无人船电源电路采用 AOZ1284PI 开关稳压芯片，稳压过程是

经过两级降压，具体是：先将 24V 电源电压转换为 5V 电压，再利用 AMS1117-

3.3 芯片将 5V 转为 3.3V。在 3.3V 电压下，此时的系统功耗大大降低，在实际数

据采集和船体行进过程中的热量损失也大大减少，业务执行过程更可靠和稳定。 

完成水质数据采集后，需要借助北斗模块进行数据传输，而北斗模块在发送

信号的瞬间需要 20W 的功率，这就要求系统中的电源必须具备足够为的电压、

电量供给能力。为此，本文采用 AOZ1284PI 开关电源芯片，首先进行稳压转换，

即将 12～24V 电源电压转换成 5V 电压，此时芯片可以提供的最大电流值为 5A，

同时提供可变的输出电压，为北斗模块的实时需求提供可调节的服务。

其中，调节输出电压的公式为：Vo=0.8×(1+R2/R1)，图 5 所示即为电源模块

的 I-V 转换电路。 

200Ω

IN

R4 C1

+100nF

R1

25kΩ

R5

10kΩ

V0

OPA333

U1

+

-

Vcc
R2 100kΩ

20kΩR3

图 5  I-V 转换电路 

本文设计的河域网络水质监测无人船中主要通过水质项目传感器实现数据

采集，其中某些传感器是以电流作为输出信号的，比如温度传感器和 pH 传感器。

从数据稳定性的角度考虑，通过图 5 所示的 I-V 转换电路，首先将这两种传感器

输出的电流信号转化为电压信号，并转入主控制器，经主控制器的滤波处理流程，

则可以完成信号采集、分析、存储与转发的需求。该同相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为：

A=1+R4/R2。以图 4 中的参数为样板，若输入信号为 4～20mA 时，输出电压为

1～5V。在 C1 的过滤处理下，可以将信号波动、冗余等现象进行处理，确保所

信号在转换和传输时是稳定的。

2、北斗通信模块 

水质监测无人船中的通信业务是采用的北斗 GNS1531 通信模组，该模组经

低噪声 LNA 放大所接收到的天线信号，由射频收发芯片实现下变频功能，将射

频信号变换到数字中频信号，作为 RDSS 基带芯片的数字中频输入。基带芯片集

成了 10 个独立的数字接收机通道和 1 个发射通道，完成北斗 RDSS 基带信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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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和发射基带信号的生成等功能。该模组通过标准的 UART 接口与主控制器

通信，可以直接与 MCU 相连接，通过 AT 指令来控制数据的收发。 

3、避障模块 

对于无人船来说，避障功能至关重要，本系统避障装置采用 HC-SR04 超声

波测距模块来实现。HC-SR04 超声波测距模块可提供 2-400cm 的非接触式距离

感测功能，测距精度可达 3mm，测量角度为 15°。该装置安装在无人船船头处，

实时监测船体前方是否存在障碍物以及与障碍物之间的距离。若前方无障碍物，

则继续行进；否则当无人船与障碍物之间的距离小于 3m 时，则无人船立刻自动

减速，进行转向避障，并在远程控制端显示报警信息。图 6 所示为 HC-SR04 超

声波测距模块实物图。

图 6  HC-SR04 超声波测距模块 

4、运动模块 

小船的电机是小船的推进器，推进船体前行，小船的舵机掌握船前进的方向，

电机和舵机都由微控制器控制。运动控制模块的功能是控制无人船的速度和航向，

电机的转动速度决定航行速度，舵机的转向决定航向。

运动模块包括舵机和电机两部分，舵机选用伟力 WL913 遥控船专用舵机，

电机选用 RS-550 型直流电机。 

（1）舵机控制电路

图 7 为舵机实物图，舵机有三根线，分别是地线（GND）、电源线（VCC）

和控制信号线（PW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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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舵机实物图 

控制原理是：舵机的控制信号为周期为 20mS 的 PWM 波，不同的占空比对

应舵机不同的状态，若使舵机位于中间位置的PWM波的占空比为K1，则使PWM

波的占空比大于 K1 可使小船左转，使 PWM 波的占空比小于 K1 可使小船右转，

每一个 PWM 的占空比都唯一对应一种转角的状态。 

图 8 为舵机接口电路图，P2 是与舵机连接的端口，舵机的控制信号线并不

是与单片机的 IO 口直接连接，而是通过了一个光耦耦合，因为单片机的 IO 口驱

动能力有限，不能稳定地驱动舵机；STM32 单片机高电平电压是 3.3V，而舵机

的供电电压是 5V，光耦将 3.3V 的 TTL 电平转换成了 5V 的 TTL 电平，增强了

信号的驱动能力。 

DuoJi PWM 1
2
3

P2

R6
1K

R7
10K

P1
VCC5
GND

DuoJi

 

图 8  舵机接口电路图 

（2）电机控制电路 

本设计使用的电机驱动板的型号为爱控电子 AQMH3615NS，尺寸为

5.5cm*5.5cm，输入电压范围为 9~36V，不加散热片的情况下负载电流可达 12A，

瞬间峰值电流可达 110A，通过三根数据线即可实现调速、正反转和刹车，可通

过 PWM 调速，PWM 的有效范围为 0.1%~100%，电机驱动板的实物图如图 9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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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电机驱动板实物图 

电机驱动板的输入电压范围是 9~36V，本设计直接使用 24V 电池给驱动板

供电。电机接口OUT1和OUT2接电机的两级。控制信号输入接口有5VO、PWM、

IN1、IN2 和 COM 口，5VO 是输出 5V 电压的接口，COM 口与主控板的地线

（GND）连接，PWM、IN1 和 IN2 三根线跟 STM32 单片机的 IO 口连接，单片

机控制这三根线的状态可实现电机的调速、正反转和刹车等功能，具体如表 1 所

示。 

表 1  三线控制电机状态表 

 

IN1 IN2 PWM OUT1、OUT2 输出 

0 0 X 刹车 

1 1 X / 

1 0 1 全速正转 

0 1 1 全速反转 

1 0 PWM 正转调速 

0 1 PWM 反转调速 

说明：表中的 0 代表低电平，1 代表高电平，X 为任意电平，/代表无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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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数据采集模块 

数据采集的前端主要依靠水质各类参数的传感器，这些传感器构成了水质传

感器组，分别有由温度传感器、盐度传感器、COD 传感器、浊度传感器、PH 传

感器、叶绿素含量传感器、电导率传感器组成，这些传感器安装在船底，跟随无

人船运动，检测所处水域的水质参数。其中 COD 传感器、浊度传感器和叶绿素

含量传感器是由本课题组自主研制的，传感器的输出信号都是模拟电压量，通过

单片机的 A/D 采样即可获得水质信息。 

3.2 陆上远程控制系统的设计 

河域水质监测陆面远程控制系统的软件包括三部分：北斗通信协议、主控制

器软件程序、上位机软件。北斗通信协议主要包括针对北斗短报文通信特点而特

殊定制的通信协议；主控制器软件程序主要包括传感器数据读取、传感器探头清

洗和北斗通信等功能模块之间的逻辑关系；上位机软件用 Java 开发，主要实现

串口通信模块、水质参数显示模块、地图（MapInfo MapX）模块、发送航点模块

和数据保存、查询模块等。上位机监控软件组成框图如图 10 所示。 

基于北斗的河域水质监测无人船陆面
监控软件系统

串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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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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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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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块

 
图 10  上位机监控软件功能结构图 

 

上位机软件即是水质数据管理系统软件，包含通信层、数据层、应用层三个

部分。通信层模块采用 JavaScript 开发，主要功能有两个：一是读取北斗指挥机

接收到的各个水质采集站上报的水质数据，根据 ID 进行解析，添加时间等必要

信息之后分类、存储；二是接收配置参数指令，通过北斗指挥机发送给水质数据

采集终端。数据层模块主要功能是实现水质数据的分类存储与备份。 

1、通信协议设计 

终端的短报文传输带宽由用户卡决定，与设备本身无关，以一个用户卡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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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参数：传输容量和传输频度。传输容量：7～120 汉字/min，也就是说每条

报文最大长度为 120B。传输频度：1 次/min 或 2～3 次/min，取决于 ID 卡级别。

按每分钟单向 1 次报文传输，每条短信报文 100B 计算，单卡终端：6KB/h，

60KB/10h，144KB/d。与 GPRS 通信方式相比，使用北斗卫星的数据通信具有以

下优点：覆盖范围大，没有通信盲区。北斗系统覆盖了中国及周边国家，不仅可

为中国服务，也可为周边国家服务，特别适合集团用户大范围监控管理与数据采

集和数据传输；北斗系统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卫星通信系统，不但性价比高，而且

具有安全性、可靠性、稳定性和保密性强的特点，适合关键部门应用。

根据以上北斗短报文传输的特点和所受限制，结合水质数据采集的具体需求，

本系统设计了一套简单可行的短报文传输的可靠性算法，该算法简单易行，具体

实现思路如下：

（1）每个数据包包含水质采集站 ID、数据类型标识、数据包校验字节。

（2）发送方发送之前先暂存要发送的数据，发送之后在约定的超时时间内

如果没有收到确认收到数据的回复，就重发要发送的数据，如此循环发送三次，

如若三次发送全部失败则丢弃此包数据，转而进入下一轮数据发送环节。

（3）北斗指挥型用户机具备通播功能，可以对同一时间内接收到的所有采

集站点的数据进行回复确认。本系统设计了如表 2 所示的通信协议。 

表 2  北斗通信数据报文协议

序号 字段名（长度） 参数说明 备注

1 包头标识（1~2） 0x55 0xAA 

2 长度（3） 数据长度

3 ID（4~5） 水质采集站 ID

4 温度（6） 温度数据 放大 10 倍 

5 pH（7） pH 数据 放大 10 倍 

6 浊度（8~9） 浊度数据

7 溶解氧（10） 溶解氧数据 放大 10 倍 

8 电导率（11~12） 电导率数据 放大 10 倍 

9 COD（13~14） COD 数据 放大 100 倍 

10 NH3-N（15~16） NH3-N 数据 放大 100 倍 

11 TP（17~18） TP 数据 放大 100 倍 

12 TN（19~20） TN 数据 放大 100 倍 

13 CRC（21） CRC 校验数据 3~20 字节异或 

…… ……

N 包头标识（127~128） 0x55 0xAA 

应用此通信协议可以最大限度地使用民用北斗卡的服务频度，在一次服务频

度周期内发送间隔 10s 的 6 次采样数据，10s 的水质数据刷新周期可以满足大部

分水质监测的应用。另一方面，北斗短报文通信具备双向通信能力，可以接收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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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指挥机发送的配置指令，也可以配置水质数据采集周期、水质传感器清洗间隔

等参数。

2、控制系统软件设计 

基于北斗的河域网络水质监测无人船陆面远程控制系统的软件设计主要是

上位机的设计。系统开发采用 Java 编程语言，通过模块化设计，主要包括系统

初始化、数据显示、水质参数采集和处理、检测及避开障碍物处理、通信和定位

信息处理、运动控制操作等模块。

无人船启动以后首先进行系统各模块的初始化，然后等待轨迹信息，接收到

轨迹信息后执行采集数据、发送数据和控制无人船运动等操作，否则继续等待轨

迹信息。无人船收到的轨迹信息为航点信息，无人船依次到达各航点来完成航行，

在航行过程中不断地检测是否有障碍物，如有障碍物，实施避障操作，当到达最

后一个航点时，无人船停止运动。当无人船再次收到轨迹信息时，又开始新一轮

的航行任务。无人船执行数据采集和航行任务的软件业务流程如图 11 所示。 

开始

模块初始化

收到陆上控制平台发送的
运动轨迹命令

启动定时器

采集定位数据和导航信息

采集水质数据

定时器时间命令
是否结束？

发送数据

是否达到本次轨迹终点站？

是否检测到障碍物？

运动控制操作

障碍物操作

停止运动

关闭定时器

结束

Y

N

Y

N

Y

N

图 11  无人船水质监测与航行业务执行流程 

无人船的上位机软件以关闭定时器作为一个任务周期截止的标志，只要是电

源保持通电的情况下，系统自动进入休眠状态，直到收到来自控制台的新的运动

轨迹命令，此时，系统被再次唤醒，启动新一轮的自动航行水质监测任务。

实现上述过程需要用到初始化程序、监测及避开障碍物程序、通信和定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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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处理程序、以及运动控制程序。下面以通信和定位信息处理程序为例进行软件

系统的设计思路论述。 

本系统中采用的北斗模块为 GNS1531 通信模组，通过该模块执行通信和定

位信息处理的业务流程如图 12 所示。 

初始化UART接口

从数据包中提取并保存坐
标值

向陆上控制中心发送求
助信息

结束

Y

NY

N

Y

N

收到陆上控制平台
发送的数据包？

收到北斗通信模块
输出的位置信息？

是否到发送数据的时间点？

采集并保存当前位置的水
质参数信息

是否顺利避障且继续航行

发送坐标位置和水质参数
至陆上控制中心

从数据包中解
析指令内容

开始

N

Y

 

图 12  通信和定位信息处理的业务流程 

 

对图 12 进行解析：本文设计的基于北斗的河域网络水质检测无人船，其陆

上控制系统启动后，首先初始化单片机与 UART 接口，然后单片机通过 USRT 接

口给北斗通信模块发送指令，如 IC 卡检测、功率检测，检测正常才往下继续执

行，否则再次检测。若收到陆面监控平台发送过来的数据包，解析数据包的内容，

根据收到的信息实施相应的操作，数据包内容为以下信息的一种：航点信息或申

请重发信息。当单片机收到模块的定位信息后，提取和保存位置坐标值，若到达

发送数据的时间点，采集并保存水质传感器的参数后，将当前的位置坐标值和水

质参数等信息发送至陆面监控平台，若没有到发送数据的时间点，此时的位置坐

标值将被下一时刻的坐标值替换，继续等待发送时刻。若在到达发送时间点时，

小船前方有障碍物且无法通过时，小船不发送位置和水质参数信息，而是发送求

助信息，请求陆面协助小船通过障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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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于北斗的水质监测无人船业任务执行测试 

为了验证基于北斗的河域网络水质监测无人船的业务能力，主要对其进行了

水质监测数据方面的对比，在湘江望城段设置了 100 个采集站点进行测试。按照

预先设置的时间，无人船定时上传采集站点的水质数据。以其中 5 个上报的采集

点水质为例，具体数据如表 3 所示。 

表 3  五个无人船采集站上报的部分水质数据（mg/L） 

站点 ID 温度 浊度 COD TN TP 

X001 5.5 12 2.4 3.6 0.05 

X002 5.3 15 1.8 1.8 0.11 

X003 5.7 13 1.9 2.2 0.06 

X004 5.5 16 3.3 4.3 0.07 

X005 5.6 11 2.6 2.6 0.06 

 

为了验证本文所设计无人船采集和读取水质数据是否可靠，特进行了对比试

验。即在同一水域、同一时间点，组织 5 个人进行人工水质采样，对比无人船数

据采样并发送的数据，两种方式所获得的样本数据基本一致。由此可以表明本课

题设计的基于北斗的河域网络水质监测无人船不仅可以实现精确采样、准确数据

传输，而且效率更高，成本更少。 

5 结论 

本文设计了一种基于北斗的河域网络水质监测无人船，与陆上远程控制系统

共同构成一套移动式的水质监测系统。该系统的典型特征就是体积小、运动灵活、

操作简单，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支持下，可纳入监测范围的河域网络面积更广、

数据传输更可靠。 

本文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以无人船的设计为基础，提出了基于北斗的移动型水质监测系统的设

计思想，该系统包括无航船和路上远程监控平台两个主要部分。其中，通过无人

船这个载体，将多个水质监测传感器组件为传感器组，配合传感器清洗、运动、

避障等模块，构成一个更加便捷的远程数据采集终端。 

（2）利用北斗的短报文通信技术，将北斗模块和标准 UART 接口进行关联，

将无人船端采集到的及时水质信息和位置信息等发送至陆上控制中心。与以往的

数据传输模式相比，这种方式不以来基站、无通信盲区，数据采集和传输的覆盖

面更广，数据信号更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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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3）在同一水域、同一时间点，进行人工水质采样和无人船数据采样并发

送的对比，两种方式所获得的样本数据基本一致。由此可以表明本课题设计的基

于北斗的河域网络水质监测无人船不仅可以实现精确采样、准确数据传输，而且

效率更高，成本更少。 

 

本文设计了河域水质监测无人船虽然能够实现上述工作职能，但是依然有一

些地方有待改进： 

（1）关于无人船航行过程中的避障问题，本文的工作未达到深入研究的标

准，可能会存识别障碍出错或者避障不及时的情况。从船只航行安全的角度考虑，

在无人船自主避障方应该做进一步地尝试和研究。 

（2）本文设计的无人船最主要的工作内容就是水质采样、读取水质参数、

以及传输数据，这一过程主要依赖各类传感器。目前本文的无人船是将多个传感

器组成一个传感器组，悬置于船底。当无人船运动过程中，传感器会处于一种晃

动状态，这样可能带来数据读取方面的误差。基于此，本文提出在接下来的学习

和研究中，试图通过一个封闭容器来充水和排水，确保数据采集过程中，传感器

与水体之间的状态是相对静止的，尽可能地反映真实的水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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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摘要】目前我国气象环境检测技术相对落后、检测区域固定、检

测技术方法单一，我们小组在充分利用我国北斗导航技术的基础

下，提出了一种移动气象站的设计方案，它以遥控智能小车作为气

象检测站的移动载体模型，通过北斗卫星定位得到移动检测小车移

动气象站的实时位置，并经过主控制器和各种传感器采集处理空气

质量的数据，传递给环境保护部门，达到移动式探测空气质量的功

能。 

关键词：北斗定位，空气检测，单片机 

【Abstract】 At present, China's meteorological environment 

detection technology is relatively backward, the detection 

area is fixed, and the detection technology is single. Based 

on the full use of China's Beidou navigation technology, 

our team proposed a mobile weather station design scheme, 

which uses a remote control smart car. As the mobile carrier 

model of the meteorological detection station, the real-

time position of the mobile detection vehicle 

基于北斗导航的移动气象站的设计与制作

作 者：田昕媛、张想 、卢文砚、侯抒含

指导教师：吴德双

学 校：大庆市实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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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obile weather station is obtained by Beidou satellite 

positioning, and the data of the processed air quality is 

collected by the main controller and various sensors, and 

transmitted to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to 

achieve mobile detection. The function of air quality. 

Keywords: Beidou positioning, air detection, 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 

一、设计背景 

2018 年 12 月 3 日，黑龙江省副省长聂云凌在大庆调研城市污水

和生活垃圾处理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

继续高效发挥现有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厂作用，进一步加快在建环保

设施建设进度，严格执行国家最新标准，确保城市污水和生活垃圾达

标处理排放，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切实守护好天蓝、水绿、草

青的优美自然生态环境。 

传统的手动监测方法不能很好的解决监测的实时性问题，随着

我国北斗导航技术和微处理器、传感器技术的日益发展，基于北斗气

象环保监测的自动监测技术优势越来越明显，能够自动完成数据的处

理工作，整个监测系统的可靠性和工作效率明显提高，因此我们小组

设计制作了基于北斗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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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的移动气象站。 

二、设计与制作 

设计由兼容 Arduino ATmega328p 的核心处理模块，北

斗定位模块、PM2.5 测量模块、温湿测量模块、大气压力模

块、电源模块、OLED 显示屏、无线通信模块、5 个数码管组

成，将气象观测传感器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终端集成，生成

时间、空间基准一致的动态气象信息，为大范围的数字气象

产品生成提供时空基准，向气象观测站提供位置与时间信息

和各项气象检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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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4

1、核心处理模块兼容 Arduino ATmega328p 单片机，

32Kflash，预留 USBASP 接口，标准的插座，还预留同样位

置的插针，以和任意插针模块相连。

将北斗和核心处理模块连接电源接

线和数据信号线，开通电源，核心处

理模块根据编程烧录的程序对北斗

数据进行监控与处理，将数据解析出

来。利用兼容 Arduino 的核心处理模块进行数据处理，采用

Mixly 图形编程工具编程进行编程开发，并将编译好的程序

上传到核心处理模块中 。 

2、北斗定位模块 

兼容北斗/gps 双导航卫星数据接收、信号处理、数据

整理输出，获取目标位置、时间等信息；

数据输出的格式为 NMEA 0183 标准协

议，通信协议为标准串口协议，串口波

特率 9600 ，模块接通电源自动不断捕

获卫星信号并将已经处理好的数据通

过串口每隔 1s 发送一条 NMEA 0183 格式的数据 。 

3、温湿测量模块  

温湿测量模块对周边天气环境的

空气温度和湿度进行测量，并通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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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接口进行数据输出。工作电压直流 3.3-5.5V；湿度测量范

围：0---100%RH，湿度测量精度：±2%RH，温度测量范围：

-40---80℃，温度测量精度：±0.5℃，工作电压：DC5V 。

连接好电源接口，并根据不同环境需要，接口接入核心处理

模块的规定接口。 

4、无线通信模块 

2.4G 无线通信模块是无线数据传输，通过 USB 连接线与

PC 的 USB 接口连接，实现设备到机器的通信，通过数据连接

线与其他模块连接。模式开关拨到“s”端时进入设置模式，

通过专用软件进行设置，无法正常通信；拨到“w”端时进

入通信模式。通过频率范围是

2.4G-2.4835G，在同一个区域内能

够同时使用多组无线通信设备，并

使得各个设备互相不干扰，相互通

信的两个模块必须将信道值配置

成一致。 

5、PM 2.5 模块 

一个红外发光二极管和光电晶体管，对角布置成允许其检测

到在空气中的灰尘反射光，电流消耗

（最大 20mA，11 毫安）， 

电源电压：5-7V，最小粒子检出值：

0.8微米，灵敏度：0.5V/(0.1m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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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空气中电压：0.9V。传感器中心有个洞可以让空气自由

流过，定向发射 LED 光，通过检测经过空气中灰尘折射过后

的光线来判断灰尘的含量，将细微颗粒物的浓度变化转化成

为电信号的变化，并通过公式换算计算出浓度数值就是

PM2.5 值。 

6、大气压力模块，具有温度检测和大气压检测双重功能。

支持 Arduino 代码控制，利用

气压来检测海拔高度和相对的

楼层高度；可以增强北斗 GPS

定位效果，有高 EMC 稳健性，

高精度，低功耗等特点。精度约为±0.12 hPa，相当于高度

误差为±1 m，工作电压：3.3V/5V，工作电流：2.7uA @ 1Hz

采样率，气压测量范围：300hPa~1100hPa (海拔+9000~-500m) 

气压测量精度：0.16Pa（±1

米），接口类型：Gravity-I2C 

4Pin。 

7、移动气象站载体，以遥控

1/8 大轮车为载体，无刷电机、

无刷电调、三通 2.4G 遥控，金

属舵机、5000HAM 2S 锂电动

力。 

三、北斗气象站电路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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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 检测模块、温湿测量模块、电源模块、气压模块、

北斗定位模块连接到核心

处理模块上，利用兼容

Arduino 的核心处理模块

进行数据处理，采用 Mixly

图形编程工具编程进行编

程开发，并将编译好的程

序上传到核心处理模块中 并通过显示屏模块显示出来。通

过无线通信模块将数码显示板和气象测试板实现无线数据

传输。 

四、前景展望 

基于北斗导航的移动气象站能够同时对 PM2.5 浓度、大

气压力、温度、湿度等多项

空气质量参数进行检测和显

示，为广大居民判断和获取

相关空气质量参数提供及时

的信息，同时有利于提高全

民环保意识，培养和提高公

民科学的气象知识传播、气

象科学教育、防灾减灾意识、

践行低碳生活的理念与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目前环境质量

越来越受到大众群体的关注，市场前景广阔，再经过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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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改进和稳定性测试之后可以作为产品向市场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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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 <Beidou.h>#include <stdio.h>#include 

<SoftwareSerial.h>#include <U8glib.h> 

U8GLIB_SSD1306_128X64 u8g(13,11,10,9);#include 

<dht.h>#include <Wire.h>#include 

<Adafruit_BMP085.h>#include <LedControl.h>Beidou 

beidou = Beidou();SoftwareSerial bdsSerial(3, 

2);String inputString = "";dht myDHT_5;int 

dht_5_gettemperature() { int chk = 

myDHT_5.read22(5);  int value = myDHT_5.temperature;  

return value;}dht myDHT_10;int dht_10_gethumidity() {  

int chk = myDHT_10.read22(10); int value = 

myDHT_10.humidity; return value;}Adafruit_BMP085 

bmp;float bmp_readPressure() { float value = 

bmp.readPressure(); return value;}#def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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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_BUFF_LENGTH 50char pm25_str[7] = "";bool isFull 

= false;float pm_val[PM25_BUFF_LENGTH];int pm25_count 

= 0;int pm_value = 0;long nextPageTime = 0;int 

readPM25() { digitalWrite(A3, LOW);  

delayMicroseconds(280); int voMeasured = 

analogRead(A0); delayMicroseconds(40); 

digitalWrite(A3, HIGH); delayMicroseconds(9680);  

float calcVoltage = voMeasured * (5.0 / 1024.0);  float 

tempval = 0.17 * calcVoltage - 0.1;  tempval = tempval 

* 1000;  if(tempval < 0){  tempval = 0; }  

pm_val[pm25_count] = tempval; pm25_count++;  

if(pm25_count >= PM25_BUFF_LENGTH){  pm25_count = 0;  

isFull = true;  }  int pmnum = 0;  int i = 0;  float 

pm25sum = 0.0;  if(isFull){  pmnum = 

PM25_BUFF_LENGTH;  }else{  pmnum = pm25_count;  }  

while(i < pmnum){    pm25sum += pm_val[i];    i++;  }  

float val = pm25sum/pmnum;  pm_value = round(val);  

dtostrf(val,4,1,pm25_str);  return 

pm_value;}LedControl lc=LedControl(A3,A4,A5,8);void 

pringNumber(int w) { int ones; int 

tens; int hundreds; boolean 

negative=false; if(w < -999 || w > 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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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if(w<0) { negative=true;

w=w*-1;        }  ones=w%10;        w=w/10;

tens=w%10;  w=w/10;        hundreds =w;

if(negative) {    lc.setChar(0,3,'-',false);

}        else {  lc.setChar(0,3,' ',false);

} lc.setDigit(0,2,(byte)hundreds,false);

lc.setDigit(0,1,(byte)tens,false);

lc.setDigit(0,0,(byte)ones,false);

delay(500);  }void setup(){  delay(2000);  

bdsSerial.begin(9600); inputString.reserve(200);  

Serial.begin(9600); u8g.firstPage(); do {

u8g.setFont(u8g_font_unifont); } while( 

u8g.nextPage());  delay(1000);  if (!bmp.begin()) {   

Serial.println("Could not find a valid BMP085 sensor, 

check wiring!");   while (1) {}}  pinMode(A3, 

OUTPUT);  delay(500);  

lc.shutdown(0,false);lc.setIntensity(0,8);lc.clearD

isplay(0);}void loop(){ while 

(bdsSerial.available()) { char inChar = 

(char)bdsSerial.read(); inputString += inChar; 

if (inChar == '\n') {

beidou.analysisGGA(&inputString[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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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dou.analysisComplete=false;

beidou.analysisRMC(&inputString[0]);

inputString = "";    } if 

(beidou.analysisComplete) { if 

(beidou.hasLocation) {

Serial.println(beidou.getLatNS());

Serial.println(beidou.getLonEW());      }    } 

beidou.analysisComplete=false;  }  u8g.firstPage();  

do {      u8g.setPrintPos(0,10);

u8g.print(beidou.getBJDate());

u8g.setPrintPos(0,26);

u8g.print(beidou.getBJTime());

u8g.setPrintPos(0,40);

u8g.print(beidou.getLonEW());

u8g.setPrintPos(0,56);

u8g.print(beidou.getLatNS());  } while( 

u8g.nextPage() );  u8g.firstPage();  do {

u8g.setPrintPos(0,10);

u8g.print(dht_5_gettemperature());

u8g.setPrintPos(0,26);

u8g.print(dht_10_gethumidity());

u8g.setPrintPos(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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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8g.print(bmp_readPressure());

u8g.setPrintPos(0,56); u8g.print(readPM25());  

}  while( u8g.nextPage() ); if 

(beidou.analysisComplete) { if 

(beidou.hasLocation) {

Serial.println(beidou.getBJDate());

Serial.println(beidou.getBJTime());    } }  

beidou.analysisComplete=false;  

pringNumber(readPM25());pringNumber(bmp_readPressur

e());pringNumber(dht_5_gettemperature());pringNumbe

r(dht_10_gethumidity());pringNumber(beidou.getBJTim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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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旅游已经成为人们休闲活动的一种

重要形式。但人们在旅游时，如果没有当地居民或者导游的介绍，经常会面临迷

路或者找不到景点的困难，尤其是像故宫这样的大的旅游景点，如果没有提前做

好攻略就去游玩的话很可能会在里面迷路。因此我们设计了一个基于北斗的室内

外一体化智能导览车，该智能车在室外时通过北斗定位技术，引导游客到达想要

去的景点，如果遇到室内的情况，该智能车还可以利用惯性导航继续引导游客。 

【关键词】北斗定位，智能小车，智能导览器 

【 Abstract 】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tourism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orm of leisure activities. But when people travel, without the 

introduction of local residents or tour guides, they often face the difficulty of getting 

lost or unable to find scenic spots, especially for a big tourist attraction like the 

Forbidden City. If they go there without a guide in advance, they are likely to get lost. 

Therefore, we designed an indoor and outdoor integrated intelligent guided 

vehicle based on beidou. The intelligent vehicle guides tourists to the desired scenic 

spots through beidou positioning technology when they are outside. In case of indoor 

conditions, the intelligent vehicle can also continue to guide tourists by using inertial 

navigation. 

【Key words】Beidou positioning, smart car , Smart navigator 

基于北斗的室内外一体化智能导览车的设计与制作

作    者：兰锦航

指导教师：王轶、陶勇

学    校：天津市耀华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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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景及意义

1.1 研究背景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新的生活理念的形成，目前旅游已成为一种时尚

的消费方式，旅游业的市场非常巨大，发展前景也很广阔。当前的导游方式

主要为人工导游方式，然而跟随着人工导游时，游客往往只能按照导游的路

线参观游览，不能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行参观。另外，如果没有导游，游

客有时难以找到相应的景点，尤其是在一些比较大的旅游景点，游客甚至面

临着迷路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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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一款集室内外定位一体化的智能导览车。该智能车在室外时通过北斗定位

技术，引导游客到达想要去的景点，如果遇到室内的情况，该智能车还可以

利用惯性导航继续引导游客。另外其抗干扰能力强，具有较高的定位精度，

操作简单方便，成本较低，可维护性好。 

2.设计思路

2.1 总体设计 

图 1 系统总体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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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各模块具体设计 

（1）控制模块的论证与选择

方案一： 

选择 ATmega32 单片机进行系统的控制。ATmage32 型单片机作为主控 CPU，

其主要特点为高性能、低功耗、高性价比、资源丰富，并且支持高级语言编

程，但价格较贵，操作相对复杂。 

方案二： 

选择 STM32F103RBT6 单片机进行系统的控制。STM32F103RBT6 型单片机作

为主控 CPU，其主要特点为高性能、低成本、低功耗、处理能力强、运算速度

快、片内资源丰富，以及方便高效的开发环境。 

综合考虑采用方案二。 

图 2 STM32F103RBT6 单片机 

（2）北斗模块

图 3 ATGM332D 北斗定位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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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 ATGM332D 北斗定位模块，模块供电 3.3-5V，具备 SMA 天线接口和 

IPEX 天线接口，板载 E2PROM 可设置保存波特率等信息，板载 XH414 充电电

子，加速热启动搜星，定位精度为 2.5 米，低功耗，内置天线检测及天线短路

保护功能。根据游客选择的景点位置，控制小车到达相应景点。 

（3）L298N 驱动模块

L298N 是 ST 公司生产的一种高电压、大电流电机驱动芯片。该芯片采用 15

脚封装。主要特点是：工作电压高，最高工作电压可达 46V；输出电流大，瞬

间峰值电流可达 3A，持续工作电流为 2A；额定功率 25W。内含两个 H桥的高电

压大电流全桥式驱动器，可以用来驱动直流电动机和步进电动机、继电器线圈

等感性负载；采用标准逻辑电平信号控制；具有两个使能控制端，在不受输入

信号影响的情况下允许或禁止器件工作有一个逻辑电源输入端，使内部逻辑电

路部分在低电压下工作；可以外接检测电阻，将变化量反馈给控制电路。使用

L298N 芯片驱动电机，该芯片可以驱动一台两相步进电机或四相步进电机，也

可以驱动两台直流电机。 

表 1  双 H 桥电机驱动模块参数表 

模块名称 
双 H桥电机驱动

模块 
工作模式 H 桥驱动（双路） 

主控芯片 L298N 包装形式 模块 

逻辑电压 5V 驱动电压 5V-35V 

逻辑电流 0mA-36mA 驱动电流 2A(MAX 单桥) 

存储温度 -20℃ 到 +135℃ 最大功率 25W 

重量 30g 外围尺寸 43*43*27mm 

模块集成了一个内置的 5V 供电。当你的驱动电压为 7V-35V 的时候，可以

使能板载的 5V 逻辑供电，当使用板载 5V 供电之后，接口中的+5V 供电不要输

入电压，但是可以引出 5V 电压供外部使用。 

此模块采用 L298N 双 H 桥电机驱动，使能端 ENA、ENB 为高电平时有效，当

ENA 使能，IN1 IN2 控制 OUT1 OUT2； 当 ENB 使能，IN3 IN4 控制 OUT3 

OUT4。控制方式及直流电机状态表如下所示： 

表 2  L298N 控制方式及直流电机状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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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模块实物图 

图 5 电路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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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四轮小车

四轮小车指的是具备四个轮子和四个电机驱动的，驱动轮对称分布在小车的

两侧。在小车进行转弯等移动时，四轮小车变向会更加灵活方便，可通过电机的

加减速控制，使小车在运动时产生最小的误差。四轮小车的缺点是控制四个驱动

电机的程序编写困难，但是我们将小车的左侧两个驱动一起控制，右侧亦是如此，

这样就大大减小了程序编写的困难度。最后我们选择的是四轮驱动小车。

图 6 小车模型图 

（5）超声波模块

图 7 超声波模块 
通过超声波模块实现自主避障的功能，使小车在行驶过程中更加安全。

（6）惯导模块

图 8 MPU6050 模块 JY-901 姿态传感器模块 
●电压：3.3V-5V
●电流:<10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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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15.24mm X 15.24mm X 2mm
●量程：加速度:±16g，角速度:±2000°/s，角度±180°
●分辨率：加速度：6.1e-5g，角速度:7.6e-3°/s
●测量维度：加速度：3 维，角速度：3 维，磁场：3 维，角度：3 维

●输出频率：200Hz
惯性导航算法研究

惯性定位基本原理：

使用惯性测量单元(Inertial Measurement Unit，IMU)感知移动载体在行进过

程中的加速度、角速度、磁力等数据，并利用这些数据对行进的步长与方向进行

推算，从而达到室内定位的目的。

图 9 室内惯性定位基本算法图解 
已知初始位置 S0(N0,E0)，可根据以下公式可以得出任意时刻 k 的位置

Sk(Nk,Ek)。 

姿态解算算法

图 10 惯导平台解算原理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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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用范例 

游客首先在手机 APP 上选择自己要去的景点，如果是在室外，则根据北斗定

位信息，控制小车到达指定位置，如果实在室内，则通过惯导模块，控制小车到

达指定位置，以实现室内外一体化的定位导游功能，引导游客参观景点。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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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多样的智能导览小车，为游客可以自由自在的按

照个人兴趣爱好参观景点，也为当下旅游业导游数量少，费用高这一难题提供了

全新解决方案。 

将本产品开创式采用智能小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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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模块和惯导模块引导游客到达相应景点，为游客提

供巨大便利，但是其在旅游方面的应用远不止于此。 

1. 基于北斗的室内外一体化智能导览车+语音导览机

引导游客到达指定位置后，通过语音导览机为游客介绍该景点的故事及特点

等信息，让游客在观赏景观的同时也了解其历史意义，并且支持多国语言，为外

国游客的参观提供方便。 

2. 基于北斗的室内外一体化智能导览车+最佳游览路线设计

游客根据个人爱好，先选择几个自己想要去的地方，智能导览车根据选择的

景点位置，为游客设计出一条最适合游客的游览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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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中学组）三等奖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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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摘要】基于北斗导航和Arduino设计了一种智能语音导盲仪。利用3D打印制作

导盲仪的外壳部件，利用BDS定位、超声波传感器等电子元器件与Arduino结合，

实现人机交互，记忆路线，爬楼避障和安全提醒的功能。

【关键词】北斗导航，Arduino，智能语音，导盲仪 
当今社会，盲人的数量不断增加，对导盲设备的需求也随之增高，现今市

场上四种主流的导盲设备有超声波导盲仪、移动式机器人、穿戴式导盲仪和导引

式手仗，但已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而使用导盲犬只能够到达一些熟悉的地方，

并不能借助导盲犬去自己想去的目的地，大大减少了盲人的行动可能性。现今几

种主流的导盲设备和导盲犬在一定的复杂地形，使用者的活动都会受到大大的限

制，比如说楼梯或者斜坡，使用过程的安全性也会大大降低。因此我们设计了一

款智能语音导盲仪，该导盲仪结合了现今四大导盲仪的优点，可以语音控制，也

能记录行走路线，在复杂路况下行走也能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

一、设计说明与原理

该导盲仪模型如图1所示：（a）为导盲仪

主体的模型图；（b）是该导盲仪的主体结构；

（c）是导盲仪的外壳部分；（d）是机械脚；

（e）为机械脚的连接件。该导盲仪为一辆具有

三支机械臂的小车，这三条机械臂的下方都配

置着一对轮子，还另外配置着AI人工智能、GPS
导航芯片、超声波测距模块、蓝牙模块、蓝牙

耳机、ws2812灯、光敏电阻、高强度可伸缩绳

索、3.7V航模用电池。这几个模块相互配合着

来完成安全并且准确的导盲行程。

1.1 机械臂 

三支配置轮子的机械臂，当导盲仪行走
在普通路面时机械臂活动关节锁定，轮子活动
关节打开，使用轮子前行，稳定安全而且省电。
不平整的路面行驶时，如楼梯，斜坡，坑洼等，
三支机械臂的活动关节的锁定会打开，机械臂
下方的轮子锁定，轮子的轮胎胎皮使用多花纹
较粗糙的材料以增加轮胎胎皮与地面之间的
摩擦，使用了类似于多脚行走器械的原理做到 图 1 导盲仪模型图
在不平整的路面上爬行。使用SG90实现此项功
能，再在每一支机械臂的下方装上电机，用Remo BLE mini V2.0进行电机和SG90
舵机的驱动和输出。利用Arduino IDE编写程序，程序如下： 
void forward() 
{ 
analogWrite(PWMA,Speed); 
analogWrite(PWMB,Speed); 
digitalWrite(AIN1,LOW); 
digitalWrite(AIN2,HIGH); 

基于北斗导航和Arduino的智能语音导盲仪 

作    者： 江逸豪
指导教师：程超、蒋周鑫
学    校：海亮实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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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Write(BIN1,LOW); 

digitalWrite(BIN2,HIGH); 

} 

void backward() 

{ 

analogWrite(PWMA,Speed); 

analogWrite(PWMB,Speed); 

digitalWrite(AIN1,HIGH); 

digitalWrite(AIN2,LOW); 

digitalWrite(BIN1,HIGH); 

digitalWrite(BIN2,LOW); 

} 

void right() 

{ 

analogWrite(PWMA,50); 

analogWrite(PWMB,50); 

digitalWrite(AIN1,LOW); 

digitalWrite(AIN2,HIGH); 

digitalWrite(BIN1,HIGH); 

digitalWrite(BIN2,LOW); 

} 

void left() 

{ 

analogWrite(PWMA,50); 

analogWrite(PWMB,50); 

digitalWrite(AIN1,HIGH); 

digitalWrite(AIN2,LOW); 

digitalWrite(BIN1,LOW); 

digitalWrite(BIN2,HIGH); 

} 

void stop() 

{ 

analogWrite(PWMA,0); 

analogWrite(PWMB,0); 

digitalWrite(AIN1,LOW); 

digitalWrite(AIN2,LOW); 

digitalWrite(BIN1,LOW); 

digitalWrite(BIN2,LOW); 

} 

1.2 语音交互 
考虑到该导盲仪能如导盲犬一样可以陪伴主人，在装置里加上AI模块实现

语音交互功能，和Siri的功能类似，减少使用者因无人陪伴而产生的空虚感。并
且通过语音识别模块对使用者的指令进行识别。使用LD3320语音识别模块对使
用者输入的信息进行识别，添加几项关键字词，程序如下：
#include <ld332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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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ceRecognition Voice;//声明一个语音识别对象 

#define Led 8//定义LED控制引脚 

void setup()  

{ 

  pinMode(Led,OUTPUT); //初始化LED引脚为输出模式 

  digitalWrite(Led,LOW);//LED引脚低电平 

  Voice.init();//初始化VoiceRecognition模块    

  Voice.addCommand("kai shi xing cheng",0);//添加指令，参数（指令内容，指令标签（可

重复））

    Voice.addCommand("jie shu xing cheng",1);//添加指令，参数（指令内容，指令标签（可

重复））

  Voice.start();//开始识别 

} 

void loop() { 

  switch(Voice.read())//判断识别 

  { 

  case 0://若是指令“kai shi xing cheng ” 

 digitalWrite(Led,HIGH);//点亮LED 

    break; 

  case 1: //若是指令“jie shu xing chneg” 

 digitalWrite(Led,LOW);//熄灭LED 

   break;  

  default: 

  break; 

  } 

int sp1=10;//定义舵机接口数字接口7 

int pulsewidth;//定义脉宽变量 

int val; 

int val1; 

int myangle1; 

//下面是servopulse函数部分(此函数意思:也就是說每次都是0.5ms高電平 1.98ms低電平 然

後再0.52ms低電平 17ms延時也是低電平) 

void servopulse(int sp1,int val1)//定义一个脉冲函数 

{ 

  myangle1=map(val1,0,180,500,2480); 

  digitalWrite(sp1,HIGH);//将舵机接口电平至高 

  delayMicroseconds(myangle1);//延时脉宽值的微秒数 

  digitalWrite(sp1,LOW);//将舵机接口电平至低 

  delay(20-val1/1000); 

} 

//servopulse函数部分到此结束 

void setup() 

{ 
  pinMode(sp1,OUTPUT);//设定舵机接口为输出

接口   //设置两组串口波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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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ial.begin(9600); 

  delay(500); 

  Serial.println("servu=o_seral_simple ready" ) ; 

} 

void loop()//将0到9的数转化为0到180角度，并让LED闪烁相应数的次数 

{ 

  val=Serial.read();//读取串行端口的值 

  if(val>'0'&&val<='9') 

  { 

  val1=val-'0';//将特征量转化为数值变量 

  val1=map(val1,0,9,0,180);//将角度转化为500-2480的脉宽值 

  Serial.print("moving servo to "); 

  Serial.print(val1,DEC); 

  Serial.println(); 

  for(int i=0;i<=50;i++)//给予舵机足够的时间让它转到指定角度 

  { 

  servopulse(sp1,val1);//引用脉冲函数 

  } 

  } 

} 

1.3 BDS导航定位和超声波测距 
利用BDS导航系统，通过语音识别模块对使用者的指令进行识别确定目的

地后，导航仪内部生成最优化路线，随后将相应的指令传达给使用者，同时记录

使用者的行走路线，判断使用者的路线是否与导盲仪所指示的路线相同并实时反

馈，若路线错误就重新规划路线或者让使用者返回上一步，重新行动。

超声波测距模块，在导盲仪的上方设置多个超声波传感器，行动中测试到

障碍物，小车会先停止并且向使用者传达指令让使用者在原地保持不动，重新计

算路线并打开绳索的伸缩限制，导盲仪先将预定的路线行走一遍，若使用者可以

通过就回到原地并且关闭绳索限制，向使用者传达新的指令。若第一次计算出的

路线无法让使用者通过，导盲仪回到原地后从其他方向计算新的路线，循环这一

个过程直至成功。使用URM37模块来实现超声波测距，并且在超声波测距模块

下加入SG90舵机云台系统，从原先的180度的超声波测距变成加入云台系统后的

360度超声波测距，实现在导盲仪行动过程做进行全方位的超声波测距。程序如

下：
#include<AT89x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Sevro_moto_pwm P2_7 //接舵机信号端输入PWM信号调节速度  

#define ECHO P2_4 //超声波接口定义 

#define TRIG P2_5 //超声波接口定义  

#define Left_moto_go {P1_0=1,P1_1=0,P1_2=1,P1_3=0;} //左边两个电机向前走 

#define Left_moto_back {P1_0=0,P1_1=1,P1_2=0,P1_3=1;} //左边两个电机向后转 

#define Left_moto_Stop {P1_0=0,P1_1=0,P1_2=0,P1_3=0;} //左边两个电机停转  

#define Right_moto_go {P1_4=1,P1_5=0,P1_6=1,P1_7=0;} //右边两个电机向前走 

#define Right_moto_back {P1_4=0,P1_5=1,P1_6=0,P1_7=1;} //右边两个电机向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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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e Right_moto_Stop {P1_4=0,P1_5=0,P1_6=0,P1_7=0;} //右边两个电机停转  

unsigned char const discode[]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0xff/*-*/}; 

unsigned char const positon[3]={ 0xfe,0xfd,0xfb}; 

unsigned char disbuff[4] ={ 0,0,0,0,}; 

unsigned char posit=0;  

unsigned char pwm_val_left = 0;//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push_val_left =14;//舵机归中，产生约，1.5MS 信号 

unsigned long S=0; 

unsigned long S1=0; 

unsigned long S2=0; 

unsigned long S3=0; 

unsigned long S4=0; 

unsigned int time=0; //时间变量 

unsigned int timer=0; //延时基准变量 

unsigned char timer1=0; //扫描时 

1.4 通信模块 
内置蓝牙模块，方便外部与导盲仪之间进行数据传输，在导盲仪工作的时

候，为了避免外部杂音干扰，使用者佩戴蓝牙耳机。主控制板自带蓝牙模块，使

用蓝牙耳机指令进行输入和输出。程序如下：
int a; 

int b; 

void setup() { 

} 

void loop() { 

 if(Serial.read()>0){ 

 delay(50);PS 

 a=Serial.read(); 

 b=Serial.read(); 

 Serial.print(a); 

 Serial.print('\n'); 

 Serial.print(b); 

 Serial.print('\n'); 

  }   

} 

1.5 安全提醒模块 
若使用者和导盲仪进入了灯光较暗的场所，避免出现安全事故，通过光敏

电阻检测环境光强，若光强小于一定值，主控板将导盲仪上的ws2812灯打开，并

且使用呼吸灯的方式让四周的行人注意到使用者。程序如下：
void setup() 

{ 

  // 初始化串口 

  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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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读出当前光线强度，并输出到串口显示 

  int sensorValue = analogRead(A0); 

  Serial.println(sensorValue); 

  delay(1000); 

} 

高强度可伸缩绳索连接在导盲仪主体上，行走时，使用者握着绳子的一端，

另一端连着导盲仪。超声波测距模块探测到障碍物时，绳索的伸缩限制打开，导

盲仪对计算出的壁障路线进行试验行走。当需要停止时，绳索就会振动，提醒使

用者。在绳索上方增加一块振动马达模块Vibration，用多根杜邦线连接，做到主

控制板将振动指令传输到振动马达模块上实现振动电机模块振动。

三、设计分析

使用前使用者佩戴好蓝牙耳机，手握可伸缩绳索，打开在绳索上端的开关，

与导盲仪配对成功后使用者向麦克风说出目的地，导盲仪将识别出的地名传达给

使用者以确定识别结果是否正确，若使用者回答正确，导盲仪利用北斗导航定位

系统实现路线搜索，并告知使用者所需的时间和行程距离。

确定行程开始，导盲仪将每一步需要的行走路线通过语音传达给使用者，在

传达信息之前导盲仪会先打开可伸缩绳索上的振动模块，提醒使用者仔细听接下

来的指令，若使用者没有听清楚该指令，可以点击绳索上的按钮让导盲仪先停止

随后再重复一遍指令。

在行程中探测到有障碍物，振动模块工作，并发出停止指令，随后打开可伸

缩绳索的伸缩限制，导盲仪对该路线进行穿过测试，确保使用者可以通过，测试

失败则重新规划路线，导盲仪回到原地，将可伸缩绳索的限制关闭并打开上面的

振动模块，通过蓝牙耳机发送指令。

遇到复杂地形，导盲仪先停止，打开可伸缩绳索上的振动模块，关闭可伸缩

绳索的伸缩限制，关闭三支机械臂的活动锁定，打开机械臂下方三个轮子的锁定，

通过机械臂爬行找到安全最优通行的路线，并提醒使用者。

四、总结和展望

设计的智能语音导盲仪将现今四种主流导盲设备的优点结合起来。实现了语

音交互，BDS导航定位，记录行走路线的功能；利用超声波传感模块和三支可活

动机械臂，实现爬楼，避障功能；加入LED灯光模块实现安全提醒，避免行走中

被撞的情况发生。对于如何能快速找到该导盲仪还值得去研究。该导盲仪成本的

可控性和操作的简便性，为盲人的出行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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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学的仪器可以为行动不便的人出行提供极大的方便，我设计的基于

北斗导航的盲人语音道路导航仪是为视觉障碍者提供语音引导的辅助工具，属

于北斗定位技术在人工智能的一种应用，它基于北斗定位通过多种传感器的协

调工作，帮助盲人弥补他们的视觉缺失。这款基于北斗导航的盲人语音道路导

航仪也可服务于老年人或者是到陌生城市的非智能手机用户，协助他们自由行

动。

为了提高各类出行不便人群的自主出行能力，将本基于北斗导航的盲人语
音道路导航仪安装在轮椅等设备上，形成的智能的轮椅，该轮椅可实现如下功
能：1.运载及可操控运动功能；2.遇障碍发出提示音功能；3.行驶于道路或过马
路提示功能；4.红绿灯检测功能。5.实时语音播报，形成智能导航。同时各类传
感器辅助相依减少了人工操作，较为适用于老年人，而其上设置的手机导航系
统利用北斗系统可以让家人辅助代为定位，直达目的地。

这款“基于北斗导航的盲人语音道路导航仪”通过传感器、蓝牙、语音播
报以及北斗定位系统帮助行动不便者出行，不但提高了行动不便者的自主能力，
更增加了这些人出行的安全性，有较好的实用前景和推广价值。

对于一些出行不便的残疾人但可手动操作智能手机的人群而言，我又将本
导航仪连接到遥控装置上，可无线远程控制轮椅，操作者只需要拿出装有导航
仪的遥控器，连上智能轮椅后，便可以轻松地前后左右移动。通过遥控操作，
智能轮椅就可以乖乖的来到操作者身前。

【关键字】北斗导航  导航仪  遥控  智能轮椅 人工智能  导盲  老年服务

【Abstract】Scientific instruments can provide tremendous convenience for people 
with constant movement. The blind voice road navigator based on BD navigation 
designed by me is an assistant tool for people with visual impairment to provide 
voice guidance. It belongs to the application of BD positioning technology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t is based on BD positioning and helps blind people make up 
for their visual deficiencies through coordinated work of multiple sensors. The Blind 
Voice Road Navigator based on BD Navigation can also serve the elderly or 
non-smartphone users to strange cities to help them move freely.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autonomous travel ability of all kinds of people with 
travel inconvenience, the blind voice road navigator based on BD navigation is 
installed on wheelchair and other equipment to form an intelligent wheelchair. The 
wheelchair can achieve the following functions: 1. Carrying and controllable motion 
function; 2. Hinting sound function when encountering obstacles; 3. Driving or 
crossing road hinting function; 4. Red and Green light detection function. 5. 
Real-time voice broadcasting to form intelligent navigation. At the same time, all 
kinds of sensor-assisted dependency reduces manual operation, which is more 
suitable for the elderly, and the mobile navigation system set up on the BD system 
can allow family members to assist in positioning and direct to the destination. 

基于北斗导航的盲人语音道路导航仪

作 者：许正泓、宋佳音、江林峰、潘际舟

指导教师：

学 校：大连理工大学附属高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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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Blind Voice Road Navigator Based on BD Navigation" helps people with 
mobility inconvenience travel through sensors, bluetooth, voice broadcasting and BD 
positioning system. It not only improves the autonomous ability of people with 
mobility inconvenience, but also increases the safety of these people's travel. It has 
good practical prospects and popularization value. 

For some disabled people who can operate smart phones manually but travel 
inconveniently, I connect the navigator to remote control device, which can control 
wheelchair wirelessly. The operator only needs to take out the remote control 
equipped with navigator, and after connecting to the smart wheelchair, he can move 
around easily. Through remote control operation, the intelligent wheelchair can come 
to the operator obediently. 

【Keywords】 Beidou Navigation Navigator; Remote Control; Intelligent Wheel 
chai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uidance Service for the Elderly 

一、 项目创意来源

1.1 创意来源 

当我们走在街边的人行道上时，看着内侧的盲道，踩上去体验一下盲道上

的凹凸点，就会发现若是人穿着鞋底稍厚点的鞋就会难以感受到凹陷点，并不

是很利于使用。常常还有各类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在停放时有意无意的占用了盲

道，更影响了走在盲道上的人的安全性，有的路段甚至不存在盲道的设置，道

路上本身就车流量大，人员众多，眼部残疾的人为了保证安全只能是呆在家里，

不能自主的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即使是在家里也要小心翼翼以防碰伤摔伤。现

在中国社会逐步进入老龄化，而腿脚不便的老人也占较大的比重，出行时行走

速度缓慢，也不是很安全，很多老人都是因摔倒而诱发了疾病，家人或因工作

繁忙或因在外地工作不能随时陪伴老人和照顾老人，很多家庭因受经济基础限

制而无法聘请专业的护理人员来专门照顾老人，老人的行动安全越来越就成为

家人最大的牵挂。

考虑到那些因为眼部疾病导致失明的残疾人在行走上本身的不便，需要使

用人力引导、木棍或竹棍来行走，而真正定义上盲人行走的辅助工具是盲人导

航仪。最早起源于 120 多年前的英格兰，有资料证明 20 世纪 20 年代的英格兰

使用并且命名其为白色盲人导航仪。在现在的社会中，盲人导航仪简单的功能

已经并不太适用，专为盲人设置的盲道也并没有被很好的利用起来，人们对残

疾人安全的漠视极大的影响了各种简易安全措施的使用。一些老人或因腿脚不

便，或因身体机能逐步衰老，从而影响生活质量，为了保证老年人活动自由性

和身心健康，使他们能够自由行动，随心外出就显得十分重要。

而这两类人群因各种原因无法精确的操作复杂仪器。由此，我想到做一款

轻便简易，便于操作的基于北斗导航的盲人语音道路导航仪来帮助他们行进，

既要操作简单，又要便于携带，具有一定的自动化特性，可以使人无需过多操

作便可以使用，同时保证安全出行！以此来关爱盲人等残疾人，关爱老年人，

关心他们的行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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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盲道被占用 

图 2-老人手推轮椅 

1.2 需求分析 

视觉系统是获取现实世界信息的主要感觉器官，对于视力障碍者来说，不

能判断周围环境的复杂程度，造成生活中的诸多不便。

盲人生活的基本需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因为视力障碍，盲人需

要外在设备帮助判断路径，借助设备提供较为准确的导航；其次，盲人需要将

所面临的环境进行反馈，当遇到紧急危险情况时，能够有明显的提示；再次，

能够及时的和家人反馈自己的位置，并且能够轻松自如的和家人取得沟通；最

后，能够有生活的辅助帮助，以解决日常生活的小问题。

综述，盲人希望借助外来设备解决生活需求，像正常人一样进行生活和日

常出行，使其能够独立地处理自己的事务。盲人导航仪的需求就是根据盲人的

生活需求而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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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思路和研制过程

2.1 提出问题 

首先想到的就是要设计一款简单实用的语音导航仪，要使其具有以下的优

点：工作准确、耐久性好、速度快、重复性精度高等等。它应该是一款机身较

小，便于移动和携带的机器。一般设备是由执行机构、驱动装置、监测装置、

控制系统、和复杂机械组成，这款导航仪也不例外。

2.2 设计构思 

这款“基于北斗导航的盲人语音道路导航仪”主要的执行机构就是底座，

用它来完成机器的前进与后退，转向闪避以及刹车等功能，有两个 NXT 主机操

控，两台主机间是无线蓝牙接收装置进行指令的收发，传递信息下达指令。同

时可以和手机连接，利用手机应用程序控制移动。在后期设想，还可以运用手

机、平板、笔记本电脑等设备导航定位，来实现机器自行行走抵达目的地。

三、导航仪系统结构

3.1 导航仪整体结构 

这是一种基于北斗导航的盲人语音道路导航仪，使用超声波检测前方是否

有障碍物，如果前方 1.8 米内有障碍物，则盲人导航仪自动语音提示“前方危险，

请慢行”；如果前方 1.8 米内没有障碍物，无提示音。 盲人导航仪上有三个功

能按钮，分别为指示当前方向功能、指示当前时间功能、启动震动功能。当指

示当前方向按钮按下时，语音播报当前方向，最高精度为 1 度，且精度可调，

范围为 360 度任意方向。当指示当前时间按钮按下时，语音播报当前的时间，

精确到分，范围为 24 小时任意时间。当启动震动按钮后，当前方 1.8 米内有障

碍物时，导航仪开始震动，这样在喧闹的环境下，盲人听不到语音报警时，可

以感觉到手震动报警，再次按下改键则关闭震动功能。 北斗定位功能，当盲人

外出时，就可以开启盲人导航仪的定位功能，这样家人就可以通过互联网确定

盲人的位置了，以防盲人迷路走丢。 夜间警示路人功能，在夜间时，或者灯光

昏暗的环境时，盲人导航仪上的指示灯自动亮，可以警示前方路人注意盲人的

位置，注意避让盲人。

该产品是属于自动控制的产品，一般由单片机来做控制中心，加上外围多

个功能模块。我基于北斗导航的盲人语音道路导航仪使用探测传感器采集当前

的环境信息，传给主控制模块---单片机来处理，经过数据处理判断出当前环境

信息，然后通过语音或震动形式来提醒使用者；如果选择开启盲人导航仪的导

航功能时，电子盲人导航仪可以自动做出最优的决策。此类语音导航盲人导航

仪必须具备良好精度的电子传感器，响应快，误差小等优点。

3.2. 盲人语音导航仪的结构设计 

语音导航仪主要由电子设备、盲人导航仪体、控制电路及电源等部件组合

而成。其中电子设备包括了避障模块、信息处理器、导航模块、信息提示模块、

无线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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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避障模块结构设计 

超声波传感器是避障模块中的一部分，是盲人导航仪的“眼睛”。它性能

的优劣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该盲人导航仪功能的发挥。目前世界上各科研机构

对盲人导航仪的研究中有采用超声波、激光或红外装置，但超声波方面的技术

相对于其他的来讲是比较成熟的。 语音导航盲人导航仪中的超声波模块采用

HC-SR04 或者 URM37 为核心芯片，通过其对外围电路的控制，比如超声波发

射器、超声波接收器、比例放大电路等来收集信号，从而充当了盲人导航仪的

眼睛。由于该超声波传感器结构简单、体积小、费用低、信息处理简单可靠，

易于小型化与集成化，容易实现实时控制，并且在测量精度上能达到一般人使

用的要求，因而可以很好的运用在盲人导航仪研发中。

将超声波传感器及控制电路嵌入在导航仪的空心中，只在导航仪表面上露

出发射和接收探头。为了使得盲人导航仪能够全方面的采集环境信息，我们在

盲人导航仪的左右两侧安装两对超声波探头，呈一定角度分开，从而能够感应

一定范围内的二维环境，若安排得当能够检测一定高度的物体。

为了能够更好实现避障功能，我们在盲人导航仪的前端加入红外光电传感

器。因为超声波传感器不能有效地检测到靠近超声波传感器的物体，即存在盲

区，而红外光电传感器精确的短距离测距功能弥补了这一点。红外传感器由红

外发射管、红外接收管、控制电路组成。两者互为补充，增加了系统的稳定性，

增强了避障的功能。另外在盲人导航仪下端，距离地面的几厘米处，安置一个

红外传感器，它起到了检测地面的路况的作用。由于红外受光和路面颜色的影

响较大，因而我们依据盲人导航仪的不同定位而选用不同灵敏度的红外光电传

感器。

3.2.2 信息处理器 

信息处理器是与盲人导航仪分离的，集成了主控制单元和存储单元组成，使

得外观大小和 MP3 的大小差不多，大大减轻了盲人导航仪的重量。主控制单元

通过无线数据传输与盲人导航仪相连，通过耳机与使用者相连，使得盲人更容

易接收到盲人导航仪的语音提示。盲人导航仪将采集的距离、方位等信息通过

无线传输送到信息处理器，信息处理器经过数据处理和分析，将一些信息提示

通过耳机播放给使用者。存储器是 SD 存储卡，存储自己收集环境信息（经度和

纬度）和保存导航模块发送过来的数据。

信息处理器的作用相当于一个神经中枢，盲人导航仪的核心处理芯片就在

这个小装置里面。所以信息处理器的外形及性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盲人导航

仪的档次和价格。不同的信息处理器，其外形及颜色可以是各种各样的，但不

同档次的信息处理器的核心芯片基本是一致的。

3.2.3 导航模块结构设计 

导航模块的添加，是为了解决盲人及视力障碍者不熟悉当前环境及不知如

何去目的地的问题，它可以实现使用者的定位和导航功能。这些不仅要求盲人

导航仪能够识别出当前的环境信息，还需具有强大的智能算法处理。由于北斗

定位系统是能够提供全天候的定位、实时、测速功能，所以我们很自然选用北

斗定位系统作为导航模块的主要部分。我们在盲人导航仪的内部处内嵌北斗接

收模块，可以实时的接收当前使用者的经纬度甚至高度速度信息。盲人可以根

据需求播报当前位置，初期导航模块由于技术限制只能识别部分重要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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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6 

但随着技术不断成熟，导航模块可以根据盲人朋友位置的细微变换判断当前不

同位置，从而更加准确的语音提示给盲人。

导航模块另一功能是能自动的为盲人寻找一条最佳合适路径。当盲人想去

往某个目的地，盲人导航仪的导航模块可以帮助盲人朋友找到一条最佳路径，

盲人仅需根据盲人导航仪的语音提示可以到达目的地。

3.2.4 信息提示模块结构设计 

信息提示模块的作用主要是可听的方式（耳机）或可触摸的方式（微型振

动器）将障碍信息提供给盲人或视力障碍者，使用者可以依据提示信息做出下

一步决策。

微型振动器安装在盲人导航仪的表面，是直接将震感传到盲人手中。震感

的强弱依据盲人导航仪距离障碍物的远近而定。

语音传感器是盲人导航仪的“嘴巴”，是盲人导航仪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语音系统的完善与否直接影响到使用者的方便快捷性，对于盲人来说，不可使

用视觉，听觉就显得尤为重要，而语音传感器的语音信息播报则可以很好满足

了盲人朋友的。

我们的盲人导航仪产品视不同的产品档次及功能使用不同的芯片，如经济

型盲人导航仪仅使用 ISD4004芯片，而实用性盲人导航仪使用凌阳语音芯片。 盲
人导航仪中采用的 ISD4004 芯片是一种长时语音录放电路，这种录放电路采用

了多频直接模拟量存储技术，能够非常真实、自然的再现语音，避免了一般固

体录音电路因量化和压缩造成的量化噪声和金属声。我们利用这种特性使得语

音提示更具有一般人性化特点。而我们采用的 SPCE06A 凌阳语音芯片，是为了

配合语音交互使用，它是一个内嵌语音的单片机，由于其快速的处理能力受到

我们的偏爱。它可以接收外界准确的语音信息，经过内部的算法处理，得到一

系列的命令操作。

3.2.5 无线模块结构设计 

无线模块是用来负责盲人导航仪和信息处理器之间的通信。我们采用的无

线模块收发模块可以工作在 433MHz 公用频段，符合欧洲 ETSI（EN300-220-1
和 EN301-439-3），满足无线管制要求，无需申请频率使用许可证。无线模块一

般都被设计成天线形状安装到杖柄和信息处理器中，利用单片机之间的串口或

者 SPI 进行通信。对于不同的盲人导航仪，数据传输的快慢会间接影响到盲人

导航仪的灵敏度和准确度，因此如何配置单片机的端口资源和无线接收发部件

的选择尤其重要的。

3.2.6 转向轮 

转向轮在盲人导航仪中起到支撑作用。根据功能需求，在盲人导航仪杖尖安置

一两个轮子，这些轮子可以随意 360 度进行旋转。这些轮子的转动应该灵活，

耐磨、绝缘，并且在水泥、沥青、砖制等硬质路面上使用时，前进无障碍。

3.2.7 盲人导航仪结构设计 
盲人导航仪结构可分为导航仪身、导航仪体、导航仪尖。这是整个产品的骨架

和主要电子器件的外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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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语音导航盲人导航仪的部件装配 

语音导航盲人导航仪的部件主要分为 2 个大部分：电子盲人导航仪和信息

处理器。电子盲人导航仪的部件有：超声波传感器、北斗接收发模块、振动电

机、无线弹簧天线、电源、电路板、盲人导航仪外壳。信息处理器的部件有：

无线弹簧天线、语音芯片部分、主控制芯片、SD 卡、控制主板、处理器外壳。 

四、导盲仪扩展技术

将导航仪安装在滑轮设备上形成智能机器踏板，我们利用乐高机器人的零

件进行搭建，以一个方形框架为基础，上设支架分别用以放置两台主机，以主

机可以灵活取用为标准，并且主机中间搭建结构架以增强模型的牢固性，在方

形基座的基础上两侧安装了两个马达，每个马达上各安有两个轮子，在基座底

部安有一个万向轮，以便于转向等灵活驱动，具体是位于两主机之间稍微靠后

的部分。

而在智能机器踏板的上部平台设置有四个触动传感器，L1（位于左前方）

L2（位于左后方）R1（位于右前方）R2（位于右后方）。分别控制着机器人前

进、后退、左转、右转的功能。为了进一步实现操作的简易化，还加增了超声

波传感器用于规避障碍物，其次有光敏传感器防止前方道路有坑以及其他障碍

物影响安全，还有颜色传感器使得不用控制就可以让机器人自己完成过马路的

任务。与此同时，可以加载北斗导航系统，轻松利用手机导航软件自动导航，

直达目的地。

NXT 是乐高推出的可编程的控制终端，可以使用简单的 NXT-G 图形化编程

方式对其外设（光电，马达）进行控制。

鉴于对机器人运动的稳定性和马力的要求，团队最终决定使用NXT的马达，

实测 4 个 NXT 马达组成的车的地盘可以负载一袋面的重量，完全符合我们的设

计要求。

但是，对于它的控制却不是那么容易解决，因为自有编程方式存在无法遥

控，复杂逻辑难以编程等等局限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团队开始了对 NXT 的

远程控制进行研究。

NXT-G 编程软件通过 USB 给 NXT 编程的时候，可以进行基本的控制。原

因是内部采用了 Direct Command 的控制协议，更好的是，这层协议有清晰的使

用文档。

在 linux 下使用 usb 协议是很容易的，因为开源社区提供了 libusb,并且这个

包基本上包含在了主流的 linux 发行版中，树莓派基于 Raspbain 的 Dietpi 也不例

外。底层传输问题解决了，我们要实现具有普适性上层控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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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智能机器踏板结构图（1） 

HTTP 协议是现在很流行的网络协议，在树莓派中跑 HTTP 协议虽然整体效

率不高，但是很容易实现扩展性。我们可以设想，可以通过手机上电脑上的浏

览器直接控制机器人，也可以通过 esp8266 wifi 模块制作的小型遥控器控制它。 

五、科学性创新性实用性

5.1 科学性 

我们设计的“基于北斗导航的盲人语音道路导航仪”运用了多种传感器例如

颜色传感器、触动传感器、光电传感器压力传感器等对其进行精确控制，该导

航仪可以运用配备的传感器对周围的环境进行精确地测量并做出相应的反应提

醒操作者有危险或可以安全行驶，具有一定的自能性。不仅如此，该导航仪可

以适用人群较多，人们的出行更加方便安全，具有一定的智能性。

5.2 创新性 

现役的导盲工具大多为导盲犬或导盲手杖，它们都具有许多的弊端，如导

盲犬需要长时间的特殊训练才可以运用在导盲工作中，导盲手杖的功能缺少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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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智能机器踏板结构图（2） 

不能完全满足盲人的需求，一般导盲工具在使用过程中往往会受到许多的

局限因素。我们发明创造的基于北斗导航的盲人语音道路导航仪综合了一般导

盲工具的优点，并尽可能克服了传统导盲工具的不足，本人的创意虽不是前无

古人后无来者，但创新因素占主导地位。而且这款导航仪的适用范围不仅仅限

制于盲人这一特殊群体，还可以让行动不便的人体验轻松迅捷的出行方式。

5.3 实用性 

我们设计的基于北斗导航的盲人语音道路导航仪有很强的实用性。首先，

它不需要像传统导盲工具----导盲犬一样需要喂养并定期清洗，只需要简单地充

电便可以使用，使用本组的导盲踏板还可以节约导盲犬的训练成本，而且又具

有简单地导盲手杖不可比拟的优势更多的进行了人性化设计。同时它操作简单，

只需要简单地教学便可熟练地运用，极大地方便了不便行动的人的生活，是不

便行动的人日常出行的良好工具。

基于北斗导航的盲人语音道路导航仪科技含量高，除了直接利用传感器控

制踏板移动外，还可以选择智能手机来控制。利用蓝牙技术，在手机上开发应

用程序，无线控制马达的运动，从而实现前后左右的移动。

六、改进与完善的设想

6.1 硬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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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智能机器踏板结构图（3） 

首先仪器上的触动传感器的位置还需要调节，需要通过多人实践找寻最好

的最舒适的位置安放，为了减小传感器的磨损在触动传感器上方还应该加装适

宜的踩踏板，既要保证传感器的灵敏度，也不能影响下一步命令的下达。

更进一步的加固基座，实验出机器在能承重后，可承重的最大限度，根据

不同人的需要修改完善机器的形状与承重量，添加防护装置，防止人在上去后

因为运动的惯性掉落。

增强机器的实际实用性，在依据颜色传感器进行过红绿灯实验的过程还需

考虑红绿灯的时长以及遇到红绿物体时如何解除命令，更加精准完成预想目标。

更调语音提示的声音大小，以防在高音环境中，提示音声音小而使得意外发生。

需通过多次试验调试好超声波传感的安全距离，将超声波传感器的位置修改为

可活动性的多角度探测，充分考虑前方障碍物大小形状的不定性，加大安全保

证。

为了进一步强化机器机动时的灵活性，以及在遭遇一定高度的小型障碍物

时，可以做到安全通过，最好将动力轮修改为像坦克上安装的履带式的底轮，

避免发生翻车现象，同时机器也要智能的探测出可直接驶过的障碍高度。

6.2 智能轮椅和智能车 

未来可以将导航仪安装在轮椅上制作成智能轮椅或者智能汽车，利用传感

器和无线控制技术，在智能设备上加载导航程序，可以做到直接设定目的地，

自动导航，自动规避障碍、行人和红绿灯等，不需要人再次操作，就可安全迅

捷的抵达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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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11 

图 6-智能小车设想 

图 7 智能轮椅设想 

七、总结与展望

助老助残是一项亟待解决但进展却比较缓慢的项目，社会上的弱势群体需

要更多地帮助和关注。通过本次研究活动，我们收获了很多，在搭建及编程的

之前，我们在网络上充分了解了盲人以及行动不便人群的生存现状和他们的需

求，并根据实际情况对模型进行了适当的改造，加入人性化设计，使之更加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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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在现实生活中使用，本设计在给残疾人、老人带来便利的同时，更使他们感

受到社会的温暖，让他们对未来生活更加充满信心。

回顾本次活动，我们收获颇丰，这是一次汗水与泪水交融，苦恼与快乐并

存的活动，我们因能为残疾人、老人做出自己的一些小小贡献而感到快乐。回

顾过去，一些小小的成就鼓舞人心，展望明天，我们依然任重而道远。在今后

的学习生活中我们将大力弘扬“奉献、有爱、互助、进步”精神，彰显人与人

之间相互关爱和谐共处的理念，自觉履行应尽的社会义务，为残疾人、老年人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并带动周围的人一起行动起来，助老助残。同时，充分

利用现有的媒体设施，向社会传递出助老助残的正能量，号召人们行动起来一

起关爱弱势群体。21 世纪是科技时代，运用新型技术至关重要，我们会更加努

力的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为祖国的明天争光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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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井盖在城市管理中的应用

李　君
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市　100100

摘　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发展迅速。市政、电力、通信等部门有大量市政设备、资产需要管理。通过采用

RFID无线射频识别技术和传感器技术等物联网技术，实行井盖的数字化管理，实现社会资源有效的监管，确保人民群众人身安全。

关键词：智能井盖；物联网；RFID

中图分类号：TB381	 文献标识码：A

1　概述

1.1 背景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发展迅

速。市政、电力、通信等部门有大量市政设备、资产需要管

理。其中井盖成为了不可忽视的一项。大量在外井盖由于缺乏

有效的实时监控管理手段，给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移

动、偷盗井盖等违法行为时有发生，不仅影响了相关设备的正

常工作，造成巨大的直接或间接经济损失，而且丢失井盖的井

口也会对道路上的车辆、行人造成极大的危害，对社会安定、

安全造成负面影响。

住建部于 2013 年 4 月提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窨井盖安

全管理的通知，要求包括城市供水、排水、燃气、热力、房产

（物业）、电力、电信、广播电视等部门，实行井盖的数字化管

理，实现社会资源有效的监管，确保人民群众人身安全。虽然

市政井盖的管理需求是非常明确的，但是目前大量的户外市政

井盖还基本靠人员手工巡查管理，无法实时有效的获得设备的

信息，面对异常情况无法实现实时监控和快速高效的管理。

1.2 思路

基于上述市政井盖管理所存在的问题和挑战所提出的井

盖智能管理系统，采用基于 RFID 无线射频识别技术、传感器

技术、地理信息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及其他无线通信技术等

物联网相关技术，实现城市井盖和事件管理的智慧化、网络化

和空间可视化，创新市政井盖管理模式，完善市政井盖管理流

程，建立一套科学完善的监督评价体系，并实现现有相关资源

的共享，提高城市综合管理的效率和水平。

2　原理

2.1 工作原理

井盖智能管理系统是基于市政管理相关部门对市政井盖管

理的需求，实现对井盖区域定位信息化管理的目标。

系统整体由感知层、网络层和应用层 3 个部分组成。感知

层网络平台建立后，为市政井盖上安装内嵌有各种传感器的电

子标签，当其姿态、位置或状态发生异常变化时，其上的电子

标签通过传感器立即感知，并向附近的基础服务网络智能网关

即基站发送报警信息，该报警信息通过智能网关上传到监控中

心，管理人员通过系统管理平台，就可以在电脑屏幕前，第一

时间看到管理对象的状态变化和报警信息，为采取行动措施极

大地缩短了响应时间，从而为这些市政井盖提供了低成本、实

时高效的监控管理手段。

基 站 通 过 RFID 技 术 接 收 井 盖 信 号 ，并 通 过 Ethernet 或

CDMA 通信方式，将信息传送至路灯管理中心信息中心，将前

端感应装置编码、编号和位置信息与 GIS 地图结合，迅速判断

被监控对象的位置与状态并进行报警，报警将通知市政部门管

理中心及相关人员手持终端，可及时迅速地调动相关工作人

员，及时解决故障，消除安全隐患。

系统还可实现信息录入 / 导出功能、报警显示功能、报警

联动功能、卡 - 卡联动功能以及信息查询统计功能，通过内置

的模块对区域内井盖进行数量统计管理，方便盘点清算工作。

井盖智能管理系统通过将有源 RFID 标签固定在路灯灯杆的杆

体上，通过射频识别传输技术将 RFID 标签上的井盖信息发送

到周围的 RFID 基站上，RFID 基站接收到信息后通过 Ethernet 或

CDMA 网络传输到市政管理中心平台，由管理员对相关日常、

报警等信息进行及时管理。

2.2 RFID 介绍

RFID（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射频识别）是一种非

接触式的自动识别技术，它通过射频信号自动识别目标对象并

获取相关数据。其识别过程无须人工干预，而且可以识别高速

运动物体和同时识别多个标签，因此其操作的快捷方便是一大

优势。

RFID 是 一 种 简 单 的 无 线 系 统 ，其 系 统 一 般 由 读 写 器

（READER）、电子标签（TAG）和中央信息系统三个部分构成。

其工作原理也非常简单：读写器通过主动（无源电子标签）或

被动（有源电子标签）方式获得电子标签的信号，解码后送至

中央信息系统进行有关数据处理。目前市场上无源电子标签占

据 80% 以上份额，而有源电子标签不足 20%。

在物联网逐步搭建的过程中，要使物与物之间建立“联

系”或者产生“智慧”，那么进一步的交流和控制前，首先就

必须了解物的独特属性，即物的身份、位置和状态。这就是

RFID 射频识别技术为什么如此受到重视的原因，因为它生来就

是用于进行非接触式的身份识别和状态描述的。

因此，应用有源 RFID 技术实现对市政井盖身份识别、状

态监测的智能化管理是用物联网技术提升城市管理信息化水平

的重要体现。根据市政井盖管理中心对相关市政井盖的管理需

求，通过在道路上架设特定的射频信号接收终端即基站，为井

盖加装 RFID 电子标签，实现状态监测、非法报警、定位追踪

等智能管理功能。在市政设施发出报警信息时，系统能够及时

调度相关工作人员，及时解决故障，消除安全隐患。

3　方案

3.1 架构

井盖智能管理系统通过在灯杆上固定安装基站，通过设置

倾角检测模块的报警角度，对井盖进行监控，当井盖被非法移

作者：陈仲实 指导教师：万新华    学校：华中师大一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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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或打开后，基站利用RFID技术接收信号信息通过Ethernet或

CDMA网络将信息传送至相关管理部门总控/分控中心，将前端

感应装置编码、编号和位置信息与GIS地图结合，迅速判断位置

与状态并进行报警，报警将通知管理部门报警中心及相关人员

手持终端，及时迅速地调动市政部门工作人员，实施联动调度。

图1　系统原理图

井盖内置倾斜及振动感应一体的电子标签，井盖状态正常

时，电子标签处于休眠状态，当井盖异常开启时，电子标签立

即发出报警信号。对于安装有电子标签的井盖，在其被盗走的

过程中，系统可以实现实时的定位和跟踪，便于管理人员找回

井盖并协助警方抓捕盗窃嫌疑人。

3.2 组成

系统整体由 2.4G 基站、标签和系统软件 3 个部分组成。

●基站

基站为智能长距离读写器，是物联网系统的信息中枢设

备。基站不断采集周围定位卡发出的射频标识信息，并通过无

线通信网络（CDMA 网络）上传至采集服务器，为物联网系统

提供高精度、实时数据采集。

●标签

（1）射频发射功率小，只有 -10dBm，对人体无伤害；

（2）超长工作时间。电路采用低功耗设计，降低电路功

耗，一节纽扣电池可以维持定位卡正常工作 2 年；

（3）采用有源 RFID 技术，数据自动发送，无需唤醒机制；

（4）定位卡支持激活和休眠模式；

（5）RFID 和传感技术的完美结合相结合。标识卡采用加速

度传感器、光敏传感器实现倾角、震动和光线强弱的检测。

（6）支持双频工作，具有低频唤醒功能。

（7）具有防撕报警功能。

（8）采用高性能锂氩电池适应在户外高低温环境下工作。

●软件

井盖智能管理系统软件功能模块主要包括定位显示功能、

报警管理功能、地图显示、用户管理和统计报表管理等。

图2　软件示意图

4　结语

采用基于 RFID 无线射频识别技术、传感器技术等物联网

相关技术，可实现城市井盖和事件管理的智慧化、网络化和空

间可视化，创新市政井盖管理模式，完善市政井盖管理流程，

建立一套科学完善的监督评价体系，并实现现有相关资源的共

享，进而提高城市综合管理的效率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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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全球经济与汽车工业的飞速发展，城市的扩张伴随着汽车的数量迅

速增加，汽车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元素。同时由于内燃机、电动机技

术的进步，汽车速度越来越快，性能越来越强，汽车的安全性能也日益受到人们

的重视，一系列主被动安全辅助驾驶功能广泛应用。现代车辆制造技术越来越成

熟，车辆本身的安全因素造成的交通事故所占比重越来越小，驾驶员的个人因素

已成为交通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因此，对驾驶员进入疲劳驾驶时的状态进行实

时监测和有效预防，能够大大降低因驾驶员疲劳而导致的交通事故发生概率，进

而保护人身财产安全。针对驾驶员的身体状况和疲劳程度我们提出一种基于北斗

定位导航系统的疲劳监测辅助系统，通过智能可穿戴设备，结合定位导航技

术、视觉图像处理技术、人工智能与多信息融合技术以及物联网技术，实现一种

通过多信息融合的辅助驾驶系统。该系统可以用于对长途货车、客车、危险品运

输车辆，通过对驾驶员的生理信息、外部特征和操作状态，给出当前驾驶工况下

的辅助方案。 

【关键词】北斗系统   多传感器融合   疲劳检测   辅助驾驶 
【Abstract】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global economy and automobile industry, 
the expansion of cities is accompanied by the rapid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automobiles, which have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element in daily life. At the same 
time, due to the progress of 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 and electric motor technology, 
the speed and performance of cars are getting faster and stronger, and the safety 
performance of cars is gett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A series of active and passive 
safety assistance driving functions are widely used. Modern vehicle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mature, and the proportion of traffic accidents 
caused by the safety factors of vehicles is becoming smaller and smaller. The personal 
factors of drivers have become the main causes of traffic accidents. Therefore, 
real-time monitoring and effective prevention of drivers' fatigue driving state can 
greatly reduce the probability of traffic accidents caused by driver fatigue, thus 
protecting personal and property safety. According to the driver's physical condition 
and level of fatigue we put forward a kind of auxiliary fatigue monitoring system 
based on beidou navigation and positioning system, through the intelligent wearable 
devices, application in navigation and positioning technology, visual image processing 
technology, multiple information fusion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nd the 
Internet of things technology, realize an auxiliary driving through multiple 
information fusion system. The system can be used for long-distance trucks, 
passenger cars, dangerous goods transport vehicles, through the driver's physiological 
information, external characteristics and operating status, the current driving condition 
of the auxiliary scheme.
【Key words】Beidou System，Multi-sensor fusion，Fatigue Testing，Assisted 
Dr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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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概述

1.1 研究背景 

随着城市的扩张与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出行方便快捷的要求越

来越高，导致近年来机动车数量急剧增加，汽车已经成为人们必不可少的出行工

具。然而，汽车产业的繁荣发展却带来了交通事故的增长。据全国交通事故统计

显示：2010 年，全国共接报道路交通事故 39 万多起，同比增加了 36%左右。其

中，出现伤亡的道路交通事故共计 219521 起，死亡人数高达 6.5 万人，直接财

产损失达 9.3 亿元。交通事故频发的原因，主要由于酒后驾车、违章超载超速以

及疲劳驾驶[1-2]。 

为了限制酒后驾车、违章超载超速行为，国家不仅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

并且对驾驶员的日常驾驶行为进行监督与管控，尽可能的降低该类因素导致的交

通事故的发生。而疲劳驾驶行为多由驾驶员缺乏主观安全意识造成，且不易受监

管，为交通事故埋下了安全隐患。国内交管部门数据表明，有 60%以上的交通事

故和疲劳驾驶有关，驾驶员疲劳直接造成的交通事故发生率占总事故数的 25%
左右。很显然，疲劳驾驶已经成为交通事故中的最大杀手[3]。 

由于疲劳驾驶已成为发生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因此，对疲劳驾驶的研究就

十分的重要。如果在驾驶员驾驶疲劳时，能够对驾驶员进行提醒，那么就能够有

效降低由驾驶员疲劳导致的交通事故发生率，就显得十分重要。因此，通过对驾

驶员生理特征、面部特征和驾驶行为特征进行实时监控，利用这些特征信息对驾

驶员的疲劳程度进行感知，对车辆釆取相应智能协同控制，避免驾驶员在疲劳行

驶状态造成事故[4-6]。 

1.2 疲劳驾驶研究现状 

通过调研疲劳驾驶检测技术发现，主观检测技术和客观检测技术是目前两类

主要的驾驶疲劳检测技术。图 1 表示常见的疲劳驾驶监测方法。

主观监测主要是驾驶员通过记录行车前后的疲劳状况如：睡眠调查表和睡眠

尺度表等，然后分析这些表格的结果，根据经验判定驾驶员疲劳程度。此方法具

有操作简便，易于实施和使用的优点，但这种方法的缺点是可靠性不高、容易受

主观因素的影响，很难保证检测的精度，而且由于驾驶员个体的差异性，没有统

一的评价标准供判别使用[7]。 

客观检测法主要通过外部信息采集设备对驾驶员的一些疲劳特征进行客观

的检测，这种方法避免了主观性强的问题，可靠性有很大的提高。从检测对象的

角度，客观检测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1）驾驶员生理特征监测，如脑电、心电信号、脉搏检测、肌电信号检测

等。 

（2）驾驶员行为特征监测，如 Perclos 法、眼部特征检测、头部特征检测等。

（3）车辆行为特征监测，如方向盘转动变化检测、方向盘上压力变化检测、

车辆行驶轨迹变化检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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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劳驾

驶监测

主观

监测

客观

监测

心理

评价

驾驶员记录表

皮尔逊疲劳量化表

斯坦福睡眠尺度

睡眠习惯调查

直接式

检测

间接式

检测

接触式

测量

非接触

式测量

基于车辆

行为特征

脑电检测 心电检测

肌电检测 脉动检测

Perclose法 眨眼频率

面部动作 眼角角度

车辆行驶轨迹、速度

方向盘握力、旋转

驾驶员习惯

图 1 疲劳驾驶检测方法 

2.多通道疲劳监测辅助驾驶系统设计

本文基于国内外疲劳监测技术、北斗定位导航技术、多传感器融合与大数据，

提出了一种针对驾驶员疲劳监测预警与辅助驾驶的物联网终端系统。如图 2所示，

该系统分为多传感器融合疲劳检测系统、疲劳驾驶辅助系统和车载定位辅助系统

三个部分。 

疲劳驾驶辅助系统

车载定位

辅助系统 基于多传感器融合的疲劳监测

车辆位置信息

天气、道路类型、时

刻、光线、地区

车辆行
驶特征

提取
脑电信号 肌电信号

多传感器信息融合

预警报警 调控车内温度 危险报警
驾驶员数据上

传云端

语音导航 震动刺激 紧急制动
车辆数据互联

共享

定位

行驶工况

图 2 提出的疲劳驾驶辅助系统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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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基于多传感器融合的疲劳检测系统 

驾驶员在整个驾驶过程中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生理信号、心理信号、驾驶行为

方面。从生物学的角度分析,人体在疲劳时其脉搏、血压、体温、肌电都较正常

有显著变化，同时驾驶员的眨眼频率、方向盘握力也发生变化[8-9]。所以疲劳判

定由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智能可穿戴式监测模块和车载终端模块，分别如图 3
与图 4 所示。

其中智能可穿戴模块包括便携式脑电监测与肌电手环，车载终端具有基于面

部识别的疲劳判定功能，两部分协同完成对驾驶者的生理信息进行采集和监测。

此外，车载终端通过车辆定位信息提取车辆行为特征，通过分析车辆行为特征判

断驾驶者疲劳程度。 

该子系统结合车联网技术，获取当前车辆的行驶工况如天气、温湿度以及道

路拥堵情况等。由于不同驾驶环境下，驾驶者的疲劳感受与疲劳程度不同，系统

需要结合该类信息赋予适当的判断阈值和疲劳等级。 

心率

血压

肌电

脑电

方向盘握力检
测

车载面
部识别 行车轨迹

行驶工况 车网互联

图 3 智能穿戴监测模块         图 4 车载的终端监测模块 

2.2 疲劳驾驶辅助系统 

疲劳驾驶辅助系统根据当前的疲劳驾驶等级和车辆运行状态，提供不同程度

的辅助驾驶方案，例如在高速路行驶过程中，当驾驶员疲劳升级，辅助系统将适

当语音提示并自动降低车内温度、使用震动报警、调节灯光或者降低当前的车辆

最高速度等方式对浅层疲劳的驾驶员进行“警醒”；当天气恶劣时，使用北斗导

航功能，提供给驾驶员距离最近并且最安全的停泊地点。在山区弯道密集路段，

进行急弯震动提醒或者结合导航定位预测弯道角度，给出当前行驶的安全过弯车

速。疲劳辅助驾驶系统在目前提供语音提示与部分驾驶调控策略，但是在无人车

普及的未来，辅助疲劳驾驶系统将会更好的结合人车关系，通过物联网间的数据

及时性，规避交通事故、极大便利人们的出行，在驾驶员极度疲劳时提供自动解

决和应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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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动警醒温度调节

语音提示弯道辅助
停车辅助

灯光调节

图 5 疲劳驾驶辅助系统功能 

2.3 基于北斗的物联网车载定位辅助系统 

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BDS）是中国

自行研制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是全球第三个成熟的卫星导航系统。该由空间段、

地面段和用户段三部分组成，可在全球范围内全天候、全天时为各类用户提供高

精度、高可靠定位、导航、授时服务。短报文通信可以允许用户一次传送 40-60
个汉字的短报文信息，可一次传送 120 个汉字的信息；且已经初步具备区域导航、

定位和授时能力。 

图 6 北斗导航系统示意图 

该子系统采用 V2X（Vehicle to Everything）思想，利用基于北斗定位的物联

网车载终端能够实时获得车辆当前位置信息，将该信息发送到大数据云平台，能

够返回当前位置的道路信息，如拥堵路况、事故易发概率、限速状态，气候信息

如温湿度、风速、当前与未来天气状况，以及周边服务信息如停车场、商场、银

行等。通过车载终端，能够感知外界信息，实现车辆主动互联。 

图 7 V2X 车载互联示意图 

    基于北斗系统的车载终端能够为疲劳驾驶辅助系统提供位置信息与工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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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结合驾驶员的生理信息，综合判断后提供辅助驾驶功能，大大提高了行车安

全，避免因疲劳引发的交通事故。 

3 基于多传感器的智能感知 

3.1 脑电信号的采集与分析 

脑电采集系统的设计如图 8 所示。为了能够稳定的获得有效的脑电信号并且

能够提取可用的信号值，项目采用 Neuro Sky 蓝牙脑波模块 TGAM 套件采集脑

电信号。TGAM 模块是基于 Think Gear Asic 模块开发的一款可编程的半导体芯

片。它能够对采集的信号进行相应的滤波、放大、A/D 转换并输出原始采集的脑

电信号，与传统的湿电传感器相比使用起来操作更加方便。同时其内置的过滤与

去噪电路，能够在使用时自动滤除环境中的各种噪声干扰，并且其功耗低：采用

1.5V 干电池供电，非常适合应用于功耗低的便携式设备中[10]。

TGAM芯片蓝牙模块 电极

图 8 脑电采集装置 

TGAM 主要用于采集和输出脑电频谱，脑电图信号质量，原始脑电图，其

三个主要的脑电参数：专注度、放松度和眨眼信号。该系统采用蓝牙模块进行数

据传输，将 TGAM 芯片采集到的信号传输到电脑端。

脑电图被称为是测量瞌睡的“金标准”，根据脑电图可以比较容易的判断驾驶

员是否处于疲劳状态。脑电图共有 α、β、θ、δ 四个波段，用来反映大脑不同的

状态，疲劳早期，脑电图中 θ、δ 波形变换不大，在疲劳和极度疲劳阶段，θ、δ
以及 α 波的变化都会加深。当 β 波有变化时则往往是从疲劳状态逐步恢复清醒
[11-13]。 

δ 波，频率为 1~4Hz，幅值范围在 20uV-200uV 之间，在成年人极度疲劳或

者沉睡状态下出现，当人们由极度疲劳状态向清醒状态转变时，该波段也会出现

但是不连续。下图为脑电采集 δ波段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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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δ波脑电信号采集波形界面 

θ波，频率为 4~8Hz，该波段的脑电波信号幅度值在 50uV-150uV 之间，当

人体的意识中断、身体感到深沉放松时会出现 θ 波，即我们通常说的入定状态。

该波通常表现为熟睡和觉醒之间。成年人似睡非睡的浅睡眠、极度挫折或者精神

异常呆滞时出现。

α波，频率为 8~14Hz，其幅值电压范围在 20-100uV 之间，人在放松、安静

并且闭上眼睛时特别恒定的脑电波节律，一般人通常在 10Hz 左右，但当睁开眼

睛或者受到刺激时会立即打破这种恒定，比如当人体受到外界的刺激时，此时该

波段受到影响发生变化，其幅度会下降，频率上升。

β波，其频率范围在 14~30Hz 之间，对于该波段有科学家对其进行进一步的

划分将其分为两个波段：高 β 波和低 β 波，其频率分别为 16-30Hz 和 14-16Hz；
β波属于快波，通常出现在人体清醒、意识集中时。当大脑中 β波处于优势地位

时，人的思维、反应以及分析能力都比较活跃。通常将此种状态应用于工作、学

习中效率较高。 

图 10  β波脑电信号采集波形界面 

对脑电信号进行分析研究，可以提取了与人体疲劳有关的特征参数：专注度、

放松度等。通过对专注度和放松度建立 AHP 模型，运用层次分析法推导得出专

注度和放松度的计算公式。同时通过分析得出 α波功率谱密度百分比与眨眼的关

系，经过实验分析得出其判别阈值。可以采用 KNN 算法对专注度与放松度的相

关系数以及眨眼频率进行分类判别。同时根据不同疲劳状态下的专注度和放松度

的关系，计算出驾驶员的疲劳程度对其进行分级预警。

3.2 肌电信号的采集与分析 

肌电信号是指肌肉在收缩时产生的微弱生物电信号，是神经肌肉活动水平的

一种度量。通过电子仪器将肌肉在收缩时产生的肌电信号记录下来，用于分析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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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肌肉的兴奋和传导等功能，是监测人体肌肉活动的重要方式。 

肌电信号是一种非常微弱的生物电信号，具有微弱性、随机性、低频性以及

互异性[14]。其中，低频性表现为原始表面肌电信号的幅值在 0.1~0.5mV 之间波动，

峰峰值一般分布在 0~6mV 之间，均方根值为 0~1.5mV。随机性表现为表面肌电

信号为非稳态随机信号，其幅值随机分布，且基本服从高斯分布。此外，肌电信

号有效频带成分主要分布在 20~500Hz 之间，具有低频特性，并且在不同的运动

模式，同一块表面肌电信号的时域和频域特征均存在差异。图 11 表示肌电原始

信息号曲线。 

图 11 肌电原始信号 

基于表面肌电信号的典型特征，导致信号难以采集且容易受到多种噪声干扰；

因此需要合适的采集和放大设备进行预处理，将模拟信号转化为数字信号。图

12 表示肌电的采集装置示意图，一般包括三部分，肌电贴、采集电路和处理器。

图 13 表示的新型的肌电采集手环，该手环能够摆脱肌电贴和导线的束缚，可以

实现无线传输。 

图 12 肌电采集装置示意图 

图 13 无线肌电手环 

通过分析驾驶过程中肌肉电信号，可以表征驾驶员的驾驶行为，如方向盘转

动或方向盘握力。利用车载终端获取的定位与路况信息，结合当前驾驶行为，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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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9 

断驾驶员疲劳状态。若路面平直，驾驶员长时间无转动方向盘动作，且肌电信号

弱，方向盘握力低，则易处于疲劳状态。 

3.3 面部疲劳特征的分析 

面部状态检测是疲劳检测方法中的重要步骤，通过人脸检测及跟踪、眼睛和

嘴部区域检测、面部状态识别可以有效的判断驾驶员的疲劳程度[19]。基于

Adaboost 算法的经典人脸识别，检测人脸并结合三庭五眼的人脸标准结构，对人

眼的大致区域进行初步定位，在定位成功的基础上，使用眼睛轮廓计算眼睛的睁

眼角度，通过建立模型计算眨眼时间、眨眼频率等参数，比对当前的脑电信号与

北斗定位反馈数据所获取的车辆运行情况可以更加准确的判断当前的疲劳程度。 

驾驶的疲劳程度主要可以分为短时间轻度疲劳和长时间重度疲劳。短时间轻

度疲劳的表现特征主要有：眼速率增加，有些疲劳感觉；换挡不能准确及时，注

意力不集中；汽车没有随着路况的改变及时调整。 

长时间重度疲劳的表现特征主要有：打哈欠的次数增多，感觉头越来越重，

点头频率加快，很难保持驾驶姿态；视线变的模糊，眼睛酸痛、眼睛甚至闭合；

反应变慢，注意力不能集中，思维迟缓；动作僵硬，操作连贯性差、修正不及时，

行驶速度不稳定。 

当驾驶员出现这些疲劳征兆时，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率就会大幅增加。在成

功定位人眼位置之后，便可以研究眼部状态在驾驶疲劳状态下的特征，大量的实

验结果显示，眼睛闭合超过了一定的时间就可以判定驾驶员处于疲劳状态，驾驶

员的疲劳程度越深，眼睛的闭合时间就会越长。根据人眼的开闭状态，可以统计

驾驶员在一段时间内的睁眼时间和眨眼频率。人在正常和疲劳时睁眼时间有着明

显区别。疲劳时，由于泪腺的作用，眼睛会闭合短暂的时间以缓解视疲劳。在行

驶过程中，如果驾驶员闭眼时间超过了一个阈值，则表明驾驶员可能处于驾驶疲

劳状态下。研究发现：正常情况下，人会在一定时间内眨眼一次，当驾驶员眼睛

闭合的时间超过了，说明出现驾驶疲劳迹象，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4.控制算法在系统中的应用

4.1 多信息融合方案 

在驾驶员疲劳检测过程中，由于数据量较大且各检测量的数据类型不同，根

据此特点宜釆用分布式信息融合结构，将多种检测参数融合。驾驶员疲劳程度检

测的分布式信息融合结构流程如图所示[15-17。 

图 14 分布式信息融合 

分布式检测系统在融合节点之前先分别对所有传感器的釆集数据进行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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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感器判定，因而降低了融合的通信开销还可以降低传感器之间的通信带宽，

系统设计可行性较集中式检测结构高，同时降低了系统成本。 

4.2 脑电的专注度与放松度数学模型 

专注度和放松度指数分别是评价驾驶员脑电疲劳的重要参数，其直接反映人

体大脑的集中度水平以及注意力水平的高低。其中，当专注度水平越高同时放松

度水平较低时，则反映此时驾驶员的精神状态越活跃、清醒。反之当放松度水平

越高同时专注度水平较低时，则说明此时驾驶员所处的状态越疲劳。但是当专注

度和放松度水平较接近时，则需要对二者进行分析才能判定其所处的状态。因此，

由于专注度和放松度分别反映着人体的精神状态同时又相互影响，所以为了判别

人体疲劳状态，本文分别对专注度和放松度建立模型进行分析[18]。 

在对脑电信号进行研究时发现，大脑专注度的高低与 Y波、α波、β波段信

号的能量占比有关，当专注度高时，其中的 Y波段和 β波以及 α波的能量占比相

对较大。根据以上特征对专注度建立 AHP 模型可将其表示为：

  100%A mY n t    

其中 A为专注度，m为 Y波的权重系数、n为 β波的权重系数、t为 α波的

权重系数，Y、β、α分别为对应三个波段的能量占比。 
放松度主要用来衡量大脑的平静度水平或放松水平。它可以反映出驾驶员在

驾驶时的精神状况。人在放松度逐渐升高的情况下，其清醒程度会逐渐下降，进

而处于疲劳状态。通过测试发现放松度的高低与 θ波、δ波以及 α波段的信号能

量占比有关，当这些波段的信号能量占比高时，人体的放松度就高。对其建立

AHP模型可将其表示为： 

  100%M x y     

其中为 M放松度、x为 θ波的权重系数、y为 δ波的权重系数、z为 α波的权重

系数，θ、δ、α分别为对应三个波段的能量占比。 
4.3 面部疲劳识别 

基于视觉的人脸检测是计算机视觉中一项关键技术，主要通过对采集的视频

图像检测人脸（包括多个人脸）的位置、动作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人脸

识别、表情识别等，进而实现对在司机疲劳的检测[19]。 

首先采用 Adaboost 算法实现对人脸的精确定位。Adaboost 是基于统计学习

的一种主流算法，经过较长时间的实际应用和不断改进，该算法在计算机视觉领

域内是公认检测正确率较高的算法。它是通过采用级联分类器的方法实现检测，

简单的说就是将待检测图像划分为 N 个子窗口，找出其中的人脸窗口。算法用

于人脸检测速度较快，基本满足了视频实时监控的需求，并且该算法在不同光照、

不同姿态、不同面部表情下都具有很好的检测效果，采用 Haar 分类器作为

Adaboot 主要算法。

Adaboost 采用统计的特征学习算法，在训练过程中根据大量的测试图像学习

他们的特征，从而调整算法中的各种参数，并通过一定的规则计算算法的学习能

力和检测正确率。其基本思想是通过把大量的弱分类器级联（boot），构成强分

类器，专业的分类器具有很强的分类能力。Adaboost 训练强分类器的算法描述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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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定一系列训练图像（x1,y1），（x2,y2），…（xn,yn），其中 xi表示第 i个样本，

yi=1 时为正常人脸（带标签），yi=0 时表示非人脸。对每个特征 featurei，训练一

个弱分类器 hi(x)，之后通过下式计算每个特征生成的弱分类器的权重。 

 j j j i i
i

h h x y  
接下来通过弱分类器级联，叠加成强分类器，通过强分类器的训练，根据如下

公式更新训练数据的概率分布。 

    1 ie
j j jD i D i  

其中，  / 1j j j    ， 0ie  表示样本 xi 被正确分类，否则 1ie  表示未被正

确分类。最终构成强分类器： 

   
1

j
j

H x sign h x b


 
  

 


其中 b为设置的阈值，默认为 0。

Viola-Jones 检测器通过瀑布(Cascade)算法将弱分类器通过级联为筛选分类

器，通过级联，每个连接点都是 AdaBoost 训练得到的参数。通过输入图像在连

接点的计算，通过阈值判定，使带人脸标签的图像均通过，而非人脸图像不能判

定，通过这样大量节点的判定，即通过大量的弱分类器级联，训练连接点参数，

从而实现对人脸的检测。这样能在保证识别正确率的基础上，也保证了系统的实

时性要求。例如在识别率为 99.9%，拒绝率为 50%时，（99.9%的人脸和 50%的非

人脸可以通过），20 个节点的总识别率为:0.99920≈98%，而错误接受率仅为：

0.520≈0.0001%通过此算法，就可以检测人脸。

在疲劳驾驶和疲劳参数的研究上，眼睛的状态是研究最多的，而眼睛的运动

可以有效的反应人的疲劳变化，在眼部疲劳参数的研究中，主要有三个参数：单

位时间双眼闭合数比例 PERCLOS、眼皮闭合平均速度 AECS、视线参数[20]。 
根据国外对于疲劳的研究发现，疲劳程度和闭眼程度的相关性很大，闭眼程

度是检测是否疲劳最可靠和最准确的信息。PERCLOS 是瞳孔随时间的眼睑闭合

百分比的缩写。Walt Wierwille 对 PERCLOS 研究最早，20 世纪 70 年代他就开始

研究眼睛光学变量和疲劳之间的关系。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研究表明疲

劳和缺乏困倦，瞳孔直径，凝视，眼睛运动，眼睛运动和其他因素，并发现

PERCLOS 是疲劳测试最有前途的方法之一。其数据是真正代表疲劳的，是评估

疲劳的最好方法。

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认为这种方法对于检测司机的警戒系

统非常有用，能够实时监测系统并且是一种有价值的技术。PERCLOS 可以用于

硬件要求不高的实时检测。美国联邦公路管理局 FHWA 还建议将汽车司机

PERCLOS 测量作为检测实时非接触疲劳评估方法。

通常 PERCLOS 方法有三种标准： 

P70：指眼睑遮住瞳孔的面积超过 70％就认为眼睛闭合，统计在一定时间内

眼睛闭合时所占的时间比例。 

P80：指眼睑遮住瞳孔的面积超过 80％就认为眼睛闭合，统计在一定时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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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闭合时所占的时间比例。 

EM：指眼睑遮住瞳孔的面积超过一半就认为眼睛闭合，统计在一定时间内

眼睛闭合时所占的时间比例。 

利用 PERCLOS 的测量首先要获得眼部特征，如图 15 所示。PERCLOS 原理

如图 16 所示，可以得到眼睛闭合百分率公式：

3 2

4 1

100%
t t

F
t t


 



图 15 眼部特征点 图 16 PERCLOS 原理 

提取眼部特征的 1、2、3、4 四个特征点，四个点提取出的信息就是（xi,yi），
i=1,2,3,4 眼睛的张开程度 F可以由两个点之间的距离来计算，在正面的人眼中就

可以直接可由点的 y值进行计算：

 1 3 2 4 / 2F y y y y   

鉴于模板包含一些姿态上的变化，所以眼睛张开程度的计算公式可写为： 

        2 2 2 2

1 3 1 3 2 4 2 4 / 2F x x y y x x y y       

左眼提取特征与右眼一样，用同样公式进行计算，若两眼算出结果相差不大，

则取其平均值做为最终的眼睛的张开距离。若相差很大则说明此时模版跟踪失败，

就不再计算此时的眼睛张开度了。根据参数的定义，需要知道眼睛完全张开的距

离，并以此来得出眼睛张开至闭合时候的距离，那么首先需要得到眼睛完全张开

的距离。对于参数的获取设计方法步骤如下： 

1：获取眼睛张开距离 F，做为眼睛完全张开时候的距离值，并可以计算出

眼睛张开的 80%的值 F8 和 20%的值 F2，记录 m=1，n=0，计算 f=n/m的值。 
2：AAM 模板跟踪人眼，对于接下来每一幅图像：若眼睛张开距离 F8≤F≤F2，

则 m=m+1；若 0≤F≤F2，则 n=n+1；并计算 f=n/m的值。 
3：对于每一幅图像的 Fnow值与之前一幅图的值 D=Fnow - Fhef的差，若 D>0

且 F8≤F，则 m=1，n=0。 

5.总结与展望

    针对疲劳驾驶，本文设计了一种基于北斗系统的疲劳监控预警与辅助驾驶系

统，通过对人体生理信息进行采集，配合当前的车辆行驶状况，对驾驶员的疲劳

程度进行判定，并提供驾驶辅助功能，避免因疲劳驾驶造成交通事故。由于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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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庞大，涉及的传感器众多，且生物信号采集存在易受干扰的问题，一方面提高

硬件采集装置的可靠性，另一方面需要更加智能的控制策略，对信号进行分析，

提高整个系统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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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带来的是更高的人口密度，相应的是更密集的餐厅

供给，但享受的却是仍然远低于海外发达国家的人力成本，这意味着可以用更低

廉的成本实现最高效的配送。互联网外卖行业在中国的发酵和外卖经济的发展，

增添了中国经济的活力。随着中国正在实施的自主发展、独立运行的北斗卫星导

航系统在国民经济社会各行业的广泛应用，外卖行业送餐的精度可以得到大幅提

升。 

【关键词】北斗，精准送餐。 

Precise Delivery System Based on Beidou-Beidou Delivery Vehicle 

[Abstract] China's urbanization process has brought about a higher population density and a more 
intensive supply of restaurants, but it still enjoys a much lower human cost than developed countries 
abroad. This means that the most efficient distribution can be achieved at a lower cost.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hree promotes the growth of the Internet takeout industry in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takeaway economy has added vitality to China's economy. With the self-development 
and independent operation of 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being implemented in China, the 
delivery accuracy of takeaway industry can be greatly improved. 

[Key words] 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takeout, precise meal delivery. 

1．背景及意义

1.1 外卖现状 

从 2011 年开始，我国订餐用户规模持续增长。 

基于北斗的精准送餐系统——北斗送餐车

作 者：李德龙、陶振民 、李成昆

指导教师：郑德杨

学 校：临沧市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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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全国餐饮门店数量比上年下降 3.84%，但是全国商业中心餐饮门店数量上

升 185%。 

数据来源：来自公开数据整理 

1.2 中国在线餐饮外卖市场规模分析预测 

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在线外卖商业模式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统

计数据显示，中国在线餐饮外卖市场规模每年保持两位数扩张速度，2017 年外卖

市场规模突破 2000 亿元大关，2018 上半年中国在线餐饮外卖市场规模已超 1250

亿元，预计 2018 年全年整体市场规模将达到 2430.0 亿元。经过近几年外卖服务

的普及，其市场发展已进入稳定增长期，在线餐饮平台竞争重点应从增量转向用

户存量的挖掘，逐步转移到配送效率、服务体验、食品安全的优化。 

1.3 对于网络订餐的吸引人的地方的调查结果 

(本次问卷调查来自**大学。本次调查问卷点击人数为 600 人，其中 564 人填写) 

在填写的 564 人中男女比率约为 1：1  43.22%的同学认为方便才是最重要的； 

37.29%的同学认为是可以提前预定；  37.29%的同学认为在网络上的想吃什么就

是有什么，种类齐全； 33.05%的同学认为可以看图点菜才是关键； 30.51%的同

学认为有多种套餐选择。 

1.4 外卖出现的问题 

近几年，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外卖行业迅猛发

展，其营业额与实体店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足不出

户，便可享受天下美食，现在的人们过着“饭来张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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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随着快餐订单量的增加，送餐问题也暴露无遗：送餐行业缺乏统一的

行业规范，过快发展也带来诸多问题，导致消费者投诉不断。有业内人士表示，

目前外卖配送行业门槛不高，从业者素质参差不齐，人员流动性较大，加上一

些企业管理不到位，诸多因素导致送餐超时、餐品不完整、卫生安全状况差等

问题时有发生，类似“外卖小哥上手

炒菜”的事例，引起消费者广泛的关

注。 

外卖小哥的艰辛也同样如此。 

2.北斗导航系统

2.1 概述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以下简称北斗系统）是中国着眼于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

展需要，自主建设、独立运行的卫星导航系统，是为全球用户提供全天候、全

天时、高精度的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的国家重要空间基础设施。  

   2.2 应用 

   空间段。北斗系统空间段由若干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

星和中圆地球轨道卫星三种轨道卫星组成混合导航星座。  

    地面段。北斗系统地面段包括主控站、时间同步/注入站和监测站等若干

地面站。  

    用户段。北斗系统用户段包括北斗兼容其他卫星导航系统的芯片、模块、

天线等基础产品，以及终端产品、应用系统与应用服务等。  

    2.3 特点 

    北斗系统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北斗系统空间段采用三种轨道卫星组成的混

合星座，与其他卫星导航系统相比高轨卫星更多，抗遮挡能力强，尤其低纬度

地区性能特点更为明显。二是北斗系统提供多个频点的导航信号，能够通过多

频信号组合使用等方式提高服务精度。三是北斗系统创新融合了导航与通信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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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具有实时导航、快速定位、精确授时、位置报告和短报文通信服务五大功

能。 

    2.4 应用的意义 

    将北斗于外卖行业更好的运用，创新性的将送外卖与导航联系起来，利用

北斗的强大的卫星导航功能，帮助外卖行业走向系统化、专业化、高速化，这

样可以使管理更加轻松，运行更加流利高效；减小送餐的成本，加快送餐速度，

赢得消费者的好评； 

3.功能介绍

    3.1 最佳路径选择 

   该功能结合北斗导航功能与大数据云分析，通过对不同的时段车流数据的

分析与合成，综合多方面因素，确定时间最佳航线，再借助北斗导航功能、自

动驾驶功能实现送餐，此外北斗最佳路径选择对建立畅通、高效、安全、绿色

的现代交通运输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2 送餐用时评估 

    对于赶时间的用户来说精准送餐的时间无疑是重要的。本装置应用北斗导

航的精准授时功能，结合现在计算机的计算功能，再以交通运输部门的交通信

息，预算到达订餐用户的时间，同时运用北斗定功能，实现位置的共享，让买

家和卖家都可以随时随地得知快餐位置，这样就可以避免消费者漫无目的的等

待，同时也方便经营者管理. 

    3.3 自动餐品识别功能 

    随着手机的大量普及，互联网飞速发展，二维码扫描俨然成为当下盛行的

便民服务之一，在时间就是金钱的送餐行业，扫码配送无疑是多利之举。在配

送时，每一道单品都可以通过电脑自动生成一个二维码，发送到客户手机，客

户只要把手机的二维码让识别系统扫一扫，即可得到自己的食品，这种方式就

可以提高送餐效率，又可以赢得客户好评，可谓一举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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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保鲜保温与温度分层 

众所周知，食物的温度与口感是密切相关的，所以保温与保鲜成了让客户满

意的一个重要法宝。保温方面，各餐饮企业都已设置了传统的隔离式保温层，

但效果不是很好。短途勉强说得过去，但偏远一点的地方效果就不好了。该

装置据除有隔热层外，还多了一个加热仓，它能够根据路程的远近进行间歇

性加热，保证菜品的温度，尽量保留菜的原汁原味。 

4.工作模块及其原理

    4.1 北斗定位模块 

    在接收机对卫星观测中，我们可得到卫星到接收机的距离，利用三维坐

标中的距离公式，利用 4 颗卫星，组成 4 个方程式求解 4 观测点的三维坐标

（X,Y,Z）及钟差，从而得到观测点的经纬度和高程。接收机也可按卫星的星

座分布分成若干组，每组 4 颗，然后通过算法挑选出误差最小的一组用作定

位，从而提高精度。每颗卫星上的计算机和导航信息发生器非常精确地了解

其轨道位置和系统时间，而全球监测站网保持连续跟踪。在外卖箱的侧面设

一防雨的空间，加装隔热层，用来安装定位导航仪。该定位仪连接信号接收

天线以及发送天线，接收天线用无线电与北斗系统连接，接收它提供的位置

信息，并利用它实现导航。此外，用导航仪上的无线发射器通过发送天线与

管理系统连接，共享信息。 

    4.2 测量分析模块 

    一般的导航系统也能测距，但北斗系统测距更精准，更省时。在该外卖

车的自动导航仪中，能够时时接收到来自北斗的地图，并自动计算出与目的

地之间的距离。结合外卖车的平均车速以及各路段的路况，车载微型电脑便

能估算出时间，通过发送天线将信息共享到客户及卖餐人员提供参考。 

     4.3 餐品自动分类模块 

     用户订餐后，订餐平台将餐品信息发送到外卖车的中央处理器中进行自

动分类，内容包括餐品的名称及类型、适宜保存的温度、适宜加热时间、客

户远近等，传给车头中安装本店的餐品识别器，自动扫描二维码后可以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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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方便外卖人员装仓。 

    4.4 保险保温模块 

    储存箱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热仓储存温食，另一部分为冷仓储存冷食、

冷饮。加热仓周围是热敏电阻当温度低于设定温度时加热仓就会启动热仓和

冷仓之间有隔热层，冷仓工作不受热仓干扰，最大限度地保持了 食物的原汁

原味。 

    4.5 餐品自动识别模块 

    本模块采用数据的一一对应关系，在用户订餐后自动生成二维码，并通

过物联网技术将餐品与二维码联系起来，在用户提供相应二维码后本模块可

选出对应的餐品送给顾客。 

5.原理导图

6.应用前景

在送餐事故频发的现当代，对应商家频频被投诉，消费者对食物的要求越

来越高，为了顺应时代的发展，北斗送餐车利用北斗系统进行精准高效送餐。

一方面智能系统的利用大大减少了人力资源浪费，另一方面精准高效送餐提

高了服务水平与质量，既方便了经营者的管理，又为社会提供了安全有保障

的送餐一条龙服务，必成位时代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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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问题提出 

江河管理保护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上下游、左右岸、不同行

政区域和行业。我国从 2016 年开始全面推进河长制，有力促进了水

资源保护、水环境治理等工作。重庆市北碚区也于 2017 年 4 月开始

全面推进河长制。嘉陵江是北碚区最大的一条河流，推行河长制一年

多的时间，嘉陵江支流水质现状如何？采取了那些防止措施？还存在

污染没有？ 

由于嘉陵江支流众多，每条支流的河岸线长。我们通过北斗卫星

地图，由上而下查看嘉陵江，梳理嘉陵江支流，发现其中一条支流黑

水滩河，起源于重庆渝北区茨竹镇宝顶山，流经北碚区金刀峡镇、复

兴镇、水土镇，经水土镇兴仁村汇入嘉陵江。 

在北斗卫星地图上发现，黑水滩河在北碚区域上游由圣天湖村

— —桃子坪村——偏岩古镇，一直向下游流去。其中桃子坪到偏岩

古镇段约 2.5 公里，桃子坪村目前以农业为主要产业，而偏岩古镇以

旅游为主要产业。这段河流不仅应用农业灌溉，还应用于农村生活（洗

涤），且是下游的饮用水源。河水不仅受农村生产、生活的影响，也

受旅游的影响，具有代表性，因此项目组选择黑水滩河进行调研。 

2、调研内容 

通过资料查阅，项目组准备利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定位，对黑水

滩河的水环境进行调研，包括河水水质现状、防止污染措施、污染源

黑水滩河水环境调研报告

作 者：谢之思、胡馨元、黄思宬、胡馨木

指导教师：李海涛

学 校：西南大学附属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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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调研等。 

（1）河水水质情况调研：主要对河水的 PH 值、臭度和透明度进行现

场抽样检测。 

（2）防止污染措施调研：对调研河流段目前是否采取措施防止污染

进行调研，对防止污染措施的效果进行调研。 

（3）污染源调研：对调研河流段目前还存在的污染源进行调研。

3、研究技术路线 

3、现场调研 

    调研组选取桃子坪到偏岩古镇段 2.5 公里进行水环境调研，该段

河流从河长制分属上属于黑水滩河金刀峡镇河段，从 2017 年 8 月开

资料查阅 

提出建议 

确定调研内容、制定调研方案、设计调研表 

调研 

调研资料分析总结 

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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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实行河长制（见图 1）。 

图 1 河长公示牌 

（1）水质调研

调研组在北斗卫星地图上选取了调研段河流的源头(桃子坪）和

末端（偏岩古镇）两个点，在手机北斗导航指引下，驱车加步行到现

场进行了抽样（见图 2），分别进行了水质的 PH 值、臭度及透明度

检测。因为河水比较浅，深度在 0.5 米以下，因此在河流中心水深

1/2 处用容器取水，取水容器通过 3 次以上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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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现场抽样 

PH 值检测采用 PH 值检测仪（见图 3）和 PH 试纸检测，因试纸误

差大，以仪器检测为准。 

图 3   水质 PH 值检测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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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度检测，利用矿泉水瓶（在河流中心多次冲洗）取 100ml 水，

从瓶口闻气味，项目组每个成员均对所取水样进行闻味，得出每个人

的感受，综合感受，按照表 1 的标准进行臭度等级评价。 

表 1  臭强度等级 

等级 强度 说明 

0 无 无任何气味 

1 微弱 一般人难于察觉，嗅觉敏感者可以察觉 

2 弱 一般人刚能察觉 

3 明显 已能明显察觉，需加以处理 

4 强 有很明显的臭味 

5 很强 有强烈的恶臭 

河水透明度度现场检测，通过观察较深处河底情况进行初步判

断，利用矿泉水瓶取水样，将振荡均匀的水样倒入有刻度的透明筒（见

图 4）内至 30cm 处，从筒口垂直向下观察，如能看清楚瓶底铅字符，

则水质透明，反之，如不能清楚地看见瓶底符号，则透明度不达标。

对于透明度不达标的水，可缓慢地放出水样，直到刚好能辨认出符号

为止，记录此时水柱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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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透明度计量筒 

（2）防止污染措施

通过对沿河两岸居民的走访和现场踏勘，调研河长制以来，对调

研河段采取了那些保护措施，防止河流污染。了解这些保护措施防止

水质污染的途径及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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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走访沿河村民 

（3）污染源调研

通过对沿河污水排放、垃圾处理、河水使用、家禽养殖等情况进

行现场勘查，调研收集河流目前有哪些污染源。记录这些污染源的类

别与名称。 

图 6  查看污水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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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调研结果 

（1）水质

对调研段河流源头（桃子坪）和末端（偏岩古镇）的河水 PH 值、

臭度和透明度进行现场检测的结果，见表 2。 

表 2   水质现场检测结果 

编号 检测点 PH 值 臭度 透明度 水质是否达标

1 源头（桃子坪） 8.03 0 度 透明 是

2 末端（偏岩古镇） 7.96 1 度 透明 是

根据现行《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要求，PH 值应

不小于 6.5 且不大于 8.5，水应该无异臭、异味，即臭度应该在 2 以

下，水质应透明。通过现场对河水的 PH 值、臭度和透明度检测，初

步判断出，调研段河流的水质能够达到饮用水源的要求。把取样的水

带回实验室检测，检测结果满足饮用水源卫生标准要求。 

（2）防止污染措施

通过调研发现，为进行黑水滩河的保护，当地推行了以下环保措

施： 

①城镇修建下水道，防止污水直接排入河流，污染河水。

②城镇段修建两岸河提护栏，增设垃圾桶，防止固体垃圾扔进河

流。 

③禁止在河中进餐，防止食物油污等污染河流。

④上游农村段，为防止固体垃圾污染河流，设置了沿岸垃圾站（见

图 7），倡导村民进行垃圾分类（见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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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沿岸垃圾站 

图 8  农村垃圾分类 

⑤为防止农村厕所生活污水排入河流，上游沿岸的农村建筑进行

了改厕，把常用的水厕改成了旱厕（见图 9），利用稻草、树叶、锯

木面等农业废弃物，根据微生物原理，对粪便进行除臭堆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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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农村旱厕 

⑥为防止农村生活污水污染河流，对上游沿岸的农村建筑生活污

水采用生态湿地进行处理（见图 9）。 

图 10  生态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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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为防止过渡家禽养殖对河流产生污染，沿岸农村禁止在河域规

模化养殖家禽，因此河里只有几只鸭鹅。 

（3）污染源调研

通过调研发现调研段河流的污染源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生活污水排放任然存在。偏岩古镇开发旅游，虽然修建了排污

管网，但也存在一些餐馆直接向河流排放污水的现象，见图 11。 

图 11  生活污水直接排放 

②固体垃圾的随意扔弃。还是存在向河流域扔固体废弃物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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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 12。 

图 12  固体垃圾 

③在河流进行衣物等清洗。农村家庭虽然有洗衣机，但还存在到

河流边洗衣的习惯，洗剂用品对河流也会产生污染。 

6、结论与建议 

（1）结论

通过对黑水滩河桃子坪至偏岩古镇段的水环境调研，发现在河长

制实施一年以来，调研段采取了很多有效的防止河流污染的措施，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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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措施值得推广，在这些措施作用下，水环境得到了改善，河域环境

变得更漂亮了，来旅游的客人也越来越多了，周边农民的经济收入也

提高了。 

（2）建议

虽然黑水滩河通过河长制管理的有效举措，践行了习书记的“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但是目前还存在污染源，为进一步提高黑水

滩河的水环境，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调研组根据调研情况提出如下建

议： 

①进一步加强沿岸建筑的污水排放管理。对于城镇段建筑，应逐

一排查其污水排放情况，务必让所有污水均进入市政管网，集中进行

污水处理后排放。对于农村建筑，推广旱厕和生态湿地，杜绝生活污

水直接向河流排放。 

②加强固体垃圾管理。在游客较多区段还应增加垃圾桶，同时可

以增加一些禁止向河流扔固体废弃物的公益广告牌，在旅游旺季派出

督查管理人员，发现向河流乱扔垃圾的现象，对实施人采取罚款或 1

小时义务河流垃圾清理劳动处罚。 

③加强水环境保护宣传，提高公民素质。

④可以利用北斗卫星系统，建立大数据，对河流的水资源进行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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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龙舟竞赛是汨罗市的一项大的活动和体育盛事，将北斗定位技术运用于

龙舟赛前运动员的训练和龙舟竞赛的成绩判定分析上，是展现我国自主研发科技的

很好的方式。本文分析北斗差分定位技术，结合龙舟竞赛对于测量仪器的精度要

求，提出一个固定基准站两个流动基准站的定位计时系统。系统采用二次差分定位

计算，能更进一步提升测量精度，满足判定龙舟竞赛的精度要求。 

Summary：The dragon boat competition is one of the greatest events， 

which    shows the best way to develop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our 

country by using Beidou positioning technology for the dragon boat 

competition。It analyses the Beidou positioning technology and meets the 

accuracy of the measuring instrument，raising a fixed reference station 

and two mobile reference stations。The system uses the second differential 

positioning calculation ，which can further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the 

measuring instrument in order to meet the requirement in the dragon boat 

competition。 

关键词：龙舟竞赛，差分定位，北斗 

Key words： the dragon competition 

the differential positioning 

Beidou 
一．研究背景 

1.1 汨罗龙舟竞赛发展现状 

战国时楚国诗人屈原投汨罗江而死。为怀念屈原，接待海内外来宾，湖南省

汨罗市 1987 年成功创制汨罗龙舟，于 2005 年创建汨罗江国际龙舟竞渡中心，每

年五月举办国际龙舟节。有 30 几万国内外运动员和游客齐聚汨罗。汨罗国际龙

舟节已成为汨罗市旅游宣传最重要的一张名片；同时带动了汨罗市经济的发展。

作为一名汨罗人，想着如果在这样的赛事上能运用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北斗系统

对龙舟进行精准定位，那就会提升测量精度，使竞赛更公平；国之重器北斗加传

统节庆龙舟，也是一项很有爆点的宣传噱头。目前汨罗国际龙舟节上主要是人工

计时，另外采用全彩色型网络化终点摄像计时及判读系统作为计时工具，该系统

可打印图像，通过图像对比判定成绩，具有较高的精确度，但该系统只能判定终

点状态，对于龙舟运行过程中的状态无法呈现。 

1.2 龙舟竞赛介绍 

北斗差分定位技术在汨罗龙舟竞赛中的应用方案研究

Research on application programs of beidou differential

location technology in miluo dragon boat race

作 者：杨一阳、郭东明、黄火龙、苏沛尔

指导教师：湛立坤、苏军辉

学 校：湖南省示范性高中汨罗市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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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舟竞赛在竞赛形式上分为直道竞速赛，环绕赛，拉力赛，其中直道竞速赛

要求赛道在 1000 米的标志清楚且无任何障碍的直线航道上进行；环绕赛要求在

半径不小于 50 米直线距离不小于 500 米的水域上进行；拉力赛要求在封闭的自

然环境水域进行。按距离可分为 250 米 500 米 800 米 1000 米 5000 米 10000

米 20000 米 10 公里以上几个项目。龙舟竞赛所用航道的长度和宽度都需专业人

员进行测量并且有精确的平面图纸。 

1.3 龙舟赛训练技巧 

影响比赛成绩的因素很多，当前的技术发展主要是动作实效。舵手的姿势分

三种，站立把固定舵，站立把活动舵，坐着把活动舵，他是非常重要的角色，掌

管着龙舟的行进方向，又可防止“串道”犯规而取消成绩。鼓手，节凑非常重要，

要考虑比赛情况，审时度势。划手随着鼓点入水划桨，划手要求统一举浆，入水，

出水，保持步调一致。在北斗的技术支持下，对划水的速度，角度，距离，路线

等训练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从而快速提高训练技巧。另外任何一条河流深浅、弯

曲、流速不一，从动态的思维使龙舟训练也起到积极作用。

1.4 北斗差分定位技术的研究现状 

庄皓玥等人在研究差分技术原理的基础上，建立了伪距差分和载波相位差分

的模型，并搭建了动态跑车实验平台，进行定位精度测量试验。试验显示载波相

位差分定位精度优于 0.04m。周建等人在《机载北斗差分定位系统的测量船应用》

一文中提出使用搭载北斗差分定位系统的无人机监测测控设备测量精度的方案，

并研制出了一套适用于码头和海上的无人机差分定位系统。根据学者的研究表

明，目前利用北斗差分定位技术，其测量精度是可以满足龙舟比赛的精度要求的，

因此，将北斗差分定位技术用于龙舟竞赛的比赛计时中具有可行性。 

二．北斗差分定位技术的实现原理 

目前我国北斗定位精度在 10 米，之所以产生定位误差主要是在卫星定位的

过程中会产生一系列的误差，这些误差包括空间部分的误差、传播路径过程中产

生的误差以及在接受信号过程中产生的误差。其中空间误差包括了卫星的时钟误

差和卫星的星历误差；传播路劲误差主要是在电离层和对流层由于带电粒子和气

流对信号干扰产生的误差；用户误差包括接收机噪声误差和在传播过程中由于多

个路劲接收产生的误差。如图 1所示。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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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些误差的存在，卫星在定位的过程中会存在较大的误差。要提高定位

精度就要减小这些误差。通过学者的研究以及研究出一种比较好的减小误差的方

式，即差分定位。差分定位原理如图 2所示，利用两台接收机接受信号，一台为

固定基准站，另一台为移动基准站，在一定的基线距离内，两台基准站所观测到

同一卫星的误差基本相同，而固定基准站的位置是已知的，以此进行差分计算，

可以很大程度上减少或者消除两基准站包括卫星星历误差、卫星时钟误差、电离

层误差、对流层误差在内的公共误差。通过差分定位能够将北斗导航的定位精度

提升至厘米级，完全满足龙舟竞赛测速的精度要求。 

图 2 

三、总体设计 

装置由北斗模块、时钟模块、摄像模块、通讯模块四部分构成。装置由裁判

员开启，裁判员发布比赛开始指令的同时开启装置，时钟模块开始计时、北斗模

块开始记录并利用通讯模块发送位置信号，摄像模块实现实时转播。装置主板采

用 arduino 板为主控板。装置结构如图 3所示。 

图 3 

3.1 北斗模块研究 

分析龙舟竞赛赛事，按比赛规格可分为 250 米 500 米 800 米 1000 米 5000

米 10000 米 20000 米 10 公里以上几个项目。对于长距离比赛由于龙舟位移较

大，且两岸观众较多，采用单一固定基站的差分定位还是会有较大误差，因此本

文思考在固定基准站的基础上，增加一无人机，无人机上搭载的移动基准站，进

行二次差分定位，如此通过两次差分定位，能更进一步提升测量精度。系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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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4所示。 

 

图 4 

 在附近开阔地段设置固定站基准站，固定基准站的坐标位置已知，在龙舟和

无人机上分别设置移动站接收机，同步接受北斗卫星信号，此时测量船的基准站、

无人机的基准站和地面固定基准站的公共误差为卫星星历误差、卫星时钟误差、

电离层误差和对流层误差，通过计算可以很大程度消除公共误差；由于地面固定

基准站的坐标位置已知，通过计算可以得出龙舟的运行轨迹与运行时间。北斗测

量模块统一安装在龙舟船头处。 

3.2 时钟模块与摄像模块设计 

 由于龙舟比赛在河道中进行，对于比赛过程中龙舟的具体运行状态，运行路

线难以让裁判以肉眼监测，因此在本应用方案里，可以在无人机上安装 CCD 数位

摄像头，在提供基准信息的同时实时记录龙舟的运行状态，为后期比赛判定留存

依据。时钟模块安装与龙舟上，与北斗模块一体，当裁判发布比赛开始指令后时

钟模块开始计时，当北斗芯片监测到龙舟到达终点时钟模块停止计时，实现时钟

模块与摄像模块的同步。 

3.3 通讯模块设计研究 

 龙舟比赛是一个实时的可观看的比赛，比赛成绩也需要实时观察，因此装置

测量的数据要实时传递到处理中心，裁判员根据实时数据判定比赛。装置采用

4G 模块进行数据的实时传输，需要传输的数据包括龙舟、无人机的位置信号，

无人机拍摄的实时画面，让裁判在监控端可以实时监控竞赛，判定竞赛。信息传

递过程如图 5所示。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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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结 

 将北斗定位技术应用于汨罗龙舟比赛，一是提供龙舟比赛前期运动员训练的

全方位情况，达到反复练习，纠正错误动作，快速提高训练技巧的有效途径。二

是可以提高比赛计时的精准性；动态记录比赛实时情况，起到裁判工作的作用。

同时也是利用北斗扩大汨罗龙舟知名度的极好方式。本文提出利用无人机进行二

次差分定位提高测量精度的测量方式，该方案的测量精度比单点定位和一次差分

定位的测量结果高，对于提高龙舟竞赛计时的精准性有很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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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近些年来我国校车交通事故的频发性，本文设计了基于北斗导航的

校车监控系统，该系统利用位置跟踪模块，故障检测和确定模块，驾驶员提醒模块，

消息通信模块，整体框架模块实现校车司机身份识别、车内空气质量检测、北斗卫星

定位等功能。当检测到异常时，系统将通过语音报警系统提醒驾驶员和乘客，并通过

GPRS 模块将信息发送到后台校车监控中心。实时显示校车运行状态，并在 Android 平

台上进行监控，并做出响应，从而有效避免因校车异常造成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

【关键词】北斗导航，空间定位，Android，校车安全

一、背景及意义

近些年来，校车事故频发，校车安全问题也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

2015 年 4 月 7 日，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市普照寺附近，神皋幼儿园校车经过普照

寺段。被一辆土方车撞凹，导致多人受伤。2017 年 1 月 3 日下午 5 点，在安徽

省合肥市岐江县唐江镇的一所乡镇学校，一辆幼儿园校车正在回家的路上。发

生了无意的侧翻，一名儿童当场死亡，一名儿童因过度受伤而死亡。另有 12 名

幼儿受伤。

为加强校车安全管理，确保校车学生人身安全，中国于 2012 年 3 月 28 日

在国务院第 197 次常务会议上通过了“学校安全管理条例”。该规定于 2012 年

4 月 5 日由国务院颁布。

基于北斗的校车安全监测系统

作 者：桂得铭、苏鑫雨、张博淋、郭子杰

指导教师：

学 校：天津泰达枫叶国际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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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校车失事事故图

该制度要求地方政府依法保护学生不进入学校或寄宿学校或入学，减少学生

交通风险。在农村地区难以保证进入附近学校，公共交通无法满足需求，应采取

措施确保学生接受校车服务。该条例还设定了校车使用许可。校车安全的技术要

求和校车司机的资格要求比普通乘用车更严格。该条例第六条要求：国务院标准

化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公安，交通等部门，按照确保安全和

经济应用的要求，制定并及时修改生产校车的企业应建立健全的产品质量保证体

系，确保校车生产符合国家校车安全标准;不符合标准的，不得出厂、销售。同

时，优先考虑校车，明确规定校车的最高速度和禁止超载。对非法使用车辆或提

供校车服务，未履行安全管理职责，包括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规定了法律责任。

近年来，校车事故频繁发生，原因有以下几点：

1）校车司机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存在不当行为。例如，超载，加速违规和

其他行为是严重的。当校车司机不在时，学校会暂时安排校车开车去那些没有校

车经验的人，从而增加了风险。2）校车安全性有待提高。作为承载学生这一特

殊群体的交通工具，校车应当具有更高的安全性，能在各种危机状况发生时，最

大程度的保障学生安全。现在很多校车的安全性能还与普通车辆相近，甚至有些

还不如，所以导致许多灾难发生时，造成了很大的人员伤亡。3）校车安全监管

难。虽然颁布了相关法律，但真正监督校车安全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在现实

生活中实施起来比较困难，导致校车监管不到位的现象。4）安全意识培养欠

缺。很多时候，大家没有意识到校车安全的重要性，在意识上的疏忽导致了校车

安全保障工作的缺失。同时，学生在安全方面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因此在紧急

情况下他们没有足够的自我保护意识和知识。

校车交通事故的发生严重影响了学生的生活，也给父母带来无法忍受的精神

痛苦，它对学校和社会造成了许多直接和间接的不良影响。虽然校车规格已经发

布，但由于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资源进行监督，导致实施起来非常困难，存在很

多漏洞。因此，必须找到一种有效便捷的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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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统设计

结合上述背景，我们设计了更适用的校车检测和事故通知系统，提高校车的安全

性能，加快事故的发现和救援。首先，当校车正常运行时，父母还可以检查校车的运

行状态，包括运行地点和运行速度以及到达父位置的时间。并且设定校车行驶速度和

时间，对驾驶员行驶状态进行监察。其次，系统可以快速确定校车发生故障或发生事

故时的当前情况。并迅速将提示信息发送给驱动程序，然后根据系统的当前判断和驱

动程序对提示信息的反应，将相应的信息发送给基站和父母。通过这种方式，父母可

以第一次知道校车是否发生故障或发生事故。

为此我们设计的实现方案是：校车配备了校车检测和事故通知系统，结合了

北斗导航和 Android 平台，驾驶员执行相关操作。该系统在校车运行时运行，并

且基站终端和父终端在校车上行驶时远程操作该系统。基站终端周期性地向校车

终端发送检测信号，如果检测到校车在两个或多个连续周期内停留在相同位置，

然后你可以推测校车可能出现故障或发生事故。同时，父终端还可以查询校车的

运行状态。在系统推断校车出现问题后，它立即向驾驶员发出警报并通知基站和

父母，然后基站和家长可以进行进一步的确定和相关处理。如果检测到校车处于

正常运行状态，系统将反馈到基站和父校车的当前运行状态和到达家中的时间。

校车检测和事故通知系统如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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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校车安全检测系统架构图

三、模块设计

根据系统架构图，五个模块设计为一起工作，如图 3所示：

图 3 系统五大模块设计

1、定位跟踪模块

该模块是通过北斗导航系统的定位跟踪技术，实时跟踪校车的行车路径，并

及时报告校车到基站和父母的行车路径，并在需要时记录沿校车的路线。当司机

发现道路状况不佳并选择转移时，提供实时参考路线。当校车发生故障或发生事

故时，系统可以及时向基站报告，并根据实时路况向基站救援队提供最佳救援路

线。该功能需要通过地图匹配技术实现北斗定位误差的校正，并通过路径分析算

法实现路径规划。并以语音提示方式进行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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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车辆监测

图 5 定位解算图

2、故障事故检测和判定模块

该模块主要负责校车的故障和事故检测，它的模块功能是在校车行驶时定

期进行自检，检测数据内容如下：

1）车辆行驶速度。北斗定位系统实时测量车辆的行驶速度，并将其报告给

基站和父母，基站和家长，以确定校车是否超速。因此，速度实时变化，并且

基于北斗导航检测给出的校车路线计算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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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2）当前行驶位置。根据北斗导航的物理位置报告车辆的当前位置。该数据

还为速度计算，故障和事故检测提供了基础。如果当前位置和前一个检测周期

位置相同或距离非常近，可以确定校车可能发生事故并需要进一步确认。

3）校车内温度。通过对该数据的检测，可以检测校车是否有起火危险。如

果已经检测到车辆内的温度超过系统设定温度，则可以确定校车可能或将要发

生。

4）校车内湿度。通过检测数据，可以判断校车是否太潮湿，如果检测到湿

度太大，则可以确定校车在事故发生后可能沉入水中。

5）校车当前震动指数。这些数据可用于判断是否在道路条件差的道路上行

驶，提醒驾驶员注意行车安全。

通过以上数据采集之后，系统可以根据数据，可能存在以下几种情况：

1）校车发生故障：车速为 0，车辆位置没有变化，校车温度，湿度和振动

指数正常。

2）校车发生事故。车速为 0，车辆位置未变化，若车内湿度警报器报警，

说明车辆坠入水中；若烟雾警报器或者温度警报器报警，说明车辆可能遭遇起

火事故。

3）校车堵车。车速缓慢，车辆位置变化不大，其他指数正常。

4）校车让学生下车或有机会停下来。车速为 0，车辆为位置不大，其他指

数正常。

5）校车超速，速度过快，位置变化和期望差异很大，其他指标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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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模块功能如图 6 所示:

图 6 安全检测检查流程图

3、驾驶员提醒模块

该模块是对上述检测和确定模块的补充，当上述检测内容超过设计的预定值

时，如果当前行驶速度太快，则向驾驶员发出警报，如果振动指数过大，将提醒

驾驶员减速并确保安全驾驶;如果校车内的温度过高，提醒司机检查校车是否有

问题，如儿童玩火，发动机故障等，并给出当前温度可能导致的危险例如，校车

自发点燃甚至爆炸，导致司机注意做出相关处理;当系统确定校车可能存在问题

时，基站可以询问并警告驾驶员响应或相应地操作。如果直接确定发生了事故，

则发出警报并发出相应的急救措施，例如校车掉入水中并且驾驶员处于昏迷状

态。系统会自动发出语音提示，让孩子不要惊慌，拿起硬物并砸碎玻璃逃生。如

果确定校车位置没有移动并且无法确定是否发生了故障，请询问驾驶员是什么原

因并提供可选的事故选项。如果司机没有回应，那么在一段时间内再次提醒他。

同时，可以确定驾驶员可能不注意驾驶或校车有意外驾驶员昏迷。

4、消息通信模块

该模块用于校车，基站和家长进行校车信息和故障事故信息通信，控制三

个，多方广播，被动检测和其他功能的消息传输。当校车同时检测到并被动地检

测到故障或事故时，校车终端向基站发送事故消息。并采用消息确认机制。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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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校车终端将再次发送，直到基站和家长可以获得反馈信息。反馈信息是消息

模块的一部分，不需要由基站人员和父母手动发送。

5、总体框架模块

该模块负责系统整个框架模块之间的协调，实现并行运行机制。

四、实际可行性及可行性调查

本次调查的主要调查对象是中小学学生的家长和中小学老师，调查的主要形

式是问卷调查和现场采访，询问调查对象对于校车安全现状的看法，听取他们对

于校车安全保障的建议，并调查他们对于校车安全监测系统的认同度。

在调查问卷中，针对校车所存在的安全隐患，调查对象反馈了诸多问题

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从这些问题的反馈中，中小学家长，尤其是小学家

长，对于校车安全问题十分重视，并对校车运行的安全隐患问题严重的现状

存在着诸多担忧，希望有关部门能出台更有力监察措施的同时，也希望能提

高监测体系和应对机制，从技术上提供保障。可见，借用北斗系统实现校车

监测系统的设计，解决安全隐患问题。在可行性方面，该系统设计过程是可

操作的并且可以应用于现实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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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摘要】人类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急功近利，导致大自然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

坏。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动物的物种灭绝速度逐年加快，不少珍稀动物已濒临灭

绝。如何才能更好地监测保护野生动物，已成为当今世界迫在眉睫的难题之一。

近年来，我国科技的发展和进步对野生动物的监测保护起到了促进作用。随着我

国北斗系统的不断发展升级，其定位精度更高，成本更低，使用更便捷。本文针

对目前的问题与北斗发展现状，提出了利用北斗系统对濒危动物进行监测保护的

构想与设计。

【关键词】北斗系统；区域定位；实时监测；数据采集；定位跟踪；濒危动物
【Abstract】The eager for quick success and instant benefit of human being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has led to serious damage to the 
natural ecosystem.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s getting worse. The populations of wild 
animal are gradually decreasing, and many rare animal species are on the verge of 
extinction. How could be more better in monitoring and protecting wild animals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problems in today's world.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upgrading of China Beidou positioning system, it could 
promote the monitoring and protection of wild animals due to its advantage such as 
higher positioning accuracy, lower cost and more convenient in deployment. In view 
of the current problems in monitoring and protecting wild animal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eidou positioning system,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ion 
and design of using Beidou positioning system to monitor and protect endangered 
animals. 
【 Key words 】 Beidou Positioning System, Regional Positioning, Real-time 
Monitoring, Data Acquisition, Location Tracking, Endangered Animals 

1、背景 
在我国乃至全世界，由于人类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急功近利，有很多珍稀

动物濒临灭绝，对于野生动物的监测保护受到各个领域的关注。然而对于我国卫
星定位导航领域的尖端“北斗”来说已有能力为此提供帮助，北斗导航系统是基于

卫星定位与通信系统架构的动态监控系统，基本管理的内容有状态管理，信息储

存。可以对动物个体的动态监测信息进行唯一标识、采集、传输、接收、储存等。
采用卫星定位,通信系统（BDS）与集传感器、GPS 技术、GIS 技术、无线通讯

技术、计算机数据处理技术相结合，对濒危动物的监测和保护更具人性化、实时

性和可靠性。
1.1 我国野生珍稀动物资源的濒危现状 

我国陆地国土面积占世界的 6．5％，陆生脊椎动物种类达 2100 多种（哺乳

类 450 多种、鸟类 1180 多种、爬行类 320 多种、两栖类 210 多种），占世界这类

动物种数的 10％以上，是世界上拥有野生动物种类最多的国家之一。我国野生

基于北斗导航监测保护濒危动物的构想与设计

作 者：李晓阳子、张捷

指导教师：陈奎、纪小林

学 校：开远市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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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资源不仅种类丰富，而且还具有珍稀动物多的特点。据有关数字统计：我国

有大熊猫、金丝猴、莽山烙铁头、新疆大头鱼、斑鳖、白鳍豚、黑颈鹤、黄腹角

雉、褐马鸡等珍稀动物 100 多种，但由于各种原因，野生动物生存现状均堪忧，

相当一部分野生珍稀动物已濒临灭绝。

1.1.1 金丝猴，又称为仰鼻猴属，为了适应高山的缺氧环境，它们都有一个“朝天

鼻”。 
我国金丝猴主要分布在川、滇、黔，均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由于长期以

来滥捕滥杀，再加上栖息环境的破坏，现在数量十分稀少。

1.1.2 莽山烙铁头，又称之为莽山原毛蝮。 
莽山烙铁头仅分布于我国湖南等地区的稀有毒蛇，在国际上也是优先级的保

护动物。它有一个标志性的小白尾，十分的奇特。在瑶族的神话中，这种蛇是有

灵性的，被奉为图腾的。在一些不良商贩的宣传下，夸大其功效，使其身价飙涨。

黑市上莽山烙铁头被炒到了上百万的单价。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不少人铤而走险，

大量的偷捕贩卖，让本来就濒临灭绝的它更是雪上加霜。

1.1.3 新疆大头鱼。 
其生存历史最早可追溯至三亿多年前，是中国特有的世界裂腹鱼类珍贵物

种，素有“活化石”之称。现仅存在我国的塔里木水系中，由于捕捞过度及栖息地

的丧失，这种珍贵鱼类的处境岌岌可危，濒临灭绝。

1.1.4 斑鳖，又叫斯氏鳖。 
在古代，斑鳖曾广泛分布在长江下游和太湖地区。长期以来，斑鳖一直被误

认为是鼋或中华鳖，古人还称它为癞头鼋，直到 2002 年后才被确认为有效物种。

它是龟类中最濒危的物种之一，现在全球已知存活仅四只。由于繁殖困难，走向

灭绝或成定数。

1.2 北斗导航系统发展简介 
继美国研制出全球定位系统（GPS）和俄国研制出 GLONASS 之后，我国自

行研制出了卫星导航定位系统－－中国北斗系统（BDS）。 
1.2.1 北斗 BDS 的主要组成部分有空间端、地面端和用户端。 

BDS 具有短报文通信能力，并且初步具备区域导航、区域定位、区域授时

能力，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为各类用户提供高精度、高可靠的全天候、全天时的导

航授时服务。其定位精度优于 20 米，授时精度由于 100 纳秒。 
1.2.2 北斗导航的第一代系统 

2000 年以来我国的 4 颗北斗导航试验卫星已成功发射，北斗导航的第一代

系统由此建立。并且具备了包括中国以及周边地区范围内的定位、授时、报文、

GPS 广域差分功能。 
1.2.3 北斗导航的第二代系统 

2012 年，中国建成由 5 颗静止轨道卫星和 30 颗非静止轨道卫星组成的北斗

卫星导航系统空间段，属于二代系统。包括开放服务和授权服务两种服务方式。

在服务区内免费提供的定位、测速以及授时服务叫做开放服务，其定位精度为

10 米，测速精度为 0.2 米/秒。授权用户可享受更安全的定位、测速、授时和通

信服务以及系统完好性信息。经过十余年北斗一代与二代两代的发展，已具备中

国及周边地区的高精度导航、定位与授时服务能力。

1.2.4 北斗导航的第三代系统 
2017 年 11 月 5 日，2018 年 1 月 12 日，2018 年 2 月 12 日，相继用

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以一箭两星的方式发射了北斗三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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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六颗卫星，这也是北斗系统的第 24 到第 29 颗卫星。即将完成预计 35 颗卫

星发射的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完全建成后，将成为继美国全球定位系统

（GPS）、俄罗斯格洛纳斯卫星导航系统（GLONASS）之后第三个成熟的全球卫

星导航系统。北斗已经是联合国卫星导航委员会认定的导航定位服务的供应商之

一，并于 2017 年 12 月和 GPS 在国际电联(ITU)框架下实现射频兼容，终于

实现 GPS 与北斗的民用信号互操作，并将持续开展兼容与互操作合作。随着北

斗三号的建设完成，届时，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可在全球范围内全天候、全天时为

各类用户提供高精度、高可靠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并具有特色的北斗短报文

通信能力。届时，在北斗三号使用的先进的氢原子钟，全国数千座北斗地基增强

站支持下，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提供亚米级精度的定位服务。

2、如何实现“北斗”对濒危动物的监测保护 
2.1 北斗系统全天候实时监测，方便人们及时保护濒危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取

食区域、繁殖条件、求偶或迁徙通道

北斗系统可全天候区域定位，实时监测保护濒危动物的生存环境、取食区域、

繁殖条件、求偶或迁徙通道。人们可采集分析跟踪回传数据，以采取措施，及时

行动，保护濒危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取食区域、繁殖条件、求偶或迁徙通道。

而这恰好是恢复濒危动物种群的重点工作，如图 1 所示。 

图 1北斗系统全天候实时监测保护濒危动物生存环境等 

2.2 利用北斗导航系统进行数据采集、定位跟踪，实现对濒危动物的跟踪保护。 

科研人员运用 BDS 技术制作成无线项圈和北斗卫星鸟类跟踪定位仪等，野

生动物戴上后，人们就可以及时了解到野生动物所在的位置和行程，是否会进入

人类生活的区域等。运用 BDS 跟踪项圈可以让研究人员了解动物的情况，避免

人和野生动物发生冲突，起到保护濒危动物的作用。（如图 2-图 3） 
2.2.1 有明显颈部的濒危动物可以使用北斗无线项圈。 

北斗无线项圈的标记范围从 0.5g 用于鸟类和田鼠，到 460g 用于大象、熊和

大角麋，最小的标记电池寿命 14 天，最大的标记电池寿命长达 1600 天（>4 年）。 
例如： 藏羚羊戴上“北斗项圈”，如图 2 所示。 
“北斗项圈”可以每隔一个半小时回传 1 次定位数据，每天最多可以传输 10

次，大大提高了藏羚羊科考的有效性和准确性。“北斗项圈”解决了 GPS 等系统

无法回传数据的问题，不仅提高了监测的频度、精度，还延长了监测的时间，电

池有效时间长达 1600 天，完全足够监测藏羚羊大于 4 年的迁徙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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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藏羚羊戴上“北斗项圈” 

例如：鸟类戴上北斗卫星鸟类跟踪定位仪，如图 3 所示。 

图 3鸟类戴上北斗卫星鸟类跟踪定位仪 

2.2.2 对没有明显颈部的动物（如爬行动物蛇、蜥蜴和鱼类），可使用可植入标记

（Implantable Tag）。 
没有明显颈部的动物（如爬行动物蛇、蜥蜴和鱼类），可使用可植入标记

（Implantable Tag）。所有的标记均可配死亡率和行动传感器（Mortality and 
activity sensors）。可改变动物标记的峰值电流和功率输出，用来改变动物标记的

使用范围。

2.3 利用北斗系统，及时发现并阻止、制裁偷猎行为。 
利用北斗系统在对濒危动物进行区域定位跟踪，实时监测的同时，还可以让

公安人员或保护者采集分析北斗系统提供的数据，让公安人员或保护者及时发现

并阻止、制裁偷猎行为。

2.3.1 及时发现并阻止猎杀行为。 
公安人员或保护者可通过北斗系统全天候实时监测保护濒危动物的生存环

境、取食区域、迁徙通道，同时根据“北斗项圈”等的跟踪回传定位数据及时发现

并阻止猎杀行为。（如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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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北斗系统全天候实时监测保护濒危动物 

可爱的藏羚羊之所以总是被残忍猎杀，是因为“沙图什”华美的外表下隐匿了

盗猎者对藏羚羊的罪恶，而触觉的温暖和柔软则使藏羚羊种群的处境变得危险无

比。昂贵的价格包含了诱人的暴利，而暴利则使偷猎者对藏羚羊的捕猎和屠杀变

得有恃无恐、明火执仗,如图 5 所示。 

图 5暴利牺牲品──被残忍猎杀的藏羚羊 

2.3.2 对猎杀行为的制裁。   
传统的制裁方法是公安人员或保护者驱车在保护区巡逻，发现可疑人物或偷

猎行为再进行制裁。由于保护区面积比较大，巡逻的方法很难及时知道何地在进

行偷猎，往往是保护者发现时，面前已经是一片残骸。而且保护工作还有一个难

题，就是保护者的安全问题，为了暴利，偷猎分子由过去的偷偷摸摸的单兵作战

发展到现在的装备精良、分工明确、集体行动。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偷猎分子

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遇到公安巡逻人员，一律杀人灭口。虽然有关部门加

强管理，严惩偷猎，严格执行国家颁布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和各项保护野生动

物法规，采取有力措施制止偷猎行为，坚决查处和打击各种偷猎、走私和贩运国

家保护动物的犯罪分子，实行对濒危动物的重点保护，但是由于野生动物分布广

阔，对于偷猎行为的及时发现与制裁就显得有些困难了。这就需要北斗系统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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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专职人员才能足不出户，就接收到北斗系统对濒危动物的定位跟踪、实时监

测、从而根据采集到的数据，全天候地监测保护濒危野生动物，如图 6 所示。 

图 6北斗系统对濒危动物定位跟踪监测 

若发现有异常情况，如偷猎者进行猎杀行为，北斗迅速定位偷猎者位置，如

图 7 所示。 

图 7北斗系统对偷猎者进行精准定位 

北斗系统定位偷猎者位置后，会将偷猎者位置精确到厘米迅速传给保护工作

者。北斗导航系统会指引工作者前往目的地进行制裁，如图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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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北斗导航系统指引工作者及时制裁疯狂盗猎者 

利用北斗系统，能够更快发现，更快制裁猎杀行为，使保护的盲目性降到了

最低，大大提高了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力度。保护者及公安人员还能够提前做好各

种准备（如人员配备，枪支弹药的配备等），这样就能最大程度减小保护者的伤

亡，最有力度地制裁猎杀行为。

2.4 系统设计图： 

3、前景展望  
随着经济水平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不再是单纯地考虑物质生活方面

的东西，而更多考虑的是精神方面的宝贵财富。野生动物作为地球家族的一员，

承载着地球演变的历史，我们人类作为高等动物，理应在发展自己的同时，保护

这些数量锐减甚至濒危的野生动物。随着国家以及公民对野生动物保护重视度的

逐渐加大，保护野生动物就会成为国民素质以及国家形象的象征，相信濒危野生

动物种类增加的速率会在我们人类愈来愈多的重视下有很大幅度的减少。未来的

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不仅要靠人类的决心与奉献，更多的应该是应用高科技保护

技术来提高保护工作的效率。北斗系统对濒危动物的活动范围和行动轨迹进行实

时监控，对濒危动物进行定位跟踪，对跟踪动物的体温、脉搏等数据进行采集和

传送。运用环境优化、刺激等手段引诱物种向有利的方向发展。北斗又是国家卫

星定位导航领域的尖端，利用北斗导航系统跟踪、监测、保护濒危动物的效果会

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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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语 
 多种多样的物种组成了生态系统，每一个物种都是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包括人类，他们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物种多样性被破坏，整个生态

系统就会受到影响。大多数的濒危动物都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药用价值以及医

用价值。所以对于野生濒危动物的保护受到各个领域的关注。科技的发展和进步

对于野生濒危动物的保护起到了促进的作用，北斗系统的出现，对野生动物的跟

踪保护更是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将北斗系统先进技术与保护野生濒危动物结

合，充分利用北斗系统的优势，对濒危动物的活动范围和行动轨迹进行实时监控，

对濒危动物进行定位跟踪，对跟踪动物生命体征进行实时监测，运用环境优化、

刺激等手段引诱物种趋利避害。把北斗系统监测濒危野生动物构想与设计落到实

处，北斗系统的强大功能将会在监测保护濒危野生动物方面发挥出日益重大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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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及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最新宣布：北斗三

号基本系统完成建设，开始提供全球服务。这标志着北斗系统服务范围由区域扩

展为全球，北斗系统正式迈入全球时代。北斗系统是中国自主建设、独立运行，

与世界其他导航系统兼容共用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可在全球范围，全天候、全

天时，为各类用户提供高精度、高可靠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而自上世纪板块

构造理论诞生以来，包括洋脊的扩张、克拉通、造山带、主动（被动）大陆边缘

和地幔柱的研究存在很大的争议，特别是岩石圈板块汇聚地带的构造运动—造山

运动、地震和岛弧海沟的形成等，这些与人类生存环境息息相关。本文以西秦岭

及钾质岩石为例，基于北斗定位系统，结合岩石学和古地磁。提供了研究及监测

板块运动的新途径，以西秦岭为例，限制了新生代以来青藏高原隆升作用对西秦

岭块体的构造运动的认识，并为进一步西秦岭板块运动及旋转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和手段。同时为解决大陆、大洋板块运动提供了精准的衡量标准，开辟了研究地

壳运动的和全球构造动态变化的新途径。

【关键词】：北斗导航定位；板块运动；监测功能；古地磁；运动速率

基于北斗定位技术的大陆板块运动计时器
-以西秦岭为例

作 者：徐一杰、王孝竹、李嘉怡、马钰茵

指导教师：张雷、刘汝涛

学 校：大连市第八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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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and the China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Administration Office recently announced that the basic system of 
BD No. 3 has been completed and started to provide global services. This indicates 
that Beidou system service scope has expanded from regional to global, and BD 
system has officially entered the global era. BD system is a global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built and operated independently by China and compatible with other 
navigation systems in the world. It can provide high precision, reliable positioning, 
navigation and timing services for all kinds of users in the global scope, all-weather 
and all-time. Since the birth of plate tectonic theory in the last century, there has been 
much controversy in the study of oceanic ridge expansion, Craton, Orogenic belt, 
active (passive) continental margin and mantle plume, especially in the tectonic 
movement of lithospheric plate convergence zone-orogeny, earthquake and the 
formation of island arc trench, which are closely related to human living environment. 
Taking the West Qinling Mountains and potassic rocks as examples, based on BD 
positioning system, this paper combines petrology and paleomagnetism. This paper 
provides a new way to study and monitor plate movement. Taking the West Qinling 
Mountains as an example, it limits the understanding of tectonic movement of the 
West Qinling Block by uplifting of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since Cenozoic, and 
provides a reliable basis and means for further plate movement and rotation of the 
West Qinling Mountains. At the same time, it provides a precise criterion for solving 
the continental and oceanic plate movement, and opens up a new way to study the 
crustal movement and global tectonic dynamic changes. 

【Keywords】: BD Navigation and Positioning; Plate Movement; Monitoring 
Function; Paleomagnetism; Motion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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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传统方法研究板块运动主要利用地球化学、岩石学、同位素地球化学（几百

万的时间尺度）或者是地球物理方法结合研究其各种运动和他们的相互关系，探

索他们的演化过程和动力学机制的研究。推测其运动特征。随着大地测量技术的

发展，中国自主研发的高精度北斗定位监测可以为研究板块运动提供准确的测量

及监测，为全球板块运动的因此通过精准的北斗导航定位技术及监测功能[1][9]，

可以有效准确的限制大陆板块运动及旋转的速率，为解决大陆、大洋板块运动提

供了精准的衡量标准，开辟了研究地壳运动的和全球构造动态变化的新途径。

秦岭造山带通常以宝鸡-凤县-略阳-徽成盆地为界，亦是宝成铁路以西的部分

称之为西秦岭造山带，东段被称为东秦岭造山带[8]。在特提斯构造域、太平洋构

造域和古亚洲构造域强大动力学体系联合作用下，由华北板块通、扬子板块和青

藏高原汇聚形成的一个巨型构造带[2][3]。新生代以来，西秦岭地处青藏高原强烈

隆升应力转换的关键地区，而且岩浆活动非常发育，以钾质岩浆活动为主。莫宣

学等认为并推测其成因与青藏高原隆升（印度-欧亚大陆碰撞）诱发的高原下深

部物质的横向流动有关[6]。 
板块构造理论诞生以来，古地磁学理论就引起了地质科学界的广泛关注，构

造应用日益广泛，影响也越来越大。古地磁研究中，通过岩石磁学实验，测试岩

石的主要载磁矿物，磁学特征。利用退磁技术（热退磁和交变退磁等）分析、测

量、分离出天然剩余磁性，确定其成因、磁化时间和稳定性，通过研究其古强度

和方向，可以得出块体的运动和旋转等信息。近几年来，随着专业仪器的产生和

引进，先进可靠数据的分析和处理方法，使古地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数据的质

量有所提高。Vander Voo 和程国良等提出古地磁数据需要进行大量的验证，并且

提出了古地磁数据的应用标准[2][19]。此外，国内外古地磁学者还要对实验获得的

数据进行合适的稳定性检验[16][17]，这些严格的要求促使古地磁学的方法在地学

界得到了肯定，广泛的应用到板块构造理论研究中。目前古地磁科学研究在大地

构造运动学中的主要目标是：恢复未知在地质历史演化过程中的位置，揭示大陆

增生型造山带的形成机制，有效的约束块体的漂移和位置叠置关系。目前古地磁

的大地构造和板块运动研究中有着独特的研究优势[4][5]。从目前的研究进展来看，

西秦岭造山带缺乏相应的的古地磁数据，这就限制了新生代以来青藏高原隆升作

用对西秦岭块体的构造运动的认识，使其不能够确定秦岭板块运动及旋转状态。

阻碍了青藏高原隆升对其周边板块的构造响应的影响、尤其秦岭造山带对昆仑山

造山带运动及沟-弧-盆体系的研究。北斗定位监测可以为研究板块运动提供准确

的测量及监测，可以有效准确的限制秦岭板块运动及旋转的速率及其动态变化，

为解决大陆、大洋板块运动提供了精准的衡量标准，为秦岭板块运动的方向及速

率填补了空白，弥补古地磁中不稳定的研究瓶颈。

2 区域研究背景及测试样品 

秦岭造山带横亘于中国中部，是中国几个重要造山带的组成部分。根据前人

的研究，秦岭造山带以洛南-栾川断裂带、商丹缝合带、勉略缝合带依次划分为

华北地块南缘、北秦岭、南秦岭和扬子板块北缘四个主要块体[8][14][18]。在东西向

秦岭造山带以凤县-略阳（宝成铁路线）被划分为东秦岭造山带和西秦岭造山带[8]。

自从新元古代超级大陆裂解以来（大约 800 Ma），该造山带经历了复杂的多期

的构造演化阶段，同时经历了秦祁昆大洋形成演化-俯冲碰撞造山阶段（志留-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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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纪）、板内伸展阶段（早古生代）和泥盆-陆内叠覆造山（二叠纪）三个主要

演化阶段[3]。在大地构造位置上，西秦岭造山带地处扬子、松潘、祁连和昆仑造

山带之间，因此，西秦岭的地质演化历史非常复杂[8][14][16]。由于显生宙以来西秦

岭地处多个大洋域之间（如古亚洲洋和东特提斯洋），因此它具有特殊的地壳结

构特征和地球物理应力场，同时也是地震层析剖面结构上过渡的特殊地带[3][8]。 
本次研究采集火山锥下部的熔岩流，产状近于水平[10]。这里值得注意的是，

地球化学和磁学样品的选择都需要采集新鲜的样品，避免出现风化、变质变形。

所以本次研究大部分样品均为钻机采取。基站监测位置选择秦岭东、秦岭西和秦

岭中部。

3 实验及测试结果 

3.1 古地磁测试 

我们对所采三个地区所有古地磁样品进行了系统热退磁，退磁分析测试是在

图 1 秦岭造山带构造分区图（据 Dong et al., 2011） 

西北大学大陆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古地磁实验室）进行的。屏蔽屋内的磁场

在 300nT 之下。首先使用 JR-6A 旋转磁力仪测试样品天然剩磁（NRM），再使

用美制 TSD-2 小型热退磁炉让样品进行退磁（图 2），测试结果显示岩石的主要

携磁矿物为磁铁矿和磁黄铁矿，退磁特征计算出西秦岭古地磁样品获得了稳定的

特征剩磁方向为：如偏角（D=197.5°），倾角（I=-52.1°），精度参数（k=303），

置信角（α95=13.3°），其古地磁极位置为：Фp=75.3°，λp=194.5°，dp=18.2，
dm=12.5，Ф古=32.7°N（表 1）。 

3.2 北斗监控模拟 

北斗系统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卫星导航定位系统，除了用于我们日常的定位导

航外，基于差分技术北斗可以监测板块运动的速度及旋转角度，可以做到动态厘

米级，静态毫米级的监测精度，这也为解决大陆、大洋板块运动提供了精准的衡

量标准，为秦岭板块运动的方向及速率填补了空白，弥补古地磁中不稳定的研究

瓶颈。下面是模拟北斗如何监测运动的模型及设备图（图 5）。 

第一步：在需要监测的西部、中部和东部稳定位置，这个位置需要具有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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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交变退磁和热退磁过程。 

性能够以点带面，代板块运动情况，然后我们在这个点上安装上智控北斗差分监

测接收机，将接收机天线牢牢固定在监测点上使天线和监测点成为一个整体，然

后在将天线和北斗差分接收机主机连接在一起，主机找个就近的位置放置，然后

供上电（太阳能电池板）（图 3）。 
第二步：在被监测附近稳固开阔的地方需要建设一个参考站，参考站用来给

监测点提供差分改正数据（图 4）。 
第三步：光缆或者北斗短报文等传输数据方式，将监测数据传输到监控中心

的服务器电脑，数据经过智控监测软件处理将运动数据直观呈现出来。

第四步：数据在监测软件中呈现后，可以实现精准监测，用于精确监测板块

的运动和旋转，可以做到动态厘米级，静态毫米级的监测精度，同时又能弥补及

证实古地磁数据的准确性。

图 3 北斗监测站 图 4 北斗基准参考站 

4 实验特征  

自板块构造理论诞生以来，古地磁学理论就引起了地质科学界的广泛关注，

构造应用日益广泛，影响也越来越大。古地磁研究中，通过测量、分离出天然剩

余磁性，进而揭示板块的运动轨迹[18][5]。近几年来，随着专业仪器的产生和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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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板块运动监测流程图 

，先进可靠数据的分析和处理方法，使古地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数据的质量有

所提高。加上大量的可靠性验证和稳定性检验，使古地磁数据的可靠性大大增强

（郭强，2009）。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古地磁学方法能够恢复古大陆板块在地质

历史时期的位置，从大尺度来看，可以利用古地磁数据恢复冈瓦纳大陆、罗迪尼

亚大陆、哥伦比亚大陆等的最初位置及形态。小尺度上来看，能够揭示大陆增生

型造山带的形成机制，碰撞时间和转换机制，能够有效的描绘块体运动的轨迹。

目前古地磁方法在大地构造解析中越来越重要[2][4][12][13]。 

表 1  西秦岭岩石古地磁结果。 

Spot No. 采样点 原生剩磁方向

纬度 经度 n/N  D/(°) I/(°)  K α95 
GJ-1 33°56′46″ 104°52′30″ 7/8 190 -51.8 183 13.6
GJ-2 33°56′46″ 104°52′30″ 9/9 28.2 52.9 234 12.9 
GJ-3 33°56′46″ 104°52′30″ 6/7 20.2 52.1 169 14.6 
GJ-4 33°56′46″ 104°52′30″ 10/11 203.9 -52.6 450 12.2 
GJ-5 33°56′46″ 104°52′30″ 6/8 26.3 53 321 10.1 
GJ-6 33°56′46″ 104°52′30″ 6/8 15.8 52.2 437 8.9 
GJ-7 33°56′46″ 104°52′30″ 7/7 199.9 -52.5 320 10.2 
GJ-8 33°56′46″ 104°52′30″ 6/7 18.4 53.2 440 8.8 
GJ-9 33°56′46″ 104°52′30″ 8/9 197.5 -52.3 462 8.2 
Mean  20.1 52.2 585 14.8

西秦岭西部：古地磁极位置 Фp=73.2°   λp=192.9°   dp= 21.4  dm= 14.7  Ф 古=32.8°N 
HT-1 33°58′50″ 104°44′56″ 9/10 18.3 50.6 863 3.3 
HT-3 33°58′50″ 104°44′56″ 12/13 15.5 50.5 852 3.4 
HT-4 33°58′50″ 104°44′56″ 5/5 191．1 -52.1 199 13.2 
Mean  15.5 50.5 500 11.2

西秦岭东部：古地磁极位置 Фp=76.7°   λp= 202.1°    dp=15.1   dm=11.1   Ф 古=31.2°N 
BH-1 33°51′46″ 104°51′32″  6/8 195.8 -52.2 999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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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2 33°51′46″ 104°51′32″  7/9 199.3 -51.9 465 8.1 
Mean  197.5 -52.1 303 13.3

西秦岭中部：古地磁极位置 Фp=75.3°   λp= 194.5°   dp=18.2   dm=12.5   Ф 古=32.7°N 

5 讨论及结论 

本次研究主要位于西秦岭造山带的北缘，为了避免岩浆喷发过程中岩体产状

对古地磁数据带来的误差，本次采集样品的产状近于水平，在相邻的三个火山岩

产区共布置 14 个采样点，共采集 131 块钻机样品，实验室加工 125 块标准样品，

剩磁样品留作备份样品。各个采点的特征剩磁分量平均值如表 7-7 所示。首先利

用中科院地质所编写的程序DOSBox及PMGSC古地磁数据软件对实验获得的样

品进行处理和分析。利用主向量分析方法对每一个样品进行 Kirschvink 分析[15]，

在正交矢量投影图拟合出样品的主分量方向，确定较为稳定的高温特征剩磁信

息，然而一小部分样品不能够拟合出样品的主分量特征，可以利用重磁化大圆弧

的方法进行处理，最终获得稳定的特征剩磁方向。我们对 14 个采点的样品进行

了野外岩脉烘烤检验和倒转检验，特征剩磁分量通过了 McFFadden and 
McElhinny 的倒转检验（γ=2.6°＜γcritical=13.7°，等级为 C）。通过 PMGSC
处理的数据以采点为单位进行 Fisher 统计，具体统计结果见表 1，根据前文相关

的岩石磁学的测试表明，西秦岭高温剩磁分量主要由磁铁矿控制，当实验温度升

高到 580℃时，从正交矢量投影图和磁化强度衰减图中观察到样品磁化强度已经

接近于零，代表了火山岩体凝结时保留的原生剩磁信息。西秦岭古地磁样品获得

了特征剩磁方向为：偏角（D=20.1°），倾角（I=52.2°），精度参数（k=585），

置信角（α95=14.8°），其古地磁极位置为：Фp=73.2°，λp=192.9°，dp= 21.4， 
dm= 14.7，Ф古=32.8°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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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各个采点的平均方向的特征剩磁分量等面积赤平投影图。 

（a）（b）（c）西秦岭的高温特征剩磁分量； 

（d）为西秦岭所有采点的剩磁分量总的平均方向。

古地磁学方法在定量研究地质学问题（尤其是板块构造学和古地理位置恢复

研究）方面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独特优势，但古地磁研究必须以尽可能准确

的样品的地质时代依据为前提。本文的研究选择典型合适的剖面，通过室内的样

品加工，选择初测样品进行磁学实验，再确定合理的最终的测试方案，且进行相

关性野外检验（褶皱、砾石、倒转等），就可以保证数据的可靠性，从而确保得

出研究区中新世古地磁极位置是可靠的[7]。 

自晚古生代以来，西秦岭-松潘地体经历了复杂的地质演化历程，直到中生

代初期，西秦岭-松潘地块才有了现今造山带雏形。在印支期-三叠纪末，由于东

特提斯洋的俯冲、碰撞、造山作用，使得华北克拉通和扬子克拉通两大主体完成

最终结合，此时包括西昆仑造山带（西段特提斯洋）也基本完成了主体板块的拼

合过程[8]。而新生代以来，印度-欧亚大陆碰撞不仅造就了宏伟的青藏高原，同时

对西秦岭-松潘构造及岩浆活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新生代西秦岭-松潘块体受到

青藏高原整体快速抬升和印度与欧亚板块碰撞的强烈影响，使西秦岭造山带（青

藏高原东北缘）断裂带和岩浆活动十分活跃，尤其是碱性岩浆岩尤为突出。新生

代以来，西秦岭造山带是青藏高原隆升后用于调节和吸收碰撞后青藏东缘变形的

显著地区[4]。 

西秦岭地区自本次岩浆活动以来即已处于现代地理位置（古纬度为 31.5°N，

与今纬 33.8°N 较为接近），未发生过明显的南北向移动，但其方位却顺时针旋

转，这种大规模的旋转应是印度板块向北挤压致使帕米尔高原向北东方向楔进造

成的。表明自中新世以来岩石喷溢之后，西秦岭地区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北向漂移

运动，只是受到青藏高原隆升引起的远距离构造效应的影响。同时利用北斗精度

监测，可以更加精准的监测及遇到到构造响应带来的伸展运动，以及对古地磁数

据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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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交通业的发展，更多快速的交通工具涌进了人们的生活。人们的工作、

生活也随着快节奏的社会而发生了变化。人们常需快速的往返于两个城市或国家

之间，来进行工作上的往来或日常出行。 

随着互联网和移动支付的兴起，在中国网上订票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日常行为，

人们在购票网站或者手机 APP 拼手速、拼网速，这种行为被人们戏称为“抢票”。

当然，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很多人买不到票或买不到合适的票的现象。另外随着经

济的发展，商务活动的频繁，工作人员出差也会经常遇到订票难，有了突发情况

没有办法及时改签合适的票的情况。 

本文我设计了一个可以自动订票与改签的手机 APP，借助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的定位功能与导航功能，自动对用户的位置与必经路段的路况进行实时的监控

（制定最快路径），从而对用户所选定的目的地进行订票或改签；另一方面会根

据用户的情况进行数据的分析，进行更准确的选择。在选定后会运用互联网技术

传到铁路网、民航网等系统，再根据第三方平台（如支付宝），在用户输入密码

（或指纹，人脸识别）后，系统自动扣取票价，实现快速出票。 

【关键词】 

北斗卫星系统  自动订票与改签  移动互联网技术  第三平台支付  铁路网、

民航网等系统的许可  信息数据统计  智能手机 APP 

一、背景与意义 

研究随着交通业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的出行也变得快捷方便，买票也可

以在网上进行，所以各种像 12306、飞猪、途牛、携程等的网上购票平台相继出

现，但这些网站都有一个共性——要“抢票”，人们常常因为抢不到票而耽误一

些事情，亦或是人们无法预测突发情况，对于所买的票会有不合适的情况。进而

赶不上所坐的航班（车次）；长时间在候车（机）室等候··· 

图 1 网上抢票 

对以往网上购票进行时间计算： 

基于北斗的自动订票与改签系统

作 者：石潇岚

指导教师：张炜、吴巍荪

学 校：北京市航天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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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手机购票流程 

假设手控程序从打开 APP 的页面用时大概 6 秒钟，到查询车次，选择车次，

提交订单总用时大概 3-5 分钟，最后支付用时大概 30 秒钟（有时还需在支付的

时候排队等候，长的时候要花费 20 多分钟)。总共流程下来大致需要 6 分钟（或

半小时）左右。 

而本程序只需再打开界面后输入时间、地点和选择所需交通工具，系统自动

选取最适合的车票，最后在进行人脸识别进行付款即可完成整体流程，大致只需

1-2 分钟。大大的节约了购票时间。

设计这个手机 APP 可以帮助更多人们更快、更准确的买票，对解决买票这一

难题可以有很大的意义。 

二、功能设计 

此设计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提前两小时的临时自动订票与改签；对于长

期并且行程固定的旅客进行数据分析，定期自动买票。 

提前两小时的临时自动订票与改签主要是利用北斗卫星系统的定位功能在

输入目的地之后自动定位用户的位置，再用导航功能对用户制定最短路线，并实

时的监控必经路段的路况情况，以便自动选取合适的票或改签。 

对于长期并且行程固定的旅客进行数据分析，定期买票主要是利用数据分析，

对于长期且行程固定的旅客在各交通系统放票后马上预留票，然而如果在该车

（机）出发前两天未支付票款，系统会将所选定的票重新放出，供他人使用。 

整个系统在使用的过程中，同时也会利用北斗对取票检票的时间进行预测，

在支付环节会在下载 APP 后用微信或重新登录账号，使用支付宝，扫描用户肖像，

在支付的时候只要一扫描人脸系统便自动识别并扣钱。每购买一张票系统会对其

进行积分，每攒够 30 个积分就可以自动折扣为 5 元的代金劵。并且在像春运这

种票源紧张的时候，用户可以在提前 70 天的时候开始进行票的自主预约，在一

定时间内系统自动根据信息选取票，等待用户付款。如果用户在出发前一周未付

款，系统会自动将票放回平台供销。 

如果用户临时退票，系统也会在 48 小时内自动将钱打回用户的账上。 

在使用的同时为了防止“黄牛”现象的出现，该系统利用北斗的精密授时功

能对每位用户进行使用计时，精确到秒；如果使用时长大幅小于系统最初设定时

长，则视为“黄牛”现象，系统会马上冻结该账户并定位此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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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术描述 

1、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可在全球范围内全天候、全天时为各类用户提供高精度、

高可靠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并具有短报文通信能力，已经初步具备区域导航、

定位和授时能力，能够为我设计的系统提供准确的用户位置，同时对路况进行检

测。并于 2018 年 12 月 27 日开始提供全球服务。

本系统利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向手机提供的位置数据，计算出用户距离车站、

机场的路径信息，结合收集到的路况数据信息，以及历史数据预判，计算出用户

可能到达车站、机场的有效时间，再根据车票和航班信息，帮助用户选择合 

理的车票、机票。 

2、第三方平台支付 

第三方支付平台是商家与消费者之间建立的一个公共的、可以信任的中介，

它满足了电子商务中商家和消费者对信誉和安全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电

子交易中欺诈行为的发生，该系统使用第三支付平台（支付宝）进行支付有一定

的信誉，并且使用人脸识别，提高系统的可信度与支付的相对安全。 

借助发达的第三方支付平台体系，可以在保证支付安全的同时实现最大的便

利性。快速的支付体系可以大大缩减购票支付的流程，提高购票效率，也提高“抢”

票的成功率。 

3、北斗的精密授时功能 

北斗系统具有精密授时功能，可向用户提供 20ns-100ns 时间同步精度。帮

助计时，减少“黄牛”现象的出现。 

四、系统设计 

1、系统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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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卫星 

    5G        5G     

手机 APP 
图 3 自动定位与改签框图 

整个系统包含几个元素：装有 APP 的智能手机、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铁路/

民航系统接口、第三方支付接口。 

系统工作时，北斗卫星向用户手机提供位置信息，使得 APP 快速获取当前的

经纬度信息，通过互联网平台，实时获取的地图及路况信息，判断到达车站/机

场的时间。根据到达的最终目的地，向铁路/民航系统发起查询请求，获得最合

适的火车/飞机班次，第一时间反馈给用户，在用户确定后，通过 4G 网络向铁路

/民航出票系统发起出票请求，信息核查通过后出票系统再将车（机）票的付款

请求发送回手机 APP，用户快速打开第三方支付软件进行支付，完成购票。如信

息不符或支付失败，出票系统会向 APP 发送未通过的信息提示并请求重试。 

2.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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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流程一：APP 登录

      未注册                                  注册会员

登录

定位、授时 

 积分 

（对路况进行分析） 

图 4 APP 登录流程图 

上图为手机 APP 登陆的流程图，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会员注册（登录）

及积分；二是定位分析。打开 APP 后首先进行会员的注册或登录，同时填写用户

的信息，系统使用后会对用户信息和历史的消费进行记录和分析，同时借助系统

的积分功能可以实现营销和奖励活动。其次手机自身的北斗模块可以实时获得位

置信息，并结合 GIS 电子地图，将自己所在位置周边地图的路况信息显示出来。

同时，随着自己导航移动，路上所经过的路况信息也会上传给服务器云平台，进

行分析，协助系统生成更精确的路况数据。 

手机 APP 

填写会员信息

北斗卫星

界面

（地图）

奖励

是否是注册会员
登录成功进入会户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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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



（2）流程二：临时自动订票与改签

北斗定位与监控 

YES NO 

时间合理

     时间不合理 

 成功  失败

换取纸质车票

图 5 临时自动订票与改签流程图 

上图为临时自动订票与改签流程图，输入相关信息（用户选择的车站/机场，

以及目的地）后系统会自动运行并自动根据路况生成合适车票，如运行成功便会

通过第三支付平台自动退款或扣款；不成功系统就会自动转到售票网进行身份验

证，验证通过后再次运行。依据上述流程实现快速订票。 

输入目的地

并选择出行方式

临时自动订票

自动改签、退票第三平台支付

确 定

退款或扣款 转到售票网

成功

冻结账户，定位用户

显示订单号并发送至用

户手机

携有效证件到车站取票 检票进站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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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流程三：对于长期且行程固定的旅客进行数据分析并进行购票

北斗定位与监控 

定期 

YES NO  

（将票重新放出） 

时间合理

   

时间不合理 

  成功   失败 

发送至各交通网 

 

图 6 对于长期且行程固定的旅客进行数据分析并进行购票流程图 

输入目的地

并选择出行方式

扣款或退款

显示订单号并发

送至用户手机

转入售票网

确定

退票

第三

平台

支付

自动订票

数据分析

长期信息统计并储存

成功

冻结账户，定位用

携有效证件到

车站取票
检票进站乘车

预约车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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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对于长期并且行程固定的旅客进行数据分析从而进行自动购票，并等

待用户支付，如果用户在开车前两天未支付会将票重新放出，供他人使用；而在

像春运这种票源紧张的时候，用户可以在提前 70 天的时候开始进行票的自主预

约，在一定时间内系统自动根据信息选取票，等待用户付款，如果用户在出发前

一周未付款，系统会自动将票放回平台供销。如果操作成功会支付票钱，失败则

会转至售票网界面，最后由各交通部门许可确认出票。 

3. 界面设计

图 7 出票系统应用图标简图 

图 8 点击图标，进入 APP    图 9 用户登录或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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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自动定位用户位置，在下方选择出行方式 图 11 高铁（火车）选票页面   

                        

   图 12 飞机选票页面     图 13 第三方平台刷脸完成支付

116°41E；39°80N 

2018年 1月 26 日 x秒 

XXXXXXXXXXX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已为您选定车票，请付

款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支付 取消

目的地：

2018年 1月 26日 x秒 

XXXXXXXXXXX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_ 

已为您选定机票，请付

款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支付 取消

目的地： 支付中 

请将人脸对准虚框

2018年 1月 26 日 x秒 

支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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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4 支付成功   图 15 预定票 

五．实验与验证   

由于技术能力所限，不能完整实现自己的设想。不过借助学校北斗社团的

实验设备，在指导老师的辅导下，进行了一些实验，对北斗相关的一些技术进

行了可行性验证。 

1、北斗定位实验 

北斗卫星在系统中的核心作用，是向终端提供准确的时时位置信息。 

首先我们借助专业的实验设备来获取北斗卫星的数据。我们在核心处理模块

中烧录经纬仪的程序，将北斗启航 BOX+专用实验设备中的北斗定位模块、无线

通信模块等进行连线。硬件连接图如下： 

确  认

2018年 1月 26 日 

您已购到XXX次车票， 

请乘车前按期到 XXXX

车站取票，祝您旅途愉

快。 

支付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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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北斗启航 BOX+实验设备 

在电脑上也连入通信模块，打开带有电子地图的专用软件。将设备拿到户外

可以接收到北斗卫星信号的地方，电脑上显示出了我们当前的地图位置，并列出

了当前的经纬度、时间以及行进速度等信息，如下图所示： 

图 15  实验效果整体图 

通过这个实验，我们可以确定北斗卫星接收机可以提供给我们经度、纬度、

时间信息作为汽车的位置和时间记录，另外还可以提供速度信息，用于判断车辆

速度的快慢。 

2、 北斗历史数据轨迹回放实验 

将车辆的历史位置信息和时间信息进行记录，提交给平台，可以辅助平台进

行大数据分析，得出相对准确的路况信息，帮助所有访问地图的人得到准确的行

程时间估算。同时长期大量的位置数据上报，有助于系统分析出用户的行为偏好，

能够帮助用户更好的决策出需要的票务信息。于是我们设计了如下实验：利用北

斗定位模块、核心处理模块、TF 卡存储模块，硬件连接图如下： 

图 16  电子地图实时定位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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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学校校园里行走一圈，将连续获得的北斗定位和时间数据记录到 TF

卡的文件中。当完成运动记录后，将 TF 卡数据导入 PC 的专用软件，便形成了完

整的行进历史路径，如下图所示: 

黄色的是路径。通过实验，我们可以验证，行进的历史数据可以很好的被记

录并上报给系统。

六．总结与展望： 

目前，人们的生活更多的依赖网络，就像交通购票这一问题，比如铁路的铁

路 12306 就是手机购票平台，但此平台也存在一些弊端，例如人们常常要提前好

几天甚至是几周的时间去抢一张小小的火车票。机票的购票在“抢”上体现不多，

但大多时候对于突发情况的时间不好掌控，所以会有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出现。而

该设计可以有效的处理一些买票难的问题，尤其是在铁路交通上，可以为更多频

图 17 北斗定位行走路线轨迹硬件连接截图 

图 18 北斗卫星历史数据运动轨迹回访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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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往返两地及紧急出差或出行的人提供更舒适，更便捷的乘坐；并且可以提高整

体的社会效益，促进大城市之间的人员流动；同时也可以解决由人口问题造成的

社会压力，及“黄牛”等行为的出现。 

参考文献 

（1）http://www.baike.com/  第三方支付平台

（2）https://baike.so.com   北斗卫星导航（精密授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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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多功能北斗定位监控系统的设计与开发 

摘要：当前，大多数的关于移动终端的导航功能的实现一般可以对其类别进行
划分，比较常见的就是室内导航定位的实现和室外导航定位的实现。这主要是根
据导航功能发挥的地域情况进行划分的。其中，室内的导航定位一般是以无线通
信网络作为设备支撑和技术依托；而室外的导航定位功能的实现则要智能卫星遥
感定位系统作为依托。在室内导航中，会应用到一些比较先进的技术，例如无
线蓝牙技术和射频技术等等，都是比较常见的技术类别。本研究主要以北斗定位
监控系统的设计与开发作为研究对象，对这一个有着广阔应用前景的系统进行了
研发和设计。 
关键词：多功能；北斗定位系统；系统设计；系统开发 

1.北斗导航的定位功能的具体设计

1.1 北斗导航定位终端结构的设计 
北斗导航定位具有自身的特点和优势，首先是体积比较小，更加便于携带，

其次是安全性能更高，更能够为广大的用户提供可靠的服务；再次是互动性比较
好，能够实现实时地信息更新和完善；最后是重量轻。在这些优势的发挥之下，
也使得北斗导航赢得了更多潜在受众的欢迎和喜爱。在北斗导航系统当中，通过
对用户的界面进行观察我们了解到，用户界面主要是以文字为主要的信息传输符
号。 

1.2 系统硬件设计  
在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的硬件设计体系当中，主要包含了射频信号处理体

系、数字基带处理体系以及天线接口等主要的部分。这三个部分构成了系统的子系
统，分别发挥着各自不同的功能和作用。其中射频信号处理系统主要是以 LNA、 
TCXO 以及 SAW 等我们俗称额带你路系统构成的，主要功能是实现与外界的交换，
实现信号的输入和输出，更好地进行信息的传递活动；而数字基带处理体系其最
为主要的构成单元就是处理芯片，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来看数字基带处理体系甚至
可以被称为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心脏”，其发挥的功能作用是十分强大的；
天线接口就比较好理解了，这主要的功能是实现与北斗的对接，从而能够促使射
频体系在信号的接收过程更加顺畅。 

1.3 操作系统设计  
对于北斗导航定位系统而言，有了硬件架构，有了体系支撑，那么接下来必

不可少的就是要对操作系统进行规范化的设计，对于操作系统进行设计的根本目
的实际上就是促使最终的定位导航的操作更加顺畅、更加精准，从而能够为人们
提供更加便利的和高效的服务。 

在北斗导航的操作系统当中，Linux 网络系统是关键。这一个网络系统的功
能作用可以说是十分强大的，能够兼容更多的内容，同时在信息上也能够实现开
放和共享，对于信息字节的传输也更加简练和准确。其操作的具体流程主要可以
从以下的几个步骤进行阐述。 

第一，Linux 系统实现初始化。 
第二，对于源代码等重要的信息内容进行下载。 
第三，实现编译环境的优化和完善。 
第四，开展内核的编译和配置工作，这是 Linux 网络系统得以实施的一个关

作者：黄醇
学校：重庆市云阳高级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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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技术步骤。 

第五，整体文件的制作。可以说，整体文件的制作是整个定位监控系统的重

要核心所在，整体文件也是出具完整性报告的前提。与此同时，也可以将整体文

件当成是一个小型的数据库系统来对待。 

第六，对于内核系统当中的各个结构体系进行全方位地调试，从而为信息的

更好的动态化的更新奠定基础。 

2 系统软件设计  

采用 TI 公司的 MSP430 系列超低功耗 16 位单片机的专用开发软件，针对硬

件设计紧密编程，全程实时监测与进行数据处理，要求外围配置少，系统可靠性

强。在本系统的设计中对 Msp430F149 单机进行编程，控制北斗定位模块、GPS

定位模块等模块工作，为了解决功耗问题，在该程序中设计有控制北斗定位模块、

GPS 定位模块、GPRS 模块等的睡眠、唤醒功能进行节能。在整个系统当中，不同

的模块之间相互配合，通力合作，可以说分别将自身的价值发挥到了最大。同时

利用 Msp430F149 控制了 GPRS 通信模块，对来电和信息进行自动化处理，为定位

的性能和可靠性，设计了自动挂断对方的来电，并自动进入睡眠状态。智能化地

将控制中心发来的指令进行分析，然后再决定是否使能北斗定位模工作。这样一

来，就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北斗系统实现了能源的节约，而且也在无形之中延长了

北斗定位导航系统的使用寿命。当在定位时，北斗定位模块搜索不到卫星时，系

统会自动依次切换为 GPS 定位或者基站定位、程序的设计；这种全新的智能化的

监控定位模式不仅职能，而且十分灵活多样，减少了限制和约束，保证了终端的

稳定运行，也为北斗导航定位系统持续性工作的开展成为了可能。  

控制中心实际上采用的是 C#的技术进行的编程的设计和定位的控制。在这

一个定位监控系统的开发和设计过程当中，为了使得所需要消耗的时间成本尽可

能地降低，同时也为了促使最终的检测报告能够更具加的优化和美观，能够对于

各项定位信息出具一个更加精准的报告，在地图模块的设计过程当中，采用的是

谷歌地图所提供的 API 接口。API 接口的突出特点体现在能够提供更加稳定的运

行模式，能够提供各种发散性的功能实际，而且最为重要的是，这样的一个系统

是无偿为广大的用户提供服务的，这样一来，不仅使得软件的前期的开发成本得

到了降低，而且也使得用户的支付成本较少了。由此一来，这样的一个数据库系

统自然也就赢得了人们的喜爱。 

3 结束语 

北斗定位监控系统可以实现对于车辆和人员的实时监督和控制，通过这样的

一个系统，可以在工作的开展当中更加顺畅。可以说，这一个定位监控系统为我

国军事领域、国防领域以及公众生产生活领域等等都发挥了十分重大的功能和作

用。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技术环境，本研究主要对北斗定位监控系统进行了全面

地设计，从基础的原理出发，对工作的流程和基本的架构进行了开发。 

参考文献： 
[1］谭华，张光华.基于基合导航系统和 NB-IoT 的北斗高精度导航定位服务云平台[J].移动

通信，2018(12)：42-46.

[2］李辉，余海坤.河南省卫星导航定位基准服务系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J].资源导刊，

2018(12)：56-57.

[3］刘基余.GNSS 卫星导航定位的精度、误差与偏差——GNSS 导航定位误差之一简[J].数字

通信世界，2018(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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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目前送餐饮业快速发展，订购外卖的人员日益增多。然而，随着车流人流繁多、

街道也愈加拥挤，很多外卖无法实现准时到达，这一点令很多客户十分不满，送餐店也因顾

客的减少发展得越来越不景气。并且，若送餐员只顾速度，在途中很容易发生事故，十分不

安全。为此，我想到应用人工智能机器人与手机进行绑定在餐馆内接受客人订购信息，利用

北斗导航系统对送餐地点实行精准定位，同时配套无人机进行专送，终端都由餐厅店家进行

控制。如此一来，既节省了店家雇佣工人的费用，也减少了交通事故发生的可能性。最重要

的是，能够准时送往客人指定的地点，提升了客人对餐饮店的满意度，可大幅提升餐饮店的

收益。 

关键词：北斗导航、AI 技术、送餐机器人、精准送餐定位 

Absrt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atering industry, more and more 

people order takeout. However, with the heavy traffic and the increasingly 

crowded streets, many takeouts can not arrive on time, which makes many 

customers very dissatisfie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estaurants is 

getting worse and worse because of the reduction of customers. Moreover, 

if the messenger only considers the speed, it is very easy to have 

accidents on the way, which is very unsafe. To this end, I think of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obots and mobile phones to bind 

in restaurants to receive customer order information, the use of 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to precisely locate the place of delivery, while 

supporting UAVs for special delivery, the terminal is controlled by 

restaurant stores. In this way, it not only saves the cost of employing 

workers in stores, but also reduces the possibility of traffic accidents. 

Most importantly, it can deliver to the designated place on time, improve 

the satisfaction of customers to the restaurant, and greatly enhance the 

revenue of the restaurant. 

Key words: Beidou navigation, AI technology, dining robot, precise dining 

positioning 

一、现状阐述 
就餐的时候选择叫外卖的方式，已经成为现代人越来越普遍的做法，不仅节省时间，

还省去排队占位的麻烦。众多精明的商家也根据市场需求，适时推出了“网上订餐”“电

话订餐”“送餐上门”等服务。然而，这一服务似乎没有摆脱顾客抱怨的阴影：下雨不

送、一份不送、太远不送等等，实在让人无可奈何。一边是广阔的市场，一边是滞后

的服务，一边是顾客的骚扰，一边是商家的苦水，一边是服务的短缺，改善餐饮业送

餐服务体系已经亟不可待。

二、 系统技术介绍

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 AI 技术送餐业应用

作 者：姚媱、顾莹莹、郭芮彤、范志刚

指导教师：陈光明

学 校：富源县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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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统简介 

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BDS）是中

国自行研制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是继美国全球定位系统（GPS）、俄罗斯格

洛纳斯卫星导航系统（GLONASS）、欧洲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Galileo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之后第四个成熟的卫星导航系统。 
（二）定位原理 

北斗卫星定位导航的原理是：卫星至用户间的距离测量是基于卫星信号的发射时

间与到达接收机的时间之差，称为伪距。为了计算用户的三维位置和接收机时钟

偏差，伪距测量要求至少接收来自 4颗卫星的信号。卫星定位实施的是“到达时

间差”（时延）的概念：利用每一颗卫星的精确位置和连续发送的星上原子钟生

成的导航信息获得从卫星至接收机的到达时间差。由于卫星的位置精确可知，在

接收机对卫星观测中，我们可得到卫星到接收机的距离，利用三维坐标中的距离

公式，利用 3颗卫星，就可以组成 3个方程式，解出观测点的位置（X,Y,Z）。

卫星导航系统时间是由每颗卫星上原子钟的铯和铷原子频标保持的。这些星钟一

般来讲精确到世界协调时（UTC）的几纳秒以内，UTC 是由美国海军观象台的“主

钟”保持的，每台主钟的稳定性为若干个 10^-13。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由空间段、

地面段和用户段三部分组成，可在全球范围内全天候、全天时为各类用户提供高

精度、高可靠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并具短报文通信能力，已经初步具备区域

导航、定位和授时能力，定位精度 10 米，测速精度 0.2 米/秒，授时精度 10 纳

秒。每颗卫星上的计算机和导航信息发生器非常精确地了解其轨道位置和系统时

间，而全球监测站网保持连续跟踪卫星的轨道位置和系统时间。位于地面的主控

站与其运控段一起，至少每天一次对每颗卫星注入校正数据。注入数据包括：星

座中每颗卫星的轨道位置测定和星上时钟的校正。这些校正数据是在复杂模型的

基础上算出的，可在几个星期内保持有效。卫星导航系统时间是由每颗卫星上原

子钟的铯和铷原子频标保持的。这些星钟一般来讲精确到世界协调时（UTC）的

几纳秒以内，UTC 是由美国海军观象台的“主钟”保持的，每台主钟的稳定性为

若干个 10^-13 秒。卫星早期采用两部铯频标和两部铷频标，后来逐步改变为更

多地采用铷频标。通常，在任一指定时间内，每颗卫星上只有一台频标在工作  

（三）北斗卫星导航原理 

卫星导航原理：卫星至用户间的距离测量是基于卫星信号的发射时间与到达接收

机的时间之差，称为伪距。为了计算用户的三维位置和接收机时钟偏差，伪距测

量要求至少接收来自 4颗卫星的信号。由于卫星运行轨道、卫星时钟存在误差，

大气对流层、电离层对信号的影响，使得民用的定位精度只有数十米量级。为提

高定位精度，普遍采用差分定位技术（如 DGPS、DGNSS），建立地面基准站 (差

分台)进行卫星观测，利用已知的基准站精确坐标，与观测值进行比较，从而得

出一修正数，并对外发布。接收机收到该修正数后，与自身的观测值进行比较，

消去大部分误差，得到一个比较准确的位置。实验表明，利用差分定位技术，定

位精度可提高到米级。 

（四）制餐机器人的优势及发展前景 

从目前国内的研究程度来看，制餐机器人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现在老百姓的生活

水平上来了，对于物质的需求比以前大很多，对生活水平的要求也比以前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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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们老百姓主要在意的是吃不吃的饱，现在我们的群众在意的都是是否能吃

的好，还有就是怎么能使经济效益最大化。可以说，制餐机器人的出现给现在的

餐饮业带来了最大的福音。现在人口红利继续看涨，很多地方都面临招工难的现

象。众多工厂对于工业机器人的需求非常巨大，同样地，餐饮行业也面临相似问

题。服务员工作虽然简单，但是工作环境既要看人脸色，又要忍受收拾客人用过

的餐具。所以服务员难招是餐饮业最头疼的问题。“服务员行业目前的年龄层是

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为主，而且这些年轻人往往工作不稳定，换工作的效率非常

之高，这给餐厅带来许多麻烦与成本损失。”这是餐饮行业共同面临的现象。制

餐机器人不仅没有痛苦感，而且还不会产生情绪。这种特质对于餐厅来说既好管

理又好收拾。“没有情绪”还不是餐厅机器人如此受欢迎的原因，更大的亮点在

于，一台制餐机器人的售价已经接近一个员工一年的工资。从长远看，餐厅使用

餐厅机器人更加划算。机器人在我们身边出现还是一件新鲜事儿，如果你住的城

市里有一家餐厅用到了送餐机器人，是不是可以吸引很多人的目光，然后这些人

就会怀着好奇心，去他们的餐厅看看机器人到底是怎样送餐的。那么，往后餐厅

的营业额一定呈直线式向上猛涨。对于精明的商家来说，它就善于用机器人当噱

头，从而招揽更多的生意。餐厅机器人在这个时候出现，对于餐饮界来说是一件

大好事，不仅解决了服务员难找的问题，而且还可以用较少的成本获得非常大的

价值。机器人这个新名词，不但能够成为餐厅的“吸睛利器”，而且餐厅可以能

够借助新事物出现，得到巨大的经济回报。 

（五）制餐机器人与无人机送餐一体化操作  

无人驾驶近几年一直是各个汽车制造商关注和研发的热点。最近，福特找到了新

的合作伙伴，它与美国同城快递公司 Postmates 合作。在迈阿密和迈阿密海滩地

区测试自动驾驶汽车，为消费者提供按需配送服务。这次有 70 个商家参与测试，

包括迈阿密知名的 Coyo Taco 餐厅。                                      

无人驾驶车配送如何工作呢？配送车的一侧有一块小屏幕，接到订单后，店员会

收到一个开柜密码，车辆到达时根据屏幕上的语音提示输入开柜密码，存入物品

关柜即可。同理，用户也会收到包含开柜码的短信，待配送车到达后，输入密码

即可开柜。原理类似商场的寄存柜。不同的是，这次的配送箱有所变化。负责配

送的无人驾驶车辆上面装有好几个不同尺寸的储物柜，这样一来，单次配送服务

就可以覆盖多个用户。每一个储物柜里还增加了两个杯托，以满足用户的饮料配

送需求。福特这次选择的合作伙伴是 Postmates，以同城快递服务起家，后来加

入外卖配送业务，目前提供的快递服务各式各样，从五金到披萨都可以配送。所

以应对不同尺寸的快递柜，Postmates 可以说是得心应手。福特公司表示，这次

合作是为了测试商家和消费者对无人驾驶配送车辆的反应和互动，最终希望与无

人驾驶车的交互尽可能简单。通过与 Postmates 的合作，公司也在测试不同的方

法，以实现高效率的配送，帮助当地的商家扩大影响，同时为用户提供无缝体验。

几次测试的数据和反馈将成为无人驾驶平台研发的重要参考数据，参与产品配送，

无人驾驶车不仅需要进入公共道路，还需要落地到现有的服务体系，测试能让研

究人员了解实验室里无法预知的状况。 

今年 1月，必胜客宣布与丰田合作，致力于开发一款自动驾驶汽车，实现外卖配

送。福特也计划在 2021 年正式推出特制的自动驾驶车。在我国，互联网巨头们

早已筹划无人驾驶，像百度和腾讯已经逐渐拿下牌照进入路测阶段。另外，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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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日，京东集团与长沙经开区就京东无人车总部落户项目签署合作协议，京东

无人车总部落户长沙。目前，京东配送机器人已经在长沙开跑，针对智慧物流末

端配送，京东将开展有针对性地部署，深入开拓智慧物流领域。从巨头们的一系

列举措，可以看出无人驾驶的广阔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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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北斗定位技术的阿尔茨海默病老人的定位系统平台设计

摘要：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阿尔茨海默病发生之
后，患者的记忆力、语言、思维、理解灯基本能力会发生紊乱，导致日常生活日
益减退。对于阿尔茨海默病老人的护理一般都有专人看护，但是往往由于看护
时间长等原因导致看护不到位等现象的发生，本文将基于北斗定位技术，开发
一类面向阿尔茨海默病老人的定位系统平台，保障老人的安全，减轻医院看护
相关人员的压力负担。 

关键词：阿尔茨海默病、北斗定位技术、定位系统平台 

1、研究背景 

1.1 阿尔茨海默病的现状 
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AD）,即老年痴呆，是一种进行性中

枢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是老年人继心脏病、肿瘤和脑血管疾病之后的较多发的
一种常见病。[1]  

随着人口增长，人口老龄化将成为人类社会的常态，老年痴呆则是人口老龄
化带来的重要问题之一。国际老年痴呆协会中国委员会的数据显示，我国 65 岁
以上老年人痴呆患病率为 6.6%，且患病率每五年约增长一倍以上，80 岁以上超
过 22%，到 21 世纪中叶，老年人口将增加到四亿，痴呆患者将接近 2000 万，中
国的痴呆人口将以 336%的比例增长。[2]  

阿尔茨海默病病程较长，病情发展缓慢，迄今尚没有完全治愈的药物和方法，
重点在于对患者的护理。但我国缺乏专业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护理机构，患者多
数选择家庭照顾模式，往往照顾不到位。[3]

1.2 北斗定位技术 
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BDS）是继美

国全球定位系统（GPS）、俄罗斯格洛纳斯卫星导航系统（GLONASS)之后第三个
成熟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也是中国自行研制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空间段、地
面段和用户段三部分组成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该系统可在全球范围内为各类用
户提供全天候、全天时的高精度、高可靠定位服务，并具短报文通信能力。目前，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定位精度可达 10m。  

2、系统平台设计需求描述 

该系统平台由硬件和软件构成，相互辅助。系统平台面向阿尔茨海默症患者
及护理人员，具体需求如下： 
阿尔茨海默症患者： 

(1)收集患者活动范围、心率等数据并存储至云存储器中

(2)出现非寻常举动时蜂鸣声提醒患者
(3)与看护人员使用设备可以实现实时更新

看护人员： 

(1)可自由设置活动范围等必要信息

(2)设置提醒声等音频信息

(3)与患者同步并更新 

作    者：钟子星
指导教师：朱长胜
学   校：安徽省滁州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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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模块功能构架 

（1）阿尔茨海默症患者部分功能构架

如图 1所示，针对阿尔茨海默症患者设计的模块主要包括：北斗定位芯片、

医学传感器、蜂鸣器、数据信息存储器、无线数据传送接口及云存储器。由于阿

尔茨海默症患者认知能力下降，身体机能降低，设置安装了北斗定位芯片来获取

患者的实时位置信息，设置安装医学传感器可以获取患者脉搏、心跳、睡眠状况

等身体信息，并且将这两类信息传送至存储器及护理人员处。 

图 1 阿尔茨海默症患者部分功能构架图 

（2）患者看护人员部分功能构架

如图 2所示，针对患者看护人员的模块设计部分包括了：数据信息设置界面、

蜂鸣器、数据传送接口、应急报警系统、数据库、云存储器。在此模块，患者看

护人员通过数据传送接口，在数据信息设置界面可以依据患者的病情设置不同的

要素，如：患者的认知能力状况、患者与看护人员的提醒距离、提醒时长等。同

时，考虑到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可能会走失的特殊状况，本模块添加了应急报警装

置，避免发生意外。 

图 2 患者看护人员部分功能构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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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系统设计 

4.1 硬件模块设计 

（1）北斗定位芯片

北斗芯片包含了 RF 射频芯片，基带芯片及微处理器的芯片组，相关设备通

过北斗芯片，可以接受由北斗卫星发射的信号，从而完成定位导航的功能。[4] 

（2）医学传感器

如图 3 所示，医学传感器内部包含：模拟信号接收装置、模拟/数字转换装

置、减噪器、放大器、传送接口、数据存储器。该医学传感器与北斗定位芯片同

步安装在供阿尔茨海默症患者使用的设备中，可以实时的接收、转换、传送患者

的身体状况信息，并将其以数字量存储、传送。 

图 3 医学传感器内部结构图 

（3）数据信息存储器

数据存储器主要负责将实时数据暂存，包括存储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位置信

息、脉搏、心跳、血压等信息，接着在适当的时刻借助无线网络接口或是蓝牙模

块将数据同步到云数据存储器内。 

（4）蜂鸣器

在本系统平台设计中，蜂鸣器分别安装在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和护理人员佩带的仪

器中，用来提示信息。通过护理人员在数据信息设置平台的操作，设置某一动态

模拟量的数值，经过内部仪器的计算设置峰值并与蜂鸣器相连接，当测量的模拟

量数值到达峰值时，电流触发连通蜂鸣器内部电路，引发鸣叫，提醒患者。同时，

数字量经过无线网络接口传送至患者护理人员的数据库中，经过数据传送接口传

送数值量，导致内部电路连接，产生鸣叫引起护理人员注意。

（5）无线数据传送接口

无线数据传送接口利用网络、蓝牙等设备，将患者和护理人员的实时信息进行双

向传送，与数据库、内部电路等相连接，实时传送，要求该部分器件灵敏度高，

准确性强，稳定性好。

4.2 软件模块设计

（1）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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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统平台的数据库可分为用户数据表和测量数据表，两者通过同一 ID 进

行数据的相互关联。[5] 

如表 1用户信息数据表所示，主要包含 id、姓名、性别、年龄、密码。 

表 1 用户信息数据表 

 如表 2测量信息数据表所示，主要包含 id、距离、心跳、血压、脉搏。 

表 2 测量信息数据表 

（2）数据信息设置界面

数据信息控制界面可以使用 java 语言编写，在控制界面上运用 JSP，Java

Server Pages(Java 服务器系统界面)开发动态界面，设置简单的界面按键，方

便护理人员的操作。 

（3）应急报警平台

当出现阿尔茨海默症患者迷路失去联络的情况下，护理人员可以使用该应急

报警平台，通过触发应急报警平台的报警按键，北斗定位芯片自动读取患者的位

置信息，将位置信息进行编码，传送至北斗卫星定位系统的数据库中，同时向北

斗卫星定位系统所能覆盖的相关机构及人员发送应急报警信息，等待相关人员接

收信息后，进行数据信息的解码和相关工作。 

5、总结与展望 

本文是基于北斗定位技术的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的定位系统平台设计，从使用

者方面可以分为患者和护理人员，从系统方面可以分为硬件部分和软件部分。准

确分析用户的具体需求，结合北斗定位技术，模块化的设计思想，自上而下的设

计思路，准确的实现了对于该系统平台的设计。 

北斗定位技术自 2003 年启动研发以来，已经逐步趋于成熟，其在军事、海

运、交通、畜牧业的应用也卓有成效，人们不断的发现，北斗卫星定位导航技术

精确度高、准确度好、实时性强，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社会上各行各业都将接受

北斗的影响，大大提高生活便利性，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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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BDS 的智能无人高铁运行管理系统 

【摘要】：运用北斗卫星的高精度定位和网络通信的功能，与地面基站相结合，

与灾情监控与预报系统，大数据等相结合的智慧高铁系统。实现的高铁运行的无

人管理，节约大量的人力，减少事故的发生。 

【关键词】：北斗定位，高铁，智慧，5G 通信，大数据，北斗+ 

一、什么是北斗+ 

在美国 GPS 等的压力下，我国自主研发了北斗系统，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提供定位（Positioning）、导航(Navigation)、授时(Timing)三大功能，又称为

PNT 功能。那什么又是“北斗+”呢，“北斗+”就是“北斗数据应用+各个传统行

业”，但这并不是简单的两者相加，而是利用卫星导航技术、大数据融合处理技

术、信息通信技术以及互联网物联网平台，让北斗数据应用与传统行业进行深度

融合，创造新的发展生态。“北斗+”已经改造及影响了多个行业，当前大众耳熟

能详的智能交通、精准农业、智慧旅游、智慧港口、智能管网、物流监控、民生

关爱、智能驾考等行业都都有“北斗+”的身影。我认为 BDS 也可以应用到现代

高铁上，创造出智能高铁，智能高铁也将是“北斗+”的一个新的应用。 

二、现在的中国高铁 

①我国高铁发展历程

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于高铁产业的起步相对比较晚，然而发展速度

却非常快。2003 年的 10 月，T60 次列车进入运营状态，这是中国第一条真正意

义上的高速铁路，其行驶路线为北京至沈阳北，这条秦沈客运专线也标志着我国

至此进入了高铁时代。与此同时，我国还制作了“中华之星”列车，它的速度达

到了 250 公里/时，它是中国高铁产业的重要一步，为以后我国高铁产业的发展

提供了很好的典范，掀开了中国高铁产业的新篇章。 

2010 年的 12 月，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 CRH380 高速列车进入试运营阶

段，简称为“和谐号”，速度高达 486.1 公里每小时。2011 年的 6月，此类列车

开始正式运行，其起点为北京南站，终点至上海虹桥站，整个运行过程全长 1318

公里。2011 年的 12 月，由广州到深圳的广深专线正式进入运营阶段，全程最高

速度达到 300 公里，共运行 102 公里最短运行时间大概为 35 分钟。（见图 1） 

2018 年 12 月 22 日，中国铁路科技创新成就展在北京国家铁道试验中心开

幕，一大批中国自主研发的先进铁路技术装备集中展出，时速 350 公里 17 辆长

编组、时速 250 公里 8辆编组、时速 160 公里动力集中等多款复兴号新型动车组

首次公开亮相。 

到 2018 年底，中国高铁营业里程达到 2.9 万公里以上，超过世界高铁总里

程的三分之二，是世界上高铁里程最长、运输密度最高、成网运营场景最复杂的

国家。 

    作    者：方自强、陈星宇、万鑫、龚琴

指导教师：卢卿乔、李洪鑫
学    校：重庆市巫山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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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中国高铁 

②传统高铁弊端 

A、传统列车控制系统采用固定闭塞方式控制列车的运行，需要大量的人进

行管理，同时也需要大量的财力，对于国家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同样人也

存在天生的不足，容易发生操作上的失误，比如驾驶员前一天没有休息好，那么

他在第二天将会精神不佳，这样就极有可能发生事故。 

B、列车信息流通不便，不及时，无法及时的发布实时信息，各地的各种关

键信息无法及时的汇总分析，如果列车出现了什么问题，由于信息传递周期较长，

无法及时准确的传递给工作人员，可能会造成无法扭转的伤害。 

C、在经营高峰期的时候会经常会出现一票难求的现象且在高峰期工作人员

劳动强度特别大，出错的几率也大大增加。 

D、在未来随着科技的进步、中国及世界高速铁路网的不断建设、人们的生

活节奏的不断变快，乘坐高铁出行的方式将会越来越普遍，甚至有可能代替汽车、

飞机、轮船这三大交通工具，那么还继续用传统高铁维持这个庞大的世界高速铁

路网正常运转可想而知需要多么庞大的人力、物力，如果那个时候还用人去驾驶

管理肯定是不行的，因为那太浪费人力了，也很容易出错，发生事故。 

③2006 年至 2008 年中国高铁发生的事故 

A、2006 年 4 月 11 日 9 时 32 分，南昌铁路局南昌机务段 DF11319 号机车担

当的青岛开往广州东的 T159 次列车，行至广铁集团管内京九下行线林寨站至东

水站间，在信号故障情况下，司机个人认为防护区间没有列车，盲目行车，以

48 公里的较快时速，撞上正在停靠的武昌开往汕头的 1017 次列车，导致 1017

次列车最后 4 节车厢脱轨。当时，T159 次第二司机在睡觉，没有执行在故障情

况下必须双司机值乘的规定。事故造成 2名铁路职工当场死亡，18 名旅客受伤，

构成重大事故. 

B、2007 年 2 月 28 日 2 时 05 分，由乌鲁木齐开往新疆南部城市阿克苏的

5807 次列车运行至南疆铁路珍珠泉至红山渠站间 42 公里+300 米处时，因瞬间大

风造成该次列车机后 9 至 19 位车辆脱轨，造成 3 名旅客死亡，2 名旅客重伤，

32 名旅客轻伤，南疆铁路被迫中断行车。 

C、2008 年 1 月 23 日晚上 8点 48 分，北京开往青岛四方的动车组 D59 次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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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运行至胶济线安丘至昌邑间时，发生重大路外交通事故，造成 18 人死亡，9

人受伤。 

D、2008 年 4 月 28 日凌晨 4 时 41 分，北京开往青岛的 T195 次列车运行到

胶济铁路周村至王村之间时脱线，与上行的烟台至徐州 5034 次列车相撞。造成

72 人死亡 416 人受伤。 

从上面的事例可以看出现在的传统高铁是有许多弊端的，但是现在可以用北

斗的高精度定位功能，同时将其作为中间传输器与地面基站协同合作，共同实现

高铁的智慧无人管理，大大降低事故发生的风险，节约资源。 

三、具体内容 

①建立地面基站总指挥控制系统 

首先地面基站需要几台超级计算机，有几台是日常使用的，还有几台作为备

用，在使用之前需要提前将一些控制信息输入，然后计算机就根据这些数据进行

智能控制；为了防止计算机出现故障，这几台计算机中有两台是作为中枢控制的，

一台使用，一台备用，这个中枢计算机要对前面几台计算机发出的指令进行简单

的二次计算并进行监控，一旦发现问题就立即停止对这台计算机的使用并启用备

用计算机重新进行计算，发出指令，同时发出警报让管理人员知晓情况，管理人

员进行检查与维修并上报情况，对一些其他特殊的紧急情况管理人员也要进行处

理与上报，管理人员还要做好日常维护工作，作好记录；基站可以建立在地下，

在基站上边可以修建太阳能电站为基站提供电源，并且要建立专线供电线从其他

地方供电以防止电力不够，在基站内要有电池储备电力以防特殊情况。 
②高铁如何智能行驶 

1、列车上的设备 

在列车的外面和内部要安装各种装置，用于检测各项数据（例如 SDVR、
LCD、多功能连接器（见图 2）、摄像系统主机、外部压力检测器等）；还有控制

器：列车主控制器，控制列车各个系统；BDS 定位器（见图 3）；信息传递器等

装置。 

 

 

图 2：列车监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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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北斗定位器 

2、此系统与其它系统的合作 

这一个基于 BDS 的智能无人高铁运行管理系统还可以和其他的一些系统合

作，例如：①与现有的一些天气预报系统合作，这样运行管理系统就可以提前知

道一些路段、地区的天气状况；②与一些有关自然环境保护的系统合作，从保护

环境的目的出发，如果发生了一些不能让列车通过的情况，系统就可以在第一时

间内知道等；与这些系统合作，地面基站就可以根据情况让列车推迟发车时间或

者减速、停止，这样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事故或者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3、信息传输 

高铁最大的特点是行驶快，在这样极快的行驶速度下对列车的控制必须迅速

准确的进行，这离不开快速的信息传输（图 4），现在快速发展即将面世的 5G 技

术（图 5）正好支持了在高速行驶时列车-北斗卫星-地面基站之间的快速信息传

输，保障了列车的安全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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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列车与北斗卫星间的信息传输 

图 5：5G 技术 

4、行驶 

在列车行驶时测速设备实时监测列车的行驶速度，并通过北斗卫星将数据发

送回基站，基站根据预定的速度并结合实际情况进行调控。基站依据 BDS 传输回

来的精确定位数据远程对列车的行驶路线方向进行控制在车头上要安装高清的、

监控距离较远的摄像头和热成像仪，与北斗的高清摄像功能配合，对轨到前方和

周围的情况进行监控，如果前方轨道上有动物等各种可以导致轨道不能正常使用

物体，列车主控制器先进行初步处理，让列车减速行驶或停止，然后列车的控制

中心就立马将信息发送给地面基站，基站进行简单处理，如果不是什么特殊的事

情，只是有一个人或树木什么的，地面基站就可以让列车减速或停止前进，并让

列车上的广播告知乘客有什么事情发生了，请乘客们谅解并耐心等待，同时在各

节车厢的 LCD 上显示出现情况的画面，让乘客们了解具体发生了什么，进一步让

他们放心；如果出现事情很严重（比如：出现事故、有伤亡情况、树木倒在了路

上等），那么列车主控制器就要立即停止列车并将信息通过北斗卫星发送回地面

基站，地面基站分析之后报警告知工作人员，然后工作人员在进行相应的处理。 

③乘客服务

1、购票与安检

乘客可以在网上购票，并自行选定座位，乘客也可以选择在车站里的自助购

票机上进行购票，在购票时，乘客需要进行扫脸认证识别并录入指纹，终端运用

大数据等功能进行汇总统计，在车站上车前，在每一节车厢的门口设立一个较长

的通道，在通道上设立二道检查，第一个是安监系统与核对，对乘客进行安全检

查，检查是全智能化的，在检查的同时运用高清摄像头进行人脸识别与指纹检测，

如果检查识别出正在被检查人携带了危险物品或者并没有买票系统立即报警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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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工作人员，在抓住之后要对这个人进行严重的处罚，以观后效，在这一关过

了之后乘客可以进入候车区休息，等待列车的到来；在列车来了之后，乘客在进

入列车的时候还要进行一次安全监察，在第一次检查时有遗漏的。乘客在进入列

车之后按照之前在网上预订的位置就座。

2、购买物品 

在列车的每一节车厢里面都会有一个小型的商品自动贩卖机，贩卖一些水、

零食、纸巾之类的物品，商品自动贩卖机上有一个独立的处理器，乘客可以运用

触控显示屏选择需要购买的物品，确定之后生成支付二维码，然后乘客支付并领

取商品，如果乘客已经在手机上买好了，那么就可以将手机上的二维码打开并放

在商品自动贩卖机的扫码器前让其扫描，扫描完成后乘客就可以领取商品了。

④列车安全

1、特殊情况处理

为了防止发生一些无法立即救援的特殊情况（受到较强撞击、脱轨、失控等），

列车的控制系统会根据情况自主采取一些措施： 

A、在紧急情况出现之后的第一时间内与地面基站联系发出紧急报警信号，

并将列车的所有信息（位置、各种监控视频、列车机体各种数据等）发回地面基

站。 

B、立即停止列车并关闭大部分设备只保留一些必要的设备，同时立即启用

备用能源。 

C、将门锁死，关闭所有通道并用广播通知乘客稍安勿躁，同时将自主供氧

系统、紧急储备箱、各种定位与记录系统打开，将自动贩卖机的储物箱打开。 

D、启动远程控制系统，使工作人员可以在地面基站远程操作所有系统，并

与乘客进行视频或语音对话。 

2、列车车体 

A、窗户上玻璃一定要是加厚的钢化玻璃，机车骨架一定要足够坚硬，这样

在发生危险时机车才能更好保护乘客，使乘客不受伤害；那种在机车行驶的路线

上要经过许多河流或大片水域例如港珠澳大桥高铁线上的机车可以使用更轻的

材料同时做几个封闭的空腔，既可以提高速度也可以在机车落水时不至于直接沉

入水底，可以浮在水面。 

B、在列车的坚固位置建立紧急储备箱与储氧箱，紧急储备箱里面放一些水、

压缩饼干、卫星电话等一些应对紧急情况的物资。 

C、座椅用极其坚固的材料制造，在发生紧急情况之后乘客按动上面的紧急

按钮，座椅可以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形成一个封闭的保护仓，里面有能够维持人生

活三天左右的必需物资。 

D、列车的门可以锁死，使其无法自动打开同时增加其坚固性，但是列车的

外面和里面都有可在锁死门之后打开门的机型开关，方便救人。 

⑤软件

1、基本信息

名称可以叫做中国高铁，运用了大量的现代技术，现在还未开发。

2、注册

用户用手机号通过验证码进行注册，然后系统自动把手机号码作为账号并与

手机进行绑定，这样用户在登陆时如果忘记密码就可以通过手机号登陆和找回密

码，在注册好账号之后用户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填写自己的个人信息，需要填写自

己的真实姓名，身份证号码进行实名认证，然后还要与自己的银行卡绑定，以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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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时使用。

3、使用 

在注册之后用户就可以正常使用了，打开之后分为几个页面，分别是：个人

信息页面，高铁地图页面，乘客互动页面，官方互动页面，列车超市页面；另外

还有一些特殊的弹出型页面，例如：确认页面等。

A、个人信息页面 

有昵称，头像与个性签名，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与性格特点自由设定（在

不违法与违背道德与文明的情况下）；为了方便用户可以更方便的买票与查询列

车信息，在个人信息页面上有我的地址与我的列车，在我的地址中可以自由添加

几条线路（在设置地点时可以打开高铁地图直接在地图上选取），先选定自己要

从哪里出发，要到哪里去，然后保存，在这以后用户在出发时就可以直接选择然

后点击进入确认页面，在我的地址这一页面我们还可以预定列车，先设置出发地

点与目的地的还有沿途要经过那些地点的要求，然后设置出发的大概时间段以及

座位的要求，还可以直接说明要哪一列列车，最后要设定的就是人数，系统会与

各种因素结合进行高精度运算推出将会乘坐那一列列车，如果已经没有了满足这

些条件的列次，那么系统会提示你票已经没有了并推荐条件相差不多的几条路线

（比如座位变一下，时间提前一会儿或退后一点，路线稍微变一下），如果乘客

满意就可以直接选取或者放弃返回，在我的列车中可以看见自己将要乘坐的列车

的信息，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到了某时或者某地提醒以及提醒方式；在

个人信息页面中还有我的钱包，我的钱包与中国各大银行相合作，用户在我的钱

包这个页面中可以看见自己绑定的银行卡相关信息，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添

加或删除与之绑定的银行卡，在这之中除了银行卡还有“我的零钱”独立存在，

以便用户使用，减少资金流通所需要的时间，在这里也有“我的消费记录”在这

里面用户可以查到自己一个月以来所有的跟高铁有关的消费记录；在个人信息页

面还有设置系统，可以绑定 QQ，微信，手机号，设置人脸与指纹，字符密码。 

B、高铁地图页面 

这个页面是基站实时发布的全国各地列车位置信息与道路，车站信息图。（见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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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全国高速铁路网 

C、乘客互动页面 

在这个页面每一个用户都可以发表各种动态信息以及个人的感受（与 QQ 空

间，微信朋友圈差不多）。 

D、官方互动页面 

在这里如果乘客有什么极其重要的事情就可以在这里向官方反应，如果官方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也可以在这里发送给每一个用户，并且强制性提醒。

E、列车超市页面 

在这里可以看见列车上销售的所有物品与服务并进行购买，在这个页面也可

以购买车站上销售的的物品，在乘客决定好买某物并支付之后就会生成取货二维

码；并且这里还有扫一扫功能，用于扫描在商品自动贩卖机上购物时产生的支付

二维码，我的取货二维码包也在这里，用户在手机上买好商品后生成的二维码全

部在这里，这里的二维码可以保存三天，三天后如果没有使用系统将会自动删除

并退钱，但要交一定的退钱手续费，而且这里的二维码在使用之后会自动删除并

使这个二维码失效。 

F、确认页面 

确认页面主要是用来确认支付费用或确认一些列车信息的，如果在购买车票

时跳到这个页面就会显示一些电子车票的信息让用户确认是否，有误如果有误可

以修改，无误就可以跳到支付页面确认支付并生成电子车票同时将车票与人脸以

及指纹绑定。

G、支付页面 

在这个页面就是用户运用字符密码+人脸或指纹对支付进行确认。 

4、安全 

在登陆时可以用字符密码，指纹（图 7），人脸（图 8），短信验证码+身份信

息这几样之中的任何一样进行登陆；在涉及资金的流动时必须用字符密码+人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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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指纹进行确认。并且与腾讯或者其他网络安全公司合作进行安全保护。 

图 7：指纹识别技术 

图 8：人脸识别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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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如今，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探险,许多
厂家也因为这个生产出了许多产品来满足探险者的需求。但是在探险的时候常常
会遇到一些危险，比如一个人在外探险时，坠落悬崖，周围却没有一个人，我们
该怎么办呢？是打 112 进行求助慢慢的等待救援吗？或者是当我们遇到危险的
时候，周围却没有人，我们是应该打电话求助 110 然后慢慢等待他们的援助吗？
或者是有心脏病的老人，独自一人在家时，心脏病突然复发，该怎么办呢？再或
者是，当我们遇到危险时却不知道怎么急救，导致情况真的是越来越恶劣时，我
们才为此而感到懊恼吗？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也是我们不可避免的，
所以我们应该怎样来解决这些危险呢？显然急救手表将会是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我们应该怎么样才能使急救手表方便携带呢亲，急救手表里又包含着哪些运
用功能呢，这都是我们设计这款野外求生自救手表所要思考的。
【关键词】野外求生 探险 急救 确定相关位置
【Abstract】Nowadays, with the progress of the tim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ore and more people like exploring. Many manufacturers also produce many 
products to meet the needs of explorers. But when exploring, we often encounter some dangers. 
For example, when a person is exploring outside, he falls off a cliff, but there is no one around 
him. What should we do? Did you call 112 for help and wait for help slowly? Or when we are in 
danger and nobody is around, should we call 110 and wait for their help? Or the elderly with heart 
disease, alone at home, heart disease suddenly relapse, what to do? Or is it when we are in danger 
and don't know how to give first aid that makes the situation worse and worse? These are the 
problems we need to face, and they are inevitable for us. So how should we solve these dangers? 
Obviously, the first aid watch will be a good choice, but how can we make it easy to carry? What 
functions are included in the first aid watch? This is what we need to think about when we design 
this field survival watch. 
【Key words】Fieldwork life expedition first aid to determine the relevant location 

1 北斗卫星定位系统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以其速度快、高效率。测量定位精

确度高等一系列特点，深受各个行业数据采集和资源监测人员的青睐，卫星导航

系统的出现，解决了大范围的、全球性的以及高精度快速定位的问题。2013 年 9

月 11 日，率先在上海建成的北斗基地增强网宣布正式开通运行，这意味这中国

北斗导航定位系统的精确程度，将会从‘米级’升级到“厘米级”，精确度的不

断细化与加深，说明了在救援度的搜救过程中，准确度将会不断的提高，速度也

会越来越快，锁定目标的精确度也会越来越精确，基于北斗的定位误差变得更小，

运行北斗对搜救过程较为精确。 

2 我国北斗在手表方面的成果 

北斗卫星手表具有“一对、二定、三测”等几项高科技功能，一对，即是通过卫

星信号对时；二定，即是定向、定位、可以输出经纬度、高度坐标、地图幅编码；

基于北斗定位多功能自救手表的设计

Based on Beidou positioning multi-function self-help watch design.

作 者：未嘉怡

指导教师：王善云

学 校：四川省德阳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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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测，即是测温度、高度与气压。截止 2013 年 6 月北斗卫星手表二代产品授时、

定位、天气预测、世界时间、海拔高度精准测量、地图编码显示多种功能于一身。 

3 创新 

基于我国北斗卫星手表的基础上，这款手表可以在人们野外遇到危险时，卫星信

号的接收采用威科姆科技的 BD-7700 北斗接收模块，其功耗低、重量轻、尺寸小，

可以追踪 3颗卫星，处理 6个波束数据，捕获时间小于 2秒，授时精度优于 30ns，

可以输出时间信息、精度、纬度、高程以及接收状态信息。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

仍然可以在一定时间内接收和发送信息，使救援者与伤员及时取得联系。 

移动导航定位终端硬件结构

移动导航定位终端系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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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手表 2

4 关于北斗的系统软件设计 

1.1 关于北斗主要功能及介绍 

（1）用户界面：此模块以表单或字符输入方式接受用户指令，并以图形或文字

方式返回数据。

（2）通讯：向总部发送信息，接收卫星信号。

（3）定位：根据用户选择的定位方式得到当前坐标。

（4）地图显示：显示区域地图、用户当前所在位置。当用户进行方向选择、动

态移动、拉近拉远等动作时，进行相应的变化。

（5）地图搜索：根据用户输入的某一地点的信息，找到该点并将显示其出来，

或者在用户输入出发地和目的地后，通过路由算法找到最短路径，并在地图上显

示。

（6）电子地图：存储地图文件。

（7）加密：使用 AES 算法对发送数据进行加密。

（8）系统维护：对导航终端所进行总体设置，定期备份、更新地图数据，提供

所有的地图文件下载接口，设置用户各种操作权限，在软件出现新版本是出现版

本更新提示。

1.2 硬件设置 

北斗短报文可以发布 140 个字的信息，既能够定位，又能显示发布者的位置。

北斗的双向通信功能双向通信就是指用户与用户、用户与中心控制系统间可实现

双向简短数字报文通信，GPS 是只有单向的，所以说这是北斗的优势。在没有通

信和网络的地方，安装了北斗系统终端的用户，可以定位自己的位置，并能够向

外界发布文字信息。就不存在当人们遇到危险时，人们无法及时的向外界传递信

息，当人们遇到危险时，会及时得到救助。 

1.3 数据的接收与转化分析计算机将北斗通信终端接收的二进制密码译成二

进制“1”、“0”码，通过一个万用接口把数据送入计算机。当室外数据输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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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之后，计算机按照编写的程序计算出各监测计的物理量，如位移量、水位值等。

如果被监测体的变形量超过一定限度，系统将根据事先输入的“安全”数据，进

行判断，并启动预警程序。 

1.4 数据的检测流程 

1 开始 

2 输入北斗终端所接收的信息 

3 进行信息转化 

4 数据采集和分析 

5 若数据分析周围的信息不安全，即立即启用报警程序 

6 若数据分析周围的信息安全，则结束检测 

1.5 系统整体框架 

系统整体框架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基础功能，数据功能和应用功能 

基础功能:主要包括北斗通信终端、网络平台、计算机等硬件设备。负责接收

并传输数据。 

数据功能分析:预警监测数据库：室外北斗通信终端发送的各传感器监测的实

时数据、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提供的监测当时遇害所处的状况等。（2） 监测管理

数据库：历史数据、图表分析数据、报警信息数据、历史报警信息数据和地理空

间数据等。 

应用功能:在数据层对收集到的信息进行初步筛选，去除无效信息后，启动应

用层功能。 

应用功能主要包括： 

（1） 数据管理及分析预测软件：数据收发接口管理软件、危险情况分析管理软

件、遇害者位置和距离救援者的距离情况监测软件等。

（2） 数据查询及储存软件：监测数据管理存储软件、历史监测数据查询管理软

件、报警信息查询软件等。

（3） 预警系统软件：自动动态监测预警软件、预警发布管理软件等。

4 产品自身主要功能及介绍

2.1 自动报警系统 
现在许多产品上都设有自动报警系统，比如说顾客私自拿走物品，经过门时，

门会自动响起，提醒老板这个顾客还没有付钱，再比如说当人晚上进入关了的门

店时，自动报警系统会自动启动，那么我们现在这款产品的自动报警系统是根据

人在遇到危险的时候，手表有自动识别心率的功能，如果探险者或者是老人的心

率与正常发生偏转，会自动启动报警系统。

原理：如果心率传感器检测到心率与正常发生偏转，就会自动启用报警系统。 

2.2 经纬网定位 
经纬网定位这个功能在手机上的 APP 上(例如百度地图）或者是手机上自带的

定位系统，或者是虚拟定位器上也存在这样的经纬网定位，就目前的科技发展水

平来说你，经纬网定位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应用并不广泛，现在中国的经纬网定

位一般是运用到军事上的时候比较多，但是这也不是说在日常生活中没有用到经

纬网定位。就这款手表而言，当人们发生意外时，手表的左上方显示的经纬网定

位就起了作用，它方便救援者结合摄像头对发生意外者的所处位置具有一定了

解，方便救援者到达。

原理：手表采用特定的定位技术来获取手表的位置信息（经纬网坐标），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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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图上标出被定位对象的位置或服务。定位技术有两种，一种基于 GPS 定位模

块将自己的位置信号发送到定位来实现手表定位，基站定位则是利用基站对手表

的距离测算距离来确定位置，前者精确度较高，还有利用 WIFI 在小范围内定位

方式。 

2.3 视频播放器的应用 
现如今视频播放器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许多的视频播放器也逐渐被大众所接

受，例如暴风影音、腾讯播放器、VPLAYER、优酷播放器、爱奇艺播放器，是

人们常用的视频播放软件，这款手表也运用到了视频播放器的原理，帮助人们在

遇到危险的时候，能够及时的运用视频播放器观看急救视频，为救援赢得时间。 

原理：① 首先接受得到获取数据  ②demux 解复用: 把合在一起的音频和视

频分离(还有可能的字幕) ③decode 解码: 包括音频和视频的解码④output

输出: 也分为音频和视频的输出（aout 和 vout） 

2.4 摄像头的功能 
摄像头的功能在现在的生活实际中运用的十分广泛，比如说是摄像头，相机这

些产品都用到了摄像头，这个手表也具有摄像头，它在手表的侧面，在探险者或

者是老人遇到危险或者是发生意外的时候，它会自动识别到周围的环境，对当时

的环境进行录制，发送到救援者的手表上，以方便救援。

原理：是利用小孔成像来得到影像的镜头，是由集成电板和芯片等一些电子元件

组成的。 

2.5 太阳能软性电池 
太阳能软性电池的原理和太阳能热水器相似，太阳能热水器是利用收集太阳

光，给人们提供热水，而太阳能软性电池则是收集太阳光在探险的时候，手表突

然没有电了，便可以运用太阳能软性电池来收集太阳光来获得能量，来保持电量。 
原理：是利用太阳电池吸收 0.4μm～1.1μm 波长(针对硅晶)的太阳光，将光能直

接转变成电能输出的一种发电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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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信号栏 
信号栏一般显示的信号强度，一般手机没有信号了，便打不出去电话，无法联

系到他人，会本身的带来一些问题，当探险者进入森林或者是到达某个信号的地

方，信号栏就会显示警号键，来提醒人们没有信号。（红色警号键：方便人们更

好的发现此处没有信号，应该尽可能有信号的地方。）

2.7 全触摸操作 
手表的操作栏是用手触摸操控的，以便操作。

原理：触摸屏分为电容式和电阻式的，电容屏的原理是把人体当作一个电容器

元件的一个电极使用，当有导体靠近与夹层 ITO 工作面之间耦合出足够量容值

的电容时，（手指接触与屏幕形成电容）手指和屏幕之间的电容改变来获得触摸

信息。电阻式触摸屏基本上是薄膜加上玻璃的结构，当触摸时，薄膜下层的 ITO
会接触到玻璃上层的 ITO，手指按压屏幕，双层屏幕间距离改变，导致屏幕电阻

值改变，经由感应器传出一个讯息，再从控制器送到计算机端，藉由驱动程序转

化到屏幕上的 X、Y 值，而完成点选的动作，并呈现在屏幕上。 

2.8 心率传感器 

方法：光电透射测量法 

原理：手环与皮肤接触的传感器会发出一束光打在皮肤上，测量反射/透射的光。

因为血液对特定波长的光有吸收作用，每次心脏泵血时，该波长都会被大量吸收，

以此就可以确定心跳。

2.9 系统配置 
如果人们遇到了自己喜爱的风景，总是有把它拍下来的冲动，这款手表采用微

型摄像头，如果你看到那个让你心动的瞬间，也可以把它记录下来，记录那些美

好的瞬间，给自己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系统配置还涉及到了接听电话和收发短

信的功能，原理和电话手表的原理类似，在一定程度上也方便了人们的生活。在

手表的一个特定软件内，有科学的有效的急救图片或者是急救视频，在伤势不严

重的情况下，人们可以观看视频或者查看图片自行进行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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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LED 灯 
一般野兽都讨厌闪烁的灯光，当人遇到危险的情况下，心率传感器感受到人心

跳的异常，就会自动启用 LED 灯光进行扫动，防止野兽靠近自己。 
原理:脉冲信号出现频率低于 70 Hz 的低频分量，眼睛就会感受到闪烁。 

3.1 定心丸装备 
这个装备对于现在的“空巢老人”，特别是患有心脏病的患者具有一定作用，如果

出门游玩或者是突发心脏病，都有备用药丸，不用手忙脚乱的找药片，在手表内

侧的小盒里（旁有按钮，可自动弹开盒子），装有一定数量的定心丸（压缩版），

当人心脏病突发时，可以直接按下按钮，盒子自动弹开，患者即可从盒子取出药

片，方便且快捷。

3.2 皮毛压缩器 
许多野兽很排斥同类的味道，如果把动物身上的皮毛经过基因重组合，进行压

缩，储存在手表内部，当人发生危险时，皮毛压缩器经过喷雾放出味道，会让野

兽产生排斥心理，从而为救援赢得时间。

3.3 强烈电流 
触电是由于人体直接接触电源导在我们生活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探险，但

是又会遇到很多危险，譬如说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掉入悬崖，或者说是独自一人

时不小心受伤，遇到这些问题，我们该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又比如说，老人

独自在家时，心脏病复发，却不能亲及时进行救治，那么我们该采用怎样的急救

办法呢？不管是老人还是探险者我们都应该尽力去解决他们所遇到的困难，让这

个社会更加和谐。但是我们应该把产品做成什么样子，方便探险者和老人携带

呢？一定量的电流通过人体致使组织损伤和功能障碍甚至死亡。

原理:触电伤害的主要形式可分为电击和电伤两大类。电流对人体的危害程度与

通过人体的电流强度、通电持续时间、电流的频率、电流通过人体的部位、触电

者的身体状况以及环境等多种因素有关。一般情况下，取 30mA 为安全电流,当
人遇到危险时，手表自动发放出电流，刺激人的心脏，发电频率为 0.5 秒，电流

范围在 30mA 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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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的经济效益

在我们等我实际生活中，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投入

建设到各项高能活动的投资，该项产品使用于患有心脏病的老人，攀岩者，探险

者这些人群。这项产品不但有利于高能活动者或是老年人的安全，在发生意外的

时候有急救等的援助，减少各项损失。

3 产品特色 
一般的手表只具备显示日期和时间的功能，但在时代的进步和科技创新的带动

下，有些手表也具备了打电话，玩游戏，收发短信和上网的功能，可谓是缩小版

的手机，虽然这种手表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很大，但却不利于一些运动者在野外

生存时所用到，而这款产品当探险者遇到危险，或者说在老年人突发心脏病的时

候会取到很大的作用，它会根据使用者的心率来判断使用者是否遇到了危险，会

自动启用报警系统，在遇害者等待过程中，等待救援者可以利用视频播放器观看

一些急救视频，来赢得救援时间，在遇害的同时，手表也会巡查到三十公里内持

有相同手表的人，持有相同手表的人的频率发光发声，让同样持有这款手表的人

意识到有人遇到了危险，能在第一时间到达，在离受害者 15 千米之内，如果有

信号的情况下，在救援者的手表上显示遇害者的位置，遇害者在识别到救援者的

手表时，会自动发光发亮。在没有信号时，只是遇害者的手表的发光发亮，

并发出声音，方便救援者进行救援，但是在救援者的手表上不显示遇害者的位置。

在离受害者 5 千米内，双方的手表会自动发出小型烟雾弹，方便确定遇害者的位

置，让遇害者和救援者及时取得联系，便于救援。一般的手表没有电了就只有选

择换电池，那么在没有电池的情况下，难道就不能使用了吗？这款手表利用的是

太阳能软性电池，它利用收集太阳光来收集电，储存到电池板上方便使用，不存

在一般的普通手表没有电就不能工作的缺陷。而且节约能源，不会造成环境污染，

只有益没有坏。这款手表上随身确定救援者的位置，让探险者不仅能够安全攀岩，

旅行者也能安全放心的旅游，患有心脏病的老人也可以使用，机器自动监测到老

人的心率不正常，便会自动提出报警，十分的方便和快捷，关于报警系统开启后，

便于警方和医疗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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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心率传感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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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适用人群 
现代社会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出现了人口老龄化，突发心脏病的案例也

越来越多，这款手表适合空巢居住的患有心脏病的老人。再者就是那些具有冒险

精神的人群，当他们在荒郊野外的时候遇到了伤害，手表在显示器上会播放急救

视频，当场进行急救，为救援赢得时间。当女孩独自外出时，监测器监测到发生

不安全事故时，会自动启动报警系统。基于北斗卫星手表的一些功能，这款手表

对北斗卫星手表的功能进一步进行了拓展，使用面积广泛！

5 应用前景 
在以后的生活实践中，还有更多的人会喜欢攀岩这项运动，心脏病的发生率也

会居高不下，所以这款产品的使用率也会越来越高，基于北斗求生自救系统它会

进行经纬网定位来锁定人们当前的位置，当人们遇害时，则会搜索附近的最近医

疗团队，及时进行救援。它还可以识别到病人和攀岩者的心跳，如果心跳与正常

心跳出现很大差别，会自动启用报警系统。手表使用面积也会越来越广泛，会有

更多的人了解它，知晓它，使用覆盖率也会越来越大。随着我国北斗卫星技术的

逐渐成熟，经济不断发展，交通道路设施不断完善，将北斗系统与手表定位结合，

实现对遇害状况的实时监测，并结合监测区域内遇害环境和信息，及时对监测区域内支

援者发出预警，将极大减少因意外状况造成的伤亡故。运用北斗短能，实现伤者与支援

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手表的制作过程中，需要各个部门的极力配合，这需要产业间的相

互联系，有利于促进就业，延长产业链的消费结构。

6 致谢 
感谢老师对本项目的研究方向和技术上的支持与帮助。感谢父母及班级同学对

本项目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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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之下的新型太阳能喷洒路灯 

小组成员及工作分配 

姓名 班级 分工

成员一 高二（5）班  查询资料，设计活动流程，提

供主要设计思路，走访调查

成员二 高二（20）班  走访调查，记录信息，录入电

脑，数据分析，照片采集

成员三 高二（20）班  照片采集，查阅资料，分析数

据，走访调查，汇总成文

【摘要】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我国交通事业取得迅速发展，

但交通管理难度随之加大。面对严峻的挑战，交通管理部门越来越注重使用高效、

及时的路面管理的方法来解决道路维护问题。因此在已经逐步步入交通大数据时

代背景下，运用北斗导航系统来解决道路维护问题具有重大意义，如何实现信息

化、智能化的交通路面管理，保证路面路况良好成为今后解决交通管理问题的重

要一环。我们特此构想：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北斗-立方星新型太阳能喷洒路

灯”。 

【关键词】北斗导航定位系统、创新、应用、绿色、环保、自动化、  交通管理 

背景：城市交通发展状况是衡量一个城市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城市发

展的重要前提。随着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交通取得迅速

发展，道路数量快速增长，人们出行更为便利，经济增长更为迅速。但随之而来

的问题是交通路况维护、管理压力增大，难免出现一些交通路面维护不到位的问

题，而这些问题有时候却会给人们造成许多的麻烦。 

作    者：卢思蓓、陈柳颖、陶乃威
指导教师：李伦、林伟
学    校：贵州省盘州市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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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2018 年 1 月 24 日至 26 日一场冰雪袭击了皖西皖大别山区太湖县，造成大

面积道路交通受阻，而年关将近，大量外出务工人员纷纷返乡过节，学生放假，

大量人员滞留在县城，无法返乡。为了保安全畅通道路，返乡滞留人员早日回家，

户外队友参与破冰！连续三天奋战在扫雪破冰寒冷的公路上，休息在路上、用餐

在路上，十分辛苦。 

2016 年 7 月 26 日来，江苏省宿迁市连日遭遇高温，白天最高气温达到 37

度左右，不仅人受不了，连水泥路也“受”不了这种高温炙烤。26 日上午，记

者获悉宿迁一条水泥路面被晒爆裂拱起，一名路过的村民骑摩托车避让不及撞上

拱起的水泥路面，晕倒在地，浑身多处受伤。 

另外，道路烟尘弥漫也成为了交通道路环境的一大问题，大量的烟尘弥漫降

低了视野的能见度，给司机的正常驾驶增加了危险性。而且烟尘过多还会污染环

境，影响道路整体的美观、洁净，对道路附近的常住居民的身体健康也会产生不

良影响，使人患肺部疾病的几率增加。 

 

此构想将北斗导航精确定位系统经过系列原理转化，运用以下技术： 

 

1、北斗差分定位技术，消去大部分误差，建立地面基准站（差分台）进行

卫星观测，得到准确位置，定位精度可达亚米级； 

2、美国亨特旋转喷头，草坪灌溉喷头原理； 

3、内置北斗导航基带及射频芯片技术，具有定位精度高、启动时间快及功

耗低等特点； 

4、北斗系统精密授时功能，可向用户提供 20s---100ns 时间同步精度； 

5、北斗导航气象运用系统，进行天气分析、数值天气预报、气候变化监测

和预测。 

 

    我们将以上技术与传统路灯结合，改造传统路灯的外形、构造，并在其内部

安装北斗导航芯片，通过科学、合理的探究后设计出北斗-立方星新型太阳能喷

洒路灯。 

北斗-立方星新型太阳能喷洒路灯在传统太阳能路灯的基础上提升了节能

性，环保性，实用性，另外还增加了物质（除冰盐、水）储存、动力支持、信息

采集、信息反馈、自动喷洒等功能，拓宽了路灯适用范围，便利了道路的维护、

方便人们的出行、美化了道路环境、减小了交通管理部门的压力。 

据上述分析可知“北斗-立方星新型太阳能喷洒路灯”对解决道路管理维护

困难的问题具有积极意义 ，对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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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目的：针对近年来路面路况维护和管理不当而导致的行人、车辆的安全、

通行问题受影响的情况，北斗-立方星新型太阳能喷洒路灯合理利用北斗导航精

准定位技术，依托北斗导航精准定位技术进行合理创新。辅助交通管理部门工作，

保证路面维护和管理及时、有效，解决路面路况维护和管理所存在的问题，改善

道路环境、保障居民出行安全，避免道路维护延时、误时等问题的出现。 

设计意义：1、减小极端天气对道路通畅的影响； 

2、清洁了道路环境； 

3、加强了交通部门对路面路况的实时信息掌握； 

4、解决了出现道路问题地点位置不明的问题； 

5、节省了路面维护所需要的人力、财力； 

6、使北斗定位系统在社会实际运用中得到广泛的发展。 

    探究方法：走访调查、查阅资料、实地考察、模型分析 

探究思路；首先，我们通过生活经验和交通道路管理部门了解到路面路灯功

能单一，无法适应多种路面情况，而且交通路面维护存在财力、物力花费大，解

决延时等问题。我们意识到道路维护方法改进刻不容缓。我们总结以下问题：

1. 道路维护方式单一；

2. 道路维护花费大；

3. 道路问题种类多样（如道路霜冻、道路高温爆裂、道路高温软化、道

路烟尘重等）；

4. 出现的道路问题并不能及时反馈给相关部门。

明白了道路维护存在的问题后，我们经过调查与准备，得出我们的初步想法： 

1、 利用北斗导航系统记录交通路灯的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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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传统路灯进行工作原理分析并探究其构造； 

3、 在传统路灯的基础上进行功能拓展； 

4、 进一步提升路灯实用性，辅助交通管理部门工作。 

北斗-立方星新型太阳能喷洒路灯示意简图： 

北斗-立方星新型太阳能喷洒路灯可行性分析： 

北斗-立方星新型太阳能喷洒路灯主要有以下特点： 

1、信息采集更为及时，能在短时间内获取路面信息并进行反馈； 

2、功能拓展科学、合理、可行性强； 

3、整体结构简单、制作、维修所花人力物力少； 

4、综合性强，能适应不同季节，环境，在其特定时期发挥不同作用； 

5、耐用性强，不需要时常进行维修及其零部件更换； 

6、操作简单，通过远程控制下达喷洒或停止指令； 

7、节省道路管理所需的人力物力，带来的经济效益高； 

8、可以进行除尘、除冰等工作，环保效益高。 

市场前景： 

    本项目设计与制作步骤整体较为简单，制作难度总体较小，所花材料较

少，且成品较低，核心技术及载体利用北斗导航系统的现成产品，无需花太

大精力进行专业性强的研究。综合上述分析，可得出本项目制作代价不高。

而且，现实生活中路面交通管理问题突出，所花代价大，维护问题反反复复

无法形成科学、有效的解决方法，以致于道路管理维护成为琐碎、繁杂的问

题。而且，路面交通路灯安装通常需要大量财力、物力，如果用北斗-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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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新型太阳能喷洒路灯代替传统路灯，将极大程度减少道路除冰、除尘所需

的资金，节省人力物力的投入，减小交通经济性较强。而且，也可以使北斗

导航系统在生活中应用更为广泛、使北斗导航系统与生活融为一体，让北斗

导航系统在相关领域经济性更强。 

一、 系统原理： 

1、 北斗导航系统进行定位导航 

卫星定位实施的是“到达时间差”（时延）的概念：利用每一颗卫星的

精确位置和连续发送的星上原子钟生成的导航信息获得从卫星至接收机的

到达时间。卫星在空中连续发生带有时间和位置信息的无线电信号，供接收

机接收。由于传输的距离因素，接收机接收到信号的时刻要比卫星发送信号

的时刻延迟，因此，可通过时延来确定距离。卫星和接收机同时产生同样的

伪随机码，一旦两个码实现时间同步，接收机便能测定时延，将时延乘上光

速，便能得到距离。卫星至用户间的距离测量是基于卫星信号的发射时间与

到达接收机的时间之差，称为伪距。为了计算用户的三维位置和接受机时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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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卫星观测，利用已知的基准站精确坐标，与观测值进行比较，消去大部分

误差，得到一个比较准确的位置。实验表明，利用差分定位技术，定位精度

可提高到亚米级。 

2、 内置北斗导航定位芯片 

目前中国北斗导航已实现自主可控，核心性能指标大幅改善，依托地基

增强系统定位，精度已可以达到亚米级（定位误差小于 1 米），同时相关基

础硬件产品芯片、板卡、天线等成本已下降至与 GPS 同一水平，产业发展条

件成熟，使定位变得更加准确，北斗导航能及时对其位置做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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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北斗导航系统气象应用原理 

北斗导航卫星气象应用的开展，可以促进中国天气分析和数值天气预报、气

候变化监测和预测，也可以提高空间天气预警业务水平，提升中国气象防灾减灾

的能力。 

利用高空气象监测、地面水汽电离层监测和气象信息发布系统，通过北斗系

统相关设备和应用软件形成一系列标准和规范，为气象预报提供高精度、高时间

分辨率、高可靠性的观测资料，全面提升导航卫星气象预测的能力。 

4、北斗系统增强系统包括地基增强系统与星基增强系统。 

北斗地基增强系统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整合国内地基增

强资源，建立以北斗为主、兼容其他卫星导航系统的高精度卫星导航服务体系。

利用北斗/GNSS 高精度接收机，通过地面基准站网，利用卫星、移动通信、数字

广播等播发手段，在服务区域内提供 1-2 米、分米级和厘米级实时高精度导航定

位服务。 

北斗星基增强系统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地球静止轨道卫

星搭载卫星导航增强信号转发器，可以向用户播发星历误差、卫星钟差、电离层

延迟等多种修正信息，实现对于原有卫星导航系统定位精度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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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



二、系统原理示意图 

1、北斗卫星定位可精确至毫米级，确定路灯的位置与周围天气情况； 

2、将信息传送至接收台，转移发送到终端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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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终端内部系统原理 

原理说明：模拟接收平台得到来自于北斗卫星的相关信息并进行分析

后得出最终数据，并以此来预测近地面的天气状况和路面路况。再结

合实际情况向路灯内部的控制系统下达工作指令。

四、内部系统芯片处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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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在路灯内部的北斗芯片对周边路段及其近地面实行实时定位，并将

所得信息发送给北斗系统，最后由北斗系统反馈信息给模拟接收平台进行最

终的数据分析，得出最终数据。 

创新应用部分 

1、利用北斗导航定位系统确定地理信息并传送到交通管理部门，地面基

站（模拟接收平台）接受信息，通过对获取信息分析得出天气信息，从

而使交通管理部及时掌握路面情况及其天气情况； 

2、改造传统路灯，加粗灯柱，并将增加部分分为互不渗透的两个中空部分，

一面装有工业盐，另一面连接自来水管，使之功能多样化，增强其适用性，

以便适用更为复杂的道路环境； 

3、在灯柱的核心部分安装北斗导航芯片用于定位和采取路灯周边地理信

息，能够精准的得出地理信息，为精准的数据分析提供条件； 

4、根据草坪灌溉喷头原理，在路灯底部设计并安装动力系统保证喷洒系

统正常工作。 

实际意义及其影响 

北斗‐立方星新型太阳能喷洒路灯利用北斗导航精准定位技术精确定位出路

灯周围 20m 的路况，连续的灯柱不断通过传递信号发送到地面基站，再通过北斗

导航气象运用系统，对定位所得数据进行天气分析、数值天气预报、气候变化监

测和预测，进而得出最终数据。总部根据数据结果和实际情况下达指令，使路灯

进行工作，对路面进行及时维护和管理，保证出行安全、改善道路环境、提高工

作效率、减小交通管理的压力。

当然，北斗‐立方星新型太阳能喷洒路灯还可以清洁路面、美化环境，给过往

车辆带来便利，增强广大人民的获得感。同时，北斗‐立方星新型太阳能喷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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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还可以创新交通管理的新模式，启迪交通管理方式向信息化、智能化转变，不

断提升工作效率，更好的服务于公众，解决北斗系统在实际应用中的问题。 

进一步构思： 

1、路灯对湿滑地面的烘干功能  ； 

2、路灯对过往车辆的导航指向功能； 

3、路灯对路况险情和交通事故向交通管理部门发送警报的功能； 

参考文献 

1、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百度百科 

https://baike.so.com/doc/7104215-73272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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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eidou.gov.cn/ 

 3、《GPS 导航原理与应用》 

4、《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原理》 

5、《卫星导航定位与北斗系统应用》 

6、《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国务院新闻为公式与自然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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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卫星的城市消防通道智能管理和火灾应急决策方案 

【摘要】消防通道，是一条生命通道。在灭火和实施救援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无法

估量。随着我国居民生活质量的日益增高，家庭用小型轿车拥有量逐年增加，城

市停车规范也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近年来，社会车辆违规占据消防通道而导致

重大火灾事故的案件越来越让人担忧，当发生火灾时，我们的消防员总会在第一

时间赶到，但是有的时候赶到了，消防车、登高车却进不去，却只能用最慢的方

法去救援，因此也会发生很多意外的事情。规范城市消防通道使用、发展智能管

理重要消防通道系统以及开发火灾应急决策方案成为众所期盼的当务之急。 

【关键词】消防通道智能管理 火灾应急决策 应用 方案 

1.引言

    目前，我国《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06 第 6.0.9 规定一、消防车

道的宽度不应小于 4.00m;二、消防车道距高层建筑外墙宜大于 5.00m;三、消防

车道上空 4.00m 以下范围内不应有障碍物;四、穿过高层建筑的消防车道，其净

宽和净空高度均不应小于 4.00m;五、消防车道与高层建筑之间，不应设置妨碍

登高消防车操作的树木、架空管线等;但在我国众多大中小型城市中，还有许多

地方消防通道不规范，消防车道往往由普通车行通道代替，车辆行驶道路即用来

当做消防通道，这不免使较多社会车辆在此种道路上违规占道停车，存在着安全

隐患。众所周知，安全隐患已成为广大群众关注的现实问题，没有良好的安全防

护措施，其隐患便会以疯狂之势寄生于日常生活的诸多场所。目前的消防通道管

理工作中，仅仅依靠城区管理者（物业、城管等）吼、抓、罚等方式，这无法从

根本解决问题，安全事故便只会迟到、不会缺席。本方案切入当下备受关注的消

防通道管理和火灾应对问题，以我国先进的北斗卫星为指导，结合物理学、化学

等相关学科知识，设计了该创新方案。并对方案中部分设想进行了模拟实验。 

该应用方案涉及到对车辆进行监控，在对车辆进行监控的过程中，从长远考

虑，需利用国产的北斗导航定位系统。北斗系统区别于美国 GPS，不受其限制，

是本方案的远虑之宝。 

2. 基于北斗卫星的城市消防通道智能管理系统设计

在社区、商圈等必要消防通道主干道施工过程中，在沥青（或水泥）薄层下

铺上特殊设计开发的薄片型压力传感装置（详细介绍见 3），设置限制停放车辆

的通道区域和预留通入消防车辆的通道宽度，其总体结构图如图 2- 

垂直梯度剖析图如图 2‐ 

通过构建一个简单的无线传感网，避免了布线问题，将传感器放置在货物检

可停放区（限制区） 

预留消防车辆通行区

图 2- 

水泥层

地表沥青/

水泥铺层

压力传感区

图 2‐ 

作    者：刘衷君、刘子薇 
指导教师： 姜平
学    校：重庆市巫山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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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位置，进行货物温度、湿度、压力、振动、位移等方面的数据参数的获取。

该方案设计中结合城市布局实际，道路为双向车道，且限制可停放车辆区域

位于图 2‐里侧，此外，由于此方案中设计限制停放车辆数量，在达到设置重力

顶峰之前，需向过往的车辆驾驶员作出“可停放”或“不可停放”的指示，因此，

我们在消防通道上设置两个双向电子 LED标示装置，如图 2‐中 A、B 

A B 

图 2‐ 

其中，A、B 分别指示两个不同方向驶来的汽车，此指示装置类似道路红路灯，

在我国交通法规中，      表示不可停放，将其变通，在此方案中用 表示可停放

，并将前者标识用红色显示，后者标识用绿色标识（如图 2‐）。此指示系统需

进行智能管理调控，通过运用北斗卫星可以高效地随压力值智能变换指示，其工

作原理图如图 2‐④ 

        其中，利用北斗卫星通过 CAN（Controller Area Network，控制器局域网络）

总线、模拟量、开关量及传感器获取车辆行驶操控数据和车辆行驶参数数据，从

而控制电子 LED标识装置。 

达到峰值时，可能存在消防官兵不便施救的情况，或在紧急救火时，要求引

导停放车辆装置立即由绿变红，并依靠北斗卫星传递报警信息至主管部门，即完

成以下流程如图 2‐⑤

             

或  

绿灯

通道

红灯
图 2‐④ 

达到峰值

发生火灾

险情

通道管理无

线设置小箱

反馈信息

管理部门 处置

图 2‐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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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达到峰值报警流程最关键之处还是与北斗卫星进行的，密切联系，我

们利用压力传感模型与计算机软件进行了模拟测试，此次模拟实验使用的实验材

料有：长木板、模拟轿车、不同质量砝码若干、实验用压力传感器等。经计算机

软件测试，在设置的峰值前提下，我们得到了如下图关系，如图 2-⑥

此方案中，管理部门与北斗卫星的实时联系尤为重要，我们进行了北斗导航

监控终端的设计，具体如下： 

北斗二代导航监控终端由显控处理单元、军用 CDMA 通信单元、显示屏、北

斗二代通信天线、电源以及功能单元等部分组成，通过结合北斗行驶记录仪使用，

实现车辆行驶安全监测与告警、卫星导航定位、卫星或无线短报文传输、位置报

告、行车路线规划、信息收发等功能。 

监控中心设计 

监控中心能够实现数据接收、处理以及 GIS 展现、报警管理、远程控制等应

用。通过无线接收客户机实现各类数据信息的接收，并存入到数据库服务器中，

应用程序服务器根据查询服务、GIS 服务、状态检测等要求进行数据处理，实现

电子地图展现、车辆管理、查询统计等功能，同时通过 Web 服务器监控中心实现

与网络的连接，提供用户的网络查询。监控中心根据需要，通过无线发送客户机

对车辆进行远程调度与提醒。 

3. 火灾应急决策自动化管理设想

在上述设计之余，我们对消防隐患排除进行了基于北斗卫星的自动化火灾应

急决策管理设想。硫酸铝和碳酸氢钠溶液混合后可以产生大量二氧化碳，二氧化

碳不可燃，不支持燃烧，无毒性。适用于作为灭火材料。反应式如下： 

0

0.5

1

1.5

2

2.5

3

3.5

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压力变化简图

图 2‐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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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2(SO4)3 + 6 NaHCO3 = 2 Al(OH)3↓ + 6 CO2↑ + 3 Na2SO4

通过运用中学化学知识，设想了一款通过烟雾报警装置反馈信息经北斗卫星

调控的智能自动灭火装置。其运作步骤如下：

3.1 整体设计 
设计一款设置了烟雾浓度的可反馈信息至北斗卫星的烟雾报警装置，在

建筑物楼层顶部安装主体装置，每隔五米在每 8 平方的天花板上安装由硫酸

铝和碳酸氢钠组成的灭火装置，其触发装置为智能管控集成板，通过连接智

能烟雾报警装置，在达到设置浓度时，其报警装置可与北斗卫星联系，利用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精确定位功能，实时记录火灾参数和详细火情，精确统

计火灾大小、现场人员数量等信息，准确把握火灾严重情况，合理安排灭火

装置灭火，通过调度指挥与安全监控中心的数据库和管理软件可以对火灾情

况进行监察、统计、分析，产生各种数据报表和图形曲线，实现应急火灾防

范的科学化使用管理。

   3.2 远程控制保障 
当火情发生蔓延时，可以通过移动现场视频监控系统将火灾现场视频发送

到专业监视中心，消防部门和监视中心根据视频实现远程灭火决策，从而实现火

灾远程控制保障。

4. 结束语

系统在北斗卫星的基础上，融合传感器技术和视频监控技术，对车辆停放

进行管理，并实现了车辆监控调度及远程提醒保障，应用前景广阔。下一步，需

要以功能实现为出发点，对各个组成部分尤其是设备进行深层的研究与开发，实

现车辆停放调度的全程可视化、应急火灾处置的普及性。 

参考文献：

[1] 严安，徐灏，鄢博，等.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移动报警应急系统设计[J].
空军雷达学院学报，2011，25（3）：213-216. 

[2] 刘四平.基于无线传感网的铁路危险品运输在途监测与节能技术的研究

[D].北京交通大学，2011. 
[3] 包环宇.无线多路视频监控系统的研究与设计[D].吉林大学，2011.
[4] 秦玉.危险品集装箱物流状态实时监控系统的研究与开发[D].上海交通大

学，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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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



1

【摘要】本智能防控系统具有系统创新和产品创新两大特点。旨在充分利用

北斗卫星的监测、定位、巡航、短报文功能改造提升国内现有森林火险信息管理

水平，探索利用北斗系统智能“围剿”森林山火的信息化管理模式。并在实际应

用中结合野外森林境创新设计，不仅在外观上对北斗卫星监测站进行了“仿生式”

创新改造，还创造性为监测站增加了移动功能。 

整个防控系统将北斗卫星监测站与森林环境融为一体，首创新型“仿生式”

卫星监测预警信息捕促终端，通过固定和移动两种方式２４小时智能监测森林环

境中的温度、空气干燥度，及着火点、烟雾与明火情况，持续向森林火险监测预

警信息平台提供北斗监测数据、警示信息、及短报文等服务，并与相关抢险救灾

指挥平台互联互动，共同构成一个“防生式”森林火险监测预警智能防控系统。 

本设计中，“仿生式”北斗卫星监测站具有外观“仿生化”、“内芯”强大

化、测位移动化、数据信息实时化等特点，并通过人机互动、平台互联等实现了

森林火险防控的智能化，最终实现我国森林火险管理数据化、精准化、智能化、

实时管控。

【关键词】仿生式 北斗卫星监测 森林火险 预警防控 智能系统 

        【Key words】Biomimetic class，Beidou Satellite Monitoring，forest fire，Early 

warning and Prevention,intelligent system 

一、创新背景和意义 

 2018 年 11 月 19 日 2 时 7 分我国再次以“一箭双星”方式成功发射第四十

二、四十三颗北斗导航卫星，中国北斗三号基本系统星座部署圆满完成。２０１

９年，将成为“中国北斗领航世界元年”。 

中国北斗北斗系统具有定位、导航、授时及短报文双向信息服务等功能，其

中，尤其是短报文双向信息服务功能是中国北斗系统的“独门绝技”。 

北斗三号基本系统的正式开通运行必将推动北斗在灾害防控、智慧抢险、城

市管理、工农业生产、智能物流等多个领域广泛展开，急需要我们率先加强对北

斗应用技术的创新研究，进一步拓展、提升北斗系统应用范围和应用水平。 

基于北斗应用的“仿生式”森林火险卫星监测

预警智能防控系统

作 者：郭弋硙、冯昱铭

指导教师：闫玉良

学 校：济南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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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中国北斗三号基本系统星座部署圆满完成（组图）。 

二、创意来源及查新结果说明 

1、从美国加州森林巨火到中国呼伦贝尔大火，森林火灾“烤痛”全世界 

2018 年 11 月 8 日，爆发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森林大火震动全球，大火肆

虐 17 天，夺走北加州 85 人生命，烧毁 13972 栋民房，过火面积超过 620 平方公

里，破坏性史无前例。与此同时，另外两起山火在南加州肆虐。据估算，仅 11

月份这 3 场加州山火导致的保险索赔金额至少 90 亿美元。 

图 2：2018.11.8，美加利福尼亚州森林大火连烧 17 天，史无前例，震动全球（组图）。 

其实，在美国，“加州大火年年有，只是今年更加火”。资料表明，2017

年仅美国加州就爆发山火 8747 场。 

在全球变暖和极端天气威胁下，山火频发与应急救灾成为全世界高度关注的

话题。中国也不例外。远的如 1987 年大兴安岭 5.6 特大森林火灾，近的如 2018

年 10 月刚发生的呼伦贝尔市高吉山地区森林大火……本人从山东省应急管理厅

了解到，1950 年-1977 年，全国年均发生森林火灾 16201 起，受害森林面积

104.6 万公顷，因灾伤亡 744 人；1978 年-2017 年，全国年均发生森林火灾

9026 起，受害森林面积 22.1 万公顷，因灾伤亡 325 人。 

2、手段落后缺“智”少“网”，一旦火起损人损财难以“挡火” 

“为什么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挡不住熊熊山火？”全世界一片质疑！ 

“当前，我国森林火险防范水平如何？”政府百姓共同关注。 

近两个月以来，通过查阅资料、走访地方政府森林火灾管理部门、求证有关

专家，本人发现，由于种种原因，当前无论中美，在森林火灾防范方面都存在共

同不足：一是当前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森林火险防控手段还十分落后，信息化管理

程度严重不够，大多仍处于人工防范、人力作战状态！二是尚未充分把卫星监测

定位巡航短报文等最先进北斗卫星监测服务技术应用到森林火险预警防控工作。 

以最近发生森林大火的呼伦贝尔市为例，从该市官网林业局森林草原防火工

作安排可以看出，消防人数、签订责任状、派督查组、值班制度、防火宣教、“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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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千车万里行”等仍然是当地野外森林防火主要工作方式。 

在经济发达的山东，最先进的森林防火举措是：“利用风云 2 号和葵花 8

号卫星每 10 分钟一次不间断扫描定位我省全域森林火灾热点信息”。显然，

这一切都不能与北斗卫星强大的巡航定位短报文功能相比。 

图 3：呼伦贝尔市林业局官网 2018 年 7 月 18 日发布的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安排（左图）、

山东省 2018 年森林防火工作总结截图（右图）。 

3、救火不如防火，亟待预警防控系统智能防火 

事实证明：大面积火灾救援，人海战术苍白无力！ 

从这次美国加州森林大火和呼伦贝尔森林大火现场抢险视频均可看到，一旦

险情暴发，常规的消防救火无济于事，飞机空中喷洒也无能为力。大火如恶魔般

吞山夺城，连穿戴全套最先进消防设备的专业消防员都无能为力甚至为之丧命。 

救火不如防火，人防不如智防！故此，本人创新思维，设计制作此“仿生式”

森林火险北斗卫星监测预警智能防控系统，旨在利用北斗北星的监测、定位、巡

航、短报文功能进一步改造提升国内现有森林火险信息管理水平，用北斗系统智

能“围剿”森林山火！ 

4、由城市变电箱靓化受启发：“仿生式”卫星监测站破茧而出 

卫星监测站点是本智能防控系统中的基础设施。如何才能让森林火险卫星监

测站不仅具有功能独到、个性鲜明的“内芯”，还要尽量具备机动灵活、特色鲜

明的行业特点？这期间，城市街头变电箱变化令我大受启发。 

前些年，城市街头的高压变电箱，大都是赤裸裸、硬邦邦的水泥垛子或锈迹

斑斑的铁皮箱，如今，青岛八大关的变电箱上画着帆船，而济南的变电箱上则刷

上了具有泉城标志的荷花、垂柳等图案，与城市融为一体，爽心悦目。 

图 4：城市配电箱“变脸”后耳目一新，给人启发（组图）。 

受城市变电箱启发，本人决定对森林火险卫星监测站进行“仿生式”改造。 

个人认为，“仿生式”设计可同时对监测站本身形成保护，至少具有以下三

个优点：一是，仿生式外观具有隐蔽性，可防止人为或其他外力破坏；二是，在

改装时可同步加装防水外壳和太阳能储电装置等，更加适用野外监测。三是，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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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智能车底座，“变固定为移动”，创造性增加移动监测功能。 

创新源于生活，创新的价值在于能切实解决实际问题。 

结合中外各方对森林火灾的关注和探讨，除相关新闻报道、深度分析之外，

本人还多次访问查阅了国家林业管理部门网站、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应用案例

（2018）等资料。 

经查阅国内外资料、访问森林火警管理部门专家，本人发现：目前国内外尚

没有基于北斗技术应用的森林火险监测预警智能防控系统，更没有“仿生式”卫

星监测站、和移动式北斗卫星监测站。 

综上：此是本设计创意起源，亦是本项创新查新结果说明。 

三、总体设计思路和工作原理 

1、基本原理 

通过北斗卫星定位、环境监测等各种模块对火险相关信息指标进行 24 小时

实时监测，向监测预警信息平台实时报送监测数据、分级预警信息及短报文信息；

并接受监测预信息平台和抢险救灾指挥平台指令进一步提供风险与抢险信息实

时服务。

2、监测站监测模块内容（10个） 

①北斗卫星定位导航模块、②环境温度感应模块、③空气干燥度及着火点分

级预警模块、④风力风向监测模块、⑤烟雾感应及预警模块、⑥明火监测报警模

块、⑦声光报警模块、⑧北斗短报文服务模块、⑨移动式仿生监测站移动控制模

块、⑩自体能源供应预警模块。 

3、卫星监测站形式（两类） 

固定式仿生监测站，移动式仿生监测站（可设置固定巡回路线、可远程遥控） 

4、火险预警防控平台（两个） 

森林火险监测预警信息平台（平台Ⅰ，简称预警平台）、森林火险救灾抢险

指挥平台（平台Ⅱ，简称抢险指挥平台）

5系统工作流程       

①北斗监测站卫星定位导航模块及各监测模块实时探索环境内相关消防信

息及精准定位导航等消防地理信息；→
②当森林火险卫星监测站温度感应模块监测到环境温度、空气干燥度、风

力等达到设定数值，监测站自动向发送不同级别火险预警提示；→ 

③当空气干燥度达到着火点预警级别，达到一定风险级别，模块发送着火

点预警信息；由预警平台同步结合风力风向监测模块发送的数据利用数据模型综

合运算，二次研判火险预警等级；如运算研判结论升级为“红色报警”，报警信

息同步上传指挥平台，并同步启动监测站“声光报警模块”红灯闪烁嗡鸣作响；

→ 

④当烟雾感应及预警模块、明火监测报警模块感应到烟雾或明火，风险再次

升级，模块发送“红色报警”信息；并同步触发“声光报警模块”红灯闪烁嗡鸣

作响，报警信息同步上传指挥平台；

⑤当出现上述类似③④“红色报警”，预警平台将同步锁定该监测点进行

重点观测、调动移动监测站遥控监测，并与上级指挥平台重点对接会商处理，启

动分级抢险预案；→ 

⑥当监测现场出现火险“红色报警”信息，北斗短报文模块启动，与预警平

台实时互动播报动态险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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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5

⑦监测站所有监测模块均与北斗定位模块同步工作，各模块所报送数据信息

均含时间和导航定位等地理信息；→ 

⑧如森林中某些重要位置（如电站、监测站）设有水泵、喷淋等灭火设施，

当火险警报触发，水泵等灭火设施自动开始工作，自动加湿、降温、灭火；→   

⑨移动式仿生监测站加设移动控制模块，具有机动灵活特点，可与固定监测

站互动配合，执行更大范围监测任务。移动式监测站均可预设固定监测路线，也

可执行远程遥控指令，根据监测预警平台和抢险指挥平台指令到达指定监测地

点，灵活执行现场监测任务，服务抢捡现场及指挥。

6、设计使用程序：  smoke_bd  等（略，详见软件设计说明）

7、系统工作流程图 

图 5：“仿生式”森林火险北斗卫星监测预警智能防控系统 

四、“仿生式”森林卫星监测站功能设计与产品结构 

1、森林卫星监测站功能设计 

森林火险监测站涉及项目较多，内设 10 个功能模块：北斗卫星定位导航模

块、环境温度感应模块、空气干燥度及着火点分级预警模块、风力风向监测模块、

烟雾感应及预警模块、明火监测报警模块、声光报警模块、北斗短报文服务模块、

移动式仿生监测站移动控制模块、自体能源供应预警模块。

归纳起来讲，森林火险卫星监测装置由以下六方面构成：蓄电池+太阳能板、

卫星终端、信息采集器、信息处理器、声光报警、移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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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仿生式森林火险卫星监测站装置构成图。 

围绕这些功能，以下是本人编程组装的部分监测器件模板：①卫星观测仪+

②空气温湿度监测仪+③声光报警模块。同理，其它功能模块可随机并入本智能

防控系统。

图 7：3 个监测模块（组图）：①卫星观测仪+②空气温湿度监测仪+③声光报警模块。 

2、部分监测模块功能举例说明

在些，仅对该卫星监测功能进行举例说明。 

比如，若烟雾传感器发现烟雾等有害气体浓度达到一定程度，或者明火监测模块通过红

外感应检测到现场野火，均会同时向监测预警平台发送报警信息数据，并同步启动声光报警

模块；此时火险报警装置将迅速启动，监测器本身报警红灯闪烁、蜂鸣作响，以便于监测预

警平台管理部门迅速锁定该监测点作出相应处理。 

3、“仿生式”森林监测站的外观设计与包装 

本智能防控制系统开展工作的基础是各个森林火险北斗卫星监测站对各监

测站点风险数据的捕捉。为更好发挥森林卫星监测站的功能并对其进行保护，本

人在外观上对监测站进行“仿生式”设计。 

经过创新设计包装，在外观上这些监测站有的像某种动物，如猫头鹰、山鸡；

有的像监测带大树上一个很常见的鸟窝、或者地面上很常见的一块石头；当然这

此监测站也可以被巧妙地“藏进”树洞中，或“趴”在石壁、电线杆之上......

也有的监测站可以藏在林地间某种植物如西瓜、南瓜内或荷叶荷花之下。总之，

外观上与林中环境融为一体，绝不突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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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本人利用闲置物品设计制作的部分“仿生式”卫星监测站： 

图 8－1：仿生设计 1，猫头鹰卫星监测站的正面和背面（监测元器件），该设备经密封包

装进行防水处理后，可置放于林丛间也可以挂于树叉之上。 

图 8－2：仿生设计 2，图为山鸡型、鸟窝状卫星监测站外形。监测站的核心元器件经包装

后有的藏于底座之下，有的包装于鸟窝、岩石等各种外壳之中。 

图 8－3：仿生设计 3，图为荷花型、南瓜、西瓜型卫星监测站外形。相关卫星监

测设备可放置于相关造型内，也可放置于造型底座，卫星接收天线隐藏在瓜蒂或

花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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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移动“仿生”卫星监站的设计制作 

本防控系统中，北斗卫星监测站分为固定式和移动式。移动式监测站通过在

其底部加装“智能车”完成，在内部设计上加设移动控制模块。它可以按照预设

线路在林间自动行走执行监测任务，也可按照遥控指令执行临时任务，堪称一个

“流动监测哨所”。它将与固定监测站“动静结合”，24 小时动态服务。 

理论上讲，各种“仿生式”卫星监测站均可改装成“可移动”监测站点。 

图 9：加装智能车底座后的 3 款可移动“仿生式”监测站， 

4、森林卫星监测站能源供应 

针对森林卫星监测站的野外作业性质，在能源供应方面，本人通过加装小型

太阳能板为其提供绿色能源，确保监测本身自给自足，不致于因天气异常或供电

瘫痪时仍能正常传输收发信号，不致瘫痪。 

图 10：山鸡型和鸟窝型卫星监测站的绿色能源——太阳能板（组图）。 

5、“仿生式”森林卫星监测站的构造与制作 

1）、构造：多功能卫星监测仪+封闭式防水防火外壳（塑料或玻璃钢或其他

防水耐火涂层）+各种防生伪装包装+可移动底座 

如下图，组装编制好的卫星监测装置将被进行防水处理并密封包装，分别安

装在“仿生”外壳的底座，或者被直接包裹在仿生外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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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组装编制好的卫星监测装置被进行防水处理并密封包装，分别安装在“仿生”

外壳的底座，或者被直接包裹在仿生外壳中。 

    2）、包装材质：目前本人所设计仿生监测站模型的外包装材质主要用塑料、

纸壳或植物草皮等改造而成，只能满足演示需要。若投入实际生产应用，需根据

环境和生产需要对制作材质提出更高要求，比如，森林仿生监测站需采用高标准

防水耐火材质如塑料或玻璃，而如果用于城市管理监测，材质要求相对较低。 

3）、设计制作注意要点：

①防水耐火、稳固结实等安全性；②不易被发现、被破坏等隐蔽性；③在设

计上外形和色调与环境融为一体；④注意传感器和接收天线的的隐藏和保护。⑤ 

用于森林防火等特殊野外环境的，尤需加强设备本身的防水耐火性及稳固性。 

五、产品创新要点综述 

 本产品在设计上主要有以下三个重大创新： 

1、利用北斗卫星的监测、定位、巡航、短报文功能改造提升国内现有森林

火险信息管理水平，探索利用北斗系统智能“围剿”森林山火的信息化管理模式。   

2、在实际应用中结合野外森林境创新设计，在外观上对北斗卫星监测站进

行了“仿生式”创新改造。 

3、通过加设遥控智能车，创造性为监测站增加了移动监测功能，让监测范

围更大、更机动灵活。移动式监测与固定监测“动静结合”、相互配合，使森林

火险防控更加智能。 

六、“仿生式”森林火险卫星监测预警防控系统应用说明 

1、系统中卫星监测点的设置应根据林区面积和每个站点覆盖范围科学测

算；点与点互联构成局域监测网，避免出现地面监测盲点； 

2、地面 24 小时实时监测与空中不间断扫描相结合，保障监测上地空结合全

覆盖； 

3、该系统的重要做用是卫星监测终端与监测预警平台和抢险指挥平台实时

相联互动，限于当前学生身份等情况，本设计只能将设计重点放到监测端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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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逐渐进人老龄化社会，越来越多的老人处于“空巢”状态。据统

计，中国老年人口突破 2 亿，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 15%;中国城乡老年空

巢家庭超过 50%，部分大中城市老年空巢家庭达到 70%。据预测，到 2050 年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增加到 3.36 亿，比 2000 年增加 2.8 倍，高龄老人将达到 1 亿

人，比 2000 年增加 7 倍之多 

    本文提出并设计了一种腕带定位终端、北斗的定位平台、手机通信平台相结

合的方案。该方案利用北斗精确的定位技术帮助，让子女的手机与老人的腕带相

结合，对老人的日常行为进行监护，使目前空巢老人监护不容易等问题得到较好

地解决。 

【关键词】 空巢老人    安全防护    北斗卫星

一、研究背景

(一）空巢老人现状 

中国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据统计，到 2017 年底， 中国 60 岁及以上老人已经

突破 2 亿，到本世纪中叶，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可能达到 4 亿，分别占亚洲老年

人口的 2/5 和全球老年人口的 1/4，每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老年人，80 岁以上的

高龄老人将超过 1 亿。中国城市居民的家庭结构呈倒宝塔形，四个老人、一对夫

妇、一个孩子的“四二一”家庭大量出现，外地工作子女日益增多，让家庭养老

功能日益弱化。据北京、上海、 广州调查显示，只有老人没有子女的空巢家庭

比例超过三成。关心老人、切实解决老人的实际困难，已成为老人、儿女迫切的

需求，也成为一个广为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但目前我国居家养老服务供给不

足、比重偏低、质量不高，不能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 

目前，我国各个地区对空巢老人的监护水平的发展不平衡。一些先进地区在

政府和社区的双向支持下，使得空巢老人得到了很好的照顾和监护。然面却耗费

非常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大多数地区的空巢老人由于独居，不仅面临若干

生活活需要自理问题，更面临着一系列的安全健康防护问题， 很多老人在面临

突发发状况或者是健康状况时，因为发现较晚甚至没人发现而错失救助良机。因

此，研究和解决我国日益严重的空巢老人监护问题意义重大，是关系到千万个家

庭的紧迫问题。 

基于“北斗”的空巢老人守护神

作 者：田笑语

指导教师：伍军、姜全智

学 校：四川省什邡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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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老人摔伤新闻报道 

（二）北斗卫星系统现状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以下简称北斗系统）是中国着眼于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

发展需要，自主建设、独立运行的卫星导航系统，是为全球用户提供全天候、全

天时、高精度的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的国家重要空间基础设施。  

 随着北斗系统建设和服务能力的发展，相关产品已广泛应用于交通运输、海

洋渔业、水文监测、气象预报、测绘地理信息、森林防火、通信时统、电力调度、

救灾减灾、应急搜救等领域，逐步渗透到人类社会生产和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为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卫星导航系统是全球性公共资源，多系统兼容与互操作已成为发展趋势。中

国始终秉持和践行“中国的北斗，世界的北斗”的发展理念，服务“一带一路”

建设发展，积极推进北斗系统国际合作。与其他卫星导航系统携手，与各个国家、

地区和国际组织一起，共同推动全球卫星导航事业发展，让北斗系统更好地服务

全球、造福人类。 

2018 年 9 月 19 日 22 时 07 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

火箭，以“一箭双星”方式成功发射第 37、38 颗北斗导航卫星。在这两颗卫星

上，首次装载了国际搜救组织标准设备，将为全球用户提供遇险报警及定位服务。

2018 年 10 月 15 日 12 时 23 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

箭（及远征一号上面级），以“一箭双星”方式成功发射第 39、40 颗北斗导航

卫星。 

现在的北斗系统已经完全可以为全球用户提供卫星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

并为我国及周边地区用户提供定位精度极高的定位、导航、 授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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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北斗系统建设情况 

二、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定位原理与精度 

（一）定位原理

40 颗卫星在离地面 2万多千米的高空上，以固定的周期环绕地球运行，使

得在任意时刻，在地面上的任意一点都可以同时观测到 4颗以上的卫星。 

由于卫星的位置精确可知，在接收机对卫星观测中，我们可得到卫星到接收

机的距离，利用三维坐标中的距离公式，利用 3颗卫星，就可以组成 3个方程式，

解出观测点的位置（X,Y,Z）。考虑到卫星的时钟与接收机时钟之间的误差，实

际上有 4个未知数，X、Y、Z和钟差，因而需要引入第 4颗卫星，形成 4个方程

式进行求解，从而得到观测点的经纬度和高程。 

事实上，接收机往往可以锁住 4颗以上的卫星，这时，接收机可按卫星的星

座分布分成若干组，每组 4颗，然后通过算法挑选出误差最小的一组用作定位，

从而提高精度。 

卫星定位实施的是“到达时间差”（时延）的概念：利用每一颗卫星的精确

位置和连续发送的星上原子钟生成的导航信息获得从卫星至接收机的到达时间

差。 

卫星在空中连续发送带有时间和位置信息的无线电信号，供接收机接收。由

于传输的距离因素，接收机接收到信号的时刻要比卫星发送信号的时刻延迟，通

常称之为时延，因此，也可以通过时延来确定距离。卫星和接收机同时产生同样

的伪随机码，一旦两个码实现时间同步，接收机便能测定时延；将时延乘上光速，

便能得到距离。 

每颗卫星上的计算机和导航信息发生器非常精确地了解其轨道位置和系统

时间，而全球监测站网保持连续跟踪。 

(二)定位精度

中国北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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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效果分析是导航系统性能评估的重要内容。此前，

由于受地域限制，对北斗全球大范围的定位效果分析只能通过仿真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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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武汉大学测绘学院和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杜玉军、王泽民等科研人员进

行的这项研究，在 2011—2012 年中国第 28 次南极科学考察期间，沿途大范围采

集了北斗和 GPS 连续实测数据，跨度北至中国天津，南至南极内陆昆仑站。同时

还采集了中国南极中山站的静态观测数据。为对比分析不同区域静态定位效果，

在武汉也进行了静态观测。 

科研人员利用严谨的分析研究方法，从信噪比、多路径、可见卫星数、精度

因子、定位精度等多个方面，对比分析了北斗和 GPS 在航线上不同区域、尤其是

在远洋及南极地区不同运动状态下的定位效果。 

2018 年 10 月 15 日，我国成功发射了第 39、40 颗北斗导航卫星，北斗系统

在轨卫星数达到了 40 颗。今年年底前再发射 3颗卫星，建成基本系统，服务“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马加庆说，届时定位精度 2.5 至 5 米，较北斗二号提升 1至

2倍。 

随着北斗系统全球组网拉开帷幕，相信今后的实测数据一定会更加精彩。 

三、北斗系统在空巢老人安全监护方面的应用设计 

（一）监护老人运动轨迹，对老人安全状况进行预警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已经不可避免，2017 年底中国 60 岁及以上老人已经

突破 2亿，据统计，城市中空巢老人的比例达到 40%，农村中空巢老人的比例更

高，达到 55%以上，多数子女可能由于家庭、工作等原因会远离父母，他们可能

一周、一个月、半年甚至更多时间才回家一次，当老人由于突发性状况身体出现

问题时，子女并不能及时的了解并加以救助。我们新闻中常出现的家中老人去世

好几天没人知道的现象让人痛心。 

人一天中的运动轨迹可以基本监测人的安全健康状况。我们设计以腕表、

北斗系统、手机终端相结合的方案，通过北斗系统对老人一天运行轨迹的监控，

来了解老人是否处于正常的日常生活状态之中，当北斗系统监控的老人的运行轨

迹长时间（白天 3个小时）处于停滞状态中，通过北斗系统的位置分析，给子女

的手机终端发出黄色预警，提醒老人可能处于安全预警状况，有必要通过电话等

形式，了解老人运行轨迹处于停滞状态的原因；当北斗系统监控的老人的运行轨

迹更长时间（白天 5个小时）处于停滞状态中，这时，给子女的手机终端发出红

色预警，让子女必须马上了解家里老人的安全状态，是否处于摔伤、昏厥的状况

之中，便于及时予以救助。这可以极大的杜绝空巢老人由于突发状况无人知道的

现象，给老人的安全健康问题提供有力的外部保障。 

图 3 老人监护系统构想应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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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键式紧急呼救腕表设计

北斗系统的通信功能，能实现点对点和点对中心或中转站等多种数据信息通

信网络，可以实现用户之间、用户和管理部门之间双向或转发通信。可以轻松的

实现腕表的呼救设计功能。 

处于人工智能时代的我们，各种各样的电子设备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但

很多空巢老人还不会使用手机，对各种现代通信设备使用还不熟悉，为此，我们

设计在老人的腕表上设定简单的一键呼救功能，使得紧急呼救操作变得容易便

捷。当老人遇到特别紧急的情况，这时可以使用一键呼救功能。一键呼救把信息

传到北斗系统，北斗系统立即通过数据处理进行定位，把信息传到子女的手机终

端。这样可以极大的避免老人遇到紧急情况，没办法打电话、呼救时所带来的健

康安全问题。老人的腕表设计具有一定的防摔性、防水性，大部分时间能佩戴在

老人的手腕上。 

（三）心跳、血压等常规数据的监控

大多数空巢老人由于年龄的原因，患有各种疾病，我们设计腕表具有实时的

数据采集功能。通过腕表与老人手腕的接触获得老人的心跳，血压、体温等常规

数据，当这些数据出现异常或大的波动时，能发出及时的预警信息，通过北斗系

统的数据分析处理，把分析结果传输给子女手机接收端，让子女能及时作出判断

决策，对需要医治情况能及时的得到救治。 

四、结束语  

随着北斗系统应用的推广，我们相信，北斗系统在空巢老人安全监护方面的

应用会越来越广。各种现代电子信息技术是我们安全监护设计的基础，空巢老人

安全监护设计只有综合集成了这些技术，才能更好的发挥它的效能。随着人工智

能和电子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还必将有越来越多的新技术运用于空巢老人安全

监护中，我们社会中越来越多的老人的生命健康安全将会得到更大的保障！ 

五．创新点 

1.利用北斗系统手机终端系统的结合，可以有效地对空巢老人的安全健康问

题予以及时提醒，避免老人突然昏厥，摔倒时无人施救的现象。 

2.利用北斗系统可以让子女及时了解家中老人的位置信息。

3.随着北斗系统、大数据、人工智能、5G 通信等的飞速发展，本设计预计 5

年内可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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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项目通过多种传感装置，收集在事故发生前后可利用的

多种数据，来检测车内的具体状况，实现第一时间向车主反映车内

及时有效的信息，达到避免

事故发生的目的。本项目由多种传感检测装置、负责处理数据的 

Arduino UNO 控制板、SIM7000c NB‐IoT/LWTE/GPRS 扩展板、北

斗定位系统、GSM 弹簧天线、温度传感器这五大部分组成。

【关键词】

【Abstract】 

【Key words】 

基于 Arduino 的车内生命体安全保障系统

Safety Assurance System for Vehicle Living Bo

dy Based on Ardu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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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张永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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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简介 

1、项目应用的科学方法、科学原理 

(1)科学实验法。

(2)运用 Arduino UNO 开发主板，控制多种传感器，来实现实时监测并反映车

内状况的功能。

(3)运用北斗定位系统收集定位信息。

(4)运用 SIM7000c NB‐IoT/LWTE/GPRS 扩展板处理信息后向手机用户端汇报情

况。

2、选题背景 

图 1 图 2 图 3 图 4.背景资料 

从 2014 年左右起，小孩因不小心被锁在车内以致死的惨剧接连发生，

造成巨大的生命、健康、财物等社会上的损失不可估量，这种情况给许多家

庭带来了无法抹去的伤痛，给社会上留下了巨大的阴影，加大了不必要的损

失，并且关于这一点没有很好的预防或解决的措施，我们为此深感痛心。导

致问题出现最主要的原因一是全球夏季普遍高温，而是家长的疏忽，责任心

不强。因此，我们想通过一种装置及时预防这一危险的发生，本项目考虑设

计一个可以解决这种亟待解决的问题的装置。

3、设计目的 

在生活中，车主若遇上紧急事件，可能来不及顾及并管理车内情况，这

时，如果不注意将小孩锁入车内，在温度较高的天气下，后果将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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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安全隐患问题刻不容缓，利用本项目装置，就能有效预防并解决小孩被

锁车内的问题实现生活安全的提高。

4、项目预期结果 

本项目能够解决大人不小心将小孩锁入车内的问题，实时检测温度，若

有危险情况发生，系统将收集并处理定位信息，将这些信息发送给手机客户

端，及时解救被困于车内的小孩，减小甚至于杜绝这个问题所带来的损失。 

5、基本思路 

以家长误将儿童锁入车内这一角度出发，对家长基本行为进行剖析，探

索影响因素，建立基本条件，进行设计：

(1)当本项目被激活后开始判定;

(2)当系统检测到车内温度超过  30℃时，系统触发报警装置;

(3)触发报警装置后，收集北斗定位信息;

(4)将报警信息和定位信息发送给手机客户端;

(5)若三次发送信息后都未采取营救措施，则向公安机关发送信息.

二．研究过程 

1、发现问题 

对新闻报道进行了解，收集相关的信息数据和案例，发现面临的问题，

以针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为出发点，着手构思装置，并进行可行度的研究。 

2、提出问题   

（1）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问题发生？

（2）我们能为解决这一问题做些什么?

（3）我们该怎样做?

（4）这一装置的运行逻辑是什么？

（5）我们需要用到哪些器材？

（6）怎样解决技术上的问题？

（7）我们还可以怎么样改进装置？

3、进行设计           

(1)设计工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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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项目工作流程图 

(2)购买材料

材料如下：Arduino UNO控制板、SIM7000c NB‐IoT/LWTE/GPRS扩展板、

北斗定位系统、GSM弹簧天线、温度传感器模块、3D打印定制盒子 

图 6-材料实物图 

(3)设计程序

（以下为该项目代码的重要部分）

void loop() {   

    temp = bme.temperatureValue(); 

    Serial.print("Temp:"); 

    Serial.print(te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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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ial.println(" C"); 

    Serial.println("‐‐‐‐‐‐END‐‐‐‐‐‐"); 

    if(temp>=28){ 

        Serial.println("Getting position......"); 

        if(sim7000.getPosition()){

Serial.print("Longtude :"); 

Serial.println(sim7000.getLongitude());

Serial.print("Latitude :"); 

Serial.println(sim7000.getLatitude());

        }else{ 

Serial.println("Wrong data try again"); 

        } 

    } 

    delay(1000); 

          mySerial.listen(); 

        while(mySerial.available()){ 

Serial.write(mySerial.read()); 

        } 

        mySerial.flush(); 

        while(Serial.available()){ 

mySerial.write(Serial.read()); 

        } 

        mySerial.println(char(26)); 

        delay(20); 

} 

int readSerial(char result[]){ 

        int i = 0; 

        while(1){ 

while(Serial.available() > 0){ 

char inChar = Serial.read(); 

if(inChar == '\n'){ 

result[i] = '\0'; 

Serial.flush(); 

return 0; 

} 

if(inChar != '\r'){ 

result[i] = inChar;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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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4)安装接线

将材料按照电路图连接：分别接地、接电源、接串口、接 AO 和 DO。整

理好导线，检查电路，完成安装。

图 7‐完成安装后实物图 

(5)输入程序

完成安装后，连接电脑，将本项目的程序代码输入进装置内

(6)初步调试与改进

(7)完成包装

(8)实地测试：

选择了一辆汽车，在车内模拟事故发生环境，实时测试实验数据以及装置的功

能。

(9)备注：本装置并非一次性完成，此前我们还一代产品：

图 8‐前一代产品内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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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前一代产品完成组装图 

前一代产品不仅接线麻烦，组装繁琐，操作不易，而且易损坏，成本高，

相对来说价值较低。

三．项目拓展

(1)本项目如果增加一个人脸识别系统，可以解决人体红外传感装置识别不够精

确的问题，还可以提高防盗等级。

(2)本项目还可以在用户端增加一个手机应用程序，既可以方便车主对车内情况

的控制监视，还可以方便在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采取应对措施。

(3)本项目可以应用于车内有毒有害气体的检测控制，从而避免车内中毒。

(4)本项目可以通过与汽车开发商、制造商的合作，在国家的标准下与汽车融合，

拥有更高效的控制，更优良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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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废料的监测与降解 
——基于北斗的辉丰环保废料的检测

江苏省大丰高级中学 郭景行 

指导老师 曹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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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前期调查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十分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十八大以来多次对生态文明建设

作出重要指示，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十八大以来，有一件事，习近平一直强调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

算综合账”。这件事就是生态环境保护。他明确指出，“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

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多次提出“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近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通报了大丰辉丰公司的环境污染事件，通

报为非法处置危险废物。通过阅读文件和走访环保局得知：督察组在一处掘深仅

1.5 米即发现散发刺激性气味的黑色污泥，经取样鉴定属危险废物；掘深 3 米后

渗出散发刺激性气味的黄色污水，废水甲苯、乙苯和二甲苯浓度严重超标。经对

周边地下水取样监测，地下水已明显受到污染。其附近雨水沟废水化学需氧量和

苯系物浓度分别为 973 毫克/升和 3.86 毫克/升，污染严重，现场刺激性气味浓烈。 

无良的公司做出对人们有害的污染事件，但是我周围的同学却对其中的上

访等八卦事件感兴趣，我却最想知道到底是什么物质，污染到什么程度，可以检

测和降解吗？我们高中学生能为此做出什么呢？

我己经在酝酿我的项目，我想就这个话题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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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查新

  本项目在设计制作前，于知网上进行了查新，查新结果显示，中国知网网站

上并无相似的文献。检索关键词：辉丰事件，环保废料，二甲苯检测降解。检索

式（辉丰事件 or 环保废料  ）and  (检测)；（二甲苯 or 环保废料）and 降解。

检索中未见与本课题相同的报道。

查新结果

三、讨论研究目的 

通过阅读和走访，得知几乎所有受访的学生和群众都不知道到底排放的是什么物

质，污染的程度，如何挽救等核心问题，这一场事件已经引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

态环境部的重视，同样也应该得到我们高中生的重视和研究： 

了解甲苯、乙苯和二甲苯等物质的化学属性。 

2、寻找检测的方法。 

3、通过查阅资料，找出几种有效的降解方法。 

利用学习的 Arduino 开源硬件，利用有毒气体传感器，通过智能检测，发出警报

声。 

探索了三种降解二甲苯的方法：紫外线照射降解；通电降苯；草履虫生物降解。 

综上所述，辉丰事件是一次偶然事件，但是却关系到环保废料如何检测和降解。

这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环保事件，我希望通过我所学的化学和生物知识来解决这

一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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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题的研究特点是： 

1.环保废料的检测；

2.二甲苯的降解，有紫外线灯及臭氧的降解。（化学学科）

3.二甲苯的通电降解，运用电学原理。（物理学科）

4.二甲苯的生物降解，草履虫的生物降解（生物学科）

5、二甲苯的活性炭吸附（化学学科） 

四、项目开展 

经过多次修改后最终确定，由 Arduino 主板编程、气体检测传感器、蜂鸣器、

显示屏、紫外线灯、通电设备、以及活性炭及草履虫等。   

完成设计图纸并确定了多个零件的尺寸后，便开始订做和购置零件。一些小

型设备如气体传感器、紫外线灯等，都是于网上购买的，其功能已经试验完毕。 

产品材料表：

编号 支出内容 金额 备注 

1  ArduinoUNO R3 主板 150

2 充电设备 260

3 气体检测传感器 96

4 蜂鸣器 126

5 LCD1602 液晶显示屏 171 16 进制 

6 杜邦线 17

7 通电设备 140 

8 草履虫培植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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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紫外线消毒灯 149

10 二甲苯溶液 180

11  数据线、开关及透明塑料箱子 150 50*48*28 

总计 1537

 我把买的所有材料都带到学校，LCD1602 液晶显示屏，蜂鸣器，LED 发光二

极管，杜邦线，arduino UNO R3，积木框架，面包板，3.3K 电阻。从 9 月份的

科技社团活动，每周三下午我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了各个部分功能的调试和安

装。目前在系统的学习 arduino UNO R3 的智能运用，运用图形化编程完成我的

想法。 

连接显示屏 面包板插线试验

Arduino 程序编译

#include <LiquidCrystal.h>    //LCD 屏的库 
LiquidCrystal lcd(7,6,5,4,3,2);  //定义脚位 
int buzzpin=8;//蜂鸣器脚位 
int ledpin=9; //led 脚位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设置串口通讯波特率 
    pinMode(buzzpin,OUTPUT);     //设置蜂鸣器脚位为输出 
    pinMode(ledpin,OUTPUT); //设置 LED 发光二极管脚位为输出 

  lcd.begin(16,2); //设置 LCD 显示的数目。16 X 2：16 格 2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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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cd.print("Air Quality is "); //将信息显示在 LCD 上 b 
} 

void loop() 
{ 
    int val;    //定义整数变量 val，用于接收传感器读取数值 
    val=analogRead(A0); //读取模拟串口 A0 的数值 
    Serial.println(val,DEC); //以十进制形式输出 val 的 ASCII 编码值，并同时跟

随一个回车和换行符

    delay(100); //延迟 100 毫秒 
    if (val>150){ //传感器数值根据实际环境不同会出现差异，请

根据模块资料校准

       lcd.clear(); 
       lcd.print("Air Quality is "); //将信息显示在 LCD 上 
       lcd.setCursor(5,1);  //将闪烁的光标设置到 column 5, line 1 (注释：从 0 开

始数起，line 0 是显示第一行，line 1 是第二行。) 
       lcd.print("BAD "); 
       lcd.setCursor(10,1);  //将闪烁的光标设置到 column 10, line 1 (注释：从 0
开始数起，line 0 是显示第一行，line 1 是第二行。) 
       lcd.print(val); 
       digitalWrite(buzzpin,HIGH); //设置蜂鸣器输出高电平，报警 
       digitalWrite(ledpin,HIGH);//设置 LED 输出高电平，报警 
       delay(500); 
       digitalWrite(buzzpin,LOW);//设置蜂鸣器输出低电平，停止 
       digitalWrite(ledpin,LOW);//设置蜂鸣器输出低电平，停止，达到闪烁效果 
    }else if(val<160){       

lcd.clear(); 
lcd.print("Air Quality is "); //将信息显示在 LCD 上 
lcd.setCursor(5,1);  //将闪烁的光标设置到 column 0, line 1 (注释：从 0

开始数起，line 0 是显示第一行，line 1 是第二行。) 
lcd.print("GOOD"); 
lcd.setCursor(10,1);  //将闪烁的光标设置到 column 0, line 1 (注释：从 0

开始数起，line 0 是显示第一行，line 1 是第二行。) 
lcd.print(val); 
digitalWrite(buzzpin,LOW);//设置蜂鸣器输出低电平，停止 
digitalWrite(ledpin,LOW);//设置蜂鸣器输出低电平，停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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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线图

有害气体检测仪器接线图 

仪器参数介绍

MQ-2 Sensor 是基于 QM-NG1 探头的气体传感器，QM-NG1 是采用目前国

际上工艺最成熟，生产规模最大的 Sn02 材料作为敏感基体制作的广谱性气体传

感器。该产品的最大特点是对各种可燃性气体(如氢气、液化石油气、一氧化碳、

烷烃类等气体)以及酒精、乙醚、汽油、烟雾等有毒气体具有高度的敏感性。MQ-2
气体传感器所使用的气敏材料是在清洁空气中电导率较低的二氧化锡(SnO2)。当
传感器所处环境中存在可燃气体时，传感器的电导率随空气中可燃气体浓度的增

加而增大。使用简单的电路即可将电导率的变化转换为与该气体浓度相对应的输

出信号。

用途：用于排风扇、儿童玩具和广泛污染场所上的检验、提醒、报警功能！

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1. 元件开始通电工作时，没有接触丁烷气体，其电导率也急剧增加，约一分钟

后达到稳定，这时方可正常使用，这段变化在设计电路时可采用延时处理解决。 
2. 加热电压的改变会直接影响元件的性能，所以在规定的电压范围内使用为佳。 
3. 元件在接触标定气体1000ppm丁烷后10秒钟以内负载电阻两端的电压可达到

( Vdg-Va )差值的 70% ( 即响应时间 )；脱离标定气体 1000ppm 丁烷 30 秒钟以内

负载电阻两端的电压下降到 ( Vdg -Va )差值的 70% ( 即恢复时间 )。
4. 符号说明

检测气体中电阻-Rdg 检测气体中电压-Vdg 
Rdg 与 Vdg 的关系：Rdg=RL(VC/Vdg-1) 

5. 负载电阻可根据需要适当改动，以满足设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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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使用条件：温度-15~40℃；相对湿度 20～85%RH；大气压力 80～106KPa。
7. 环境温湿度的变化会给元件电阻带来小的影响，可进行湿度补偿，最简便的

方法是采用热敏电阻补偿之。

8. 避免腐蚀性气体及油污染，长期使用需防止灰尘堵塞防爆不锈钢网。

规格参数：

1、加热电压：5±0.2V（AC·DC）
2、回路电压：10V（最大 DC 24V）

3、负载电阻：5K（可调）

4、清洁空气中电压：≤1.5V
5、灵敏度：≥3
6、响应时间：≤10S
7、回复时间：≤30S
8、元件功耗：≤0.7W
9、使用寿命：5 年

10、尺寸大小：20.5mm×41mm
11、重量大小：7g
注意：此款传感器配有灵敏度调节电位器：顺时针调节大，逆时针调节小。如通

过调节烟雾传感器的灵敏度，可以获得满意的烟雾浓度风扇启动点。

MQ－2 气敏元件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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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项目外围，提取环保废物中的二甲苯，得到苯系列的溶液

安装紫外线灯

安装通电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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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稿的 项目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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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一系列的测试，以及跟辅导教师讨论，再次对项目进行修改

和重组。

项目的第二稿加上了活性炭吸附，以及北斗导航定位系统与物

联网系统设计，远程查看污染源，有效监测污染及安排补救措施。

上网查找相关的资料。

上网查找相关的资料及跟家人讨论，项目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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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物实验室做草履虫降解的实验 

取出含有草履虫的液体（购于淘宝），倒进玻璃器皿中 

用滴管滴在切片上，盖上载玻片 ，拿出 50 倍镜头，调整显微镜 

观察草履虫的状态，看到草履虫的活体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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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降解实验结果 

显微镜下的草履虫，由于活体未染色，需要仔细观察才看到草履虫鞋子一样外形。 

订制外框

请师傅订做了 70*60*50CM 的外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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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装内部结构

安装二甲苯检测与降解区域

根据具体位置用小型冲击钻打孔

作品完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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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



	 	 作品俯视图（手机可以实时与远程查看实验点）

项目的两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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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显示屏，实时检测，清晰查看，北斗模块清晰定位

项

目

的

背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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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脂肪的乳化 

Emulsification of fat 

方案摘要： 

动物的消化机理已经是适应了地球重力作用的，消化食物时，脂肪必须先被

胆汁乳化成微滴，然后才能被肠道吸收。而在失重条件下流体状的脂肪其表面张

力对流体起主要作用,会将脂肪拉聚成一团。所以在失重条件下乳化作用和表面

张力作用这二者就是个有趣的矛与盾的问题，很有必要进行实验研究。本实验采

用胆汁主要成分且能长期保存不变质的胆盐，观察胆盐对脂肪的乳化作用，从而

确定太空失重环境对动物消化功能的有关影响，并对航天员食欲不振现象进行一

定探索和解答。 

提出问题： 

我们知道胆汁是一种消化液，有乳化脂肪的作用，使脂肪乳化成许多直径

3-10 微米的脂肪微滴。动物对脂肪的消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乳化作用，即胆

汁对脂肪的物理性消化。脂肪属于高分子,不能直接穿过小肠上皮细胞细胞膜被

吸收，必须先被胆汁乳化才能被吸收。 

胆汁排至小肠后，约有 95%在回肠末端被吸收入血液，经门静脉重回肝脏，

经肝细胞处理后与新合成的结合胆盐一道再合成胆汁，而后又被排入肠道参与消

化，这个过程称为胆汁的肝肠循环。人体每次餐后都可进行 2～4 次肝肠循环，

使有限的胆盐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从而维持了脂类食物消化吸收的正常进

行。百度词条“胆汁分泌”指出：胆盐每循环一次约损失 5%，每次进餐后总共

约 6-8 克胆盐排出。从而我们计算出每餐消化人体平均消耗胆盐数量为：5%/次

x（6 +8）克/2 =0.35 克。那么人体一天三顿饮食消化总共消耗的胆盐平均为 0.35 

x 3 = 1.05 克。 

同时高蛋白和高脂肪的食物能引起胆汁的大量分泌和排出，加强乳化作用维

持对脂类食物消化吸收的正常进行。  

而在失重条件下流体状的脂肪其表面张力对流体起主要作用，又会将其拉聚

成一团，所以在失重条件下乳化作用和表面张力作用这二者就是个有趣的矛与盾

作    者： 陈彦臻、陈民星、詹镇川、李仲毅
指导教师： 陈清洁、吴扬平
学    校： 成都市第三十三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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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在已有的失重条件下水的沸腾实验中，我们知道由于表面张力的作用，

使得产生的大量小气泡聚合在一起形成大气泡。这个实验也证明了在太空中表面

张力作用是与乳化作用是背道而驰相互矛盾的。 

所以我们自然想到，在太空失重环境下脂肪的乳化是否发生了改变？发生了

怎样的变化呢？难道这个变化就是造成了各种报道中所提到的航天员进入太空

后食欲不振的原因之一吗？同时也知道航天员过一段时间能正常饮食了，这是否

是人体自我调节胆汁循环习惯，增加了胆汁的排放量和循环次数，也就是加大了

胆汁参与消化的数量，才使乳化过程彻底而让消化不振的现象消失，航天员就是

因为这种适应性的生理反应，才适应了太空消化环境变化而正常进食吗？所以很

有必要进行太空实验。 

提出假设： 

对上述问题的推想是：太空失重条件下，脂肪的乳化活动会出现下列的可能： 

1、在太空失重条件下，脂肪的物理消化的乳化作用强烈，脂肪被乳化成更

小的微滴，造成脂肪乳化活动比地球上更彻底，在乳化时间和程度上比地面对照

实验有对应区别； 

2、在太空失重条件下 ，脂肪的乳化没有影响，脂肪乳化的结果和时间与地

面对照实验没有区别； 

3、太空失重条件下，脂肪被乳化成微滴的效果变缓变慢，甚至有表面张力

阻止了脂肪的乳化作用。脂肪乳化的结果和时间与地面对照实验有对应区别； 

4、太空失重条件下，脂肪被乳化成微滴的效果变缓变慢，加入过量消化液

乳化成分后脂肪才能被彻底乳化。 

实验设备和材料：

采用淘宝网上“洁诺斯 JNS-2S 榨汁机”，现在售价 58 元、马达电压：3.7v，

产品尺寸：7.5*23.5cm，产品容量：380ml，电池容量：2000mAh。这些规格完全

在北斗立方体卫星对实验装置的约定范围内，卫星规格：3U（10cm×10cm×30cm），

请见图一、图二。 

该榨汁机杯盖、透明容器、搅拌器桨叶、搅拌器电机（含搅拌器电池）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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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相互分离的。组装旋紧后容器内装入液体，厂商证实和我们实物亲自验证：手

持该榨汁机随意倒置、使劲晃动，均不发生液体泄露情况，密封性能很好，同时

在倒置、晃动状态下搅拌工作也一样正常进行。 

图一，市售透明容器的洁诺斯 JNS-2S 榨汁机。 

图二，榨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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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榨汁机容器为无色透明，便于我们对实验全过程进行实时录像记录。 

该榨汁机容器底部的搅拌器桨叶可适当变形利于实验原料的搅拌效果。 

该榨汁机容器壁有愣条的构造，利于搅拌时引起紊流而充分混合，在不需要

搅拌时因此构造而增大阻力使容器内实验材料尽快至静止状态利于观察实验现

象和结果。 

图三，装置示意图。 

如图三所示，在榨汁机塑料盖朝向容器内一面系固一个体积不大于 30 毫升

的充气小气球。以此应对容器内流体压强万一发生变化而提供的盈余设计，以免

损坏装置而造成实验失败甚至对空间站设备产生不良影响。 

胆汁是一种消化液，胆汁中的胆盐使脂肪乳化成许多微滴，利于脂肪的吸收。

而航天发射要求实验物品要提前封存准备，所以根据时间对实验材料的保质要

求，而胆汁会变质，本实验就采用了胆汁成分中起乳化脂肪作用并可长期保存不

变质的胆盐，前面已计算出人体一天平均消耗的胆盐数量为 1.05 克；因为一般

正常人每天应摄入的脂肪在 50 克—80 克之间，平均值为 65 克。色拉油作为一

种饮食中普遍使用的脂肪，也完全满足了实验的保质要求。而且色拉油是金色的，

与无色透明的清水区别很大，便于我们的实验观察。食品加工制作基本都有色拉

油这个脂肪的，航天员的太空食品概莫能外。所以本实验采用色拉油。 

本实验采用洁诺斯 JNS-2S 榨汁机的透明容器容量为 380ml，先加入约 65

克色拉油这种脂肪，模拟人体一天所食用的脂肪平均数量。再盛满清水模拟人体

肠道水环境，同时清水也是有效观察色拉油这个脂肪乳化的效果参照物。再用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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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储存装置分次释放平均量和加量的胆盐，榨汁机搅拌器模拟肠道蠕动让清水、

色拉油以及胆盐混合。以上设计模拟出人体消化环境，从中清晰观察胆盐对脂肪

的乳化情况。 

实验中分别加入一天人体标准消化所需的1.05克胆盐和加量的 2次各 0.50

克胆盐，以此加量检验在失重条件下肠道水环境中脂肪的表面张力对乳化的负面

影响作用，判定航天员刚入太空消化不振而过段时间就正常消化了的原因是否是

人体自适应增加了胆汁参与消化的数量。 

三个胆盐储存装置甲、乙、丙牢靠固定置于容器内杯盖下，远离搅拌器桨叶

和容器中心。胆盐储存装置甲装入一天人体标准消化所需的 1.05 克胆盐，胆盐

储存装置乙装入加量需求的 0.50 克胆盐，胆盐储存装置乙也装入加量需求的

0.50 克胆盐。胆盐为武汉远成共创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猪胆盐。实验时三个胆

盐储存装置分三次加进容器内进行脂肪乳化工作，以便观察按地面标准时脂肪的

乳化是否在太空中进行不彻底而需要过量胆盐才能乳化正常，这对于判断在太空

中是否是人体器官自适应调节后才使得饮食消化情况趋于正常的研究非常重要。 

胆盐装置两端有电磁阀密闭。胆盐储存装置放入胆盐后，胆盐储存装置需继

续注入与容器内一样的清水，完全排出空气。胆盐储存装置电磁阀电源接头需做

防水处理，其电源线从容器塑料盖伸出连接电源控制设备。电源线穿出容器塑料

盖处，须由密封圈紧固密封孔洞，不能发生液体泄露。 

制备实验装置时，因为采购的该榨汁机是针对水果固体进行打碎搅拌的，其

桨叶角度对液体搅拌有所不利，所以先旋下透明容器，拆出固定的搅拌器桨叶（该

榨汁机桨叶是可更换设置设计的，轻易就能取下），用钳子等工具，小心将桨叶

角度略微变形，改造成在工作时可对纯液体充分而迅速的搅拌混合工作。然后装

好桨叶。再旋紧透明容器，在透明容器与搅拌器电机、搅拌器电池部位结合处，

刷好胶水以此增加一层密封设置，待胶水干后，用透明粘胶带再缠绕密封该结合

处，以此再增加一道密封设置，防止容器泄漏情况的发生。粘胶带只能略微超越

杯沿进入容器透明区间，从而既能达到防漏的效果，又尽量达到不能因折射差异

影响对容器内实验现象的观察。 

然后往容器内装满清水并打开电源进行搅拌，检查榨汁机密封性能要完好和

搅拌效果要让容器内液体充分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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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太空实验时不能有人参与，那么榨汁机电路也须改装成由空间站控制

设备控制开关电源。同时榨汁机搅拌器电池和榨汁机电路也须改造满足火箭发射

时的过载条件。 

然后将塑料瓶盖取下，剪下杯盖上的多余物杯把。因为其是杯盖整体的一部

分，都是相同的塑料材质，故杯把物料很容易并适宜对杯盖的热熔合改装工作。

用电烙铁和剪下的杯把材料在杯盖朝向透明容器内做个坚固小圆环，并以此系固

好充气的小气球。然后在杯盖上打孔穿入胆盐储存装置并用密封圈紧固电源线和

将孔洞密封。再在杯盖空闲处间隔打上几个小孔洞，做加注色拉油和排除空气作

用。间隔多打几个小孔洞，届时在排除空气动作中，能最大程度的完全避免有残

余空气存在于容器内。 

然后将 66 克超市所售的色拉油倒入容器内，因为要排除容器内的空气，在

排除时会损耗一点浮在上层的色拉油，请见随后叙述。故色拉油比正常人每天应

摄入的脂肪平均值 65 克多加一点，而且 1 克的量也在误差范围内。再盛入一定

量的普通清水（超市售卖的矿泉水即可），使其在盖上杯盖时，随之放入容器内

的小气球、胆盐储存装置及电源线所占空间，不能使杯内液体溢出。盖紧杯盖后，

在杯盖沿刷好胶水以此增加一层密封设置，待胶水干后，用透明粘胶带再缠绕密

封该结合处，以此再增加一道密封设置，防止容器泄漏情况的发生。粘胶带只能

略微超越杯沿进入容器透明区间，从而既能达到防漏的效果，又尽量达到不能因

折射差异影响对容器内实验现象的观察。 

接着水平放置并固定好榨汁机，用注射器从杯盖上预先打好的小孔洞内，往

容器内慢慢注入相同的清水。当密度比清水小而浮在容器上层的色拉油色拉油从

杯盖小孔洞内溢出时，就停止注入清水，慢慢将注射器针头从容器内退出。然后

用干净棉签小心擦拭清洁杯盖上溢出的液体。再用电烙铁和剪下的杯把材料将杯

盖上的小孔洞全部热熔密封，再在杯盖上刷好胶水以此增加一层密封设置，待胶

水干后，用透明粘胶带再覆盖杯盖表面，以此增加一道密封设置，防止容器泄漏

情况的发生。粘胶带不能进入容器透明区间，以免折射差异影响对容器内实验现

象的观察。   

该榨汁机容器壁外则贴有一纵向白色色条（见图二），容器所贴的纵向白色

色条应正对摄像头在容器远端外侧，用于对比观察容器内清水与脂肪色拉油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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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过程中的清晰度，因为乳化程度和效果可以通过乳状液的外观情况进行判断

的。我们团队在地面实验验证中确认有了白色色条的参照，实验现象更加明显。

该白色色条可采用市售白色的双面胶胶带，揭其一面纸膜基带后贴于容器外壁，

另一面纸膜基带不用揭开即为白色色带了。同时我们也验证了气球材料与胆盐、

色拉油、清水混合物没有任何化学、物理反应，不影响实验的进行。 

容器内发生的一切现象，均由一个符合空间站提供电源条件的高清摄像头录

像设备记录储存实验全过程图像。照明为 LED 灯。（如果空间站不提供录像的存、

储传输设备，可采用如图四所示的设备，采用手机或照相机对实验进行录像和保

存，然后回收存储卡读取数据进行分析。现在已有 400 GB 甚至 1 T 容量的存储

卡应用于手机、照相机等设备，可以装下 40 小时的全高清视频，传输速度是 100 

MB/s，完全可满足本实验的需求。而且手机、照相机自带照明，也不需要另外配

置照明设备，现在的智能手机也具有自动开关机的设置，从而可减少本实验对外

部的依附。本实验只需将手机或照相机调整、固定好角度对容器内的全景拍摄和

通过软件设置启动和关闭摄像时间。电源可采用多个充电宝提供大量所需电能，

乃至再由空间站电源对充电宝持续充电而获得更多电能。充电宝应拆卸将其电路

加固，并用绝缘塑料填塞充实充电宝内部空间，以免火箭发射时的过载损坏充电

宝内部结构）。 

图四，榨汁机可接充电宝、手机、电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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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观察，榨汁机自带储存的电量完全满足本实验的需要。但以前我国中学生

俞纬在美国航天飞机上进行的《失重对草履虫生长和繁殖的影响》实验，因为电

池的“罢工”而未获成功，为避免同类事故重现，除了榨汁机自带的电源外，见

图四还可根据榨汁机自身配置端口的便利，再加配一个改装后的充电宝电源（拆

卸充电宝将其电路加固，并用绝缘塑料填塞充实充电宝内部空间，以免火箭发射

时的过载损坏充电宝内部结构）。而且搅拌机工作时间不长用电量不多，现在充

电宝质量能保证封舱期过后电量的充足保有。完全可避免俞纬实验的事故。同时

也避免了榨汁机需改装才能匹配空间站电源所带来的麻烦和风险。 

上述电源即为模拟北斗立方体卫星电源。 

根据北斗—立方体卫星约束条件和上述实验设计，进行太空环境中微生物

搜寻观察作业的本实验是通过以下太空实验载荷设计来实施的 ，如图五所示： 

图五，载荷舱及载荷设备示意图 

载荷舱严格控制在北斗—立方体卫星约束的尺寸范围内，外部尺寸为 10cm

×10cm×27cm，载荷舱外蒙皮为耐高温的镍基合金或铍板或铝合金和镁合金等卫

星，内部舱壁为耐热合金，所用材料尽量与北斗—立方体卫星构造材料一致，以

免热胀冷缩不一致造成损坏。因我们未知北斗—立方体卫星采用的是什么材料，

所以只能这样表述。外蒙皮与内部舱壁之间填以石英纤维等各种隔热材料。靠外

蒙皮的高辐射特性和隔热层的良好的隔热特性，并通过舱内石蜡包的相变温控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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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尽量保持舱内的工作温度波动小、温度适宜。 

卫星在太空中飞行时，向阳面与背阴面之间的温度相差可达几百度，载荷舱

也是无法保障舱内温度是显微镜工作环境要求的 O℃～40℃，为了保证北斗—立

方体卫星上本载荷设备正常工作，我们的针对设计是在载荷舱空间允许情况下，

紧贴载荷舱内壁牢靠置有石蜡容器。石蜡容器材料为金属铝或不锈钢制成。石蜡

相变潜热高、几乎没有过冷现象、熔化时蒸气压力低、不易发生化学反应且化学

稳定性较好、在多次吸放热后相变温度和相变潜热变化很小、自成核、没有相分

离和腐蚀性，有很长的冻融周期。并且价格便宜等优点，是航天温控的成熟相变

热控材料，卫星和空间站都在采用，如图五所示。根据 2013 年的《航天器环境

工程》第 30 卷第五期文献《相变材料在航天器上的应用》内容，针对石蜡作为

相变材料石蜡的导热系数低不足之处，为了加强石蜡在热控领域的可行性，在石

蜡容器中置入金属网状骨架材料，还可采用在石蜡中加入石墨、铝粉、铜粉等来

提高石蜡的导热系数。根据该文献警示微小体积变化的膨胀力也是非常巨大的，

有可能引起容器的破坏，所以在灌装该石蜡时应留 5%左右的空间余量，不能 100%

灌装满容器。所用石蜡可采用镇江市润州泽众专用蜡厂的石蜡产品，该厂是专业

提供相变蜡，控温范围在 10℃～50℃的任一段点内。本装置采用控温范围在

20℃～30℃的石蜡，加热融化后灌装入内置金属网状骨架的石蜡容器。石蜡容器

在载荷舱内的布置，以不影响风扇和显微镜工作为准。因为石蜡有很长的冻融周

期，而有北斗—立方体卫星轨道周期在 90 分钟左右，而美国“火星漫游者”探

测器用 120 克石蜡即达到对其电池的温控，所以本载荷舱摄像头、榨汁机、充电

宝、USB 数据线所占空间剩余载荷舱空间装备的石蜡相变材料份量远不止 100 多

克，完全能保证载荷舱的温度稳定。 

本装置拍摄采集工作由自带灯光的高清摄像头拍摄，并通过 USB 数据线传输

至模拟星上数据传输的 WIFI 盒子，并由 WIFI 盒子将拍摄的图片数据传输至电脑

或手机，模拟卫星传输数据的采集。 

充电宝模拟卫星电池电源，为榨汁机、摄像头、WiFi 盒子等用电设备提供

电源。 

本实验的实验步骤由空间站程序控制设备进行控制。 

本实验分为地面对照实验和太空实验，实验装置和实验材料均为一致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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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的实施步骤为： 

如果条件允许，在火箭发射时即可接通电源，照明和录像设备开始不间断工

作，持续观察发射时火箭加载时几个重力、变轨时滑翔阶段不足一个重力乃至失

重时，重力不断变化过程中，观察记录在不同重力环境下表面张力对不同流体的

混合液的分离分割状态的表现。 

进入太空后，程序控制设备控制通电开始实验。照明和录像设备不间断工作，

进行对榨汁机透明容器的图像采集。1分钟缓存过后，记录下此时清水与色拉油

在失重条件下的状态，然后搅拌器在程序控制设备控制下开始电路连通通电工作

5秒后，搅拌器电路断开停止搅拌，观察混合清水与色拉油后的表面张力活动。 

接着在此 2小时后电源接通胆盐储存装置甲电磁阀开关，开关打开形成胆盐

储存装置甲与清水和色拉油容器成为连通整体。录像设备观察记录容器内物质的

变化情况。 

在此 1小时后搅拌器再次通电进行工作 5秒钟，让胆盐、清水、色拉油充分

混合。录像设备仍然不间断工作，继续观察容器内物质变化情况。 

在此 1小时后电源接通胆盐储存装置乙电磁开关，开关打开形成胆盐储存装

置乙与容器成为连通整体，同时搅拌器工作 5秒钟，所储胆盐进入容器参与乳化

作用，录像设备继续观察记录容器内物质变化情况。 

在此 1小时后电源接通胆盐储存装置丙电磁开关，开关打开形成胆盐储存装

置丙与容器成为连通整体，同时搅拌器工作 5秒钟，所储胆盐进入容器参与乳化

作用，录像设备继续观察记录容器内物质变化情况。 

接着每过 1 小时后搅拌器工作 5 秒钟，观察容器内物质变化情况。直至 24

小时候后（完全覆盖人体对食物消化所需的时间），实验设备全部断开电源，实

验终止。 

录像资料同步传输回地面。 

通过太空实验记录的录像资料，与地面同步骤的对照实验录像资料对比，进

行分析研究。 

数据分析： 

    根据太空传回的视频图像数据和地面对照实验的数据对比，可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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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确定假设之一； 

2、根据实验过程和结果的乳化记录情况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分析；  

3、根据实验过程和结果的清水与色拉油这两种互不相容物质在表面张力作

用下的情况，以及色拉油在胆盐不断乳化情况下容器内物质发生变化之后，多种

物质在表面张力作用下的情况，从静止到混合再到静止的不断重复动作下的状

态，可以为往后的科普和研究活动中提供实验结果。 

得出结论： 

1、对失重条件下动物消化情况有所认识，对航天生物和医学提供相关的实

验内容；通过对脂肪的乳化实验，可延伸探讨人体器官与系统在太空中的变化。

特别对于为航天员上天后的合理提供饮食取得科学依据，以及航天科研中对动物

的正确喂养取得科学依据； 

2、为学校教育和科普活动中补充表面张力与乳化微滴相互矛盾作用的实验

结果； 

3、为学校教育和科普活动中提供不同重力变化情况下，互不相溶液体以及

其发生成分变化后的表面张力作用结果； 

4、本实验结果，可以扩展到对太空飞行器燃料的管理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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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导航系统实现的车内安全系统
In-vehicle Safety System Based on Beidou Navigation

指导老师：GEORGE ZHU

作者：王伯驹 / ALLEN WANG 

作品背景：随着物联网的快速发展，针对车辆安全问题，提出重新

思考，并提供高度可用的模拟系统。目前已经开始准备生产。 

Background：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of 

Things (IoT), I am proposing a new idea of vehicle safety and 

providing highly adaptable simulation system. This device is 

currently ready for production.

创作背景：近年来车内频发的安全事件，让我们开始警惕在炎热的

夏天，被遗忘在车中的孩子或宠物的安全，以及在驾驶过程中由于

驾驶员疏忽而导致的各种安全状况。这引发我思考也许我能做点什

么。通过数据调查显示，全国儿童在汽车中死于非命状况，半数以

上来自于高温窒息或因司机分神查看儿童而导致的交通碰撞。于是

我着手开始开发六五车载安全系统（65ADAS MONITOR TO 

SAFETY) 并已经与新能源汽车厂家展开合作。

Creation cause：In recent years, car accidents involving in-car 

safeties of the children or pets forgotten in car during hot summer 

days or when we driving negligently. These issues lead me to 

rethinking about what I can do. Data surveys show that children 

across the country die in a car, more than half of which comes 

from high-temperature suffocation or traffic collisions, and drivers 

distracted by children. So I set out to develop 65ADAS MONITOR 

TO SAFETY and have worked with new energy vehicle 

manufactur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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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流程 / work process：

 状况 1：在炎热的夏天将孩子遗忘在车内，此时六五系统会通过

人体微波与红外线对车内生命体进行扫描，（触发移动侦测摄像头

并追踪座椅压感状况）并判定车内温度，如车内温度高于 50 度并在

9 分钟内无人在汽车中控台或手机 APP 拒绝保护系统介入，汽车将

会将车窗下降 3CM，并利用北斗短报文功能向数据中心发送警告，

随后数据将会被二次分发至车主手机（通过 APP、公众号、钉钉

DING 信息）并要求车主进行后续操作。此时车主可通过华为内建

物联网通信模块，访问车内摄像头，并抉择开启外循环或将车窗完

全打开。（与一氧化碳含量异常时，自动解决行为相同。） 

 状况 2：通过毫米波雷达计算前方障碍物，并通过北斗厘米级定

位的优势，进行车辆运行状态实时追踪。对 20 米-1 米内潜在碰撞

威胁，实施主动介入（包含：声音提醒、减速、点刹、急停）利用

毫米波雷达与北斗导航模块的优势，在不同车速计算刹车距离，并

在临界状态检测车主是否有刹车意向，据此发出碰撞预警警告，在

终距离状态（预计刹车距离），给予一次自动点刹减速与警告。

如车主继续无主动刹车行为，则六五车载安全系统介入执行紧急制

动。 

 状况 3：利用北斗 RNSS 与加速度传感器，对车辆进行进一步

分析，在状况 2 失效或被关闭情况下发生碰撞，座椅压感系统可能

工作的情况，将会连续执行一分钟曲线追踪。如驾驶员位无任何移

动行为，则系统将会自动向紧急服务报告位置与撞击前视频数据。

在发生撞击行为后有可能大部分传感器会被意外损坏，如处于车内

核心位置多个传感器数据异常或掉线，系统仍然会利用声音展开应

急处置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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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北斗的优势：利用北斗模块节约大量数据费用，更少的信号漂

移为精准的车速实时追踪，以及为车联网装置提供精准的授时，甚

至轻松穿行在峡谷和茂密的树叶环境中。 

此系统优势：利用 低的成本（约合 RMB 1000 元）即可添加至大

部分车辆，实现较高标准的全方位安全保障能力。 

Situation 1：In the hot summer, the child is forgotten in the car. At this time, the

six-five system will scan the living body of the car through the human body 

microwave and infrared rays (trigger the motion detection camera and track the seat 

pressure condition) and determine the temperature inside the car. If the temperature 

inside the car is higher than 50 degrees and no one is involved in the car center 

console or the mobile APP refuses to protect the system within 9 minutes, the car will 

drop the window by 3CM and use the Beidou short message function to send a 

warning to the data center. The data will be distributed to the owner's mobile phone 

twice (via APP, public number, nailing DING information) and require the owner to 

carry out subsequent operations. At this time, the owner can access the camera 

inside the vehicle through Huawei's built-in IoT communication module and choose to 

open the outer loop or The window is fully open. 

Situation 2：The millimeter-wave radar is used to calculate the obstacle in front

and the real-time tracking of the vehicle running state through the advantage of the 

Beidou centimeter positioning and active intervention (including sound reminder, 

deceleration, point brake, emergency stop) in the potential collision threat within 20 

meters to 1 meter. The advantage of the millimeter wave radar and the Beidou 

navigation module is to calculate the braking distance at different speeds, and to 

detect whether the owner has the brake intention in the critical state, and issue a 

collision warning warning accordingly, and give an automatic deceleration and 

warning in the final distance state (estimated braking distance). If the owner 

continues to have no active braking behavior, the six-fifth vehicle safety system will 

perform emergency br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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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uation 3：Further analysis of the vehicle by using Beidou RNSS and

accelerometer, collision in case of condition 2 failure or being closed, the situation in 

which the seat pressure sensing system may work will continuously perform one-

minute curve tracking. Mobile behavior, the system will automatically report the 

location and pre-impact video data to the emergency service. It is possible that most 

of the sensors will be accidentally damaged after the impact behavior, such as 

multiple sensor data at the core of the car or the dropped system will still use the 

sound to launch the emergency response plan. 

Take advantage of the Beidou: Utilize the Beidou module to save a lot of data costs, less 

signal drift for accurate speed real-time tracking, and accurate timing for the car networking 

device, even easy to walk through the canyon and dense foliage environment. 

Advantages of the device:The lowest cost (about RMB 1000) can be added to most vehicles 

to achieve a higher standard of comprehensive security. 

车窗自动介入控制对车内温度的影响 / Temperature control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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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1



注释：在暴晒 20 分钟后，模拟孩子在车中六五要求系统对车内温度进行低功耗干涉。

(车窗自动降低 3CM 并追踪一分钟温度曲线后确定是否使用空气循环，通常这消耗的

电能可忽略不记） 

Note: After 20 minutes of exposure, the simulated child in the car asks the system to perform 

low-power interference on the interior temperature (the window automatically reduces 3CM 

and tracks the one-minute temperature curve to determine whether to use the air circulation, 

usually the consumed energy Can be ignored） 

降温部分灵感来源：夏天我们下车后通常将车窗留一个小缝，这可以有效简洁的加快

空气流通防止热能聚集，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行为作为基础进行二次开发实现高效

率高安全低能耗的温度控制方案。 

Inspiration for cooling：summer, we usually leave a small slit in the window after getting off 

the car. This can effectively and easily speed up the air circulation to prevent heat 

accumulation. Therefore, we can use this behavior as a basis for secondary development to 

achieve high efficiency, high safety and low energy consumption. Temperature control 

program. 

     密闭环境怠速外循环对车内一氧化碳影响 / Carbon monoxide data in the car 

 0 分钟，车内一氧化碳浓度为 0ppm，车内温度约 20 ，感觉舒适;

（0MIN  0PPM)

 1 分钟，车内一氧化碳浓度为 5ppm; (1MIN 5PPM)

 3 分钟，一氧化碳检测仪警示灯开始不停闪烁浓度为 40ppm; (3MIN 40PPM)

 5 分钟，车内一氧化碳浓度为 65ppm，检测仪警示灯保持闪烁并震动; (5MIN

65PPM)

 15 分钟，车内一氧化碳浓度为 70ppm，检测仪警示灯保持闪烁并震动;

(15MIN 70PPM)

 25 分钟，车内一氧化碳浓度为 91ppm，达到可致命值; (25MIN 91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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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逻辑缩影 基础功能逻辑构架图（Logic diagram）

软件层面 系统主要分为两大分支（高温保护）与（碰撞保护），两

大分支共享使用车载传感器资源，软件层面我测试的平台使用

windows IoT 平台作为基础开发平台，使用串口通信与北斗模块建

立连接，但在正式用于商业后，由于稳定性需求，此装置应使用

ARM 为基础，将所有芯片替换为带有屏蔽的 FPGA 来保证系统稳

定可靠运作，软件复位绑定至熄火行为，这样保持系统长期运作。 

The software level system is mainly divided into two branches (high 

temperature protection) (collision protection). The two branches share the use 

of vehicle sensor resources. At the software level, the platform I tested uses 

the Windows IOT platform as the basic development platform, and uses serial 

communication to establish a connection with the Beidou module. However, 

after being officially used for commercial purposes, this device should replace 

all chips with shielded FPGAs to ensure stable and reliable operation of the 

system based on ARM. The software reset is bound to the flameout behavior, 

thus maintaining the long-term operation of th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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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硬件连接图  ( Hardware structure diagram ）

核心硬件 / Hardware：  

1.1300 万摄像头模块（前方视觉判断与行车记录）13 million pixel camera 

2.800 万摄像头模块（车内状态分析与行车记录）8 million pixel camera 

3.24G 毫米波雷达（前方向物体追踪）24G millimeter wave radar 

4.北斗模块（加速度，通信，海拔，授时，车速等数据追踪）Beidou module

5.F03P30 人体红外传感器（辅助车内状况判定）Human body infrared sensor

6.人体微波传感器（辅助车内判定）Human body microwave sensor

7.X86 或 ARM 构架开发板（数据处理与行为控制）Development board

8.10 英寸包含电容触摸屏幕（人机交互部分）10-inch display 

9.ME909s-821 华为 4G 数据模块（用于发送视频与后备通信方案）Huawei 4G module

10.BM160 加速度传感器（用于更进一步获得微弱加速度变化状况）Accelerometer

11.NTC 热敏传感器（获得车内温度）Temperature Sensor

12.FSR 座椅压感（车辆通常自带连接安全带总线）Pressure sense

13.ODB 转换器（与车载电脑交互）ODB conve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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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SP6620HP 电源管理电路（电源管理）Power management

15.激光雷达（用于辅助参与周边测算）Laser radar

连接 / Connection: 

核心硬件 1-13 均连接至六五车载安全系统控制器，并额外将车辆刹车泵与车载电脑连接。 

基于北斗导航系统实现的车内安全系统
In-vehicle Safety System Based on Beidou Navigation

总结：根据网络数据统计每年上千名儿童因夏季高温在车内窒息死

亡，近千人由于一氧化碳或氧气含量不足（包括因氧气不足引起的

诱导性猝死）。几乎绝大部分寒冷地区的人有一个困扰，在冬季需

要在寒冷的环境下热车，甚至分神驾驶导致交通事故等情况。此装

置可以极为有效的改善上述问题且在较为经济可靠的前提下。 

Summary: According to network statistics, thousands of children 

die every year due to high temperatures in the summer, nearly 

1,000 people have insufficient carbon monoxide or oxygen 

(including induced sudden death due to insufficient oxygen), and 

almost all people in cold regions have One problem is that in the 

winter, it is necessary to drive a car in a cold environment, and 

even distraction is a major factor in traffic accidents. This device 

can be extremely effective in improving the above problems and 

on a more economical premise.

涉及关键词 / Key word ：北斗导航（BDS)，毫米波雷达

（mmWAVE），车联网（IOV)，安全系统（Securit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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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B 控制（ODB），车载电脑（Car computer），阵列传感器

（Sensor array），集成传感器（Integrated sensor），激光雷达

（LIDAR)，辅助驾驶（ADAS）

专利查新报告 / Patent search ：

---------------------------------------------------------------------------------------------------------------------------- 

2016 年 8 月“车内紧急装置”荣获山东省物联网创造力大赛一等奖，【n】 

In August 2016, the “Emergency Device in the Car” won the first prize of the Shandong 

Province Internet of Things Creativity Competition. 

解释 Explanation  ：这是我第一代作品雏形参赛在山东大学 目前为第二代装置。 

This is my first generation of works participating in Shandong University. 

---------------------------------------------------------------------------------------------------------------------------- 

2017-06-24 小学生发明车内救命装置，帮助了无数粗心的家长。【n】 

https://kknews.cc/news/p5rj8x8.html 

解释 Explanation  ：此装置利用半导体制冷片实现，耗能大发热多并不是一项成熟技术，与此

发明无任何直接技术关联。 

The device is realized by a semiconductor refrigeration chip, and the energy consumption is 

large and the heat is not a mature technology, and is not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invention. 

---------------------------------------------------------------------------------------------------------------------------- 

ADAS 设备     申请号：201820499273.9 申请日：2018-04-09  【p】 

解释 Explanation  ：仅仅通过视觉碰撞判定，容易误判，与本作品并不相似。 

It is easy to misjudge by just judging by the camera, and it is not similar to th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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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驾驶装置   申请号：201610027742.2 申请日：2016-01-15  丰田汽车（日本）【p】

解释 Explanation  ：由于功能相差巨大，丰田并不具有车内孩子保护相关信息，与本作品并不

相似。 

Due to the huge difference in functions, Toyota does not have information on child protection 

in the car, which is not similar to this. 

---------------------------------------------------------------------------------------------------------------------------- 

通过 GOOGLE 学术引擎  中国专利搜索  小木虫  并未找到相似装置。 

No similar results found Google Scholar，Chinese patent website and xiaomuchong. 

引用 / Reference

高温对儿童影响部分灵感来自《搜狐新闻网》 

一氧化碳类数据部分来自  《潇湘晨报》 

一氧化碳部分灵感来自《果壳网》 

关于专利部分查寻搜索来自《谷歌学术搜索》 

多模北斗模块资料来自《1688》以及《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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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清洁工人被撞”一直是一个社会难题。环卫工人在过去两年，死

亡率将近 1.35‰，环卫工可以说最危险的职业。因此，笔者设计了

一种“基于北斗定位的环卫工人防撞车系统”来解决清洁工人被撞的

问题。 

操作流程：首先，在车辆驶过接近清洁工人的红绿灯口时红绿灯

路口实现信号采集(车牌号)；第二步，数据（车牌）传入电脑并由电

脑进行该车违规记录查询；第三步：由相应 python 软件通过 KNN 算

法进行大数据分析，分析结果为具有危险性或不具危险性。如分析结

果为具有危险性，则启动 SIM 信号传输端；第四步：北斗定位，查

找在该区域作业的清洁工人；第五步：通过 SIM 信号传输提醒在该

区域作业的清洁工人。 

实验证明本新型清洁工人防撞系统可以成功地解决上述问题，通

过大数据分析的方式完成对处于危险中的清洁工人进行提醒，使得清

洁工人的被撞率大大下降。 

关键词：北斗定位；清洁工人防撞；KNN 算法； 

一种基于北斗定位的的清洁工人防撞系统

作 者：余炜熠

指导教师：张晓容

学 校：成都市华阳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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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正文 

1 前言 

1.1 选题的背景 

最近，笔者了解到环卫工人在过去两年，死亡率将近 1.35‰这样

痛心的数据。并且发现这些事故的绝大部分原因在于在危险即将来临

时没有有效的提醒措施对清洁工进行提醒。基于此，该项目运用了大

数据中的 KNN 算法对汽车是否危险进行判断。（通过该车平时的违

规记录数据）。当输出结果为‘危险’时再通过北斗定位查找在该区域

作业的清洁工人，再通过启动 SIM 信号传输端发出警报信号，达到

提醒清洁工人的目的。 

1.2 研究现状 

1.2.1 目前清洁工防撞车措施 

目前的环卫工人防撞车就只靠一件劣质的工作服。扫马路本身就

是一个吸尘的工作，反光背心一不洗太脏，洗的次数多了反光条就不

管用了。环卫作业多数是在凌晨和夜间，而他们在作业时，如捡拾垃

圾、扫地和推车都常常是弯下腰的，所以反光服装是避免交通事故最

直接的信号，然而劣质的洗得发白的反光服则让效果大打折扣。 

2 研究目标 

利用“基于北斗定位的环卫工人防撞车系统“解决清洁工人被撞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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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计内容  

 3.1 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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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算法简介 

该项目的大数据分析由 KNN 算法实现。 

KNN 算法实现过程：首先对出过车祸的车辆以及未出过车祸的车

辆进行平时的交通违规数据样本（训练样本集）进行数据存储。输入

通过红绿灯路口车辆的交通违规数据后，分析该辆车的违章数据类型

与出过车祸的车辆类似还是与未出过车祸的车辆类似。如果与出过车

祸的车辆类似，则判定其有危险。如果与未出过车祸的车辆类似，则

判定其没有危险。 

数据处理简介：此项目可采集的汽车违规数据样本有：1.闯红灯

记录次数 2.汽车乱停乱放记录次数 3.超速记录次数 4.不按规定安装

车辆号牌次数 5.超载次数等。 

在笔者此次所作实验中采用的为闯红灯记录次和数超速记录这两

个主要数据。在进一步的实验中笔者将会采用更多的数据进行分析，

以此提高结果的精确度。 

3.3 所需材料 

3.3.1 Ardu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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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SIM808 

无线通信(Wireless Communication)是利用电磁波信号可以在自

由空间中传播的特性进行信息交换的一种通信方式，近些年信息通信

领域中，发展最快、应用最广的就是无线通信技术。在移动中实现的

无线通信又通称为移动通信，人们把二者合称无线移动通信。本项目

采用 YF-SIM808 模块中的 无线通讯模块。 

3.3.3 北斗定位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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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程序设计 

4.1 无线通讯模块程序设计 

无线通讯模块程序设计为由 Arduino 控制中心控制的模块，实现

信息传输的自动化。 

4.2 基于 KNN 算法的大数据分析程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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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试验结果及数据分析 

6.1 模拟数据在程序中运行的结果 

程序运行结果： 

闯红灯记录次数为 10，超速记录次数为 12 的汽车属于 A 类（有危险） 

闯红灯记录次数为 3，超速记录次数为 1 的汽车属于 B 类（无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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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实验所遇问题及其解决办法 

笔者在首次启动 python 编程软件后，程序始终无法成功在运行，

后来查询资料和请教学校高三的学长后得知，因为没有下载运行程序

所需的 numpy 库。最后，在学长的指导下，运用 cmd 窗口中使用 pip 

install 语句在线安装 numpy 库。 

笔者在调试 SIM808 模块时运用到了野火模块调试器，可是在命

令窗口发送命令后没有相应的回应，在换了一个 com 口之后依旧没

有回应。笔者在多次尝试之后发现是模块波特率未设置正确，于是修

改了波特率，成功接收到回应。 

6.3 实验结果与结论 

此装置搭建好后，笔者进行了多次仿真实验和数据分析，成功地

完成了数据分析及危险预警，以不足 50 元低廉成本为早班作业的清

洁提供了生命保障。 

7 创新点 

1.提出了北斗定位的创新性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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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项目中运用到的的 KNN 算法具有思想简单，理论成熟，既

可以用来做分类也可以用来做回归； 训练时间复杂度为 O； 准确度

高，对数据没有假设，对 outlier 不敏感等优点。 

3.本项目采用的机器学习模块是人工智能的核心，是使计算机具

有智能的根本途径，它主要使用归纳、综合而不是演绎。表示学习系

统的基本结构。向系统的学习部分提供某些信息（发生过车祸的汽车

交通违规记录及未发生过车祸的汽车交通违规记录），学习部分利用

这些信息修改知识库，以增进系统执行部分完成任务的效能，执行部

分根据知识库完成任务，同时把获得的信息反馈给学习部分。在具体

的应用中（对一辆已知交通违规记录的汽车进行是否危险的判断）。 

4.通过添加 GPS 定位功能来确定车辆及清洁工人的距离，从而确

定提醒的时间。实现提醒时间的精确度。 

8 展望与设想 

8.1 算法优化 

此系统运用到的 KNN 算法为懒惰算法，对测试样本分类时的计算

量大，内存开销大，评分慢并且可解释性较差，无法给出决策树那样

的规则。所以笔者在之后的研究中准备使用 KNN 的升级算法，或寻

找另一种适于此类数据分析的高级算法完成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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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北斗功能的野外消毒保干装置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生活水平及文化素质的提高，家庭外出旅行、野外生活的越

来越多，外出所带的食品、用品需要消毒、保干的情况越来越多。如

非一次性的生活用品，如牙刷、毛巾、杯子等用具，在使用后放置在

裸露的空气中容易滋生细菌需要消毒。所带的食品需要消毒除湿抽

干，才能保持它的味道和质量。但到目前为止，尚未见到适合于家庭

外出时使用的生活用品消毒装置。为此，我们设计了基于北斗功能的

野外消毒保干装置。 

二、作品的主要特征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发明了一种基于北斗功能的野外消毒保干装

置，既方便携带，又能够长时间保持物品干燥和良好的消毒杀菌的效

果。 

基于北斗功能的野外消毒保干装置设置有紫外线灯和臭氧发生器

能够对日常生活用品进行杀菌及消毒；设置有抽风机可以将主箱体内

的湿气抽除，并在抽干后的箱体里放置活性炭等干燥剂，起到保持干

燥、除臭作用，提高日用品的干燥度和食品味道等。设置有蓄电池，

可以方便野外无外接电后的使用。在主箱体底箱左右侧均设置相对的

固定面板，固定面板之间连接滚轮转轴，转轴上固定连接滚轮支架，

支架的末端设置有滚轮；支架可以将滚轮进行收纳，设置在主箱体的

右下端设置有推拉转轴，推拉转轴上连接有伸缩杆，伸缩杆的末端设

置有手柄，方便出行。 

作 者：易佳星、彭佳

指导教师：秦有才、叶双秋

学 校：长沙市长郡湘府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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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装置内部，加装一系列装置。包括北斗信号接收装置、主控面

板、蓝牙装置、报警装置等。可以现场控制各种功能的使用，也可以

通过网络或者蓝牙装置远程控制各种功能的即时使用，接收北斗系统

信息，利用北斗系统的功能实现导航、定位、通信、报警等工作，达

到安全、方便自如使用的效果。 

三、作品的基本结构： 

基于北斗功能的野外消毒保干装置包括主箱体和顶盖，顶盖与主

箱体之间有锁扣；主箱体内部设置有紫外线灯和臭氧发生器；下端一

体设置有底箱；底箱内左右分别设置有抽气室和蓄电池腔室，分别设

置有蓄电池和抽风机；左上端与主箱体之间设置有抽气孔；抽气室左

侧设置有排气孔。 

主箱体内部左右两侧相对设置有 L 形结构的紫外线灯支座；支座

固定在箱体内壁上；支座底部设置多个并列设置的凹槽，紫外线灯设

置在该凹槽内。 

在装置内部，加装一系列装置。包括北斗信号接收装置、主控板、

蓝牙装置、报警装置等。可以现场控制各种功能的使用，也可以通过

网络或者蓝牙装置远程控制各种功能的即时使用，接收北斗系统信

息，利用北斗系统的功能实现导航、定位、通信、报警等工作，达到

安全、方便自如使用的效果。 

主箱体内部设有两个相对称的置物架支座、网状结构置物架，放

置需要消毒、除湿保干的物品。 

主箱体底部且在位于底箱的左右两侧均设置有两块相对的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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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固定面板之间连接滚轮转轴；滚轮转轴上固定连接滚轮支架；

滚轮支架末端设置有滚轮。 

主箱体右下端设置有推拉支座，推拉支座上活动设置有推拉转

轴；推拉转轴连接有伸缩杆，伸缩杆末端设置有手柄。 

四、主要功能： 

基于北斗功能的野外消毒保干装置，使用北斗系统，利用北斗系

统的功能，通过现场和远程操作实现对食品、日用品的消毒及除湿保

干。设置有紫外线灯和臭氧发生器能够对日常生活用品进行杀菌及消

毒；设置有抽风机可以将主箱体内的湿气抽除并保持干燥，提高日用

品的干燥度，保持食品的质量。可方便携带，能够长时间保持物品干

燥，具有良好的杀菌和消毒的效果。可以即时使用、具有除湿和双重

消毒功能、方便滚动的多途径野外消毒除湿装置。具有以下功能： 

1、定位功能：利用北斗定位系统，可以定位此装置在什么位置，

当丢失或者被盗时能够准确定位，及时寻找。 

2、远程操作功能：利用北斗通讯，通过网络可以远程控制各种

功能的使用与停止，达到远程即时操作的效果。 

3、导航功能：通过接收装置，使用北斗导航系统，给持有人导

航。防止野外迷失，为野外活动提供安全和方便。 

4、报警功能：通过北斗系统，当装置被盗或者丢失时，及时进

行远程和现场报警。 

5、即时操作功能：可以现场直接操作，包括蓝牙操作和其他动

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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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可以消毒。可以抽湿保干。 

7、方便携带和搬运。万向滚轮设计、可伸缩式拉杆 

    五、附图说明： 

    图 1 为作品推拉状态时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图 2 为作品手提状态时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图中文字标注为：1、 蓄电池；2、底箱；3、抽风机；4、固定

面板；5、滚轮；6、滚轮支架；7、滚轮转轴；8、主箱体；9、锁扣；

10、紫外线灯支座；11、提手；12、顶盖；13、置物架支座；14、置

物架；15、臭氧发生器；16、推拉支座；17、推杆转轴；18、紫外线

灯；19、伸缩杆；20、手柄。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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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六、创新点： 

1、采用紫外线消毒和臭氧消毒两种方式设置紫外线灯和臭氧发

生给装置内部实物消毒，具有良好的消毒杀菌效果。 

2、设置抽风机将主箱体内的实物除湿抽干，并使用活性炭等干

燥剂保持物品长时间干燥。 

3、基于北斗系统，利用北斗系统的功能实现导航、定位、通信、

报警等工作。可以现场控制各种功能的使用，也可以通过网络或者蓝

牙装置远程控制各种功能的即时使用，也达到方便自如使用的效果。 

4、方便携带和搬运。万向滚轮设计、可伸缩式拉杆，使携带方

便。 

七、实物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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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外观图 

 

显示温度、湿度、时间的北斗接收部分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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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蓝牙操作手机及装置 

 

臭氧发生器实物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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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3



摘要：针对现有室内空气质量监测设备功能单一、监测面窄、操作性低、不具备预测与
报警机制等问题，本文提出基于北斗的室内气体监测与自动报警系统设计方案。系统包
含本地监测终端、通信模块和远程移动终端三大部分，基于STM32和北斗定位模块设计
监测终端硬件电路，实现对室内气体温、湿度数据、甲醛、S02，CO， PM2.5 等浓度数
据的采集与数据源的定位；利用 4G 通信实现数据远程传输，经由系统云端服务器对监
测数据的读取、分析与处理后在系统移动终端完成可视化显示和有害气体浓度超限的自
动报警。基于北斗的室内气体监测与自动报警系统具备如下功能：
1、基于传感器模块和监测模块实现对室内常见有害气体和粉尘的实时采集与监测；

2、采用自适应神经模糊推理系统完成室内有害气体的预测分析； 
3、基于自动报警模块，结合实时监测数据或者趋势预测数据，自发向移动终端
推送报警信息；

4、利用北斗定位模块，完成监测点的精准定位，从而实现报警后的快速救援
5、室内监测终端具有蜂鸣机制，提醒用户及时开窗通风或者一键手工报警。 

本系统集室内气体监测、预测以及自动报警于一体，对提高室内气体质量、
改善室内居住环境具有重要作用；同时项目的研究将为我国北斗定位系统在环境
监测领域的尝试与探索提供借鉴，具有创新意义和学术价值。 

关键词：气体监测；自动报警；STM32；北斗定位；模糊推理；趋势预测 

一、项目背景 
对于实施并执行该项目的重要性、必要性、以及迫切性探讨主要有以下几点： 
1、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人们对居家环境和生活安全越来

越重视。不良居住环境会诱发各类疾病，如呼吸系统疾病，白血病等，而 CO 等

有毒气体则直接关系着居家生活安全，危险系数极大。基于人们对高质量、高安

全生活环境的期许与要求，近年来居家环境的气体监测越来越受到重视。

2、据可靠数据表明，在所有的社会生产与生活活动中，发生于室内的总时

间占比约为 90%，因此室内气体质量的好坏对于人体健康的影响在程度上是最

为深远的，而改善室内气体质量、营造舒适健康的室内环境也是人类长续发展进

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

3、雾霾等形式的环境污染日益加剧，引发社会各界对环境治理的空前重视，

这促进了空气监测装置的诞生与发展。但现有空气监测装置在功能上较为单一，

不具备监测点定位、气体浓度趋势分析等功能，在结构组成上硬件设备与软件系

统不相适应，在操作上不够便捷方便。因此迫切需要采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基于

用户的实际需求，设计出功能更为强大、使用更为简便的用于室内气体环境改善

的气体监测系统。

本文采用传感器技术、北斗定位技术、无线通信技术、软件开发技术等设计

出一套新型的室内气体监测与自动报警系统，并进行软硬件成果展示。

二、研究内容与思路 

基于北斗的室内气体监测与自动报警系统

作 者：伍伊灵、周莹珊

指导教师：罗天靓

学 校：长沙市中雅培粹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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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4



本项目将通过文献分析法对现有空气质量监测系统进行分析、对北斗定位技

术进行了解，在此基础上设计基于北斗的室内气体监测与自动报警系统。通过在

传统的空气监测装置中创新性地引入北斗定位模块，实现空气监测点的精准定位，

一旦发生安全隐患或报警事件可利用监测点的位置信息快速实施救援，最大化降

低生命财产损失；同时通过传感器模块和监测终端完成对 CO、CO2、甲醛、PM2.5
浓度数据的采集与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和监测数据的特点建立 ANFIS 预测模

型，利用大量历史监测数据对模型进行训练并实现对室内有害气体变化趋势的可

靠预测；基于监测值或者预测值以及气体浓度安全值构建出预警机制，实现远程

的自动报警；结合终端传感器、监测电路、通讯模块和移动终端 APP，构建完整

的室内空气监测与自动报警系统。

综上所述，研究思路如图 1 所示。 

文献分析：分析现有空气监测装置，了解北斗定位原理

系统总体设计

本地监测终端硬件设计：包括STM32核心控制板电路设计、传感器选型等

本地监测终端软件设计

远程移动终端的设计：含在线监测模块、趋势预测模块、异常报警模块的设计

总结与成果展示

图 1 研究思路图 

如图 1 所示，本系统设计主要有三大部分组成： 
（1）本地监测终端的硬件设计，包括基于 STM32 的核心控制板的电路设计

以及各传感器模块的选择；

（2）本地监测终端的软件设计，主要是实现数据的采集与处理以及数据的

无线传输；

（3）移动终端 APP 的设计，根据不同的需求开发不同的功能，对监测数据

进行可视化显示。

三、文献分析 

1、国内外室内监测系统现状与发展趋势 
通过查找相关文献，在检测甲醛等有害气体方面，国外比较出名的产品有美

国 ESC 公司的 ES300 手持式甲醛检测仪、英国的 PPM400ST 甲醛检测仪等，国

内有深圳市吉顺安科技有限公司的 JSAB-CH20 便携式甲醛测试仪等。在检测可

燃性气体方面，有美国的霍尼韦尔 X4-FL 可燃性气体检测器，也有郑州迪凯科

技有限公司的 GA-10 系列可燃性气体报警器等。尽管目前国内外室内空气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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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已经很多，同时也具备较好的监测精度，但是其功能较为单一，大部分只能

对某种气体进行监测；同时价格十分昂贵，单体价格普遍在万元以上；在操作上

几乎还是基于按键的操作模式，费时费力。可见，现有空气监测装置已经无法满

足人们的切实需求，迫切需要一种使用简便、测量快速、价格合理、便于携带、

能满足一定灵敏度和准确性要求的监测设备，来为自己和家人保驾护航。

近年来，传感器技术、低功耗蓝牙技术、智能手机、平板和云服务器、云计

算等各项技术的普及，使得上述需求有了实现的可能。利用相关传感器，如甲醛

传感器、灰尘 PM2.5 粉尘传感器等实现对室内气体参数的实时监测；通过低功

耗蓝牙技术将实时监测数据发送给智能手机、平板，对得到的数据进行计算和处

理，实现可视化监测；同时通过云服务、云计算，对整个地区、区域的室内环境

质量进行监测和评估，实现室内环境质量变化趋势预测和异常报警将是室内气体

监测设备未来的发展方向。

2、北斗定位技术 
北斗卫星定位系统(BDS)是中国自主研制的一款全球卫星定位导航系统，该

系统的结构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空间段、地面段、用户段。其中空间段

由 35 颗北斗卫星组成，包括 5 颗静止轨道卫星和 30 颗非静止轨道卫星，主要功

能是接收地面段注入站发送的信息，计算生成北斗卫星信号，然后将该信号连续

不断地发送到地面。地面段包括主控站、注入站和监测站三部分。其中，主控站

是负责管理系统的运行，负责从监测站接收地面环境参数，经过计算生成北斗卫

星的导航报文，而后发送给注入站；注入站将信息发送给卫星；监测站负责跟踪、

监测和接收北斗卫星的信号，然后转发到主控站。用户段主要是指北斗接收终端，

其作用是接收和处理北斗卫星的信号，最终得到用户当前位置的经纬度、高度、

速度、时间等信息。

四、系统总体设计 

本系统主要由本地监测终端、4G 通信网络、Hadoop 云平台、远程移动终端

四大部分组成。其中，远程移动终端通过 TCP/IP 协议接入 Hadoop 云平台，获取

数据库中的气体监测数据；而本地监测终端根据室内布局合理安装在被监测现场，

通过北斗接收机对监测点进行精准定位并显示监测点的具体地理位置信息，通过

USART 串口等通信接口连接各种传感器，采集室内气体浓度数据和温湿度数据；

主要以 4G 网络作为数据传输的通信方式，将采集到的数据及定位信息上传到

Hadoop 云平台服务器。系统的整体结构设计图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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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移动终端本地监测终端

数据采集端

甲醛传感器

CO传感器

CO2传感器

其它气体
传感器

STM32
控制器

本地
显示模块

4G通信
模块

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

Hadoop云平台

Hbase数据库

4G网络
WIFI

本地蜂鸣
报警模块

温湿度传感器

北斗接收机

图 2 系统总体结构图 

如图 2 所示，本系统的本地监测终端主要包括以下五个部分：一是数据的采

集端，即传感器模块，实现对室内气体环境主要污染物的浓度数据和气象数据的

采集；二是北斗定位模块，实现对监测点的定位；三是 LCD 显示屏，对采集数

据进行本地显示；四是本地蜂鸣报警模块，当发生异常时，通过声讯号进行本地

报警；五是 4G 通信模块，该模块建立系统的通信链路，实现数据的无线传输。

具体设计是以 STM32 为监测系统主控部分的核心，通过串口或 I/O 口接收传感

器采集的数据信息，并对监测数据做预处理，实现本地显示；串口连接北斗定位

接收模块，获取监测点的地理位置信息；串口连接 4G 模块，通过 4G 网络将获

得的所有实时数据上传到云服务器，远程移动终端通过对云服务器的访问实现室

内气体实时数据的远程监测与预测，同时还可以接收来自系统服务器端推送的报

警信息。

五、本地监测终端硬件设计 

1、基于 STM32 的核心控制器 
STM32F 103VET6 是基于 ARM Cortex-M3 处理器内核的 32 位闪存微控制

器，CPU 最高速度达 72MHz，具有高性能、低功耗、高集成度和开发简易等特

点。芯片集成定时器、ADC、SPI、I2C、USB、USART 等多种外设功能，具有

512K 字节容量的闪存程序存储器；2 个 12 位模数转换器，多达 16 个输入通道；

2 个 DMA 控制器，共 12 个 DMA 通道；此外还包含串行单线调试和 JTAG 接

口；2 个 I2C 接口，2 个 SPI 接口，5 个 USART 接口。 
图 3 是基于 STM32 的核心控制器硬件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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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位地位

STM32控制芯片供电电路

串口电路

LCD电路

USB电路

RTC电路

TF卡
读取电路

Boor select
电路

IO扩展电路 ISP下载电路

图 3 基于 STM32 核心控制器硬件结构图 

监测终端硬件设计的工作主要是基于 STM32F 103VET6 芯片的核心控制板

的制作，包括：电路原理图设计，PCB 制板，电路板的焊接及相关功能的测试等。

本系统中，传感器模块通过 I/O 口和 UART 串口与控制器连接，北斗模块、蜂鸣

报警模块和 4G 模块通过 UART 串口与控制器连接。 

2、蜂鸣报警模块 
本地监测终端具有的本地蜂鸣报警模块用到了发光 LED 和蜂鸣器。当采集

到的气体浓度超过设定的安全值时，LED 会被点亮，同时蜂鸣器也会发出报警的

蜂鸣声。蜂鸣报警模块的电路原理图如图 4 所示。 

R9 9041

Q1

R7 100

GPBO_2440

GPFO_2440

1000 +5

GNDD1

LED

蜂鸣器

图 4 本地蜂鸣报警模块电路图 

3、北斗定位模块 
本系统选用 UM220 北斗定位模块，通过 DART 串口与控制板连接，将监测

终端当前的位置数据以及时间信息发送到控制板，并通过 4G 将信息发送到服务

器。

UM220-III N 北斗定位模块，具有多频率、高性能的特点，能够同时支持 BD2 
B1，GPS L1 两个频点。模块供电电压 3.3V，含有 2 个 UART 接口，波特率为

4800~115200bps，LVTTL 电平输出。具体实物图如图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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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UM220-III N 实物图 

为了确保所选北斗定位模块可以正常运行，先在 PC 端安装卫星显控软件

(Control and Display Tool，简称 CDT 软件)，再使用串口线连接 PC 至模块的串

口，打开 CDT 软件，从菜单选择 Receiver->Edit，在对话框中为接收机配置串口

号及其波特率，波特率默认为 9600bps。设置完成后，选择 Receiver->Open 打开

并建立 CDT 与接收机间的串口通信连接。连接成功后，窗口显示当前卫星状况，

如图 6 所示，包括星座视图、轨迹视图、精度因子视图、跟踪状态视图等信息。 

图 6 北斗定位模块 CDT 界面图 
在 ASCII View 窗口可以显示当前接收的定位数据信息，其中定位数据格式

依据 NMEA-0183 协议的标准规范。本项目需要将模块的 UART 串口 1 接入到控

制板，通过程序解析获取监测点的位置、速度、时间、日期等数据信息。

4、4G 通讯模块 
本系统的无线数据传输模块选择映翰通公司的 IR915L 4G 路由器模块。该模

块凭借 4G 无线网络和多种宽带服务，提供随处可得的不间断的互联网接入，以

其全面的安全性和无线服务等特性，实现多达万级的设备联网，为真正意义上的

设备信息化提供数据的高速通路，其实物图如图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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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IR915L 4G 路由器实物图 
IR915L 4G 路由器通过 RS-232 信号(RXD，TXD，GND)串口与控制板串口

连接，通过远端监测点与服务器建立 VPN 通道，节省了昂贵的专线租用投入，

实现了数据的远程无线传输。

5、数据采集模块（传感器模块） 

（1）甲醛传感器

本系统选用郑州炜盛电子有限科技公司生产的 ME3M-CH20 型电化学式甲

醛传感器，其具体参数如表一所示。
表一 ME3M-CH20 型电化学式甲醛传感器主要技术参数 

参数名称 取值

量程（ppm） 0-10

灵敏度（nA/ppm） 2000±500 

温度范围（℃） -10~50

湿度范围 20%-90%RH

使用寿命（月） >24

最大检测浓度（ppm） 20

输出线性度 线性

响应时间(s) ≤20 

可见，ME3M-CH20 型电化学式甲醛传感器具有高灵敏度、高精度、低功耗、

线性范围宽、抗干扰能力强、反应速度快等优点，适合用于室内气体监测产品设

计中。甲醛传感器的工作过程如下：当甲醛传感器检测到甲醛气体时，传感器输

出电流信号，该电流信号经固值电阻转换后变为电压信号，然后与

STM32F103RCT6 芯片的 A/D 口相连，转换成相应的甲醛浓度值，实现甲醛浓度

检测。

（2）PM2.5 传感器

本系统选用 SDS011 PM2.5 传感器模块，该模块采用激光散射原理，具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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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准确、响应快速、便于集成和分辨率高等特点。其主要性能参数如表二所示。 
表二 SDS011 PM2.5 传感器模块主要技术参数 

参数名称 取值

量程（μg/m3） 0.0~999.9

供电电压（V） 5

最大工作电流（mA） 100

温度范围（℃） -20~50

串口数据输出频率（次/s） 1

响应时间(s) ≤5

PM2.5 传感器模块通过串口向控制器发送数据。 
（3）CO 传感器

CO 传感器选择 ZE07-CO 型模组电化学传感器，它具有灵敏度高、分辨率

高、低功耗等特点，该传感器利用电化学原理对空气中存在的 CO 进行监测，并

可以自动进行温度补偿，具有良好的选择性、稳定性，具体参数如表 3 所示。 
表三 ZE07-CO 传感器模块主要技术参数 

参数名称 取值

量程（ppm） 0~500

工作电压（V） 5~12

分辨率（ppm） 0.1

工作温度（℃） -10~55

工作湿度 15~90%RH

使用寿命（月） >24

响应时间(s) ≤30

ZE07-CO 型传感器工作原理为：当 CO 通过透气孔扩散到传感器内时，受到

工作电极的催化作用，发生氧化反应。氧化反应产生的氢离子和电子通过电解液

转移到对电极上，并与电解液中的氧发生还原反应而在电极间产生电位差。参比

电极电位恒定，工作电极和参比电极间的电位变化经过内部电阻将会以电流形式

输出，通过测量电流大小，便可计算出 CO 浓度。 
（4）温湿度传感器

在本项目中，选用 DHT11 温湿度传感器，该传感器在测试及检测设备、气

象站等诸多领域具有广泛应用，可以说已经相当成熟，其主要技术参数如表四所

示。
表四 DHT11 温湿度传感器主要技术参数 

项目 技术参数

测量范围 湿度 20~90%RH，温度 0~50℃ 

工作电压范围（V） 3.3~5.5

平均工作电流（mA） 0.5

精度 湿度±5%，温度±2℃ 

分辨率 湿度 1%，温度 1℃ 

总结来说，DHT11 温湿度传感器具有如下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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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与处理器连线简单；

2）高可靠性和稳定性；

3）响应时间短、性价比高、抗干扰能力强，采用单线制串行接口，提高了

系统的集成度；

4）体积小、功耗低。

六、本地监测终端软件设计 

本地监测终端软件设计主要是实现微处理器与各传感器模块及定位模块之

间的数据采集与传输，完成采集结果的本地显示，并通过 4G 网络，将数据打包

发送到 Hadoop 云平台，并将数据写入到 Hbase 数据库里。其具体的流程如图 8
所示。

Y

开始

系统初始化

各传感器采集数据

STM32控制板处理数据

本地显示与蜜蜂鸣报警实时待命

是否建立
TCP?

数据长传至云端服务器，
存储至Hbase数据库中

等待远程移动终端访问

结束

发起重连

图 8 本地监测终端软件流程图 

七、远程移动终端软件设计 

系统本地监测终端采集到的气体监测数据和监测点定位数据通过 4G 通信方

式上传到 Hadoop 云平台，通过 TCP/IP 协议，远程移动终端对云端服务器进行

访问，通过功能指令实现对 Hbase 数据库中数据的调取和利用。远程移动终端的

工作流程设计图如图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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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开始

用户发出功能指令

系统云端服务器响应指令

访问Hbase数据库

返回指令处理结果

发起重连
是否

建立TCP?
N

远程移动终端界面进行可视化显示

结束

图 9 远程移动终端工作流程图 

图 9 中，用户所能发出的功能指令取决于远程移动终端所设计的功能模块。

本系统根据系统业务需求，远程移动终端(APP)的功能结构设计如图 11 所示。 

基于北斗的室内气体监测与自动报警系统

在
线
监
测

异
常
报
警

趋
势
预
测

实
时
监
测
数
据
查
询

报
警
消
息
管
理

报
警
位
置
管
理

在
线
报
警

历
史
监
测
数
据
管
理

报
警
设
置

预
测
结
果
管
理

预
测
样
式
设
置

图 10 远程移动终端功能架构 

1、在线监测设计 
移动终端的在线监测功能用来实现对本地监测终端采集到的实时监测数据

和历史监测数据的可视化管理，具体包括对实时监测数据的获取以及对历史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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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查询、统计和分析等。由于本地监测终端采集到的数据通过 4G 通讯方式

和 TCP 通讯协议已经上传至云端数据库并保存在系统数据库中，因此远程移动

终端只需要执行一定的数据库查询语句就可以实现远程监测。

在线监测功能的运行流程设计图如图 11 所示。 

Y

开始

用户发出在线监测指令

系统云端服务器解析指令

访问Hbase数据库

移动终端界面返回用户需求的监测数据

结束

数据存在? 给出相应错误提示
N

图 11 在线监测功能运行流程 

2、异常报警设计 
异常报警功能根据实际业务需求设计了四大子模块：报警消息管理、报警位

置管理、报警设置以及在线报警。报警消息管理用来接收与查看系统服务器端自

发推送的异常报警信息，当本地监测终端在本地发出蜂鸣警报时，系统服务器端

将同步生成对应的报警信息并推送给用户；报警位置管理用于实现对报警位置的

获取，其基于监测终端的北斗定位模块向云端服务器发送的监测点位置数据而实

现；报警设置用来满足用户的自定义需求，包括对是否接收报警消息、在线报警

时是否发送事故点位置信息、是否执行自发报警、求助对象号码进行主观设置，

同时在该模块还可以查看各个被监测对象的报警触发值，本系统的报警触发值基

于 GB/T18883-2012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规定的气体安全值在系统开发时设计，用

户无法对其进行更改；而在线报警模块用来实现一键手动报警，对应的报警数据

将自动发送给用户指定的求助对象。

异常报警功能运行流程设计图如图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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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开始

本地监测终端实时采集室内气体数据

启动本地蜂鸣报警

对应报警数据上传至云端服务器

超过所设计的安全值?

云端服务器生成对应报警消息
并推送给远程移动终端

用户依据报警消息完成对报警的处理

结束

N
持续监测

图 12 异常报警功能运行流程 

3、趋势预测设计 
趋势预测功能基于一定的气体质量预测模型而实现，通过预测模型对大量室

内气体历史监测数据进行训练，最终输出气体质量变化趋势的预测结果。本系统

支持图和表两种样式对预测结果进行可视化显示，用户可以按照实际需要进行主

观选择，其中图形样式又有折线图和柱状图两种具体形式。

趋势预测功能的运行流程图如图 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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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

获取目标训练集

结束

数据预处理

导入Hadoop云平台

云端服务器运行空气质量预测模型

室内气体历
史监测数据

完成模型训练

室内气体实
时监测数据

通过模型运算输出模预测结果

写入数据库并在远程终端界面可视化显示

图 13 趋势预测功能运行流程 

如图 13 所示，趋势预测功能的关键在于空气质量预测模型的设计与训练。

本系统选择自适应神经模糊推理系统（简称 ANFIS），该系统利用神经网络的学

习机制自动地从输入输出样本数据中抽取规则，构成自适应神经模糊控制器，通

过离线训练和在线学习算法进行模糊推理控制规则的自调整，使其系统本身朝着

自适应、自组织、自学习的方向发展。

利用大量历史监测数据对模型进行训练后，当有新的监测数据输入时，模型

将基于学习得到的预测规则输出未来一段时间内（本系统支持未来一周）的趋势

预测结果。

八、项目总结与成果展示 

1、总结 
本项目利用北斗定位技术、传感器技术、软硬件开发技术等技术成功设计出

基于北斗的室内气体监测与自动报警系统，着重围绕基于 STM32 的控制模块、

北斗定位模块、本地蜂鸣报警模块和 4G 通讯模块展开系统本地监测终端的软硬

件设计，同时对系统远程终端的在线监测模块、异常报警模块以及趋势预测模块

的设计进行了详实地讨论。基于此功能架构，系统不仅可以实现传统的本地监测

与异常报警，还可以对室内气体环境进行远程监测、预测以及异常报警，同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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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6



过创新性地引入北斗定位模块，还可以实现监测点的精准定位，一旦安全事故发

生时将位置数据与报警数据一起发送给报警求助对象，可以大大提高救援效率，

最大化减少生命财产损失。然而，由于项目时间有限，系统所具有的监测精度以

及空气质量预测模型的可靠度尚未经过检验，这也是后期需要重点补充与改善的

工作所在。

2、本地监测终端成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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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远程移动终端成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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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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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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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1.中学组一等奖合集
	1.基于北斗卫星的垃圾分类回收及运输优化系统
	2.基于北斗定位的自行车握把导航仪
	3.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无人机智能管控平台
	4.基于北斗增强定位的孩童乘坐校车安全管理系统
	5..北斗全自动有偿塑料瓶收容机的设计
	6.北斗城市智能垃圾自动桶分类及危机预警系统
	7.基于北斗导航的停车主动感知与规划系统 - 设计
	8.基于北斗导航模块的水质采样无人船研究论文
	9.基于北斗系统的亚洲象定位追踪及保护系统

	中学组二等奖优秀作品
	1.基于北斗全球卫星技术的放牧系统设计
	2.基于北斗定位的车辆全生命周期管理研究
	3.基于北斗导航技术的高速公路精确路径收费应用研究
	4.基于北斗移动终端的警民联动灾害应急软件系统
	5.基于北斗卫星+互联网大熊猫放归保护生态旅游系统的构想与设计
	6.基于北斗的物流园区车辆高精度监控管理系统
	7.北斗搜救机器人
	8.基于北斗导航与智能交通的行车“个人绿波路线”计算系统
	9.基于北斗导航的污水偷排监测船
	10.基于北斗的远程老人健康监护系统设计
	11.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经济鱼类跟踪装置
	12.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智能交通信号控制系统
	13.基于北斗卫星定位的智能浇花机器人系统
	14.基于北斗定位模块城市垃圾自动分类回收系统-完成
	15.基于北斗的河域网络水质监测无人船设计
	16.基于北斗导航的移动气象站的设计与制作
	17.基于北斗的室内外一体化智能导览车的设计与制作

	中学组三等奖优秀作品
	1.智能语音导盲仪
	2.基于北斗导航的盲人语音道路导航仪
	3.智能井盖在城市管理中的应用
	GPS(0MKØ-—ﬂ(

	4.基于北斗系统的疲劳监控预警与驾驶辅助
	5.基于北斗的精准送餐系统——北斗送餐车
	6.黑水滩河水环境调研报告
	7.北斗差分定位技术在汨罗龙舟竞赛中的应用方案研究
	8.基于北斗的校车安全监测系统
	9.基于北斗导航监测保护濒危动物的构想与设计
	10.基于北斗定位技术的大陆板块运动计时器-以西秦岭为例
	11.基于北斗的自动定票与改签系统
	12.多功能北斗定位监控系统的设计与开发
	13.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AI技术送餐业应用
	14.基于北斗定位技术的阿尔茨海默症老年人的定位系统平台设计
	15.基于BDS的智能无人高铁运行管理系统
	16.基于北斗定位多功能自救手表的设计
	17.北斗之下的新型太阳能喷洒路灯
	18.基于北斗卫星的城市消防通道智能管理和火灾应急决策方案
	19.基于北斗应用的“仿生式”森林火险卫星监测智能防控系统
	20.基于“北斗”的空巢老人守护神
	21基于北斗定位及arduino的车内生命体安全保障系统
	22.环保废料的监测与降解
	23.脂肪的乳化
	24.基于北斗导航系统实现的车内安全系统
	25.一种基于北斗定位的的清洁工人防撞系统
	26.基于北斗功能的野外消毒保干装置
	27.基于北斗的室内气体监测与自动报警系统

	空白页面
	空白页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