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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组特等奖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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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天衡导航·北斗杯”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学组）

基于北斗导航的北斗鹰的设计与制作

作者：曹琪悦、高媛、李卓然、李其鸿

指导教师：高云安、吴德双、许滨术

学校：大庆市第十七中学

一、作品摘要

中文：设计遥控手动飞行和北斗导航自动飞行两种方式控制北斗鹰，外形仿真苍鹰、

猎隼、游隼形状，并集成了声、光、电、形态驱鸟为一体的多功能飞行驱鸟系统，采用

以 ARDUINO 模块编程、10DOF 自动控制模块、加入北斗导航为核心自动控制方式，

简便控制电动集束模仿苍鹰声音驱鸟、模仿苍鹰、爆闪灯、警报器等飞行驱鸟设备，以

机动灵活的方式，实现机场驱鸟的各种功能需要。可第一时间快速反应，用于机场鸟情

的调查判断：能够代替传统其实驱鸟设备，实现精准定位观察，北斗鹰制作方法简便，

技术易于实现，便于大量生产，轻便廉价、安全快速、效果好。

二、作品目的

基本思路：

设计制作遥控手动飞行和北斗导航自动飞行两种方式控制北斗鹰，外形仿真苍鹰、

猎隼、游隼形状，并集成了声、光、电、形态驱鸟为一体的多功能飞行驱鸟系统，采用

以 ARDUINO 模块编程、10DOF 自动控制模块、加入北斗导航为核心自动控制方式，

简便控制电动集束模仿苍鹰声音驱鸟、模仿苍鹰、爆闪灯、警报器等飞行驱鸟设备，以

机动灵活的方式，实现机场驱鸟的各种功能需要。

作品创意：

制作外形仿真苍鹰、猎隼、游隼形状，并集成了声、光、电、形态驱鸟为一体的多

功能飞行驱鸟机北斗鹰，采用以 ARDUINO 模块编程、10DOF 自动控制模块、加入北

斗导航为核心自动控制方式，简便控制电动集束模仿苍鹰声音驱鸟、模仿苍鹰、爆闪灯、

警报器等飞行驱鸟设备，以机动灵活的方式，实现机场驱鸟的各种功能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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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组一等奖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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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天衡导航·北斗杯”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学组）

基于北斗导航的火箭救生器

作者：张慧文、于泽洋、 李阳、郑永

指导教师：吴德双、庄绍良

学校：大庆市第十七中学

【摘要】北斗导航的火箭救生器，包括固体火箭、火箭发动机、充气救生圈、北

斗导航充气船和降落伞，通过发射火箭的方式将救生器材投掷到救援对象身边，

固体火箭入水后与救生器材分离；然后通过北斗导航定位充气船接近被困人员并

带领被困人员离开危险区域，有效保障人们的生命安全。本产品具有救援针对性

强、操作灵活方便、工作效率高、携带方便、造价低廉，并且能广泛适用于多种

复杂情形下的救援工作。

【关键词】火箭、导航定位

一、背景：

近年来，我国自然灾害频繁，部分地区遭遇洪水、泥石流等灾难，极端恶劣

天气影响，许多群众受灾，有的甚至被困于洪水之中，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现有的救援方式，通常是采用直升机或救生艇接近被困人员进行救援。但是，当

溺水被困人员所处地形复杂，就会给传统的直升机和救生艇救援带来诸多不方

便；其次，传统救援对小范围个体落难者救援针对性不强，而且成本花费高；三

是传统救援器材准备、展开时间较长，不太适合一些紧急情况的抢险救援。于是

我们航天模型小组同学根据模型火箭改装设计了基于北斗导航的火箭救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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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设计与制作：

北斗导航的火箭救生器，充气救生圈、北斗导航充气船和降落伞装入固体火

箭里、通过火箭发动机发射火箭的方式将救生器材投掷到救援对

象身边，固体火箭入水后与救生器材分离；然后通过北斗导航定

位充气船接近被困人员并带领被困人员离开危险区域，有效保障

人们的生命安全。本产品具有救援针对性强、操作灵

活方便、工作效率高、携带方便、造价低廉，并且能

广泛适用于多种复杂情形下的救援工作。（图 1）

1、火箭的设计

用玻璃钢制作火箭的箭体，质量轻、强度高，安全性好，射程远。用玻璃纤

维布制作头锥。把 0.03mm 玻璃纤维布裁剪好敷在模型火箭头锥模具上，涂刷环

氧树脂胶，多层覆在一起，放入烘箱中 80~100 度高温下烘烤 4小时，从模具中

取下，修理成型。

箭体用厚 0.5mm 环氧层压玻璃布板制作，箭体筒段卷成直经 160mm 圆柱筒

形，在 6mm 宽的重合面上用卡夫特胶粘牢。箭体为上、下筒段。尾翼用三合板，

用激光切割机切出，并用砂纸板打磨光滑，形状、大

小、厚薄一样，火箭发动机固定架用椴木三合板制作。先

设计好图纸，用激光雕刻切割打孔，用胶粘牢。为防止火

箭发动机弹射开启时烧坏充气救生圈、北斗导航充气船和

降落伞，在模型火箭筒身内须放置一活塞进行阻隔。

2、、北斗导航充气船用超强韧 SUPER-TOUGH 高分子材料制

成，耐磨损、撞击及日晒的特性,绝佳的熔着强度，共有三

火箭箭体 火箭发动机

北斗导航充气船 北斗导航充气船

船载北斗导航仪 阻燃火塞

火箭头锥

尾

翼

火箭箭体

尾

翼

火箭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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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独立气室(外气室、内气室、底气室),如有一个气室被破损，另外两个不受影

响，安全系数大大加强，船内装置有北斗导航仪，船身设有充气工具，船底"I"

字型支持结构，充气后可使之更舒适坚固、方便平稳。充气救生圈和北斗导航充

气船的充气口处设有水敏感装置和贮存有压缩二氧化碳气体的钢瓶，当充气救生

圈落水后，水敏感装置膨胀变大，通过击针撞击打开贮存罐中的气体完成对充气

救生圈的充气。

船载北斗导航仪用于接收北斗导航卫星信号，并计算出用户当前所在的位

置，可同时向用户和服务中心反馈用户当前的地理位置信息。北斗导航模块可以

向主控模块发送定位坐标，同时也可以接收主控模块向其发送的设置命令，以控

制导航模块的状态。270°超炫旋转屏，底座式雷达，3D 北斗导航地图，配置高

灵敏度触摸屏，内置 DSA 安全预警系统，智能规划导航行路径，寻址更便捷，多

种路径规划，搜星迅速定位精准，重新捕获卫星记号平均只需 1秒，定位精度小

于 10 米，时间精度达到 1微秒。

3、火箭发动机用四凯火箭发动机 H8-3 型号 5枚组合捆绑式发射。

4、按照图纸比例在指定位置安装尾翼片按 90°等角度通过轴心线，胶合在

箭体侧面上。

三、模拟演示

为了确保安全、准确验证北斗导航的火箭救生器的实用性能，进行模拟飞行救生

实验，

将充气

救 生

圈、北

斗导航

充气船

和降落

伞装入

固体火

箭里，测出质心、压心位置及飞行重量，在 SpaceCAD 中模拟，SpaceCAD 是火箭

模型的制图工具软件，提供了 3D 及 2D 的预览功能，测试火箭能飞多高，哪个

导航充气船

北斗导航仪
充气救生圈

发动机

3D模拟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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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火

箭推进器，软件来设计火箭，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北斗导航的火箭救生器，通过发射火箭的方式将救生器材投掷到救援对象身

边，固体火箭入水后与救生器材分离；然后通过北斗导航定位或遥控器操纵救生

器材接近被困人员并带领被困人员离开危险区域，有效保障人们的生命安全。

飞行重量

净重

飞行高度

飞行时间

模拟演示实验

计算，飞行重

量 4407 克，飞

行 距 离 4707
米，飞行时间

27 秒。第一时

间到达危险区

域，进行救生，

保障被困人的

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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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天衡导航·北斗杯”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学组）

基于北斗的小组野外活动及应急管理应用方案

作者：钟海鹏

指导教师：陈延礼、毛华均

学校：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摘要】针对学生小组等小型群体性户外野外活动，本文提出了采用同时支持 Wifi、3G
等多个通信网络以及北斗短信息自动切换技术，结合移动终端上专门的“活动宝”软件，

可实现组员位置自动报告、组长对组员的移动监控和指挥、组员间位置和信息共享、组

员位置异常自动报警以及紧急情况下的应急报警，可大大提高小组野外活动的安全性。

除郊游、旅游、探险等应用外，这一基于北斗的小组野外活动及应急管理应用方案，经

过改进还可推广到反恐小组指挥等应用，具有很大实用价值。

【关键词】北斗、小组、户外、位置管理、应急管理

一、应用背景和研究意义

生活在大城市的我们，总是能时时刻刻地享受着移动、联通或者电信为我们提供的

通信服务，随时随地地感受到移动冲浪带来的快乐。如果有人突然问：北京有通信盲区

吗？我们一定会深感惊讶，北京还有这样的地方？其实，大可不必吃惊，在北京还真就

是有这样的地方。去年底，网上就报道了驴友暴雪天殒命灵山的噩耗。灵山在北京与河

北接壤之处，手机通信信号不稳定，还有山体本身的遮挡，难以捕捉。据说，凤凰岭也

有不少盲区，一旦登山迷途，可就危险了，恐怕会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且不说攀登崇山峻岭存在风险，就是平常班级春游、秋游活动，老师们也紧张得不

行，千叮咛万嘱咐，提醒我们千万别走散了，致使我们在户外郊游中获得的快乐大打折

扣。现在学校也鼓励同学们自己组织开展小组活动，三五成群的小组，如果要到野外搞

活动，更是让人担心。

总之，人们越来越多地开展各种小型群体性户外或野外活动，虽然无线网络和手机

通信的信号覆盖范围已大大提高，但是在不少地区仍然存在致命的通信盲区，这些区域

给大中小学班级集体郊游或野外活动，以及驴友、探险家的野外活动带来不便，甚至带

来人身威胁。

能不能设计一种产品解决这些问题呢？

美国 GPS 导航系统大家比较熟悉，现在的汽车导航、甚至好一点的手机中都有 GPS
导航功能。但在没有通信信号的地方，光有 GPS 导航只能知道自己的位置，却无法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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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别人，也无法了解同组成员的位置信息。

2012 年 12 月，中国北斗正式提供服务的消息令人振奋。北斗导航业务正式对亚太

地区提供无源定位、导航、授时服务。根据报道，“北斗”性能不逊于美国 GPS 系统，还

拥有位置报告、短消息服务等多项“独门绝技”。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与 GPS 等系统兼容共

用。对用户来讲，由于北斗系统的加入将享受到更优质的卫星导航服务和更好的体验。

正如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主任冉承其所说，一般的卫星导航用户只会知道自己

在哪个地方，但是北斗不仅可以让别人知道你在哪儿，还可以知道别人在哪儿，这是北

斗有别于其他系统的重要特色。

随着北斗应用越来越多，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设备（如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支

持北斗系统。对于没有直接集成具有短信息功能的北斗芯片的移动设备，也可以通过“北

斗+3G+Wifi”自动切换无线通信模块（类似小型无线路由器）来解决北斗的使用问题。

经过思考，作者提出了下面的应用方案设想和研究内容。

二、应用方案和研究目标

本方案针对小型小组性户外或野外活动应用，实现小组成员位置管理和应急管理。

组长可通过平板电脑实现对组内成员的定位和通信。拟设计同时支持多个通信网络（如

北斗+3G+wifi）的通信模块，开发支持定位和应急通信的小组活动管理软件（活动宝）。

移动终端在软件控制下根据需要实时或按设置的间隔时间上报位置实现定位，小组活动

组长以平板电脑为平台可对组员实现无盲区的移动监控。

本方案主要涉及“北斗+3G+Wifi”自动切换技术、移动终端组员友邻互视技术等关键

技术，可实现组员位置自动报告，组长对组员的移动监控和指挥，组员间的位置和信息

共享，组员位置异常自动报警等功能，可大大增加小组野外活动的安全性。

三、应用方案构成及原理

如图 1 所示，典型系统组成包括：

（1）PDA 手机：组员使用，安装“活动宝组员软件”。
（2）iPad 平板电脑：组长使用，安装“活动宝组长软件”。
（3）BDS 通信模块：实现北斗短消息+3G+wifi 自动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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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系统结构

系统工作原理：

（1） 野外出发前，组长收集所有的 PDA，通过电脑安装“活动宝组员软件”，记录每

个 iPad 和 PDA 使用的 SIM 卡号、机主姓名，并将这些信息和重要地点、汇合

点等信息更新到每个 PDA 手机中。为节约通信成本、降低通信需求、特别是保

证通信不畅时的功能，可以将活动区域附近的电子地图提前整合到手机中，由“活

动宝”软件调用。

（2） PDA 手机自带北斗芯片。可通过手机的 SMS 短信息，自动向 iPad 发送自己的

位置，每次间隔 5 分钟（可调整），以保持心跳连接，让组长知道组员的存在和

位置。如果 PDA 判断没有地面通信信号，则提醒机主打开 BDS 通信模块，以利

用该模块通过北斗卫星联系组长。当发生紧急情况时，只需摁下 PDA“活动宝”

软件中的专用报警按钮，就能快速向组长 iPad 或预先设定的求救中心发出紧急

求救信号。

（3） iPad 按设定的间隔，利用电子地图，自动刷新组员的位置。如果收到组员的紧

急求救信息，则自动弹出消息、发出声音，并震动提醒组长。如果组长在设定的

间隔内没有收到组员的最新位置，则主动通过短信息向组员索取位置。当然，组

长也可以直接打电话。如果短信息不通，则通过北斗模块向组员发出询问信息（为

保证地面通信不通时，组员能够及时被发现和提醒，可以在组员“活动宝”软件

中设置地面通信不可用时，自动按一定时间间隔，如果 5 分钟，打开 BDS 通信

模块，接收短消息，并报告自身所处环境通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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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涉及的关键技术

（1）北斗+3G+Wifi”自动切换模块

现在“3G+Wifi”模块非常流行，好几个人可以通过同一个这样的模块上网，不管你

是 iPad，还是手机或者笔记本电脑，都可以共享 3G 信号，而且简单易用、成本低。在

这种模块基础上，再加入北斗芯片，就可以实现有 3G 信号的地方用 3G，没有 3G 信号

的地方则用北斗，由模块根据信号强度自动切换，随时随地的解决通信问题。

（2）通用型的应急软件

研究通用型的应急软件，以适应不同的终端使用需要。现在移动终端有 IOS、Android
和 Windows 等多种操作系统，短时间之内这种局面恐怕得不到改观。因此，为了应用

方便，可以提前针对不同操作系统，设计同样功能的“活动宝”软件（分组员、组长版本），

并将软件放到网上商店供大家免费下载。

活动宝软件要能够自动打开北斗芯片，进行快速定位。为了使用方便，建议软件设

置专门的快捷按钮，预先编辑好几种应急求救短信，以便被困人员能够快速地发出 SOS
信号。因为这种情况下被困人员可能处于危险之中，受伤了、冻了、饿了，甚至体力已

经严重透支了，他们很难进行哪怕是日常非常简单的操作。总之，求救信号发送要快！

另外，一旦指挥中心收到求救信号，要立即联系被困人员，或者发出“回执”和救援信息，

那么“活动宝”软件应该能主动发出声、光进行提醒，甚至能够语音提示，以便增强被困

者等待救援的信心。

（3）组员友邻互视模块

当组员手持移动定位通信终端时，可通过友邻互视模块查看同组其他组员的位置和

属性信息，实现信息交互。

五、技术指标要求

（1）终端定位准确度：误差≤20 m。

（2）终端待机与工作时间：48 h/12 h。
（3）通信模块自动切换时间：≤1 min。

六、主要的应用创新点

6.1 “北斗+3G+Wifi”自动切换

在这种工作模式下，可实现有 Wifi 和 3G 信号的地方用 Wifi 和 3G，没有 Wifi 和
3G 信号的地方则用北斗，由模块根据信号强度自动切换，解决随时随地的通信问题。

6.2 组员友邻互视功能

对于高级应用，在网络通畅时，当组员手持移动定位通信终端，可通过友邻互视模

块查看同组其他组员的位置和属性信息，实现信息交互，进行路径导航。

6.3 活动宝终端软件的心跳模式

组员终端上的“活动宝”软件按心跳模式工作，根据设置的间隔时间（如 5 分钟或

10 分钟）自动工作并上报自身位置。这样可以使软件和定位通信模块间歇工作，可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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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节约组员终端的功耗，延长终端的电池使用时间。

七、预期成果推广应用前景

本方案考虑到了通信成本、安全性、可靠性等问题，除郊游、旅游、探险等应用外，

经过适当改进还可推广到反恐小组指挥等应用，具有很大应用价值。

在本方案的基础上，还可以建立国家公益性的应急中心，为所有应急人员提供服务。

这个中心，可以部署在各个省市公安局的 110 指挥中心，因为这些部门有专人 24 小时

值班，能够及时监测到求救信号。应急中心收到 SOS 信号后，马上在 Baidu 地图上进行

准确定位，并给相应的救援部门发送被困者有关的所有信息，并让他们之间建立联系，

应急中心反而退居“二线”，负责监督救援过程的实施。

生命高于一切，建议国家“赦免”应急通信的使用成本，也可以在设计“北斗

+3G+Wifi”终端时适当考虑 SOS 短信发送的成本。最好不要收取服务费，以免用户因担

心承受不了高昂的费用。这是一种具有公益性的模式，需要继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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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天衡导航·北斗杯”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学组）

盲人城市道路地址咨询系统研制

作者：李悄鸣

指导教师：龙新明

学校：四川省双流县华阳中学

【摘要】每个国家和地区，都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盲人。这个群体因自身的残疾，给他们

带来了太多的不便。因此，本人想到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应用在如何解决盲人出行不便

的领域。

“盲人城市道路地址咨询系统”装置以 GNSS 的定位导航原理作为基础；用具有

android 系统的手机作为平台，设计编制了一个应用软件，利用手机内的导航模块和开

源地图软件，将获取的地理信息转化为语音信息并播报出来；在手机屏幕上加装了按钮，

便于盲人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可解决盲人出行所面临的问题。

当盲人打开手机进入咨询界面后，按下位置按钮，设备播报盲人所在位置;当盲人

按下咨询按钮时，界面出现属性对话框，盲人按下属性按钮时（学校、医院、商店、酒

店等），设备以语音播报出盲人所站位置周边一定距离（事先由盲人的家人为其设置好，

200 米、500 米、1000 米）范围内的路况信息。

该系统的创新点：将 GNSS 应用在了民生领域，有效地解决了盲人朋友出行难的问

题。

【关键词】盲人 GNSS 道路地址 咨询系统 研制

一、项目背景：

2011 年 8 月的下午，当我行进在书店的途中。巧遇一位盲人朋友竟然因一个没有井

盖的下水道，整个人直愣愣地掉进了下水道里，导致浑身是伤，衣物混着下水道的污水，

散出阵阵恶臭。不顾多想，我立即走过去扶起了那位盲人朋友，并送去了医院。与她的

交谈中，我了解到：在盲人群体身上，此类事故经常发生…..回到家中，我回想起盲人

朋友事发经过，心中自是很不舒服。一连几天，我都在思考，为什么现在科技如此发达

了，还不能很好地解决盲人朋友出行难的问题呢?于是，我有了帮助盲人群体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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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通过到各个路段进行的走访调查，发现城市中的主要干道都铺设了盲道，却

鲜少有盲人在上面行走。有些地方的盲道被路边小摊、机动车占用，盲道几乎成为了摆

设。再加上一些盲道上有消防栓、井盖和破损等，实际上盲道的利用率太低。

盲道不能很好地解决盲人群体出行难的问题，于是我想到能否从科技方面着手，更

有效地解决盲人群体出行难的问题。将我的想法告诉老师后，老师建议我 将 GNSS 的相

关功能应用上去，即可更好地解决该问题。于是，我决定通过 GNSS 解决该问题。

二、设计思路及项目内容：

首先，我通过网络渠道了解到现在市面上的导盲设备的相关信息。结果发现，该类

产品存在功能单一 、成本高、导盲范围面窄 等缺点。

图 1 盲道的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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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请教专家、老师后，我初步确立了自己的设计思路及实施方案：

利用 GNSS 部分原理 ：第一，本设备应具有地址咨询的功能，即在设备里应有一个

存放有每个城市的地理咨询系统模块；GNSS 里正有这样一个系统模块：装有地球上任意

城市任意街道的地址信息。第二，本设备应具有勘测距离的功能，即设备可以以盲人为

中心，测量出四周建筑物到这一中心的距离；GNSS 具此功能，并且 GNSS 可测距，误差

小；第三，既然是针对盲人的设备，就只能运用语音传输信息；车载 GNSS 也有语音提

示。

2.1“盲人城市地址咨询系统”原理图:

本设备软件由地图引擎和操作系统构成，地图引擎是由现有的 GNSS 导航地图软件

改制而成，储存有大量的全国大中型城市路口道路信息。硬件由 ARM 开发板、GNSS 模块

和控制模块构成：ARM 开发板作为硬件平台，GNSS 模块接收卫星信息，控制模块控制操

作系统，实现信号的输入输出。

图 2 一种已被研发的电子导盲杖存在

方向易偏离

图 3 超声波手持式向导装置示意图使用

前需要专业人员进行专业训练

输出设备(扬
声器)蓝牙ARM开发板

存储器

控制器

GNSS 软 件

应用处理器
GNSS 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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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咨询系统硬件结构原理图：

上图为设备的硬件结构简图，本设备通过 ARM 开发板作为平台，由控制器调用 GNSS

前端接受信号，并整理传递至 GNSS 软件应用处理器，再结合设备中的储存器将内置的

声音信号通过扬声器或蓝牙输出。

2.3 接口协议设计:

地图软件

系统软件

硬件平台

地图引擎

ARM 开发板

GNSS 模块

控制模块

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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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模拟模型设计

一方面由电脑程序模拟思路，另一方面，我制作出一个反映自己设想的模拟模型，

即由录放音块、继电器、扬声器、遥控接收器、按钮控制器等组成的简易设备。本设备

外观像一个小盒子，体积小，轻便，易携带，直接拿在手上使用即可，不会给盲人多增

添负担。再者，关于操作控制方面，盲人可以通过手触按钮实现控制设备（按钮顺序固

定，只需事先告知盲人按钮排列顺序即可）。原理如：

基本原理：直接按下设备上的总电源开关按钮 S后，0录放块将储存与其中的当前

盲人所处的位置信息通过扬声器传出，告诉盲人当前所处的位置。当盲人需要咨询左、

右、前、后道路地址时，分别闭合 S1、S2、 S3、 S4，相对应的 A、B、C、D录放块将

储存与其中的信息通过扬声器传出，告诉盲人所咨询的左、右、前、后道路地址信息。

从而模拟具有 GNSS 地图软件的“盲人城市道路地址咨询系统”。本咨询系统增设有无

线遥控器控制功能。

模拟模型的无线遥控器的基本原理：当盲人直接按下设备上的总电源开关按钮S后，

0录放块将储存与其中的当前盲人所处的位置信息通过扬声器传出，告诉盲人当前所处

的位置，此时整个系统处于待工作状态。当盲人需要咨询左、右、前、后道路地址时，

分别按下遥控器上的遥控按键 A、B、C、D后，相对应的接收器 A、B、C、D通道将信息

传递至其控制的录放块 A、B、C、D播报出事先储存于其中的信息，通过扬声器将声音

传递给盲人，告诉盲人所咨询的左、右、前、后道路地址信息。从而模拟具有 GNSS 导

航地图软件的“盲人城市道路地址咨询系统”。使用无线遥控功能时只需将该系统总电

源开关按钮 S按下，系统装置便可放在背包内或用背带背上，这样主要目的是让盲人使

用该系统方便快捷。

0录放块
0 R

盲人城市道路地址咨询系统模拟模型原理图

S

图 4 盲人城市道路地址咨询系统模拟模型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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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设想中真实的具有 GNSS 导航地图软件的“盲人城市道路地址咨询系统”也同

时有人工按钮和无线遥控器控制功能。地址信息由“GNSS 导航地图软件”和“GNSS 导

航系统”提供。

2.4.1 导航键功能测试

确认线路连接无误，没有短路断路的情况后，将设备加上顶盖然后开始测试。首

先测试按钮开关能否控制设备：先按下红色的电源键，电源接通，设备开始工作；0录

放块将储存与其中的当前盲人所处的位置信息通过扬声器传出，告诉盲人“GNSS 已定位，

你当前所处的位置是四川省成都市一环路南三段的数码广场十字路口”。然后依次按下

代表前、后、左、右四个方向的导航键，清楚地听到了从设备扬声器里传出的关于前、

后、左、右四个方向的地址语音播报声音。表明连接完全正确且按钮开关控制设备可控。

2.4.2 遥控器功能测试

将设备别在腰间，闭上眼睛假设自己是一个盲人，先按下红色的电源键，电源接

通，设备开始工作；0录放块将储存与其中的当前盲人所处的位置信息通过扬声器传出，

告诉盲人“GNSS 已定位，你当前所处的位置是四川省成都市一环路南三段的数码广场十

字路口”。然后依次按下代表前、后、左、右四个方向的导航键（由于遥控器上按钮顺

序也固定，故盲人也只需在第一次使用时记住导航键的顺序方可使用），清楚地听到了

从设备扬声器里传出的关于前、后、左、右四个方向的地址语音播报声音，声音清晰，

测试效果佳。表明连接完全正确且按钮开关控制设备可控。

制改

2.5 最终方案：

2.5.1 手机平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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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工程师后，考虑成本、开发难度，最终在手机市场选择购买了 phicomm fws610

手机。该手机满足了我的开发要求：具有 Android 2.2 系统，有导航功能。

2.5.2 语音软件、导航软件的开发

我把我的设计与工程师交流，得到了他的肯定和支持。在他的指导下完成了我所需

要的语音软件、导航软件的开发。

根据 Android 的应用程序框架（application framework）进行开发，调用库内已

有的资源， 以 Java 作为编写程序。

2.6 设备的创新功能

1、在屏幕上增设按钮功能，供盲人使用。

2、能用语音告诉盲人，他现在所处的具体位置。

3、在任何地点，盲人均可用该设备查询他周围一定范围内有没有学校、医院、商

店、酒店等，并以语音的方式告知这些设施的数目。

三、计划进度与考核指标：

该项目计划研究两年。头年完成项目的试验阶段，第二年完成项目的推广应用阶段。

四、项目分工：个人项目

五、项目主要研究人员：

六、项目创新部分：

将国家自主研发的 GNSS 很好地应用在民生领域，有效地解决了盲人群体出行难地

问题，从而为四千多万的盲人朋友送去了福音。

七、进一步设想：

第一，本模拟模型的语音提示信息均通过录放音块进行储存，而今后做正式产品时

可考虑使用 SD 卡，因为 SD 卡储存量大，体积小，便于安放在产品中。将路况信息储存

于 SD 卡中，可以使产品的信息储存更科学，更完善。

姓名 单位 性别 年龄 专业 学位 职称 项目中承担工作

李悄鸣 华阳中学 女 17 理科 高中 学生 全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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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盲人城市地址咨询系统”可与城市综合保障系统互联互通，比如：与城市

医疗急救系统 120，火警系统 119，匪警系统 110 连接起来，当使用这个咨询系统的盲

人外出遇到危险时，能通过这个查询系统及时报告险情以获得救助。

八、致谢：

此次活动，受益匪浅。不仅磨练了自己的毅力和恒力，动手能力也显著提高，更好

地了解了电子方面的知识，看待问题也更加全面，分析问题也更加深入。

感谢龙新明老师和张晓容老师的亲切关怀和精心指导。在这个过程中我不但有机会

接触到电子技术，电脑编程技术，填补了一些我知识的空白。更让我有幸的是从龙老师

和张老师的行为中学到了严谨的治学态度，忘我的工作热情和开拓进取的探索精神。更

重要的是，从老师们的教诲中我学会了如何做人，这将会在我们今后的生活、学习、工

作中产生深远的影响，会使我们终生难忘。我还要感谢我的父母和老师同学的大力支持。

参考文献

【1】新型的导盲系统——电子眼.

【2】徐哲.新型光电智能导盲器.2010 年 30 期

【3】春鸭.助盲科技.踏浪盲人.2011 年 8 月第 2期

【4】GNSS 设计全攻略.电子工程师必备手册

【5】美国开发出声音导盲新装置.上海医疗器械信息网

附件：各代成品图：

第一代：路口道路地址咨询系统，可咨询某路口四周的道路地址信息，遥控控制，

声音传输信息。但体积大，不能携带，若每个路口设置，总体投入太大，也影响市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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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代：功能与第一代一致，但录音块的容量增大，可预存更多的道路地址信息。

且设备体积减小，可直接由盲人随身携带，减少不必要的投入。

第三代：使用 GNSS 的部分原理，直接接收卫星信号，定位准确，精度高，地图储

存信息更为强大。但是其中涉及到的编程及串口协议涉及太过复杂，故未能做出实物，

但在电脑上实现了原理模拟。下图是电脑动画模拟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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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代：使用 android 平台，通过 GNSS 定位数据和服务器上的地理信息数据进行

空间分析运算，再将分析结果显示在合适的地图位置上，并转换为声音输出。目前演示

时暂时利用手机作为平台，后续开发将考虑利用自己研制的硬件设备，将编好的软件固

化到一个具有简单按钮的硬件上，实现盲人方便自如的操作，以降低成本。



第四届“天衡导航·北斗杯”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23

第四届“天衡导航·北斗杯”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学组）

神奇的耳钉

作者：高彦沁

指导教师：曾昊溟、赵拉结

学校：镇海中学高三（7）班

由自动扶梯送出地下游泳馆，灿不由伸开了双臂，眯起眼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的空

气，“哎，还是外面的空气新鲜的多呢！”这个俏皮的女孩感叹，“那个该死的教练，竟

然又让我游一万米！害得我差点缺氧死在下面！”女孩的脸红扑扑的，浓密的黑藻般的

长发此刻正随意地披在肩头，斜沉的夕阳的光辉此刻正洒在她的鞋尖，泛起点点金光。

可惜，这么美的画面却让一阵不合时宜的铃声打断了。灿看了看手机屏幕，无奈地撇撇

嘴，按下了接听键。“喂，你这个死丫头！怎么现在还没到家？”还没等她张口，妈妈

夸张的吼声就从电话里蹦了出来。“哎呀，妈——我马上就到家了！”她略带埋怨地说。

“对了！你姐的电话打不通，也不知道她会不回家吃饭。丫头，你在回家路上顺便去一

趟你姐单位，看看她在忙什么吧！”妈妈又在电话里补了一句。“好啦，遵命！”灿迈着

无可奈何的步子向家走去，不过想到姐姐宁，灿又高兴起来，因为从小到大姐姐都十分

护着她这个小捣蛋鬼，总在妈妈因她的种种罪行责罚她时为她开脱。

正回忆着小时候的种种趣事，灿不觉已来到了姐姐的公司门口：公司恢弘的大门上，

几个液态大字不断闪烁着几个大字“H市科研中心”几秒之后几个液态字又化为一汪清

水，但随即又形成了原先的字样，这一切在晚霞的照映下显得格外美丽。进入大门，经

过逼真的机器人小姐的扫描并被确定为无害后，灿被带领到了大堂。大堂内，十几个机

器人正忙忙碌碌地在宽阔的大厅内工作着，大堂顶上巨大的 LED 吊灯散发着明亮却不刺

眼的光芒。虽不是第一次来，但灿还是被眼前的景象小小地震撼了一下。机器人服务小

姐熟练在了解情况后，熟练地接通了宁个人科研实验室内的交流机。大堂主机的联系屏

上即刻跳跃出了宁的头像：利落的短发，利落的目光，让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个干练智慧

的女人。“姐姐！”看到宁亲切的微笑，灿不由甜甜地叫了一声。当她正想询问姐姐是否

回家吃饭时，宁却先开口了：“灿灿，今天姐姐可是有大发明哦，你快上来看看吧！”“啊！

好！”灿一听，立马乐颠颠地跑了上去：姐姐以前可是发明过不少好玩的东西呢，前些

年还送她过会根据主人口令运动的玩具狗，可以弯曲 180 度的尺子……不知“沉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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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的姐姐，今天又会带给她什么样的惊喜？

进入宁的办公室，灿吃了一惊，这儿已经大变样了呢！原先宽阔的实验桌和实验柜

已被一排排繁密复杂的操控按钮代替。几个镶嵌在桌上的圆形按钮正一闪一闪地亮着红

光。正对着这排按钮的墙上布满了宽大却十分轻薄的显示屏这些显示屏有的监控着城市

路况，有的监控着高空、近地的水汽变化，有的则显示着风力大小的改变。看到这一切，

灿抽搐着嘴角问道：“姐，这些东西是干吗用的啊。这也太夸张了吧！”宁却在这时卖起

了关子，只见她巧笑着从兜里掏出了一只精巧的盒子，并将盒盖轻轻打开，之间在天鹅

绒铺成的柔软的“大床”上，两枚小巧精致、闪着银光的耳钉正舒舒服服地躺在其中。

灿不由地张大了嘴，眼中的光芒越发明亮。宁一瞧妹妹这幅模样，便知道她是“觊觎”

上了这对惹人爱的东西，便笑着将其中一只别在了妹妹的耳朵上，而另一只则给自己别

了上去。看着灿惊喜的笑脸，此时宁才开始耐心地向妹妹解释：“这对耳钉就像是这些

庞大家伙的浓缩，电波会将实验室中的数据传输到这对耳钉中，这样这对耳钉就具备了

导航与预报的双重功能。导航时，它会通过合成声音准确地为你指路。而在在预告时耳

钉会发烫并且它的颜色也会变化，比如蓝色就代表与降水有关的情况，蓝色越深就表明

降雨量越大，这类天气变化，一般可在半小时前预报。当蓝色深得几乎和黑差不多的话，

就不是降雨那么简单了，那极有可能是强台风这类的严重自然灾害前的预告，不过一旦

到了强台风这种级别或是更高的，以我目前的研究还不能做到精确预报。但我相信，随

着研究进度的加深，不光是对于强台风，就连龙卷风、海啸、地震这些恶劣天气的预报

都会取得极大的进展，到时候百姓就不会那么容易因为这些灾难被夺去生命了。”一大

段话说完，宁却发现灿还在那里喜滋滋地照着镜子， “臭美够了吧，现在可是得快快

赶回家了，不然老妈爆发起来可是……”宁无可奈何地敲了敲灿的小脑门。“呵呵”冷

笑两声，姐妹二人立马往家赶去。

围坐在饭桌前，经过妈妈滔滔不绝的关于“饭要按时吃之类的”的健康教育，一家

人终于在老爸肚子叽里咕噜的叫声中开饭了。“不如我们明天去爬山吧！”灿率先打破了

饭桌上的沉闷。“嗯，这个建议倒是不错。刚好明天是双休日，我和宁宁都不用上班。”

爸爸笑眯眯地说。灿一听爸爸同意，又在一旁添油加醋起来：“山中那温暖的阳光，清

新的空气，悦耳的鸟鸣，我都快等不及了！”“小丫头，我可还没同意呢”妈妈不满地说

“周末人那么多，哪里来的清净悠闲，我可不想人挤人挤死人！”“那我们去 H山嘛！那

边还没有完全开发过，游人肯定不多。而且 H山地势也不险峻，不会有什么大危险的!”

灿立马说，“老妈~！好不好啦！”招架不住宝贝女儿的撒娇，妈妈最后还是“投降”了。

姐姐宁虽不是很赞同，但看着妹妹兴致勃勃的模样却也没开口阻止。

第二天一大早，一家人就驱车前往 H山，在导航系统精确地指引下，一家人很快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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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了目的地。下了车，几个人拿了登山杖，背起食品和水的背包便兴冲冲地向山上进

发。正爬得高兴，灿和宁却突然发觉耳朵上的耳钉有些微微发烫并呈现出深蓝色。“要

下暴雨了？”二人对视一眼。“妈妈爸爸!快下山！要下大雨了！”在二老正享受着“日

光浴”、还未反应这两女儿是怎么回事前，便被姐妹俩，拖着往山下赶去。“砰！”关上

车门，两位被拖得上气不接下气的“老人”正想询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只听

“轰隆隆”一声惊雷炸响，豆大的雨点便争先恐后地落了下来。姐妹二人相视一笑，只

留下目瞪口呆的二老在一边沉思。看来回到家，灿和宁不免要花上写口舌才能平复爸妈

惊奇的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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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天衡导航·北斗杯”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学组）

中学组二等奖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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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天衡导航·北斗杯”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学组）

BD-CASTIC2013-NE-S 科技制作

北斗导航多功能笔

作者：李欣吉、戴威、彭宇

指导教师：吴德双、宋精慧

学校：大庆市第十七中学

【摘要】本篇文章设计了一款集北斗导航、红外激光、手电筒、MP3、运动计步器、收

音机、太阳能电池板、书写功能的笔。主要应用于在登山等具有很大危险性运动的自救，

随身携带，可以化险为夷。

【关键词】导航，红外激光，救援。

1背景及意义

当今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喜爱徒步旅行、登山等运动。如图一（图片来源：百度图

片）但是登山等运动是有很大的危险性的，也许会被困在山里，这会对人们造成极大的

生命威胁，如 2011 年 9 月 30 日的四姑娘山案件，14
名登山者在山中被困了 13 天，如果搜救队不及时赶到，

恐怕这 14 名驴友的生命就会消失，可见，这样一款北

斗导航多功能笔可以在危急的时刻可以转危为安，化险

为夷。

2、设计特点

目前市面上有用于救生的绿色激光笔。在遇到危险

时可以向天空发射激光，等待救援，显然，这种方式没有北斗导航系统精准，我们可以

在笔体的外壳上装置北斗卫星导航芯片。便于接受 GPS 信号。配合红外激光使用，功

能进一步提升。在笔的尾部安装一个大范围的强光手电筒，配合北斗导航和红外激光，

具体见工作流程。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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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北斗导航多功能笔工作流程

（1）按下按钮打开北斗导航仪。

（2）进行定位工作，并且发射定位信号至北斗导航接收站。

（3）接收站接受并且处理信号，寻找定位，准备救援。

（4）向天空发射出红外激光（532nm）引起搜救队的注意。

（5）打开笔尾部的大范围强光手电（不关闭红外激光），配合搜救队的搜救。

（6）等待救援。

4、作品具体介绍

（1）具体设计：图 2
图中 1 部分：这里的内部用来装置大范围强光手电，外部用来装置太阳能电池板。

图中 2 部分：非按钮部分就是北斗导航仪的显示屏，按钮则是北斗导航仪的开关。

图中 3 部分：运动计步器的显示屏，显示走的步数和所消

耗的卡路里。

图中 4 部分：MP3 显示屏，可以显示正在播放的曲目名字。

图中 5 部分：MP3 的开关按钮，控制图中 4 部分。

图中 6 部分：收音机的开关，可以调频。

图中 7 部分：红外激光的开关。

图中 8 部分：此处为安装电池的位置。

图中 9 部分：此处是安装笔的油墨的位置。

图中 10 部分：此处为红外激光的发射器。

图中 11 部分：这里是北斗导航仪的芯片和存储卡等置放的

位置。

（2）具体应用：如果在山中被困，卫星导航不易精准

的测出具体的位置，因为山中没有太多的参照物，搜索到

大致范围，当然不会太大，就要靠北斗导航多功能笔的红

外激光和强光手电筒的配合让搜救队更容易的找到你，用

红外激光想天空照射出 532nm 的激光，可以帮助搜救队确

定位置，再用大范围强光手电筒照射四周的地面。也有利

于搜救队的搜救。根据北斗导航的原理，城市的导航系统

不易用在山中，但是可以充分利用北斗导航的技术优势和特点，对搜救者进行快速而又

准确的施救，因为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中国自行研制开发的区域性有源三维卫星定位与

通信系统（CNSS），是除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北斗导航）、俄罗斯的 GLONASS 之后第三

个成熟的卫星导航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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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的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并兼具短报文通信能力。所以将北斗技术应用在发明上是

再也合适不过的了。

（3）供电系统，红外激光，大范围强光手电筒，北斗导航仪在一起一定消耗电能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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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快速，为了正常供电，就在笔身上安装了一个太阳能电池板，白天就可以自动充电，

还有正常的充电孔，用移动充电器充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充满，配上大功率的电池，可

以说正常平稳供电是没什么问题的。

（4）对于喜爱户外运动的驴友们，运动计步器是必不可少的，可以用一个较小的

显示屏置于笔身上，将计步器的芯片安装在笔身内，就可以起到一个运动计步器的作用，

3D 的运动计步器就是随身携带，配合北斗导航多功能笔这种携带方便的物品，是十分

精巧的。

（5）北斗导航多功能笔还具有其他很多娱乐功能，比如 MP3，书写时可以直接播

放音乐，改善心情，提高工作效率，散步时讲笔放在口袋里就能欣赏到美妙的音乐。此

外还有收音机功能，睡前只需打开北斗导航多功能笔的收音机就可以自动接受频道供欣

赏。对老年人来既携带方便，又轻巧。

5、产品创新点及总结

本产品集多功能于一身的笔，其所设计的太阳能电池板，电路的设计和多功能的契

合程度有待进一步加深研究。北斗导航多功能笔主要的功能就是在危急时刻的求救，虽

然以现在的科技水平还不能完全实施全智能化搜救，但是随着北斗导航这种科技的逐渐

进步，导航仪的灵敏程度和信号的传输速度以及信号强度会大大提升，在不远的将来全

智能化搜救一定会实现。此外这款北斗导航多功能笔还有许多除救人之外的娱乐性功

能，在生活中可以替代许多物品，如：MP3、收音机等。这款产品主要的充电途径是通

过太阳能转换电能的方式。很符合当今社会低碳环保的社会理念。符合我们国家实施的

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客观的程度上为环保做了贡献。这款笔的重中之重就是北斗导航仪，

这是产品设计的核心，相信随着我们国家的北斗导航技术的进步，会为社会造更多的福，

并且逐渐让所有的百姓们都体会到北斗导航的好处和优势并且真真切切的感受到北斗

导航为他们提供的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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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天衡导航·北斗杯”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学组）

BD-CASTIC2013-NE-S 科技制作

多功能导航救生衣

作者：李其鸿、倪伟男、赵思程

指导教师：大庆市第十七中学

学校：大庆市第十七中学

【摘要】在海上遇难时，四周都是海水，搜救队无法像在城市里根据建筑物进行精确而

又准确的定位，比如说经纬度。所以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准确的坐标定位，精确到一个可

搜索的范围之内，“多功能导航救生衣”，让使用者在溺水的时候避免人员伤亡。这也大

大的提高了搜救的成功率和准确性。另外除了利用北斗的技术特点进行搜救外，也可依

靠此技术进行延伸。在向救援中心发射求救信号后，可以立刻向附近海域连续发送船只

可以识别的求救信号，当附近的船只接收到后，可立即进行救援，让被困者更快速的获

救。所以根据北斗导航原理，不可以将城市的导航系统应用到海上救灾上。只可利用北

斗的技术优势和特点，对求救者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测定，达到快速而准确的施救。

一、研究背景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衣服以及随身装饰物更加重视，但现有的衣物

和饰品仅起到装饰的作用，作用比较单一，人们对其依赖的程度也不是很高。另外一方

面，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人们对于电子产品的依赖程度却在不断提高，例如：对于喜

欢旅行之人、被监控人员、被监护人员等特殊群体而言，定位导航仪器则是其非常需要

的，但是现在的定位导航仪器一般都比较大，使用者携带不是很方便，经常容易遗忘，

随着集成电路以及电源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定位导航仪器也必然是微型化，将定位导航

仪器与衣物结合也必然成为今后发展的趋势。我发明了“多功能导航救生衣”，让使用

者在溺水的时候避免伤亡。

二、设计基本思路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具有定位导航功能的防水

MP3 装置

闪光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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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上衣，采用在衣服内部设置定位导航装置，实现对携带人监控以及为携带人定位和导

航的指引，方便使用者携带，填补定位导航仪器与衣服相结合方面的空白，解决现有技

术中定位导航仪器携带不方便以及装饰物作用单一的技术少明作品“多功能导航救生

衣”主要是由北斗导航系统和压力充气两大结构组成问题。发可广泛用于溺水和火灾等

危险场所，作品应用范围广、使用方便，大大减了人员伤亡。

三、设计制作

“多功能导航救生衣”的结构包括北斗导航装置、压力充气装置、太阳能发电装置、

充电蓄电池、电子显示屏、操纵按键（指纹鉴别）以及防水材质的外衣。

1、衣服材料: “多功能导航救生衣”是以 Gore-Tex 多孔的薄膜为原材料，因为它

的小孔比水分子小而比气体大，所以理论上讲可以防水透气，从而在外部保护内部的电

子设备。衣服里部选用的材料为耐火纤维，它属于纤维状隔热耐火材料，具有一般纤维

的特性，如柔软、有弹性、有一定的抗拉强度，可以进一步把它加工成各种纸、线、绳、

带、毯和毡等制品，又具有一般纤维所没有的耐高温、耐腐蚀性能，这种材料也可以避

免高温对人体造成的伤害。

2、导航系统: “多功能导航救生衣”的导航系统选择为我国自主研发的全球定位

系统———北斗导航系统。把北斗导航装置放置在衣服的后端，用导线连接放置在胳膊

上侧的电子显示屏，该显示屏可以查看使用人的当先位置。定位导航装置中的信号处理

部还包括有无线信号发射装置，该无线信号发射装置连接计算控制装置，无线信号发射

装置发送的是蓝牙信号、移动通信信号或无线公用网络信号。定位导航系统中的信息表

示装置为便携式视听终端、与移动通信网络连接的移动终端或与互联网连接的网络终

端。这种定位导航装置中确定的方位信号通过信息

表示装置传达给携带者或者其监护人和监控人等

等，对于携带者来说，可以通过射频信号或者是蓝

牙信号将方位信息传送到使用者携带的视听终端

上。对于远程的监护人和监控人来说，可以采用移

动通信信号或者是无线公用网络信号进行传递。

本产品还采用在定位导航装置中加入指纹认证

功能模块，将使用者的指纹信息发送给监护人，进

一步确定使用者的身份，完善技术方案。

3、充气系统:所谓“多功能导航救生衣”，它的

多功能不仅在于有导航技术，它还有另外一个独特的功能，就是“压力充气”功能。

压力充气部分主要由浮子袋、储物主袋、主袋副片、提带、拉链及背带组成，它放置于

导航系统的周围。其特征是在储物主袋与主袋副

片的一侧边各设有一储放救生的浮子袋；在储物主袋与主袋副片的对应周边上设里着活

接拉链，并且在主袋副片与储物主袋间另设有连接提带。所用的救生浮子由充气容器及

饱沫塑料块来充当，一般用空饮料瓶等。在有掉入水中可能性的工作中经常使用。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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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不妨碍使用人的行动自由；一旦落入水中，在水中遇到危险需要浮力的紧急时

刻，根据水的作用自动膨胀充气，便可在 5 秒钟时间内充气变成具有 8~15 公斤浮力的

救生衣，救生衣向上托起人体，使头、肩部露出水面，从而能够及时获得安全保护。

4、供电系统:因为在长时间的等待救援中，“多功能导航救生衣”可能会存在着内置电

源供电不足的情况，这便专门为导航仪安装了一个由经过防水处理的太阳能板作为备用

电源。太阳能发电系统由太阳能电池组、太阳能控制器、锂电池（组）、稳压器等几部

分组成。但是考虑到稳压器在救生圈上的实用性，可以把它缩小化，达到小功率标准即

可。 太阳能电池板：作用是将太阳的辐射能力转换为电能，可将电能储存到锂电池中，

或直接带动负载使用。并为导航仪充电。蓄电池：作用是在有光照时将太阳能电池板所

发出的电能储存起来，待需要的时候再释放出来。因为只需要不多的电量，所以可减少

蓄电池的容量，同时还可以达到减轻重量的目的。与导航系统配套使用的蓄电池主要是

锂电池。因为锂电池的重量轻，电压合适，电流稳定等特点，所以采用它。配套 200 以

上的锂电池，一般选用固定式或工业密封式免维护电池，每只蓄电池的额定电压为

2VDC；配套 200 以下的铅酸蓄电池，一般选用小型密封免维护的锂电池，每只锂电池

的额定电压为 12∨，这保证了导航仪的稳定工作，也不至于太繁琐。

5、防水装置: 光照在电池板上（硅晶体），里面的磷将光传给硅晶体，硅晶体内部

电子受到光照开始移位（这个过程就和二极管一样），4 价子产生空穴，别的电子又被吸

附过来，同样又产生空穴，此时内部电子开始运动，即产生电流。所以考虑到电子原件

的特性，就对太阳能板进行了防水处理，在处理上用了“黏溶剂”，也就是热熔防水胶。

6、闪光灯装置: 当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定位后，并已经确认受困者方位时，加装了

LED 闪光灯，电源来源由太阳能进行供电。当搜救队到达后，可迅速辨认出被困者，进

行快速的施救。

７、其他装置: 在“多功能导航救生衣”上还装有ＭＰ３装置。可以在走路时听音

乐，放松心情。

四、市场分析

在市面上还没有一种带有导航的救生衣，此产品满足市场需求。



第四届“天衡导航·北斗杯”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33

第四届“天衡导航·北斗杯”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学组）

应用北斗系统统计车流量建立基于车流量变化的红

绿灯管理系统——以长春市为例

作者：何翊卓 杜泓睿 王安泽 陈嘉润

指导教师：东北师大附中

学校：东北师大附中

【摘要】本文讲述了如何通过北斗导航系统，来解决目前长春市所面临的交通拥堵问

题。因为传统的分时段更改红绿灯的时间太过僵化，无法顾及实际状况，如某时某刻车

辆量突然增多或减少，从而浪费了大量有效的交通资源。而依靠传统的路况监视也难以

做到准确的辨认，从而阻碍了自动化的实现。然而因为目前北斗导航系统的愈加广泛的

应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不仅解决了“我在哪里”的定位问题，它还可以把信息传递出

去，让别人知道“你在哪里，情况如何？”利用此系统我们可以知道道路上的车流情况，

我们可以利用这一先进的系统来实现红绿灯控制的自动化。通过实地调查，采访，我们

总结出了一套数学的公式，并将之应用于程序中，从而通过北斗导航系统提供的高精度

的交通数据，来实现红绿灯依据车流量管理的自动化。

【关键词】 基于车流量变化的红绿灯管理系统 北斗导航

1．确定研究目的与方向

长春市路口大多为标准的十字路口或丁字路口，路口情况相对简单，适用于这种

根据车流调整红绿灯时间的系统。整齐划一的路面规格使我们的系统有较高的普及

性，也便于二次开发。

十字路口与丁字路口绝大多数使用的是分时段调整红绿灯时间，即区分高峰时间与非

高峰时间。但真实的路口交通情况是随机的，即使在交通高峰期也可能出现车辆少的

情况，在非高峰期也可能出现车辆多的情况。这就不具备一定的智能程度，如在上午

时分也有可能出现车流不畅的情况，而当今的红绿灯系统就不能及时地调整红绿灯时

间。还存在两个交通路口之间的间隔过短，交通灯的通行时间分配不均造成的交通系

统瘫痪。

鉴于此，我们便想设计一种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根据车流量来调整红绿灯时间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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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红绿灯管理系统，来缓解城市的车流调度问题。

2.可行性分析

首先我们对全国各大城市的道路状况进行分析，发现北京，上海等地道路错综复杂，

实施难度相对于长春较大。长春几乎全部都是平行或垂直的道路，不会出现五向路口的

状况。而且基于先进的北斗系统，我们可以实时了解每时刻的车流量，相比于采用传统

的交通监视系统。精度有了大幅提高。

图表 1：长春市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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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十字路口示意图

图表 3：丁字路口示意图

3．北斗系统介绍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中国正在实施的自主研发、独立运行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北

斗卫星导航系统由空间端、地面端和用户端三部分组成。空间端包括 5颗静止轨道卫星

和 30 颗非静止轨道卫星。地面端包括主控站、注入站和监测站等若干个地面站。用户

端由北斗用户终端以及与美国 GPS、俄罗斯“格洛纳斯”、欧盟“伽利略”等其他卫星

导航系统兼容的终端组成。

具有全天候、全天时、高精度的区域性卫星导航定位系统，而且具有 GPS 系统无可

比拟的优势，GPS 系统仅仅解决了“我在哪里”的定位问题，而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不仅

解决了“我在哪里”的定位问题，它还可以把信息传递出去，让别人知道“你在哪里，

情况如何？”，同时你也可以知道对方所处的情况。在车中可以植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http://baike.baidu.com/view/90050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126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18385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18385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40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87060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0183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0183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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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终端。我们就可以详细的知道道路上的车流情况，统计出各个位置的车辆数，为我们

建立科学的交通红绿灯时间，做出科学的依据。

4．社会调查

首先，我们对司机王师傅进行了采访。

提问：您在一个路口最多等了多长时间，通过路口时的车速为多少？

王师傅：“在中心路段的高峰时期的一个路口，他最多等候了三个交通灯才通过了这个

路口。出租车起车时车速一般在 30 km/h 到 40 km/h。当他排在红灯等车队队尾时，一

般车队有大约 20 辆车，从队尾到通过这个路口要 30 余秒的时间，这是一个很漫长的时

间。”

提问：长春市交通情况怎样？有哪些问题？

王师傅：“长春市交通情况总体还是不错的，但是有一些路段经常出现堵塞，像同志街

路段，另外路口太多，红绿灯也太多，因此如果运气不好的话等灯的时间很长。”

之后，我们又采访了学生家长张先生。

张先生：“在等交通灯时，他起车时通常速度在 20 km/h 左右。一般在高峰时车队的车

尾到前方大约有 100M 的长度。有时，南北方向车流量小而东西方向车流量大，造成了

交通系统瘫痪的局面。”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长春市交通情况的以下几个问题：

1． 路口多，红绿灯过多，红绿灯时间设置过于固定。

2． 城市内车速不一，出租车车速较快，而有些车较慢，阻碍了交通的通畅。

3． 车流量随机变化，而红绿灯时间不能随机响应。

5．实际测试结果与分析

我们项目小组分时段在长春市自由大路与人民大街交汇处、人民大街与解放大路交汇

处、吉顺街与自由大路交汇处、锦水路与同志街交汇处分别实地考察，建立了如下车流

情况的数据库。

自由大路与人民大街交汇处十字路口车流概况

非高峰期

南北直行

绿灯时间

（s）

高峰期南

北直行绿

灯 时 间

（s）

非高峰期

东西直行

绿灯时间

（s）

高峰期东

西直行绿

灯 时 间

（s）

向南直行

车流数量

（辆）

向北直行

车流数量

（辆）

向东直行

车流数量

（辆）

向西直行

车流数量

（辆）

1 18 23 20 17

2 48 72 32 58 20 26 20 23

3 48 43 22 24

4 60 54 40 33

非高峰期 高峰期由 非高峰期 高峰期由 向南左转 向北左转 向东左转 向西左转

数据组别

项目

数据组别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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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东西向

南北左转

绿灯时间

（s）

东西向南

北左转直

行绿灯时

间（s）

由南北向

东西左转

直行绿灯

时间（s）

南北向东

西左转直

行绿灯时

间（s）

车流数量

（辆）

车流数量

（辆）

车流数量

（辆）

车流数量

（辆）

1 3 8 12 13

2 26 39 28 42 9 9 13 14

3 11 14 25 20

4 12 12 25 22

人民大街与解放大路交汇处十字路口车流概况

非 高 峰

期 南 北

直 行 绿

灯 时 间

（s）

高 峰 期

南 北 直

行 绿 灯

时间（s）

非 高 峰

期 东 西

直 行 绿

灯 时 间

（s）

高 峰 期

东 西 直

行 绿 灯

时间（s）

向 南 直

行 车 流

数 量

（辆）

向 北 直

行 车 流

数 量

（辆）

向 东 直

行 车 流

数 量

（辆）

向 西 直

行 车 流

数 量

（辆）

1 20 28 6 12

2 48 72 32 58 14 31 15 39

3 62 56 32 40

4 53 65 35 41

非 高 峰

期 由 东

西 向 南

北 左 转

绿 灯 时

间（s）

高 峰 期

由 东 西

向 南 北

左 转 直

行 绿 灯

时间（s）

非 高 峰

期 由 南

北 向 东

西 左 转

直 行 绿

灯 时 间

（s）

高 峰 期

由 南 北

向 东 西

左 转 直

行 绿 灯

时间（s）

向 南 左

转 车 流

数 量

（辆）

向 北 左

转 车 流

数 量

（辆）

向 东 左

转 车 流

数 量

（辆）

向 西 左

转 车 流

数 量

（辆）

1 9 5 7 12

2 28 42 26 39 17 9 10 18

3 20 14 15 22

4 33 30 20 24

吉顺街与自由大路交汇处丁字路口车流概况

南北绿灯时

间（s）

东西绿灯时

间（s）

向西直行车

流数量（辆）

向东直行和

向北左转车

流数量（辆）

由北向东或

向西车流数

量（辆）

1 34 31 9

数据组别

项目

数据组别

项目

数据组别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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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7 56 37 35 11

3 39 40 13

4 39 41 17

锦水路与同志街交汇处十字路口车流概况

非 高 峰

期 南 北

直 行 绿

灯 时 间

（s）

高 峰 期

南 北 直

行 绿 灯

时间（s）

非 高 峰

期 东 西

直 行 绿

灯 时 间

（s）

高 峰 期

东 西 直

行 绿 灯

时间（s）

向 南 直

行 车 流

数 量

（辆）

向 北 直

行 车 流

数 量

（辆）

向 东 直

行 车 流

数 量

（辆）

向 西 直

行 车 流

数 量

（辆）

1 20 28 6 12

2 48 72 32 58 14 31 15 39

3 62 56 32 40

4 53 65 35 41

非 高 峰

期 由 东

西 向 南

北 左 转

绿 灯 时

间（s）

高 峰 期

由 东 西

向 南 北

左 转 直

行 绿 灯

时间（s）

非 高 峰

期 由 南

北 向 东

西 左 转

直 行 绿

灯 时 间

（s）

高 峰 期

由 南 北

向 东 西

左 转 直

行 绿 灯

时间（s）

向 南 左

转 车 流

数 量

（辆）

向 北 左

转 车 流

数 量

（辆）

向 东 左

转 车 流

数 量

（辆）

向 西 左

转 车 流

数 量

（辆）

1 9 5 7 12

2 28 42 26 39 17 9 10 18

3 20 14 15 22

4 33 30 20 24

6．建立数学模型

（1）、设南向北、北向南、东向西、西向东直行车流为 1 2 3 4, , ,a a a a (辆)

南向西、北向东、西向北、东向南左转车流为 1 2 3 4, , ,b b b b (辆)

（2）、设车辆平均长度为 L（m），通行平均速度为 0v （km/h）

（3）、直行时间计算

Ⅰ、若车流数量大于 15，我们通过综合验证选用如下公式：

t=
1

0 0

10
0.6

i a

i

L rnd
v i





 


数据组别

项目

数据组别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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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2

0 0

10
0.6

i a

i

L rnd
v i





 


则绿灯时间为 T=max(t,t ' )
Ⅱ、若车流数量 小于等于 15，我们决定选用如下公式

T= 1 2

0 0

max( , ) 10a L a L rnd
v v
 

 

同理北向南、东向西、西向东的绿灯时间也为 T。

（4）、左转时间计算

Ⅰ 、 左 转 待 转 区 为 一 近 似 椭 圆 ， 在 此 给 出 椭 圆 周 长 近 似 公 式

0
[1.125 ( ) ]

4
a b abL    



其中 a，b 为道路长宽。

Ⅱ、南向西左转绿灯通行时间为 T，其中

若车流数量大于 15，我们选用以下公式

3

4

0

1 0 0

0

1 0 0

'' 10
0.6

''' 10
0.6

i a

i

i a

i

LLt rnd
v i v

LLt rnd
v i v









   


   





max( '', ''')T t t

Ⅲ、若车流数量小于等于 15，我们选用以下公式

3 0 4 0

0 0

max( , ) 10a L L a L LT rnd
v v

   
  

同理北向东、西向北、东向南左转绿灯通行时间也为 T
通过大量数据分析，车长 L我们认为应选用长春市最普及的捷达车长度，4.5m，加速度

宜选取 0.6。

7．系统框架实现

本系统以 VB 为编程语言，程序思路是根据公式求出数值。现我们给出计算时间的

函数 suan。总程序请参看附件 traffic.vbp。

Public Function big(ByVal a As Integer, ByVal b As Integer) As Double

If a > b Then
big = a

Else
big = b

End If
End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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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Function suan(ByVal car_num As Double, ByVal car_num1 As Double, ByVal hui As
Boolean, ByVal l As Double) As Double

If big(car_num + car_num1) > 15 Then
xa = 0
xb = 0
For i = 1 To car_num

v0 = 4
xa = xa + 4.5 / v0 + t0
v0 = v0 + 0.6

Next i
For i = 1 To car_num1

v0 = 4
xb = xb + 4.5 / v0 + t0
v0 = v0 + 0.6
Next i

suan1 = big(xa, xb) + Rnd * 10
Else

suan1 =big ((car_num1 * 4.5 / 5),( car_num * 4.5 / 5)) + Rnd * 10
End If
If hui = True Then suan = suan1 + l / (v0 + 1)
If hui = False Then suan = suan = CLng(suan * 100) / 100

End Function

8.电脑模拟

为了检测系统对复杂系统适应性，我们给出三组数据：



第四届“天衡导航·北斗杯”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41

测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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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 2

把北斗导航系统安装到车中，我们可以知道车型，车的长度，因此测试 1 和测试 2

虽然输入数据一样但结果不一样，是因为虽然行驶的车辆数相同，但不同的车有不同的

参数，所以通过时间也不一样，使我们的系统足够智能。甚至于在车载北斗导航系统与

交通红绿灯系统整合，使司机知道每个路口的交通情况，为行驶路线的选择提供依据。

并语音提示红绿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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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 3

对于极端数据，也可做出处理，在测试 3中南北、东西车流量巨大，系统也不会只考

虑这两个方向通过，而不考虑其他方向，系统有一个 125 秒的上线时间。

数据与结果基本吻合，说明程序的适应性足以应对车流量的变化。

9．结论

不论在高峰期与非高峰期车流都有不稳定的情况。在此，我们举出一组我们实际测

得的数据：人民大街与东朝阳路交汇处为丁字路口，人民大街由南向北方向绿灯时间经

过 56 辆车，而东朝阳路绿灯时间为 30秒仅通过 2辆车，造成了巨大的时间浪费。若使

用本系统，则不会出现上述情况。

如：设人民大街由南向北和由北向南的方向都有 56 辆车通过，而东朝阳路方向仅有 2
辆车。由上可知，把人民大街通过的 56 辆车代入公式，得 70s，而把东朝阳路的通过的

2 辆车代入公式，得 5s。因此南北方向的绿灯时间为 70s，由西向北的方向的绿灯时间

为 10s。
这比起实际的 90s 和 30s 来要合理得多。

综上所述，我们的系统是有一定实用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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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展望与思考

在这次的探究中，我们的系统趋于理想化。在实际的情况中，会出现各种各样不同

的情况，如：各种车辆的车速不一，出租车偏快而大型车则偏慢，造成我们对绿灯时间

的估测不准。有车辆变道超车或在路口处任意变换车道。在日后测量的过程中，我们将

使用视频识别来检测车流量，这样也会对车辆所在车道的识别造成影响。

虽然我们的猜想得到了验证，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可是，我们这次的活动也有一

些问题。比如：我们的调查没有认真的落实到细处，数据也没有做到真正的随机和准确，

在数据的方面会和真实的情况有所偏差。这也是我们需要改正的。

通过这次的探究，我们提出了理想化的交通灯管理。但在以后的交通管理中，实现

这种系统还是需要和实际交通接轨以及对更多复杂情况的研究。我们希望交管部门尽快

地完善并使用这种交通灯管理系统以及实现对车辆规范行驶的进一步监控。我们相信，

在这种交通模式的推动下，交通状况将会有质的飞跃。

参考资料

http://baike.baidu.com/view/590829.htm?fromId=604445 北斗导航系统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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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天衡导航·北斗杯”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学组）

重庆市江津綦江河中华秋沙鸭越冬初步调查

作者：彭丽宇

指导教师：黄仕友

学校：西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摘要】研究者从 2012 年 12 月到 2013 年 3月，采用野外调查及文献研究等方法，对

重庆江津綦江河中华秋沙鸭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实地考察和研究，首次对该地区中华秋沙

鸭的数量、活动状况、栖息地环境、及生存胁迫因素等进行了调查分析，结果表明： 该

区域作为冬候鸟的栖息地有重要保护价值。

【关键词】中华秋沙鸭；生态习性；越冬；江津綦江河

【创新点】1．文献查新结果显示，这是对重庆地区越冬中华秋沙鸭的首次、正 式

文献研究报道。中华秋沙鸭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是在全球范围内分布区域狭窄且种群

数量稀少的濒危物种，本次调查研究，将有助于中华秋沙鸭的保护。

2．文献查新结果显示，本次调查地点綦江河江津段为小南海水电站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三峡库区环境监测的关键区域，中华秋沙鸭对环境变化具有高度敏感性，是环境监

测重要指示生物，中华秋沙鸭的调查研究对小南海水电站及三峡库区环境监测有重要意

义。

3.文献查新结果显示本研究成果中，作者和专家、老师一起在《少年先锋报》每周开办

的专栏“江岸日记—媛媛姐姐带你看中华秋沙鸭”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推荐的中国优秀

少儿报刊中首个面向青少年儿童介绍重庆越冬中华秋沙鸭的专栏，读者受众达 34 万，

做成“中华秋沙鸭的认识与保护”电子书，共享在网络上，同时针对重庆市江津綦江河

两岸居民发放倡议书，对普及中华秋沙鸭保护知识起到了重要的宣传作用。

一、引言

我们学校坐落在三峡库区末端美丽的嘉陵江边。学校边的河滩上冬季都能观察到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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徙过冬的候鸟，学校成立了研究性学习小组，我和同学在老师和重庆自然博物馆专家的

指导下观察、记录江边的迁徙鸟类，围绕迁徙鸟类面临的困境积极向社会呼吁保护迁徙

鸟类和他们的生活环境。今年冬天我们在专家及摄影爱好者的帮助下，在离学校1.5小

时车程的綦江河江津段发现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秋沙鸭。

中华秋沙鸭(Mergus squamatus Gould)属雁形目(Anseriformes)、鸭科(Anatidae)，

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World Conservation Union) 2012年《IUCN

濒危物种红色名录》[1]中列为EN(濒危)级，《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中列为稀有物种[2]，

《中国物种红色名录》列为易危物种
[3]
。

中华秋沙鸭有着“鸟类中的大熊猫”之称，与华南虎、滇金丝猴、大熊猫齐名，

是第三纪冰川期后残存下来的物种，距今已有一千多万年。中华秋沙鸭分布区狭窄，

主要繁殖于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东南部和远东地区以及我国东北的部分地区，在朝鲜北部

亦有零星繁殖记录；历史文献中迁徙越冬记录见于我国南方地区( 包括四川、湖北、湖

南、贵州、福建、广东)少量越冬个体曾见于

图1 中华秋沙鸭栖息地分布

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以及缅甸、泰国和越南北部地区。

重庆97年直辖前隶属四川省，在以往动植物物种资源调查和历史文献中，中华秋沙

[1] The IUCN Red List of Threatened Species 2012.2 http://www.iucnredlist.org/details
[2] 郑光美，王岐山（主编）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 鸟类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88, 51～52
[3] 汪松，解焱（主编）中国物种红色名录第一卷.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227

中 国

蒙 古

日本

俄罗斯

朝鲜

印度

泰国

冬季栖息地

夏季栖息地

冬季栖息地

夏季栖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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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记录见于川西、川中
[4]
和川东

[5]
。何芬奇在研究中华秋沙鸭的越冬地中提到虽然“四

川已许久未见有中华秋沙鸭的越冬记录”但可能有越冬分布
[6]
。重庆市在1998年～2000

年开展的全市范围内的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和2006年～2009年全市生物物种资源调

查与编目工作中，野外调查均未见到中华秋沙鸭。中华秋沙鸭在重庆的最近两次新闻报

道，一次是2010年摄影家黎先生在重庆石柱县桥头镇藤子沟拍摄到中华秋沙鸭的照片

（重庆晨报报道）；另一次是2012年12月摄影迷谭先生在江津拍摄到了中华秋沙鸭，随

后重庆市林业局等相关专家到江津笋溪河考察，但并未见到中华秋沙鸭（新华网报道）。

我和学校老师同学及重庆自然博物馆的专家一起，从2012年12月到2013年3月对中华

秋沙鸭的活动进行了野外初步追踪调查记录分析，本次在江津綦江河段发现中华秋沙鸭

并进行记述，对研究中华秋沙鸭生态习性和保护中华秋沙鸭，研究三峡库区蓄水后自然

环境变化，保护三峡库区迁徙鸟类越冬地环境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在老师的帮助下，

还开展了一系列的保护活动，如把活动写成了观察日记发表在《少年先锋报》上，把研

究写成论文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上，在当地居民发送倡议书，将中华秋沙鸭的资料做成

电子画册等进行宣传和倡议，我的梦想就是和大家一起来保护这些美丽的精灵-----中

华秋沙鸭，让他们在重庆平安地度过冬天。

二、研究方法

研究工作主要采用野外观察法、访问法、文献研究法。在野外通过望远镜和照相机

实地拍摄形式记录不同地点观察到的中华秋沙鸭数量、群体大小、栖息地及环境、形态

特征，伴生鸟类等。用GPS定位观察点的的经纬度，海拔高度。

三、研究过程

1．确定调查范围

调查地点为重庆綦江河江津段干流。綦江河为长江上游右岸一级支流，全长231.3

公里，发源于贵州省，自南向北流入长江。綦江在江津境内是河流的下游段，河流从广

兴镇进入，经夏坝、贾嗣、西湖、支坪，在江口的王爷庙汇入长江。江津区境内流长73

公里，河面宽30～150米，境内流域面积936平方公里，调查工作就在这个范围内进行。

[4] 施白南，赵尔宓（主编）四川资源动物志 第一卷 总论 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100
[5] 李桂垣（主编）四川鸟类原色图鉴 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 1993 47

[6] 何芬奇，林剑声，杨斌等 中华秋沙鸭在中国的近期越冬分布与数量[ J] . 动物学杂志, 2006. 41 ( 5) : 52～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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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调查范围示意图

2．调查时间

本次调查时间为2012年12月到2013年3月，利用周末休息、元旦节和寒假放假时间，

跟随学校老师、专家一起活动。调查过程中，当观察到中华秋沙鸭个体或群体，用GPS

定位并记录其个体数、性比，生境特征，用长焦数码相机拍摄照片。调查中为避免重复

记录，每次调查都采用单向行进，即顺流或逆流，相对于调查工作前进方向从后向前飞

的个体不作统计。

3．调查仪器设备及工具

功能分类 设备或工具名称 备注

观测
国产华光10×30双筒望远镜

前苏联军用单筒望远镜

拍摄

CANON（日本佳能）数码照相机 10倍变焦

Nikon(日本尼康) 数码照相机 26倍变焦

FUJIFILM(日本富士) 数码照相机 30倍变焦

佳能5D Mark II及佳能EF 100-400mm

f/4.5-5.6L IS USM镜头

辅助 GARMIN（美国佳明）手持GPS定位仪

其他 笔记本、笔、观鸟图谱、三脚架、帐篷

4．野外调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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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观察记录是调查中华秋沙鸭的基础，认真观察、仔细记录既能为做好基础数据

积累，又能为以后的研究工作打好基础，我主要选择了如下几项做记录：观察时间、经

纬度、海拔高度、秋沙鸭活动记录（数量、雌雄、活动状态）、生境（植被类型、伴生

鸟类等）、河道状况（河道宽度、水流速度、河流方向、水深）、人类活动（观察点距

公路距离、胁迫因素等），对主要调查对象采用定性分析结合定量分析，同时进行直接

拍摄记录。

表 1 野外观察记录表

名

称

中 华 秋 沙 鸭 Mergus

squamatus Gould

观察地点、时间

及次数

2012年 12月 22日在綦江河边（清

泊段）发现 1只雄性中华秋沙鸭。

观察环境描述 河岸有连片竹林，河道宽约 35m，

水流速度有点急，水浅，河水清澈，

可见河底。观察点下游约 300m 有

人在河边淘衣服。

外形特征

生活习性资料 在河岸边，注视着河中，在中华秋沙鸭周围有赤麻鸭、普通鸬鹚、骨

顶鸡和附近居民喂养的鸭子。

名

称

中 华 秋 沙 鸭 Mergus

squamatus Gould

观察地点、时间

及次数

2012年 12月 30日在綦江河边（清

泊段）发现 3只次（二雄一雌）中

华秋沙鸭。

观察环境描述 河岸有连片竹林，河道宽约 55m，

水流速度有点急，水浅，河水清澈，

河边离公路距离 80m，有车经过，

公路上不时有行人通过。

外形特征

生活习性资料 在河中，与一群家鸭子在觅食。很警惕，我只拍了几张照片就被发现，

迅速向河对岸飞去，飞行速度较快，从水面飞起时，翅膀有点像鹭鸟

翅膀。

名

称

中 华 秋 沙 鸭 Mergus

squamatus Gould

观察地点、时间

及次数

2013 年 1 月 1 日在綦江河边（河

坝社区段）发现 4只次，其中三雄

一雌中华秋沙鸭。

观察环境描述 河岸有连片竹林，河道宽约 40m，

水浅，河水清澈。河流两岸较开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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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边有一条路通向河边（可通行卡

车）。河中心有石头，凸出水面。

外形特征

生活习性资料 相互嬉戏，追鱼速度很快，发现我后迅速朝江口方向飞去。

四、研究分析

1．居留情况

2012 年 12 月 16 日首次在江津綦江河发现中华秋沙鸭，利用周末休息、元旦节和

寒假放假时间，我们连续进行观察，截止发稿前 2013 年 3 月 2 日，我们在该区域观察

到 9只中华秋沙鸭。3月 2日后两周未观察到中华秋沙鸭踪迹。

2．中华秋沙鸭的主要分布区域

本次调查沿綦江河经过广兴、夏坝、贾嗣、西湖、珞璜、支坪，江口（见图 2）调查

河段长 73 公里，发现中华秋沙鸭活动的河段地点主要在江津西湖镇水庙乡、百燕乡、

青泊乡、西泉乡、河坝社区及贾嗣镇松柏村河段。其中西湖镇长约 18 公里，贾嗣镇长

约 8公里。从 2012 年 12 月开始调查，截止修改完成稿件的 2013 年 3 月初，中华秋沙

鸭一直在该河段活动，活动频繁的区域基本在西湖到贾嗣的 26 公里范围内。

3．野外观察形态特征

中华秋沙鸭野外鉴别特征：嘴形侧扁长而窄近红色，前端尖出，鼻孔位于上嘴中部，

雄性成鸟头、颈的上半部、羽冠黑色，具绿色金属光泽，胸白，上背和内侧肩羽

黑色，下背和腰白色，具弧形黑色横斑，尾羽灰色，两翅灰黑，具白色翼镜，下

体乳白沾黄，两胁具显著的黑色鳞状斑，雌鸟头、颈的上半部、羽冠栗褐色，上

体灰褐，胸白，具白色翼镜，下体乳白，两胁具黑色鳞状斑。雌雄脚橘黄色。

中华秋沙鸭在野外最易识别的特征是雌雄均具冠羽，雄性为黑色，雌性为栗褐色。

两胁的羽毛上具有黑色鳞纹，极易与其它鸭类相区别
7
(图 1～4)。

图 3 图 4

[7] 马敬能. 中国鸟类野外手册[ 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0: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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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雌性中华秋沙鸭 图 6 雄性中华秋沙鸭

4．调查数量和群体大小

调查中我们见到的中华秋沙鸭最大群体是 9只（观察地点在西湖附近），另还见到

了 7只（观察地点在西泉附近）。但多数时间见到的群体数量较少，从 2012 年 12 月 30

日、31 日、2013 年 1 月 1日调查数据中可以看出（表 2），中华秋沙鸭大多以 2-4 只小

群活动。中华秋沙鸭性成熟前均着雌性羽衣，故调查中记录的雌性羽衣者定为雌加幼。

表 2 野外观察记录表

调查时间 地点 经纬度 中华秋沙鸭数量

2012年12月30日

16:16-16:25

江津贾嗣镇松柏村

綦江边

29°06′10″N，106°

26′03″E

3只次，其中二雄一雌。

2012年12月31日

8:21-9:35

西湖镇河坝社区綦

江边

29°06′23″N，106°

27′46″E

4只次，其中三雄一雌

2012年12月31日

10:29-10:31

西湖镇水庙村綦江

边

29°06′03″N，106°

24′03″E

3只次，其中二雄一雌

2012年12月31日

11:41-11:51

西湖镇水庙村綦江

边

29°06′03″N，106°

24′03″E

3只次，其中二雄一雌

2013年1月1日

9:50-9:52

西湖镇青泊村綦江

边

29°09′21″N，106°

23′21″E

1只次，一雄

2013年1月1日,

12:01- 12:46

西湖镇水庙村綦江

边

29°08′04″N，106°

23′22″E

2只次，一雄一雌

5．栖息地及环境

野外观察发现该鸟多选择在河面开阔（图7），河水清澈、深度较浅、河心多有小

岛、石滩、砾石兀立或沙洲显露，河岸多竹林或芦苇，海拔高度180 m—190 m的河滩活

动（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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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中华秋沙鸭的栖息环境

表 3 中华秋沙鸭栖息环境调查表

发现地点 海拔高

度

栖息环境

江津贾嗣镇松

柏村綦江边

183m 河面较开阔，水流平缓，河岸一侧依山，有茂密竹林，另一

侧有大面积荒滩，生长有芦苇等

西湖镇河坝社

区綦江边

188m 河面开阔，河中有大面积石滩，河岸一侧为城镇民居楼群，

另一侧有茂密茅草、芦苇、竹林、小溪入河口

西湖镇水庙村

綦江边

184m 河面开阔，河中有大面积石滩，河岸一侧为农田，另一侧有

茂密茅草、芦苇、竹林

西湖镇水庙村

綦江边

182m 河面开阔，河中有小岛，小岛灌木杂草茂密，河岸边有石滩，

水潭，茂密茅草、芦苇、竹林、灌木

西湖镇青泊村

綦江边

180m 河面开阔，河中有小岛，河岸一侧依山，另一侧有石滩，水

潭，茂密茅草、芦苇荡、竹林

西湖镇水庙村

綦江边

183m 河面开阔，河中有大面积石滩，河岸一侧为农田，另一侧有

茂密茅草、芦苇、竹林

6．伴生鸟类

中华秋沙鸭栖息地的伴生鸟类（表4）较多，其中和中华秋沙鸭同属冬候鸟的有鸳

鸯、赤麻鸭、绿头鸭、绿翅鸭、普通鸬鹚、骨顶鸡、黑水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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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中华秋沙鸭栖息地伴生鸟类

中文名 拉丁名

小鸊鷉 Tachybaptus ruficollis

普通鸬鹚 Phalacrocorax carbo

苍鹭 Ardea cinerea

白鹭 Egretta garzetta

骨顶鸡 Fulica atra

黑水鸡 Gallinula chloropus

赤麻鸭 Tadorna ferruginea

绿翅鸭 A.crecca

绿头鸭 A platyrhynchos

斑嘴鸭 A.poecilorhyncha

鸳鸯 Aix galericulata

普通翠鸟 Alcedo atthis

崖沙燕 Riparia riparia

灰鹡鸰 Motacilla cinerea

白鹡鸰 M.alba

水鷚 Anthus spinoletta

红尾水鸲 Rhyacornis fuliginosus

白顶溪鸲 Chaimarrornis leucocephalus

剑鸻 Charadrius hiaticula

环颈鸻 Charadrius alexandrinus

矶鹬 Actitis hypoleucos

7．食性

观察发现，中华秋沙鸭主要取食鱼类。我们在野外拍摄到了中华秋沙鸭捕食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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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中华秋沙鸭取食 图 9 中华秋沙鸭取食

图 10 中华秋沙鸭赶跑抢食的白鹭

8．江津綦江河中华秋沙鸭面临的主要威胁

通过调查，我发现江津綦江河段中华秋沙鸭栖息河段环境状况不容乐观，人类不断

加剧的开发活动，对河道滩涂随意地改造和修理，破坏了生态环境。中华秋沙鸭面临的

问题有以下几方面：

（1）江岸抽沙采石，直接破坏了河滩的自然环境；

（2）河边建筑垃圾、废水污染；

（3）濒江人工养鱼，投入了大量的饲料，改变了天然的水质

（4）濒江开荒种菜，缩小芦苇丛的同时恶化了沿河植被。

图 11 綦江河河岸的生活垃圾 图 12 綦江河河和中小岛的肆意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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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保护行动

加强宣传、增强人们的环保意识是保护环境的重要途径。本次保护行动的意义与主

旨就在于：通过宣传、教育，引起更多专家、学者们的关注，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并保护

我们美丽的家园，同时也争取尽快建立綦江河自然保护区，管住任意向河滩伸手的行为。

通过一段时间的持续户外观鸟学习，我对中华秋沙鸭观察有了一些心得体会。因此

决定向社会发出号召、树立人们的环保意识。为更好地保护中华秋沙鸭，并推而广之，

让更多的人愿意并学会保护其生态环境、更多的珍稀动物、全国的鸟类。作为一名中学

生，我积极开展了自己的保护行动。全方位，立体化，有针对性地向专家学者、全国青

少年、广泛市民和江津的原住居民，甚至更多的人们作报告，发出倡议。

行动一：在西南大学、重庆自然博物馆的指导教师的帮助下，我已撰写论文“重庆

江津冬季中华秋沙鸭初步调查”，该文即将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三期发表。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是中国中文核心期刊，该刊的主要受众为国内外科技工作者、高

等院校理工科教学科研人员和研究生，通过发表让更多受众来关心、保护中华秋沙鸭，

进而呼吁保护重庆市綦江河生态环境。

图 13 稿件在西南大学学报网站状态

【行动二】我将观察中华秋沙鸭多成写成了观察日记“遇见中华秋沙鸭”（见附件

1）发表在《少年先锋报》上，《少年先锋报》面向全国公开发行、深受广大少年儿童

喜爱的少儿类综合报纸，我通过在该刊物上发明文章，就是和小朋友们一起分享观鸟的

兴奋与快乐，并号召大家一起来保护这些美丽的精灵---迁徙鸟类。

【行动三】通过实践考察，我发现江津綦江河段中华秋沙鸭栖息河段环境状况不容

乐观，为此我归纳出环境收到破坏的几个方面，并写出倡议书“中华秋沙鸭的害怕”（见

附件 2）发表在《少年先锋报》上，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号召小朋友们一起来爱护、保

护中华秋沙鸭。

【行动四】我和重庆电视台科教频道的叔叔阿姨们一起制作了一期介绍中华秋沙鸭

的专题节目，让更多的重庆市民了解到我们身边的珍稀动物，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

该节目于重庆电视台科教频道 月 日播出（视频见光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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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重庆电视台科教频道专题节目截图

【行动五】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华秋沙鸭，我自己动手制作《中华秋沙鸭的认识

与保护》电子书（见光盘），并将电子书放在学校网站，百度空间和电子书网站中，方

便更多的网友更好的认识中华秋沙鸭，从而关注它们保护它们的生存环境。

图 15 《中华秋沙鸭的认识与保护》电子书截图

【行动六】结合綦江河沿岸居民实际情况，写出“关于保护中华秋沙鸭及生存环境

的倡议书”（见附件 3）并沿起綦江河岸居民发放，让当地的人来关注、爱护中华秋沙

鸭。

结语

中华秋沙鸭是在全球范围内分布区域狭窄且种群数量稀少的濒危物种
[8]
，重庆地区

从理论上看应该是中华秋沙鸭越冬分布地
[9]
, 但中华秋沙鸭在重庆境内的数量与分布一

直未见研究报道,建议有关部门加大对该鸟的保护力度,完善监测机制，强化对其越冬生

境的有效保护和管理，设立专项基金对中华秋沙鸭越冬期间的种群动态和越冬生态做系

统追踪调查研究，为中华秋沙鸭营造良好的生存环境。

[8] 赵正阶，韩晓冬，吴景才等 中华秋沙鸭的繁群数量、分布和保护策略[ G] / / 中国鸟类学会水鸟组 中

国水鸟研究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61～65
[9] 赵正阶 中华秋沙鸭的迁徙和越冬[ J] 野生动物, 1993( 2) :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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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天衡导航·北斗杯”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学组）

北斗导航系统在医院救护车的特殊作用

作者：张慧文、于泽洋、 李阳、郑永

指导教师：吴德双、庄绍良

学校：大庆市第十七中学

【摘要】医疗救护车为了保障国民的生命健康安全，时常行驶在各条公路上。然而，一

些不利于救护车救援的因素仍旧存在。如：出车不及时、出车后道路的拥挤、指挥员在

调度救护车时不便等现象。正是这些因素，失去了太多的鲜活的生命。

因此，我想到在救护车上安装一个系统，该系统由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直接控制

并指挥，让应急车道上的所有车辆为救护车开辟了一条通往病人所在地的最迅速的绿色

通道，从而大大改善如今救护车在救援过程中的不利局面。

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到：目前北斗卫星应用到救护车上并不是很广泛，因此，本

人决定将北斗系统应用在救护车上来解决相关问题。通过分析和调查，确定了以导航系

统为基础，增加不同功能的其它设备(如定位急救、车载电话、对讲机、北斗卫星的接

收机、对交通灯的控制系统。) ；确定了将卫星信号作为通讯手段；确定了各车之间有

一个接收信号的终端。

该系统的创新点：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应用在了医疗等民生领域，通过在紧急

情况下能够迅速地进行车与车之间、车与指挥中心之间、车与病人之间的实时交流，从

而为救护车开辟了一条通往病人所在地的最迅速的绿色通道。

设计实现过程中使用到了科学的调查研究方法、归纳分析，还用到了很多课本

内外的科学技术知识，如卫星应用、信号接收、设备安装等，培养了自觉能力、对课本

知识进行了试验和验证，锻炼了科学的研究设计方法，实现科技创新的目的。

【关键词】北斗卫星定位 医疗救护 绿色通道 交通灯结合卫星

一、项目背景

从党的十六大的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到十七大的工业化、信息化、城

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十八大的“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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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出，信息在二十一世纪中的中国以及全球都是重要的领域，以至于人们将信息列为

二十一世纪的三大支柱产业之一。

基于此，我党及广大爱国科学家认识到发展卫星事业的重要性，于是我国结合国情，

科学、合理地提出并制订自主研制实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设的“三步走”规划：

第一步是试验阶段，即用少量卫星利用地球同步静止轨道来完成试验任务，为“北斗”

卫星导航系统建设积累技术经验、培养人才，研制一些地面应用基础设施设备等；第二

步是到 2012 年，计划发射 10多颗卫星，建成覆盖亚太区域的“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

统（即“北斗二号[5]”区域系统）；第三步是到 2020 年，建成由 5颗地球静止轨道和

30颗地球非静止轨道卫星组网而成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原理：北斗一号”卫星定位系出用户到第一颗卫星的距离，以及

用户到两颗卫星距离之和，从而知道用户处于一个以第一颗卫星为球心的一个球面，和

以两颗卫星为焦点的椭球面之间的交线上。另外中心控制系统从存储在计算机内的数字

化地形图查寻到用户高程值，又可知道用户出于某一与地球基准椭球面平行的椭球面

上。从而中心控制系统可最终计算出用户所在点的三维坐标，这个坐标经加密由出站信

号发送给用户。（如图 1）

图 1

表一：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发射时间

发射日期
运载

火箭

火箭飞

行次数
卫星编号

卫 星

类型
发射地点

2000 年 10 月 31 日 北斗-1A

北 斗

一号

西昌卫星

发射中心

2000 年 12 月 21 日 北斗-1B

2003 年 5 月 25 日 北斗-1C

2007 年 2 月 3日 北斗-1D

http://baike.baidu.com/view/39805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7791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041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622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398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398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041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7796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634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566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1303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7744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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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4月 14 日 04

时 11 分

长征

三号

甲

第一颗北斗导航卫星(M1)

北 斗

二号

2009 年 4 月 15 日 长征

三号

丙

第二颗北斗导航卫星(G2)

2010 年 1 月 17 日 第三颗北斗导航卫星(G1)

2010年 6月2日夜间 第四颗北斗导航卫星(G3)

2010 年 8月 1 日 05

时 30 分

长征

三号

甲

第 126

次
第五颗北斗导航卫星(I1)

2010 年 11 月 1日 00

时 26 分

长征

三号

丙

第 133

次
第六颗北斗导航卫星(G4)

2010年12月18日04

时 20 分

长征

三号

甲

第 136

次
第七颗北斗导航卫星(I2)

2011 年 4月 10 日 04

时 47 分

第 137

次
第八颗北斗导航卫星(I3)

2011 年 7月 27 日 05

时 44 分
第九颗北斗导航卫星(I4)

2011 年 12 月 2

日 05 时 07 分
第十颗北斗导航卫星(I5)

2012 年 2 月 25 日凌

晨 0时 12 分

长征

三号

丙

第十一颗北斗导航卫星

2012 年 4月 30 日 4

时 50 分

长征

三号

乙

第十二、第十三颗北斗导航系统组

网卫星（“一箭双星”）

2012 年 9月 19 日 3

时 10 分

长征

三号

乙

第十四、十五颗北斗导航系统组网

卫星“一箭双星”[5]）

2012年10月25日23

时 33 分

长征

三号

丙

第 170

次
第十六颗北斗导航卫星[8]

如今，在几代科学工作者的努力下，北斗卫星导航事业得到了迅猛发展，北斗导航

也必将应用更多更广。

北斗卫星系统的应用：

交通运输：汽车、铁路、航海、航空、航天

地理地质：测量、绘图、大地测量、地理信息系统、土地使用规划

http://baike.baidu.com/view/47758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5887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7758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9342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480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866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7778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623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624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0682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7757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7776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9984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0444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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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环境：气象预报、污染监测、生态与转生动物保护、环保、有毒废物\油污

清理

产业建设：农业、建筑业、电子商务\金融

个人消费：消费电子、徒步旅行\捉迷藏

军事方面…….

通过本人对北斗导航系统的了解，我不久便喜欢上了北斗系统。一天，看到了有关

北斗卫星应用的情况，再联想到在现实生活中因城市交通的拥挤及控制中心的指挥不利

而造成的太多因抢救病人不及时而失去太多太多生命的事件。于是，我突然之间有了一

个想法，何不借用北斗来解决现在关于救护车的拥挤问题呢。于是，我初步形成了一个

研究项目。

该项目国内外趋势：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现在国内外多是将导航系统的定位功能

用于救护车，而将车与车之间，车与指挥中心之间等的联系的相关项目人们还未涉及，

但是国内外的专家也在考虑今后是否要发展这种新型的应用模式。

因此，本文以北斗导航系统结合救护车开辟绿色通道为研究背景，针对现行的一些不足

提出一些建议，从而将北斗系统的作用具体化，广泛化。

该项目研究作用：该项目的研究利国利民，能有效保障病人的生命健康，从而给病

人的家庭、病人的朋友带去一丝福音，对社会的稳定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该项目项目水平：从本国来看，本项目的研究成果几乎为零。

该项目应用推广前景及预期的社会经济效益：本项目的成功，将有效解决救护车在

救援病人过程中因交通拥挤、指挥失误、出车延时而导致失去抢救病人的黄金时间，从

而为病人的亲友、病人自己的生活提供了良好保障，一定程度上也维护了社会稳定，从

而提高了社会产值效益。

二、设计思路及项目内容：

在现有的导航仪上进行添加某些部件，包括汽车定位系统、车载电话、对讲机、北

卫的接收机、通讯设备、对交通灯的控制系统等部件。使用汽车定位系统，方便指挥中

心实时监测救护车所在位置，从而可以派离病人最近的救护车前去救援。使用车载电话，

方便病从可以直接拨打救护车电话而不拨打指挥中心，从而提升了出车效率，为抢救赢

得更多的宝贵的时间。使用对讲机，则司机可以通过卫星信号与指挥中心直接对话，而

不至于用手机时所导致的网络大塞车的问题，从而更便于指挥中心的指挥。使用对交通

灯的控制系统则可以为救护车开辟绿色通道提供更大的便利（详解附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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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市长

指挥中
警察/交管

消防/急救统一号码

业务指导

联

合

行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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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有的救护车上安装了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出诊时只要输入前往的地址，系统马

上就会显示距离最近的路线，还会有语音提示在哪个路口该转弯，非常方便。装上定位

系统的急救车，可根据定位系统自动导航装置，决定行车路线，同时也可防止迷路现象

的出现，从而大大缩短急救时间。就算病人没及时讲清住址，该指挥中心也能通过电子

地图锁定患者电话的位置，并迅速找到他的家。该系统最大的作用在于，可以通知路面

上其它的车辆，从而通过车载机传递信息后，令其它司机主动停下自己的车，为生命危

在旦夕的病人开辟一条绿色快速通道。

三、设计过程（工作基础和条件）：

1 可行性分析：随着国家提出的深入应用北斗卫星系统功能的计划，我相信有朝一

日北斗卫星系统将会在民生领域应用更为广泛，逐渐解决更多的问题，我所研究的项目

也会逐渐得到广大国民的认可。

2工作基础和条件：能够买一个现市场上广泛应用的导航系统，然后自己进行组装、

试验最后得到实际应用。

四、计划进度与考核指标：

1 总的研究期限及年度计划进度：

本项目计划研究两年。头年完成项目的试验阶段，第二年完成项目的推广应用阶段。

五、项目分工：一个人全程完成。

六、项目主要研究人员：

七、项目创新部分：

在充分了解北斗卫星后，能够充分运用其相关性质，从而解决了人们的一些麻烦事。

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应用在了医疗等民生领域，通过在紧急情况下能够迅速地进行车与

车之间、车与指挥中心之间、车与病人之间的实时交流，从而为救护车开辟了一条通往

病人所在地的最迅速的绿色通道，从而极大地保证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为维护社会

稳定提供了极大的保障。

设计实现过程中使用到了科学的调查研究方法、归纳分析，还用到了很多课本内外

的科学技术知识，如卫星应用、信号接收、设备安装等，培养了自觉能力、对课本知识

进行了试验和验证，锻炼了科学的研究设计方法，实现科技创新的目的。

姓名 单位 性别 年龄 专业 学位 职称 项目中承担工作

唐伟杰 华阳中学 男 16 理科 高中 学生 全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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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进一步设想：

扩大北斗卫星在智能交通的使用范围，看能否解决日益严重的交通拥挤问题（尤其

是在春节前后）；应用北斗解决车祸问题….

九、致谢：

此次项目的完成主要得益于龙新明老师的全力支持和帮助，是他在我遇到困难时，

第一时间内帮我解决问题；当然也很感谢张晓容老师，她教会了我如何更加规范地写论

文；我也很感谢班主任老师和父母，因为没有他们的支持，我的项目也不一定能够完

成….

参考文献

1．百度百科之北斗导航系统的工作原理（http://baike.baidu.com/view/590829.htm）

2．百度百科之北斗导航系统的发射时间

（http://baike.baidu.com/view/590829.htm）

3．百度百科之北斗导航系统的应用领域

（http://baike.baidu.com/view/590829.htm）

4．百度百科之北斗导航系统的原理图片……

（http://baike.baidu.com/view/59082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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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天衡导航·北斗杯”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学组）

BD-CASTIC2013-NE-S 科技制作

北斗导航模型火箭测量仪

作者：高媛、曹琪悦、 戴威、邵佳琦

指导教师：吴德双

学校：大庆市第十七中学

【摘要】北斗导航模型火箭测量仪是采用模型火箭气压高度计和北斗导航融合测高方

法，含有：气压高度计，北斗导航定位系统和飞行控制器，其中，气压高度计和北斗导

航组成测高系统，飞行控制器经融合气压高度计和北斗导航的高度测量值后，得到模型

火箭的有效飞行高度值，其中：当北斗导航失效时，采用气压高度计的高度值；当气压

高度值发生突变而北斗导航高度值没有变化时，采用北斗导航高度值；当气压高度值和

北斗导航高度值同步变化时，以北斗导航高度值和气压高度值的均值作为飞行高度值。

本发明通过融合气压高度计和北斗导航的高度测量值，不仅提高了高度测量的可靠性和

准确性，还可避免单独使用气压高度计易受阵风的影响，以及单独使用北斗导航易受周

围环境的影响。

【关键词】导航、测量

一、、设计制作背景：

测量技术经历了从机械、光学、电子、光电一体化以及卫星定位的发展历程，现代测量

技术充分利用北斗导航卫星定位技术、差分北斗导航定位技术、航空遥测遥感技术、计

算机绘图与输入输出技术等已广泛应用于科学生产实践。北斗导航定位技术具有全天

候、多功能、作业效率高、定位精度好、误差小、高度集成和自动化、数据处理能力强、

容易使用等多方面的优点。

参加模型火箭设计与制作小组已经一年多，发射、回收模型火箭多次，无法准确测量每

次发射高度和距离，在指导老师帮助下，通过查阅大量资料，终于设计与制作了基于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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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火箭的测量仪。

二、设计制作

设计北斗导航测量仪，利用该机器可以快速而准确地测定任意模型火箭发射的轨迹的三

维坐标数据，进而绘制三维数字地形图，建立信息系统。

1、设计：模型火箭飞行高度测量方法通常有五种，即分别使用气压高度计、北斗

导航,激光测距仪、超声波测距仪和雷达测距仪测量飞行高度。

气压高度计测量范围大，但易受天气变化和阵风影响而造成高度测量不准，北斗导航高

度测量范围大，但易受周围建筑物和树丛的遮挡而失效。因此，模型火箭在建筑物和树

丛中起飞时，会因北斗导航失效而无法

测量飞行高度。激光测距仪测量范围稍

小，重量大，易受天气影响，不适于模

型火箭搭载；超声波高度计测量范围在

lom 以下，不适于高空测量；雷达测距

仪测量范围大，但重量大，不适合小型

模型火箭搭载；因此，模型火箭高度测

量方式多采用气压高度计或者北斗导航

分别测量飞行高度。由于以上提到的原

因，上述两种测量方式均有一定程度的

弊端，使用范围有限。由于上述原因，

我们采用了气压高度计和北斗导航测量

高度，通过融合气压高度计和北斗导航的高度测量值，使气压高度计不受周围环境限制

和北斗导航不受阵风影响的优点得到互补；其次，利用气压高度计和北斗导航组成测高

系统，提高了飞行高度测量的可靠性和准确性；提高了模型火箭系统的安全性；由于气

压高度计和北斗导航的重量轻，因此非常适用于模型火箭。

本设计含有：气压高度计，北斗导航全球定位系统和飞行控制计算器，其中，同时采用

气压高度计和北斗导航测量飞行高度，将气压高度计和北斗导航组成余度测高系统，飞

行控制器融合气压高度计和北斗导航的高度测量值，得到模型火箭的有效飞行高度值。

当北斗导航失效时，采用气压高度计的高度值；当气压高度值发生突变而北斗导航高度

值没有变化时，采用北斗导航高度值；当气压高度值和北斗导航高度值同步变化时，以

北斗导航高度值和气压高度值的均值作为高度值。

2、制作

如图 2、尺寸： 25.4*69.8*15.7 毫米，重量 20.1 克，用锂聚合物电池作电源

北斗导航与气压高度计双部署，跟踪火

箭使用北斗导航技术的位置，它传输所

有这些数据回落到地面的地方，它可以

实时显示在计算机上。北斗导航跟踪数

据，气压高度表记录，可以完美的双部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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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测试飞行高度。

测试发射火箭高度、速度及轨迹信息传递到地面计算机中，通过软件可以核实后如你预

期的的发射火箭引擎推力、实际的发动机的推力曲线，并比较每次发射后预测推力。用

降落伞弹射安全回收。保护设备，

遥测发射机、在火箭升空飞行期间能够看到所有的实时飞行数据。遥测系统在上升过

程中传送每秒 10次飞行数据，用于火箭定位定向跟踪每 5秒一次目标，板载存储器（2

MB），记录飞行数据存储数据，在 100 个样本/秒的变化表和加速度计，还可以 3个样本

/秒，记录电池电压，温度和一批连续性捕获数据。 北斗导航记录每秒一次。 2MB 内存

板上，它可以捕捉超过 40 分钟的飞行数据。 火箭降落后，通过简单地

命令所有其存储的飞行数据传输到计算机中，不用下载

飞行数据。在地面上的。遥测范围是超过 10千米。

可充电锂聚合物电池（图 3），通过 USB 连接线到

计算机充电。（

图 4中蓝色的小盒子，是一个发射器和接收器并允许计

算机远程发出指令到阿尔特斯 Metrum 的有效载荷，火

箭是在空中接收遥测数据，上面安装接收天线，下面使用一个标准

的 USB 接口连接到您的计算机。

900mAh 的锂电池插入北斗导航模型火箭测量仪接口上，装入火箭

中，装好火箭及发动机，启动发射器，发射火箭，北斗导航模型火

箭测量仪开始测试高度。

查看遥测数据 TeleMetrum，从阿尔特斯 Metrum 的网站下载并安

装软件“AltosUI”到计算机程序中。这个基于 Java 的软件连接到

TeleMetrum 在飞行过程中，可以看到北斗导航卫星接收的数据，

以及显示在飞行过程中关键参数的当前值和最大值，记录所有飞行

遥测数据。

软件包括的飞行后 AltosUI 分析工具 thatmakes，如远地点高度，最大加速度，最大速

度，都能容易地提取记录。可以生成并查看火箭在飞行过程中高度、加速度和速度。如

图 5

图 2

图 3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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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火箭管直径 75毫米的机身长 2.8 米 使用 4枚 D5-0助推火箭发动机和 1枚 D8-3火

箭发动机，直径 2米的降落伞。

北斗导航模型火箭测量仪可用于测

量模型火箭、飞机，还可以广泛应

用于城乡建设、道路交通、水利、

矿山等的工程测量，应用前景十分

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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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天衡导航·北斗杯”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学组）

北斗导航卫星应用的创意

作者：刘子涵

高科技导航眼镜。

眼镜上内置有北斗终端所需的天线及接受装置等。眼镜腿上有语音接收装置，按下

启动按钮启动后，学生说“妈妈”，能够在镜片上显示地图，并在地图上标示出妈妈所

在位置。可以显示自己当前所在的位置、方向等，并能够语音导航和地图导航，可以用

语音向妈妈发送短信息，告知目前的简要情况。预置常见的“妈妈”、“爸爸”、“家”等

需要导航的常用词汇，也可以自定义需要导航和词汇。

这样可以避免学生迷路，也可以为盲人进行导航。

启动按钮取消后，可以当作普通的眼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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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天衡导航·北斗杯”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学组）

北斗，北斗！

作者：王佳星

指导教师：曾昊溟，宋祥成

“叮当”，新的一天就在一阵轻松而又悠扬的音乐声中拉开了帷幕。我刚一睁开眼

睛，整个房间仿佛随着我的眼皮的移动而有了动作，先是房间的灯光打开了，而后窗帘

也在中央电脑的控制下被拉开，落地窗上的玻璃也随着由透明转为透明。一束阳光斜射

入我的卧室，照在光亮的地板上，印得整个房间金碧辉煌。不用说，这都是北斗科技在

民用方面的应用。我简单地洗漱了一下，又在餐桌上享受了一顿由智能主机搭配的一套

营养丰富的早餐。揉了揉有些发胀的肚子，我又简单地做了一下活动。然后我便从阳台

由升降楼梯下了楼，然后便坐进了新购的北斗型轿车。

在车前控制仪输入了目的地的坐标，便任由它由北斗卫星进行精准的测量，然后选

取了一条最近的路程进行自主驾驶，我也第一时间联入了无线网络看看有没有什么人通

过北斗通讯器联系我。

突然一个闪亮的图标闪现在我的面前，我点开它，然后一个素色衣袍，精神矍铄的

老人形象就出现在了我的面前。我倒是被吓了一跳，没有想到新买的车这么给力，竟然

有北斗实验室专供的全息投影。话说这全息投影是北斗实验室一个失败的产物，但在别

人的眼中可了不得，它可以用于模拟场景，进行实战推演，并在这方面拥有过人的“天

赋”。

“刘老，这么着急找我，有什么事情么？”我立刻向刘老打了个招呼。“哦，也，

没什么大事。今天过会会有一批外国友人来我们的北斗博物馆参观，你可得照看好了。”

我自信满满地向刘老打了个包票：“没问题，我的能力您还不放心吗？一切有我呢。”刘

老也满意地笑了笑，“这车用起来不错吧，让我看看，唔，这是北斗新一代的纳米材料，

这是涡旋推进系统……”我一看刘老还要继续,连忙打断他,"您说几点钟，我立即赶过

来。”

不一会，在一番风驰电掣之后，我便立刻赶到了北斗博物馆。下了车，我出神地望

着天空中那七颗熠熠地闪耀着七彩光泽的圆球，久久地凝望了一会，我才通过升降电梯

进入了圆球内部。

看了一下时间，我便耐心地等待外国友人的到来。

不一会儿，伴随着升降电梯的起落，我也迎来了我今天要服务的对象。我赶上几步，

向他们做自我介绍：“各位，欢迎你们来到北斗博物馆。今天将由我刘灿给大家服务，

我将在这一天内带领大家参观我们的北斗博物馆。当然，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我提出，

我将为大家竭诚服务。”话音刚落，就有一个金发碧眼的女子用英语向我提问，不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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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转换器的调节下就变成了汉语：“刘先生，我可看到你们这座北斗博物馆好象是浮

在空中，但又没有什么支撑物，这是采用了什么特殊的工艺或者材料呢？”我微微一笑，

解释道：“我们的专家在实验的过程中发现了这样一种物质，它可以大幅度地催化磁场，

使得原本极为弱小的磁场得以加强，这就好象化学中用催化剂催化反应一样，它本身并

不产生磁场，而且不需要消耗能量。它还可以定向控制磁场，使博物馆的斥力与地心引

力相互抵消。”众人一时为我的解释所叹服，也更加希望早点看到博物馆里面的实物，

也就不再多言，便跟随我一起进入了一个圆球内部。

我一边走一边介绍说：“北斗博物馆一共分为两大部分，前三个记录了北斗在一百

年间走过的历程，后四个则安放了北斗在这百年间的科技成果。七个分馆分别以北斗七

星的名字进行命名，即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摇光。接下来我们就要

走进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有北斗勺头第一星之称的摇光馆。”

“摇光馆与接下来的玉衡、开阳同为一个整体，分别记录了北斗导航系统的建立过

程，以北斗为名的系列卫星建设工程，再到建立以北斗为名的大型科技研发中心。历时

近 60 年，直到现在。如同大家所见到的，北斗目前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这离不开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 21 世纪前十数年的稳步发展。大家可以看到，现在为我们模

拟的就是第一次北斗卫星发射的情形。”众人正出神地倾听我的讲解，突然出现的

全息投影吓了他们一跳，过后才发出一阵惊叹。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我国的空间发展史上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它不仅

为我国的空间探索提供了大量顶尖的科技人才，还为我们积累了丰富的发展经验，

让我们少走了许多弯路。最重要的是，它为我们获取了一系列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为我国成为空间发展的顶尖大国做出了巨大贡献。也是因为如此，国家才制订了

后来的以北斗为名的系列卫星建设工程，以及以北斗为名的大型科技研发中心开发计

划。”

“接下来的就是天权馆了，这里是一个巨大的全息投影，它将所有的北斗卫星的轨

迹都记录在这里。我们可以随时调看这里的卫星轨迹坐标，来对卫星做定期的检查以避

免卫星脱轨而对整个系统的危害。可以说，这里就是一个微缩的太阳系。”我来到一个

控制台前，通过操控将地月系放大，以便于他们观察。

“天璇馆则是一系列的北斗实验室的最新科技成果。譬如说大家现在看到的这

块纳米材料，它可以禁受住 2000 摄氏度的高温，以及零下 100 度的超低温。”我

又拿出一个样式古朴的头盔，说道：“这是前些天北斗实验室刚研发出的新产品。

它叫虚拟头盔，可以帮助大家在有无线网络存在的条件下进入虚拟空间，也就是

说让意识联入网络。”有一个高个子的男人迫不急待地从我手中接过头盔，在虚拟

空间中呆了几分钟，出来的时候直呼过瘾。

“最后一个就是天枢馆了，只不过这是北斗博物馆的控制中心，不对外开放，大

家只能走到这里了。”我正准备带他们回地面，刘老又给我传了一个讯息，告诉我今天

恰好有飞船往返于北斗空间站，让我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到空间站上一观。我一提起，他

们就连忙答应，谁会放过这样一个绝佳的机会呢？

站在飞船的玻璃窗旁，俯瞰着越来越小的北斗博物馆，我暗自下了决心，北斗的明

天，将由我们来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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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天衡导航·北斗杯”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学组）

中学组一等奖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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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天衡导航·北斗杯”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学组）

BD-CASTIC2013-NE-S 科技制作

导航背包

作者：张慧文

指导教师：吴德双

学校：大庆市第十七中学

【摘要】 设计可方便携带并便于进行日常应用的电子设备等功能的导航背包。在日常

生活中，可以进行导航，太阳能充电，娱乐等功能，配有 USB 接口，可以与手机相连

接，保证了导航、手机等有足够的电能。

【关键词】 导航、太阳能

一、设计背景

在高速信息时代，导航电子产品已经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许多人们外出或在

平时的生活中，很多人都需要导航设备来方便人们的生活，导航设备已经普及了人们的

生活中，人们的生活随时的需要导航仪器。然而，要把导航设计到人们最平常的生活用

品里，使之功能更多和更方便人们的使用。这些电子产品都要依靠市导航技术的发展，

然而在出行时，手机、笔记本电脑等其他导航电子产品没有时，难免给人们带来不便或

损失，需要其它新产品来代替，因此设计一种可方便携带的太阳能充电的导航新设备仪

器，对于导航的使用者来说是非常需要的，同时也更节能环保。

二、基本思路

北斗卫星导航是继 GPS 导航系统后最系统是结合

卫星及通讯发展的技术，利用导航进行测时间或距离。

依据这个 ，我把导航技术应用在可以进行太阳能充电的

背包上，从而设计成为导航背包。使之作用更丰富，增

大了背包的使用价值。导航背包可以在使用过程中，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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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导航系统，在人们出门，或者外出旅游时，如果迷失方向，或者需要确定位置时，可

以使用北斗导航进行定位，确定自己的方向与位置。如果包中放有贵重物品时 ，背包

丢失，也可以通过卫星导航，把包所在的位置通过发信息到事先所定的手机上，这样包

就很快的容易找回。此外，包内部即包的翻盖上还可设置一报警装置，当包不经意或被

别人翻开时会发出告警声，提醒使用者保护包内东西不丢失。包的外面上有着一个太阳

能板，可以在有光的环境下充电，并储存大量的电能源。如果在外出手机没有电时，包

内里含有通用的 USB 接口，给手机充电。导航包还有其他的功能，可以进行娱乐的功

能，还可设置有高音质功放。这种导航太阳能包，包括导航系统，包体、太阳能板，晶

体硅太阳能电池组件、移动电池盒、USB 连接线、数码产品转换接头。包体设有防水罩，

下雨时可以将防水罩罩在整个太阳能登山包外面，防水防湿，同时也不影响背负和攀登

太阳能板固设在顶袋的外表面上，同时也可以吸收太阳能并将太阳能转变为电能，太阳

能板上连接有 USB 输出线与数码产品转接头与数码产品连接。在夜晚时，可以实现应

急照明的功能，将太阳能能源应用到更广泛的用途上。

三、设计制作

1、包主体，与普通包一样，材质选为牛皮，不易破损，更经久耐用。

2、导航系统，在包上可以直接进行导航，卫星连接。

3、充电指示灯，当有阳光时，包会自动地进行充电，并依据充电时，包内的含电量的

不同，亮出不同颜色的灯，更方便人们的使用。

4、太阳能充电电路，它把包吸收的太阳能传递给包内，转化成有

用的电源。

5、储能装置，它储存着包吸收的太阳能。

6、电压转换电路

7、太阳能电池板

8、USB 接口，与其他的电子产品连接，进行充电等功能。

9、包体内有防水罩，防止受到到水的外界影响，在阴雨天，或突

发情况下，即使的使用防水罩，保证包的干燥，已安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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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天衡导航·北斗杯”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学组）

创新应用方案

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地震应急营救系统

作者：陈炳南，刘岳，姜东，王雨晨

指导教师：梁力

学校：辽宁省庄河市高级中学

【摘要】地震作为破坏力极大的自然灾害之一，一直困扰着人们。针对震后短期时间内

营救人员无法抵达灾后现场的情况，本文简单介绍了一种为受困者专门设计的营救系

统。通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人工控制台实现对灾区空投的微型探测车的控制从而起到

定位需营救者位置、提供食物补给、增大受困者存活几率的作用。

【关键词】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地震救援，人机联合

一、背景及意义

在人类与自然相处的过程中，自然灾害对人类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其中，地

震以其发生频率高，不可预见，破坏性强等特点成为首要的自然灾害问题，长期困扰着

人类。

应对地震问题，主要是从地震前、地震后两方面入手，即地震前的预测与预防和震

后救援。震前预测对于目前阶段来说还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但随着近些年科技水平的高

速发展，特别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不断完善，震后救援方面又有了较

大的发展空间。

二、地震应急营救系统简介

1、针对问题：由于交通、地理位置、受灾程度、救援人数等因素的限制，地震后

短期时间内营救人员无法立即赶到现场（特别是对于偏远地区）此时受困者会面临饥渴

与恐惧的双重困扰，本系统的设计目的就是解决这一问题。

2、系统各部分组成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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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集合装置

2、1、1集合装置结构及组成：集合装置长约 1m，宽高约 0.8m，可一次性携带 20

辆微型探测车。上表面为太阳能电池板以及发送与接收信号用天线，内部有营养液储存

器（24L）,以及电容量为 20000mA·h 以上的可充电电池 6块（图 2.1.1）。

插图 2.1.1 集合装置

2、1、2集合装置作用：对微型探测车充电并注入营养液；不断接收各探测车发来

的无线电信号并将信号发送给北斗卫星和人工控制台，使人工控制台及时了解各微型探

测车情况。同时接收北斗导航系统及人工控制台发出的信号，并将其发送给微型探测车，

实现北斗导航系统对微型探测车的导航定位和人工控制台对微型探测车行为的控制。

2、2微型探测车

2、2、1微型探测车组成：微型探测车顶部装备有红外摄像头及微型普通摄像头且

可转换方位。底部内有驱动马达，可充电电池，信号接收及发送装置和营养液储存器

（50ml)。采用四个履带式轮胎可应对不同地况。在内部空间利用合理的情况下，整体

长约 10-12cm,高 8-9cm,宽（含履带）10cm 左右总体积不超过 1080cm3（图 2.2.1）。

插图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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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微型探测车作用：向集合装置发射图像信号及位置信号，并从集合装置接

收信号，从而实现自身位置的确定及人工台的控制。在人工台及北斗的协助下发现受困

者后，为受困者提供食物补给并为其带来心理安慰，从而增强受困者在恶劣环境下的存

活能力，为救援争取时间；利用北斗定位功能标记受困者位置，为后续救援提供目标。

2、3人工控制终端

2、3、1人工控制终端组成：远程人工控制台及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2、3、2人工控制终端作用：通过人工分析集合装置发回的红外图像及实况图像，

结合北斗导航系统提供的位置信息及周边状况，向集合装置发出指令，对微型探测车行

为如行进，切换镜头方向等进行实时控制。

3、地震应急营救系统运行的具体流程

3、1飞机空投集合装置

震后第一时间即可由飞机空投集合装置。要尽量保证空投后集合装置的着地位置较

为平坦，且有光照，以保证太阳能电池板的高效工作。

3、2微型探测车“出动”

待集合装置落地后，微型探测车便可从其内部出发。首先，他们会通过系统各部分

的无线电发射与接收装置及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与人工控制台建立连接；接着启动其自身

的摄像装置和红外摄像头，将获得的图像资料通过无线电发送给人工控制台；最后人工

控制台根据各部分图像资料发送无线电指令通过北斗卫星对各个微型探测车进行控制，

从而进行对受困者的搜索、标记位置、食物补给以及返回集合装置的任务。

3、3微型探测车补充能量

由于电能的问题，微型探测车须在运行一定时间后回到集合装置补充电能，同时进

行营养液的补充。之后对于已找到受困者的探测车，可按原路线返回，以实现对受困者

食物的持续提供；对于未找到受困者的微型探测车，可更换路线继续寻找。

三、系统运行的可行性探讨

1、集合装置及微型探测车的体积

要想寻找被困在废墟中的人并运送食物，微型探测车的体积一定要足够小。微型探

测车总体积不超过 1080cm
3
，由此可见其在废墟之中还是可以来去自如的。而集合装置

整体大小适中，符合现代科技水平。

2、微型探测车的电能供应

微型探测车采用 1500mA·h 可充电电池，当探测车达到返航最小电量时便通过集合

装置向人工台发出返回请求，返回集合装置进行电能及营养液的补充。同时也可以对无

线电传送图像的频率进行调整。例如每两秒开启一次摄像装置和红外摄像头并传输图像

或设置完成一次人工控制台的指令后传输图像，这样会大大延长其运行时间。

3、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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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信号接受与发射装置造价 100 元左右，国产红外摄像头及普通摄像头造价各

50-100 元左右，现在国内的单晶硅太阳能电池板约 10 元/瓦，集合装置的太阳能电池板

约 0. 7m2，功率约为 100W，造价 1000 元左右，再加上金属，轮胎，马达，遥控装置。

一个集合装置含 20 辆微型探测车整体造价为 6500-7500 元。对于整个系统所需装置的

初次生产花费会比较大。但由于其可循环使用，每次使用时只会消耗电能和营养液，而

这些消耗所带来的极少花费与其能营救的可贵生命相对来说是不值一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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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天衡导航·北斗杯”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学组）

科技论文

北斗卫星导航监测与治理汽车尾气系统

作者：马佳飞

指导教师：郭广豪

学校：山西省榆次第一中学校

【摘要】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我国人民的生活也大大改善，汽车数量快速增

加，对空气的污染也日益严重，这给人们的健康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也给环境监测部门

带来了挑战，本系统的设计，通过对于汽车尾气污染的自动化监测与终端系统对于污染

情况的自动化分析与处理，从而在根本上解决了环保部门在检查车辆时人力和物力的不

足，使监控更具广泛性，为人们营造了安全、舒适的环境。

【关键词】北斗导航系统 汽车尾气污染监测仪 汽车远程熄火装置

一、设计背景

2013 年 1 月，一场严重的雾霾天气降临在了北京，给北京及其周边的居民正常生活

带来了极大的不便，而且造成了多人伤亡；2013 年 3 月，在黄土高原地区又发生多次沙

尘天气，使当地人的生活受到制约...频发的天气事故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天气质量的好

坏直接影响着我们的正常生活与社会的正常运行，专家称，空气污染是人类健康的大敌，

空气质量的优劣直接影响到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低劣的空气质量会使人注意力分散，工

作效率下降，严重时还会使人产生头痛、恶心、疲劳、皮肤红肿等症状，据报道称，我

们日常中，有近 60%到 80%的大气污染来自机车的排放，所以对机车排放加以严格的控

制势在必行。

http://202.4.130.31/FCKeditor/editor/fckeditor.html?InstanceName=FCKeditor1&Toolbar=hoo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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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统组成

图 1—汽车污染检测仪与终端的联络示意图

此系统由三大部分组成：汽车尾气排放检测报警与远程制动系统、北斗卫星传输系

统、远程终端控制与反应系统。

1、汽车尾气排放检测报警与远程制动系统：

<1>设计方案：采用路程车检所采用的汽车尾气检测仪的相关系统，并和与北斗卫

星相连接自动报警装置的联系，使得可以在发现汽车排放超标的第一时间将信息发出，

让终端系统尽快做出反应，以防污染加大。

<2>功能特点：

①选用寿命长、精度高的红外（NDIR）NO 分析平台，反应速度比传统电化学原理

检测器快三倍，可快速做出该车污染程度的正确处理。

②可以附加对汽车排放管等部分的清理功能，便于车主可以经常对汽车的污染程度

变化做出反应，以达到监测的真正目的。

③可以将车的车牌号，车主信息附带，以便于在出现需要处理该车污染的情况时可

以快速查找所需相关信息。

④连接汽车的点火处，引擎处，在必要的时候会采取强制熄火措施。

<3>要求

①仪器应当有较高的测量准度，能够在最大限度的防止误差产生

②仪器应当具备相对稳定的内部结构，如三角架结构，加上简单的减震装置，使其

具有基本的防震功能，以适应一些车辆的自身摇晃较严重问题与一些特殊路况所造成的

测量误差。

③耐污性强，由于排污管中所排出的物质成分混杂，油污、有害气体、水分等都囊

括在内，因此对该仪器的防污、防水等方面的要求较高，器外壳应当在接口处加以密封，

从而使它防污性较好、密封性强，化学组成稳定，不易反应从而保证内部仪器正常运行。

④对于仪器的私人人为拆卸作出反应，发生此类事情时自动报警，由控制终端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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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⑤采用红外线的发射装置报警，穿透力强，即便在天气状况不好或其他天气下也可

以使用，不被外界条件过度干扰，有“拨云见日”的效果。

<4>工作原理

①接收信号：在车内安装信号接收器与发射器，采用电磁波联系（以红外线为主），

借助北斗卫星传输，与主控的终端系统进行联络。

②测控污染：利用汽车尾气测试仪进行，测试仪先采集少量尾气，后采用红外（NDIR）

NO 分析平台，精度大，误差小与报警系统连接。

③熄火装置：车内用单片机来控制，然后通过无线通讯控制单片机来控制车子熄火。

2、北斗卫星传输系统

北斗系统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全球定位与通信系统，基于它强大的定位功能，主要在

整个系统中进行定位与信号传输；在进行报警，下达警告与执行指令时进行信号的传输，

以进行远程的对话与操控，并在发出重中度污染警报时，进行车辆的自动定位。

3、远程终端控制与反应系统

<1>主要职能：对北斗卫星发回的信息作出判断，对该汽车造成的污染进行评级，并采

取相对应的措施，预计将污染分为三个等级：I—轻微污染，系统将自动对该车主进行

短信警示，令其注意观察车辆造成污染程度；II—中度污染，系统会以语言提示对该车

车主进行警示，把情况记录在储存系统之中，。III—重度污染，在发出语言警告后，要

求车主在 48 小时内进行维修检测，否则强制停用车辆，令其找相关部门协商，加入档

案。

<2>注意事项：

在采取强硬措施时应当注意不能影响到正常的交通秩序，要在不影响社会正常运

行的前提下使用系统。

对不同型号、不同用途的车辆采取不同的评级标准。

三、可行性分析

1、仪器的安装：仪器应由公安部门进行强制性安装，将此系统的终端控制系统与

公安部门已有的牌照系统相连接，将已注册车辆的信息中增加是否已安装排放测控系统

一项，令已有车辆在一定时间内安装该系统，否则将会按照无牌照的处罚方案进行仲裁；

对于新购置，正在进行注册的车辆，则在上牌照时直接配套、安装系统，在范围上实现

全方位的监管，此流程在公安交警的配合下完成，加上配套已经比较完善的车辆牌照系

统的帮助，更容易实现对于汽车防污的精细管理，难度较小，可行性强。

2、监控作业的执行：监控作业主要由环保部门执行，在环保部门内安装系统的终

端系统，将监管部门的主控计算机作为“最高权限管理员”，在出现中度或重度污染时，

系统将直接将该车的污染情况上报至管理员处，在自动警告、强制熄火后请求终端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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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人员出面干涉。这种查污染的方式与现行的公安部门卡点突查相比既实现了全天

候，多方位的监管，同时也提高了办事效率，，在省去大量人力物力的同时，还能够在

最快的情况下制定并实施科学有效的应对方案，改进力度较大，可行性强。

3、反对人为拆卸系统拒不接受监控的行为：汽车排放量系统作为对人们的约束，

很可能会有人进行破坏，拆下监测系统，妨碍正常监管，对于此类行为，应在监测装置

上安装一种能够与汽车操控系统相连接的工具，可以使装置在断开连接 2-3 小时候自动

进行报警，从而使仪器与它所安装的车辆密不可分，再不会出现有人将系统拆掉使终端

系统无法控制的情况，并作为年检指标。这样做保证了系统的广泛使用，可行性较强。

四、工作流程示意图

图 2—工作流程示意图

五、开发意义与前景

据相关人士透露，中国的现有车辆数为 1.3 亿辆，预计将在 5 年内以年均 2000 余万

辆的速度增长 ，至 2017 年底中国将拥有 2.3 亿辆汽车，汽车数量的快速增长必将给中

国的环境与资源带来极大的挑战，所以，对汽车排放来那个的控制势在必行，运行此系

统，可以大规模的控制污染，保证空气质量，营造适合人类居住的环境，同时，对于汽

车尾气排放系统的使用，用高科技的力量代替了以往人力卡点突查的模式，相对而言，

由北斗卫星传输信息

监测污染源及时报警

终端系自动判定评级

轻微污染，系统将自

动对其进行短信警

告，告知有关通知，

要求车主注意。

I 级
II 级

III 级

处理结果回执，结束流程

中度污染，予以语言

警告系统自动记录存

档。

重度污染，在发出语言警

告后，要求车主在 48 小时

内进行维修检测，否则强

制停用车辆，令其找相关

部门协商，加入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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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全天候，多方位，可捕捉一点一滴的污染源加以控制，且会省下大量的人力物力，

缓解了因检查造成的交通堵塞，维护了秩序，通过强制手段也侧面加强了人们的环保意

识，有利于环境一步步的转好。至于发展前景，除了汽车排污检测以外，只要稍加改进，

就可以用于其他方面的环境监测，对于水质、矿产等方面均可以运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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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天衡导航·北斗杯”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学组）

科技创意

BDS校园安全保障系统

作者：姜舒晗

指导教师：孙德莉

学校：山东省烟台第二中学

【摘要】踩踏事故、中小学生绑架事件、溺水事故……一系列的校园安全事故像一支支

尖锐的冰锥刺痛着我们的心。而“BDS 校园安全保障系统”正是为此设计的一套以简化

校园安全管理程序，提升学生个人安全等级为目的的新型校园安全保障系统。该系统以

中国最新研发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为技术基础，将每一个学生的实时信息通过北斗卫星

收集并发送到校园中心数据处理站进行统一分析处理。该系统在理论上实现了如下两大

类功能：一、安全事故的预防及处理。二、学校相应管理机制的简化。

【关键词】北斗导航 校园安全 高效管理

一、系统组成及简介

1、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以下简称 BDS）

图 1 北斗导航卫星系统组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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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S 是中国正在实施的自主发展、独立运行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致力于向全球用

户提供高质量的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并能向有更高要求的授权用户提供进一步服务，

军用与民用目的兼具。

BDS 系统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为空间段、地面段、用户段：

空间段：由 3颗地球静止轨道卫星组成，两颗工作卫星定位于东经 80°和 140°赤

道上空，另有一颗位于东经 110.5°的备份卫星，可在某工作卫星失效时予以接替。

地面段：由中心控制系统和标校系统组成。中心控制系统主要用于卫星轨道的确定、

电离层校正、用户位置确定、用户短报文信息交换等。标校系统可提供距离观测量和校

正参数。

用户段：用户的终端。

2、便携式校徽信号发射及接收器

离
校
按
钮

到
家
按
钮

求
救
按
钮

请假卡、活动卡卡槽

校徽

语音警报器

图 2 便携式校徽信号发射及接收器示意图

便携式校徽信号发射及接收器是本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款以北斗卫星导航

定位系统为依托的具有定位功能的装置，内置北斗芯片、语音播放器以及寿命为三至五

年左右的纽扣电池。外壳由耐压、耐高温、防水的特殊材料构成，整个装置重量不超过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B0%E7%90%83%E9%9D%9C%E6%AD%A2%E8%BB%8C%E9%81%9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7%BB%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5%A4%E9%81%9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5%A4%E9%81%9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4%B5%E7%A6%BB%E5%B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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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g，厚度不超过 10mm，长 90mm，宽 50mm，能够嵌入到中学生校服中或后置别针别卡在

学生胸前。校徽表面设有三个按钮，分别能够表明学生状态和紧急求救。校徽顶部设有

两个特殊微型卡槽，用于插入“请假卡”与“活动卡”。当插入这两种卡的时候，校徽

所发射的信号将经过处理变成一种特殊的信号，表明该学生已获得自由活动或请假回家

的权利，从而简化了繁杂的“请假条”程序以及“活动申请”程序。

3、校园中心数据处理站

校园中心数据处理站是整个系统的控制中心，它能够接受用户端（学生随身佩带的

校徽）发来的相关信息并加以处理，同时又能发布信息到安置在学校各个角落的移动终

端，通过学校广播对全体师生进行灾时疏导、人员调动……在校园中心数据处理站备有

一个拥有学生姓名、班级、照片、年龄、家庭住址、联系电话、监护人工作单位及联系

电话等一系列详细信息的数据库，以便于将BDS所收集到的信息进行一对一分类和统计;

同时该站点能完成简单的人数统计、物体速度分析、以及简单的 3D 模型的构建。

二、系统的部分工作原理解释

①学生个人身份的确定

每一个学生都有属于自己的学籍号，而每一个学籍号的后四位都是不同的，因此用

这个四位数字来为“BDS 校园安全保障系统“中的学生进行身份编号正是一个很好的选

择。例如，一个学生的后四位学籍号是：

3 2 0 6

那么，我们可以用三次短促的信号发射来表示数字三，用一次较长的信号发射来隔

开不同的数字（若为数字 0 则不发射任何信号），那么，该学生所发射的身份信号即

为：...___..___ ___.......。这样，学校中心数据处理站就可以通过接收到的信号特

点来确定每一位学生的身份，并进一步作出相关处理。

②北斗导航卫星系统的工作原理

首先由中心控制系统向卫星 I和卫星 II 同时发送询问信号，经卫星转发器向服务

区内的用户广播。用户响应其中一颗卫星的询问信号，并同时向两颗卫星发送响应信号，

经卫星转发回中心控制系统。中心控制系统接收并解调用户发来的信号，然后根据用户

的申请服务内容进 行相应的数据处理。 对定位申请，中心控制系统北测出两个时间延

迟：即从中心控制系统发出询问信号，经某一颗卫星转发到达用户，用户发出定位响应

信号，经同一颗卫星转发回中心控制系统的延迟；和从中心控制发出询问信号，经上述

同一卫星到达用户，用户发出响应信号，经另一颗卫星转发回中心控制系统的延迟。由

于中心控制系统和两颗卫星的位置均是已知的，因此由上面两个延迟量可以算出用户到

第一颗卫星的距离，以及用户到两颗卫星距离之和，从而知道用户处于一个以第一颗卫

星为球心的一个球面，和以两颗卫星为焦点的椭球面之间的交线上。另外中心控制系统

从存储在计算机内的数字化地形图查寻到用户高程值，又可知道用户处于某一与地球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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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椭球面平行的椭球面上。从而中心控制系统可最终计算出用户所在点的三维坐标，这

个坐标经加密由出站信号发送给用户。

三、系统中的主要信息流向示意图

便携式校徽信号发射及接

收器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校园中心数据处理站

图 3 BDS 校园安全保障系统信息流向图

四、实际应用功能详述

1、安全事故的防范与处理：

功能一 学生回家途中的安全保障

该功能主要针对于自我保护意识不强，自卫能力差的小学生而设计，其技术核心是

B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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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操作方式如下：

当小学生离校时，按一下“离校”按钮开始计时，当小学生回家后，按一下“到家”

按钮，计时完毕。由于每一个学生的回家路程，回家交通方式都具有一定的确定性，在

对某一小学生进行多次回家途中所用时间统计后，便可确定该学生所用的平均时间。由

校园数据中心处理后针对该学生设定一个合理的时间范围（即所用时间不超过平均时间

的α倍，α为大于 1的一个常数），当超出该时间范围时，“便携式校徽信号发射及接收

器”便会发出“安全异常”信号，校园中心数据处理站在接受到信号后立即联系学生监

护人核实该学生状况。另一方面，如果学生能够自己意识到危险，也可以通过校会上的

“求救”按钮来发送求救信号。

同时,我们还可以利用 BDS 来将一些危险区域（危墙、施工场地等等）进行特殊标

http://baike.baidu.com/view/80530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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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当卫星检测到学生进入这些区域时，校园中心数据处理站会通过 BDS 利用便携式校

徽信号发射及接收器内部的语音播放器向该学生发送安全提示或警告。

功能二 踩踏事故的预防

踩踏事故是最为严重的校园安全事故之一，每年全国各地都有大量学生因踩踏事故

而死于非命。

引用踩踏事故的定义如下：

踩踏事故，是指在聚众集会中，特别是在整个队伍产生拥挤移动时，有人意外跌倒

后，后面不明真相的人群依然在前行、对跌倒的人产生踩踏，从而产生惊慌、加剧的拥

挤和新的跌倒人数，并恶性循环的群体伤害的意外事件。

由该定义分析得出，在踩踏事故发生之前的一段时间，人群的运动及空间分布具有

以下特点：

（1）单位空间内的人数会迅速上升；

（2）整个队伍的运动速度会突然下降，人群中部速度趋近于 0；

（3）人员运动在方向上杂乱无章。

……

根据以上判断标准，我们可以较为准确的在校园中心数据处理站利用 BDS 的定位和

测速功能（定位精度 10米，测速精度 0.2 米/秒）对整个校园内的人员流量，速度方向

及大小进行分析各个区域判断出可能发生踩踏事故的地点，并利用校园广播、以及疏导

员来帮助这一区域进行人员疏通，将踩踏事故发生的概率降到最低。

功能三 灾时疏散及灾后搜索救援

每一栋教学楼一般设有二到三个出口及多个近地窗台，可在灾难发生时用作逃生的

出口，但由于缺乏对教学楼内部人员分布情况及人员流量的确切了解，人们在逃生时往

往会在局部区域内大量拥挤、阻塞，这极大降低了学生及学校工作人员的成功生还率。

现提出问题解决方案如下：

首先，我们可以在每一栋教学楼设置多个“灾难感应器”用于确定灾难的发生，当

“灾难发生”这一事件被确定后，这些感应器会及时将相关信息（灾难类型：火灾/洪

水/地震/暴风雨；灾难强度等等）通过 BDS 传给消防总部和校园中心数据处理站，校园

中心数据处理站在接受到信息后迅速做出分析并拟定可行的逃生路线，通过校园广播传

达给教学楼内的人员，加以疏导。

具体流程图如下（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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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灾害发生 判断灾害类型及强度 通过北斗导航卫星将信息传

送至处理中心

消防总部接收到求救

信号

派出救援人员

校园中心数据处理站接

受信号并迅速判断出安

全逃生线路

校园广播通知教学楼内部人员

图 4 灾时救援流程示意图

北斗芯片

空气湿度传感器

空气粉尘密度传感器

温度传感器

室内光线亮度传感器

灾
难
感
应
器

图 5 灾难感应器组成

退一步说，若灾时疏散没有取得理想结果，被困于教学楼（或教学楼废墟）中的学

生仍可通过便携式校徽信号发射接收器来求救。即使不能求救，BDS 也可凭借其精准的

定位功能确定被困学生的具体位置，保证救援工作的顺利快速进行。

2、学校管理机制的简化举例

功能四、学生实到人数核查及统计

到校学生人数的统计永远是校方最头痛的事情之一，每天都会有一些学生因逃学、

生病、及参加比赛活动等原因而未能到校，本功能正是为解决这一问题而设计的，其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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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技术是一定区域内的人数统计以及卫星所监视地区范围的确定，这两项技术目前都已

经很成熟，能够满足该功能的相应要求。

操作方法如下：

为实现对学生人数的合理、无遗漏统计，可以将一个学习日分成如下两种时段：

时段一：校门开启，学生入校——校门关闭，学生停止入校（早上，中午放学），

此时段测得的学校内最终学生人数为 x

时段二：课程开始——课程结束（上午、下午课程），此时段测得的学校内最终学

生人数为 y

若已知该校应到学生人数 m，那么 m-x 即为当日未到学生人数，x-y 即为当日请假

离开学校的学生人数

同时该功能也可应用于大型活动人数统计等一系列方面。

功能五、学校内部的纪律管理

该功能主要是对上文提到的“活动卡”应用，学生每次上课时间在教室外操场以外

的区域长期进行活动时需在校徽内插入该卡，否则判断该学生逃课

注：“请假卡“与”活动卡“由班主任保管，数量一定。

3、辅助功能

功能六、检测学生个人日运动量

该功能利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测速功能及精密授时功能测定每天学生的运动量，

为相关学生健康调查研究组织提供数据。

五、系统使用中的一些问题及部分解决方案

隐私权问题：系统使用过程中学生的部分隐私权可能受到威胁。对于此问题，我们

可以在便携式校徽信号发射及接收器中内置定时开关，只在白天学生活动时间进行信息

收集。同时应对收集到的信息严格保密，最大限度的保证学生的隐私权不被侵犯。

成本问题：本系统由于涉及整个校园的宏观管理，成本在短期内较高。但随着相应

技术的不断完善发展，成本将不断减少直至可接受的范围内。

精确度问题：BDS 目前的精确度已经达到 10 米左右，这相对于整个学区或学校面积

来看产生的误差是比较微小的。同时，随着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发展，其精确度有望最

终达到 1米以内，实现对该系统功能的无差别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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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天衡导航·北斗杯”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学组）

应用产品制作

多功能自行车车载导航系统

作者：耿守一 乔阳 王一超 冷雨奇

指导教师：耿志伟 孙丽娟

学校：山东省乳山市第一中学

【摘要】 本文讲述了“多功能自行车车载导航系统”作品的课题确定、选题的确定、

设计思路、研究过程、 应用的科学方法科学原理、 主要创新部分、其他人的研究情况、

进一步完善该项目的设想等。

【关键词】 3－5个，选词应规范。

选题的确定：

我们学校的同学自发组织了一个自行车队，同学们经常利用节假日骑着山地自行车

出去玩。不少同学的自行车上装有各种自行车运动装备，例如插在水壶架上的便携音响、

导航仪、转向灯、手电筒 、风火轮灯、喇叭、手机支架、小电瓶等等，五花八门。我

也曾和同学一起骑自行车出去玩过，但是感觉这些东西使用起来比较不爽，多种装备装

在车上显得很凌乱不说，有的同学忘记给手机充电，有的同学的音响声音小并且音质及

音效不高，电瓶还需要经常拿下来才能充电等等。

于是就想：能不能把这些装备用一个装置代替呢？

本设计旨在打造一款方便自行车骑友骑车出行使用的多功能自行车车载系统，可以

在骑行过程中听音乐、导航、给手机等充电、刹车及转向指示、夜间照明等，为骑车旅

途增添乐趣，减少烦恼，提高安全行，快乐出行！

设计思路：

体积小、集成度高、功能强、外观美观而有生活情趣、方便维护，便于扩展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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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过程：

通过解剖各种自行车车载装备，搞清其工作原理，在此基础上，设计本装置的结构

及安装位置、线路安排、车载发电系统的选择、开关控制等一系列问题。

本装置主要分三大部分：车载音箱及电源中心、发电及充电系统、控制系统。

设计制作过程中， 在发电系统的选择上，先后试过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车载

发电机发电。通过实验，微型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的效率较低，综合考虑成本问题，

所以最终决定只采用车载发电机发电，经过稳压限流电路，给各种用电装备供电。

车载音箱的设计制作，在学校印刷室要了个油墨桶，改造后装下3寸全频喇叭，功

率5——10瓦，桶里加装吸音棉，比市场上卖的插卡音响喇叭大、声场大，音质好。

车载电源中心的设计制作，采用3.7V大容量聚合物锂电池，保证电量充足并且不会

跟普通锂电池那样出现爆炸的意外，提高其安全性。电池安装在音箱壳里，引出导线，

发电机发电给电池充电后，电池通过变压限流电路，给功放、电筒、USB接口、导航仪

供电。

控制系统的设计制作，找了个插座盒，经过加工，把功放器、导航仪、转向电路、

充放电保护电路等集成于其中，电筒装在控制盒左侧，可以转动调节光照方向。各种用

电设备都有开关控制，其中转向灯、电筒、刹车灯、喇叭的控制开关单独安装在自行车

把上，方便控制；导航仪利用其自身的按键和触摸功能操作；而音响系统的音源利用导

航仪的MP3播放功能，音乐信号从导航仪耳机接口引到功放，音量控制没有采用按键式，

而是采用传统机械式旋钮，安装在控制盒后面靠近人体的地方，便于骑行过程中控制，

提高安全性。

连接装置的设计制作，我们是找了个废旧电脑，把主板上的插座和电源上的对应插

头拆下来，各个插孔、插头重新配对定义其接线方式（详见附图：接口定义），安装于

控制盒底部，各个子系统的连接，采用接插式，便于维护及升级。

主要创新部分：

其一：扩展水壶支架的功能

原来的山地自行车水壶支架，就是用来放水壶或者插卡小音箱的，可以考虑换一个

体积稍大一点的音箱，把聚合物锂电池封装在里面，作为电源中心，用手机放音，通过

微型功率放大器把声音放大，推动喇叭发声。

其二：电源中心除了给功放供电，还分出两路，一路给车载手电筒供电，另一路通过

变压电路，得到合适的电压，通过USB接口给手机或者平板电脑等充电。

其三：车载电筒装在控制盒一侧，可以上下转动，调节光照方向和距离。

其四：采用自行车车载发电机，给电源中心充电，解决需要经常把电源拆下来才能充

电的问题，可以在骑行过程中随时随地充电，不会出现缺电问题，并且绿色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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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控制盒和音箱体、发电机等的连接，尽量采用接插式，便于安装和维护以及升

级换代。

其六：控制盒外形采用流线形，适当减小骑行阻力，同时兼顾外观的美观。

应用的科学方法科学原理：

原理：基本电路知识、充放电管理、音响系统工作原理

方法：系统分析、系统集成

其他人的研究情况：

市面上常见的便携音箱很多，但是声场较小；自行车专用的车载音响还没见过；自

行车车载电筒和发电机和车载转向灯也是成熟的产品，但是它们的集成度较低，功能也

较为单一。

进一步完善该项目的设想：

1、进一步减小控制盒体积，集成手机、导航仪支架，使之更好地适用于自行车；

2、给音箱增加蓝牙功能，利用手机的蓝牙功能与音箱通讯，尽量摆脱线缆的束缚；

3、增加给随身WIFI路由器供电的接口，扩展其功能及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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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天衡导航·北斗杯”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学组）

科技创意

北斗远程 3D无人 作战 系统

作者：高飞 张祎

指导教师：

学校：山西省长治一中

【摘要】 在本次设计中主要利用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北斗卫星导航系统，3D 模拟地势

图建立技术，传感技术，雷达遥感技术等原理。设想我国人机械部队的建设和应用。以

加强我国防御，提高做战效率。希望可以通过北斗卫星定位系统，确定我方的地理坐标，

高程等所需量，在北斗卫星的传输后，将信息通过中央处理器显示在 3D 模拟地势图上。

再通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对无人机械进行远程遥控。同时，使用雷达遥感系统确定敌

方地理信息及军事信息。在北斗卫星系统的传送下，将该信息同样显示在 3D 模拟地势

图上，实现无人作战方式。当机体受损时可通过传感系统，将受损位置程度反馈回中央

处理器，经过分析决定其下一步作战计划，及时的召回可以减少经济损失，同时可以获

得准确的数据。

【关键词】 3D 模拟地势图、无人作战、传感、定位、导航。

一、背景及意义

随着我国国防科技的发展，我国的国防建设已经从学习模仿逐渐进入到自主创新的

阶段。国家安全的提高给人民的生活和发展提供着重要的保障，每个人都不希望有战争，

但战争一但发生，便会给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给世界带来巨大的损失，据统计，

朝鲜战争损失 3400 亿美元，越南战争损失 7200 亿美元，波斯湾战争损失 1020 亿美元，

第四次阿以战争损失 210 亿美元，阿富汗战争损失 1160 亿美元，两伊战争损失 1500 亿

美元，美国对南斯拉夫科索沃空袭费用是 250 亿美元。 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上双方

伤亡人数达 3000 多万。第二次世界大战：参战兵力超过 1 亿人，大约 9000 万士兵和平

民伤亡。如何在提高防御的同时节约经济，在战争是减少损失，提高战斗效率，是世界

各国都想达到的目标。无人机械作战应该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方法，但是如何真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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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这一目标依然面临这一些问题，如：如何准确把握战略信息，保证无人机械的灵敏度，

提高作战效率......在本次设计中，3D 模拟图的建立将地理坐标符号以真实图形、文字信

息显示方便操作，节约时间，提高作战效率。再利用北斗卫星系统将敌我信息及时把握，

并显示在 3D 模拟地试图上，有利于我军准确把握战略信息。而传感器的应用，可以提

高无人机械的灵敏度，真正实现无人作战，加强国防实力，减少战争的人员伤亡，减少

经济损失。

二、工作原理；

1.卫星定位原理：首先由中心控制系统向卫星 I 和卫星 II 同时发送询问信号，经卫星转

发器向服务区内的用户广播。用户响应其中一颗卫星的询问信号，并同时向两颗卫星

发送响应信号，经卫星转发回中心控制系统。中心控制系统接收并解调用户发来的信

号，然后根据用户的申请服务内容进行相应的数据处理。 对定位申请，中心控制系

统测出两个时间延迟：即从中心控制系统发出询问信号，经某一颗卫星转发到达用户，

用户发出定位响应信号，经同一颗卫星转发回中心控制系统的延迟；和从中心控制发

出询问信号，经上述同一卫星到达用户，用户发出响应信号，经另一颗卫星转发回中

心控制系统的延迟。由于中心控制系统和两颗卫星的位置均是已知的，因此由上面两

个延迟量可以算出用户到第一颗卫星的距离，以及用户到两颗卫星距离之和，从而知

道用户处于一个以第一颗卫星为球心的一个球面，和以两颗卫星为焦点的椭球面之间

的交线上。另外中心控制系统从存储在计算机内的数字化地形图查寻到用户高程值，

又可知道用户处于某一与地球基准椭球面平行的椭球面上。从而中心控制系统可最终

计算出用户所在点的三维坐标，这个坐标经加密由出站信号发送给用户。利用北斗卫

星定位系统，对我方军队进行准确定位，并将地理坐标等信息通过北斗卫星传入地面中央处

理器，显示在 3D 模拟地试图上，及时把握我军信息。

图 1 卫星定位原理

2.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导航是一门研究导航原理和导航技术装置的学科。导航系统是确定航行体的位置和方

http://baike.baidu.com/view/56254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6254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81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07870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31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9778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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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并引导其按预定航线航行的整套设备(包括航行体上的、地面上的和空间设备)。导航系

统现已广泛地应用于汽车、坦克、船舰、各种飞行器、自主式机器人及石油钻井等方面。导

航就是使航行体按—‘定的运动轨迹或根据所给的指令运动，以便达到顶定的目的地或攻击

预定的目标。例如弹道火箭、人造卫星的运载火箭。而建成后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将向全球

用户提供高质量的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包括开放服务和授权服务两种方式。开放服务是

向全球免费提供定位、测速和授时服务，定位精度 10 米，测速精度 0.2 米/秒，授时精度 10

纳秒。授权服务是为有高精度、高可靠卫星导航需求的用户，提供定位、测速、授时和通信

服务以及系统完好性信息。

目前，我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成功发射七颗北斗导航卫星。根据建设规划，2012

年左右，系统将首先具备覆盖亚太地区的定位、导航和授时以及短报文通信服务能力；2020

年左右，建成覆盖全球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通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建立和应用，可以及

时、准确确定我军行驶航线，在北斗卫星系统的传送下，传至地面中央处理器。为无人作战

系统奠定基础。

3、3D 地势对阵模拟图：

方法一：建立 3D 模拟地势图文库：

（1） 收集各地地图地势信息，组建基本地理信息文库。

（2） 制作相应的地理信息转换软件。

（3） 运用转换软件，将基本地理信息转换为 3D 模拟真实地图。

（4） 将所转换的地势图拼接，同时组建 3D 模拟地势文库。

应用时，可直接提取出所需要的地图，运用北斗卫星系统确定我方坐标，

显示在 3D 模拟地势图中，同时显示出所需信息。

方法二：实时转换系统：

（1） 运用北斗卫星系统对地点位置的定点拍摄。

（2） 对拍摄地图进行部分调整，可先转换为地理地图再通过转换器转换为 3D

模拟地势图，也可以直接将拍摄的地图转换为 3D 模拟地图。

图 2 3D 模拟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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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传感技术：

传感器是一种能把非电输入信息转换成电信号输出的器件或装置、通常由敏感元件

和转换元件组成。其典型的组成及功能框图如图 o 所示。其中敏感元件原件和转换原件

组成。其典型的组成及功能框如图。其中敏感原件是构成传感器的核心。

（1）敏感元件

直接感受被测量，并以确定关系输出某一物理量。如弹性敏感元件将力转换为位移

或应变输出。

（2）转换元件

将敏感元件输出的非电物理量(如位移、应变、光强等)转换成电路参数(如电阻、电

感等)或电量.

（3）基本转换电路

将电路参数转换成便于测量的电量，如电压、电流、频率等。通常，传感器输出信

号一般都很微弱，需要有信号调节与转换电路将其放大或变换为容易传输、处理、记录

和显示的形式。随着半导体器件与集成技术在传感器中的应用，传感器的信号调节与转

换可以安装在传感器的壳体里或与敏感元件一起集成在同一芯片上。因此，信号凋节与

转换电路以及所需电源都应作为传感器的组成部分。

通过传感器可以将作战时受损的程度，位置等信息及时转换为电信号，在北斗卫星

系统的传送下，传回到中央处理器，工作者通过分析对其进行下一步的指示和命令。

图 3 传感器原理图

5、侦察技术原理；

雷达测距原理：人们在实践中发现，无线电波的传播速度跟光速一样快(1 秒钟 30

万公里)。在传播的途中，一旦遇到反射体就产生反射。雷达就是根据这一原理发明和

制造出来的。人们只要测出电磁波从发射至遇到目标反射回被接收机接收这两段时间的

间隔，就可以用下列公式计算出目标眨离雷达有多远了。

目标距离(公里)=1/2(电波传播的速度(公里／秒)x电波往返的时间(秒)

上式中，电波传播酌速度每秒为 30 万公里，或每微秒为 300 米(1 秒等于 100 万微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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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雷达测距简要原理

雷达定目标方位原理：

雷达产生的强大功率，经天线把它聚集成只有几度的波束向空间发射出去。天线转

动的同时，窄波束就在空间搜索目标。电波遇到目标后产生反射，由目标反射回来的少

部分能量被接收机接收，并在荧光屏显示器上显示出来。当目标回波信号最大时表明波

束的最大辐射方向对准了目标所在的位置这时天线波束所指的方位，就是目标在空间的

位置可以在显示器的荧光屏上直接读出来。通过雷达遥感系统可以及时、准确的获得敌

军的信息，在对敌军信息处理后，可由北斗卫星系统将其传送到地面中央处理器，并将

其信息显示在 3D 模拟地势图上，真正做到“知己知彼”在战事上方能“百战不殆”。

图 5 雷达测定目标方位简要原理图

三、操作过程：

1、确定地理位置，选择相应的 3D 模拟地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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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系统中的每个终端用户（即我方军队），首先通过北斗卫星全球定位系统确立自

身的坐标与高程。继而向一颗卫星发送信号，卫星将它们的位置信号反馈到一个中央计

算机中，经过信息处理后，该中央处理器再将我方军备的位置在 3D 模拟地形图上显现。

3、利用雷达的侦察系统，及无人机侦察系统，确定敌方部队的坐标，高程，速度

等信息，将其信息整理发回到中央处理器，中央处理器在收到信息后，迅速将信息作成

真实模拟图，并将其显示在中央显示器上。

4、工作者通过对再现模拟图的分析，及时了解掌握作战信息，同时将作战任务及

命令指示发送到北斗卫星系统，北斗卫星系统通过对信号的识别及时对我方军队进行导

航以及命令指示，同时将作战方案传送终端用户（即我方军队）。

5、在我方军队上安装传感器，当我方无人军受到攻击时，通过传感系统，对受伤

的部位以及受伤的程度等信息进行分析处理并将整理后的信息发送到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北斗卫星将信息传给中央处理处，如果受伤严重，则可通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为其

准备最快的撤退路线，减小战争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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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敌方信息 我方信息 目的信息传送

敌 方 信 息 提 示

敌方信息传送 信息处理反馈 信息处理

图 6 操作过程流程图

4、 创新应用点

1.通过 3D 模拟地势图的建立，使以往繁琐的以等高线等地理符号所显示的地图变

的更加立体，清晰的真实地势图，同时，可以更加方便操作者的应用，提高作战效率。

2.经济效益；在战斗中，若机体受伤，由传感系统将相应的损伤信息传送到北斗卫

星系统，在由北斗卫星系统回馈到中央处理器，同时机体本身作出相应的维护措施。如；

若机体被燃烧部位接近机体的主要区域，通过传感则可以作出相应的自我灭火措施，以

减少损失，同时在达到一定的损伤程度事，可以急时的召回，待维修后再次运用可以提

高军事上的经济效益。

3.无人军队的应用，可以在保持一定作战效率的同时最大程度上减少战争人员的伤

亡。

4.无人机械部队可以适应各种地理环境，在我国边境无人区建立无人机械部队，可以加

强我国边区国防，尤其是在条件艰苦的边区，用无人机械部队巡视边境可一在过去的基

础上减少人力和物力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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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天衡导航·北斗杯”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学组）

创新应用方案

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疫情监测与应急系统

作者：杨添锦

指导教师：高继国

学校：山东省烟台第二中学

【摘要】疫病是传染病的别称，近年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疫病也不断发生。近

几年爆发的ＳＡＲＳ、禽流感等疫病不仅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而且还带来了巨大的社

会恐慌，如今Ｈ７Ｎ９禽流感又在肆虐，这些实例不断告诉我们建立一个高效的疫情监

测与应急系统势在必行。

本系统是以北斗导航系统为基础上设计的一款疫情监测与应急系统，通过建立信息

交互平台的方式及时的对于灾情进行有效控制和采取相关措施。该系统通过互联网、北

斗导航系统和疫病防控中心实现功能。对于灾情的突发可以迅速的获取相关信息进行分

析，并确定传染源接触范围并划定隔离区域，同时调配医疗力量前往疫区配合治疗。

本系统包含三部分：一、日常监测与管理系统；二、疫情应急系统；三、疫后恢复系统。

本系统的建立将有利于我国对于突发疫情的检测与控制，是定位系统与医疗系统的有机

结合，是我国的疫情防治体系更加完善。

【关键词】疫情监测与应急（Infectious disease Monitor and Control）；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BeiDou（COMPASS）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疫情隔离（Infectious disease

Insulate）；信息交互平台（Information exchange system ）

一、系统组成

软件

1.北斗导航卫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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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区域医疗监测网络

检测与日常管理系统 疫情防控中心分析系统（以下简称终端）

（系统 1）

医疗力量分配定位

2。疫情监测与应急系统 疫情应急系统 在线信息交互平台

（系统 2） 疫情防控中心分析系统

疫后恢复系统 疫情单点监控

（系统 3） 疫情防控中心分析系统

硬件

（3） 相关医疗设备

（4） 终端服务器

（5） 互联网

二、北斗卫星定位系统的应用

该系统中北斗导航系统主要抓住了其精确性、开放性、高效性、信息量大的特点，主要应用

了短报文通信、精密授时和定位精度功能，实现对于目标的精确的定位和信息分析。

具体应用：

1. 系统 1 中对于全国信息站的定位和系统组建

2. 系统 2 中对于病例发现时的位置、时间确定以及信息上传

3. 系统 2 中对于病例活动区域的定位和划分，接触病例的相关人员定位与追踪

4. 系统 2 中对于疫区区域范围的划分

5. 系统 2 中对于疫情事实情况的信息传递

6. 系统 2 中对于医疗力量的组织调配

7. 系统 2 中对于传染源的定位

8. 系统 3 中对于病愈患者的信息反馈

三、系统详细说明

系统 1检测与日常管理系统

这一系统主要用于对于疫情爆发前全国范围内疾病和居民健康情况的掌握。首先

要建立起全国各大城市的信息点，通过对于下属县市医疗信息系统的信息采集，定时向

终端进行信息反馈，以掌握全国范围内传染病动向。同时要对于能够随时调配的医疗力

量进行定位，并构建网络，以便对疫情爆发后的医疗力量的调配。

1. 建立信息网。在各大城市的政府部门建立信息点，每周采集全国传染病的防治

与监测情况。

2. 建立统筹系统，将全国可动用医疗机构进行联系，建立档案，各地建立应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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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对于系统内的医疗条件进行适当调整。

系统 2疫情应急系统

本系统为整个系统的核心，是疫情爆发时最为有效的整体指挥中心。

第一阶段 信息采集及分析

1. 发现疫情后，对于病人进行确诊，如果确诊为甲类传染病，要迅速对病人进行

隔离，采集其疫病的种类、病原体、症状等医疗信息通过 BDS 系统进行上传，同时利用

北斗定位发现病例的确切时间与地点，病人何时何地觉得不适，何时何地就医，何时何

地确诊及时反馈给终端。

2. 对于病人进行调查，了解其活动范围与接触人群，利用 BDS 进行划分区域。对

于其亲属、家人、朋友的相关人员进行检查和观察，对于疑似患病人员进行隔离。对患

者其出现过的区域进行检查和消毒处理，对其使用过的物品和接触过的人群进行追踪。

3. 对于病人的活动在 BDS 系统中进行模拟，确定疑似感染区，并进行多方面渠道

的调查，防治疫情扩散。

4. 安排当地医疗团队进行救治，对于病症及临床病理进行研究，研究疫病解决方

案，并实时通过系统通报终端。

第二阶段 治疗与防治

1. 根据上传的数据对于病情进行分析，组织专家进行研究，确定传染源的特性与

治疗方案。开启信息交换平台，汇集全国专家网上即时经验和成果交流，对于相关难点

进行集体攻关，对于有效药物信息进行位置确认。

2. 开启疫区与终端的实时信息交换通道（并与信息平台连接），第一时间交换疫

情相关信息，了解疫情的传播与控制情况。

3. 组织全国医疗力量前往疫区救治，对于所需药品及医疗器材进行配送。

4. 根据疫病传染性划分疫区，由发现地开始划分为重度危险区、轻度危险区、预

防区三个区域，采取不同程度的应急措施，并与地方政府配合进行疫病的预防。

5. 根据分析了解疫病传染途径，用 BDS 进行定位及追踪，并将预防措施进行普及。

第三阶段 疫病控制

（5） 建立专项疾病控制系统，对于疫病的感染区域与传播方向建立模型，通过

卫星追踪把握最新动态，通过结合天气、气温、地形等地理因素确定传染方向。对于全

国范围内发现的疫区进行综合管理。

（6） 发现传染源后立即进行定位追踪，并发派人手进行消除。对于动物传染，

应及时联系当地有关部门联合行动，对于患病动物进行掩埋或焚烧。

（7） 将各地信息平台进行合并，加入到宏观控制系统中。

系统 3疫后恢复系统

该系统的功能主要是对于疫后各项工作的恢复和对于病愈患者的跟踪。

1. 对于病愈患者进行追踪，信息定时反馈给终端。若患者身体出现异常，需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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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隔离观察。

2. 对于医疗队伍组织撤离。

3. 分级解放隔离区，对于最外层的预防区，可在疫情稳定后解放，对于轻度危险

区，可在

疫情结束后解放，对于重度危险区，可在无患者重新染病，疫病结束后 1~2 月内解

放。

注：1、系统 1 始终保持运行，系统 2 在疫情爆发时运行，在疫情基本消灭时关闭

并开启系统 2，系统 2 在疫情完全结束后关闭。

2、三个系统属于疫情监测与应急系统的三个子系统均可单独独立运行，也可搭配

运行。

3、疫情监测与应急系统归属于国家疾病反馈中心，以便与国家各部门进行协调。

四、核心系统图解

北
斗
卫
星
导
航
系
统

疫
情
监
测
与
应
急
系
统

Step2 治疗与防治

分析信息，得出防治方案

派遣医疗队伍

信
息
交
互
平
台

划分隔离区分层防治

发现感染源

定点清除

国家疾病防控研究

中心、专家团队

Step3 疫病控制

发现疫情！ 相关人员追踪

隔离病人及相关人员

确诊、分析
Step1 信息采集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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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相关资料

中国人类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的原则是：坚持依法管理，分级负责，快速准确，安全

高效。在机构职责划分方面，卫生部对全国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并严格规定了报告时限，如对于《传染病防治法》中规定的甲类传染病、“非典”和某

些乙类传染病的病人、病原携带者或疑似病人，要求城镇在 2 小时以内、农村在 6 小时

内通过监测信息网络系统向上级报告。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按照专业分工，承担各自

责任范围内的疫情监测、信息报告与管理工作，县级以上的医疗卫生机构和疾病预防控

制机构已实现了计算机网络直报。中国规定，接到报告的地方卫生行政部门，应当立即

组织力量对报告事项调查核实，判定性质，采取必要的控制措施，并及时报告调查情况。

此外，中国对疫情信息管理、疫情现场调查等方面也都有严格的规定。

六、简单的可行性分析

1、BDS 系统的四大功能：短报文通信(北斗系统用户终端具有双向报文通信功能，

用户可以一次传送 40-60 个汉字的短报文信息)功能保证了相关病原信息的有效、及时

的传递；精密授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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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和定位精度（水平精度 100 米(1σ)，设立标校站之后为 20 米(类似差分状

态) 工作频率：2491.75MHz）功能为疫情的发现的时间地点的信息精确、疫区范围的划

定、全国资源调配等方面起着强而有力的保障；系统容纳的最大用户数是 540000 户/小

时，这可以保证信息平台的搭建和信息通道的构成，同时有助于宏观调整。

2、疫病防治一直是社会焦点问题，对于疫病防治一体化的有效管理，可以有效地

提高防治效率。由国家进行引导，广大医疗机构的积极配合，可以实现疫病第一时间发

现、第一时间解决，遏制疫病的扩散，减少损失。所以系统的建成有着很大的意义，会

得到国家的支持。

3、对于信息平台的搭建对于网站建设者来说并不是件难事，我们可以搭建好系统

后存放于服务器中，需要应急时激活使用，使用权限建立特殊绿色通道，保障信息快速

交互。

4、对于这一系统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拓展更广的医疗资源配置、常规医疗信息

系统的建立等等，具有非常大的升值潜力。

附：模拟分析：H7N9型禽流感的处理

1．2 月 19 日，上海，李某(男)87 岁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经确诊为 H7N9 型禽

流感，地方医院迅速将其隔离，在对病情进行分析后将信息反馈给终端。终端在通过 BDS

系统的定位之后迅速划定了隔离区，并对于患者接触的人群和环境进行了定位和区域划

分，地方政府立即进行排查和相关人员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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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终端立即调集全国医疗力量前往疫区，并专门开设了 H7N9 型禽流感的信息交流

平台，时刻与疫区保持联系，同时组织专家团队研究。

3. 2 月 27 日上海吴某(男)37 岁发热、咳嗽等症状，3月 9日安徽韩某(女)35 岁 15

日出现发热症状，3月 19日江苏南京许某(女)45 岁出现发热、头晕、全身酸痛等症状，

三人均确诊为 H7N9 型禽流感。接报后，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高度重视，立即派

出专家组赶赴当地指导协助全力开展临床救治和疫情应急处置工作；研究落实各项疫情

处置措施；组织专家开展风险评估，研判疫情形势。上海、安徽、江苏三省市卫生部门

正按照要求，继续落实患者临床救治、密切接触者追踪和医学观察、疫情监测等应急处

置措施。分别采取措施后，专家组在研究多方资料后终于揭开了 H7N9 型禽流感的真面

目，并迅速确定了诊疗方案与防控方案。

4.根据接到的信息，终端组建了宏观式信息系统对此进行调控。

5.研究发现，病毒是由染病鸽子引起的，终端迅速锁定病原并及时出击消灭，4月

5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了抗流感新药帕拉米韦氯化钠注射液，现有临床

试验数据证明其对甲型和乙型流感有效，剩余患病者也渐渐康复。疫情防治成功。

参考文献

[1]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http://baike.baidu.com/view/590829.htm

[2] 疫情监测 http://baike.baidu.com/view/4357260.htm

[3] H7N9 型禽流感

http://baike.baidu.com/view/10374424.htm?fromenter=h7n9&redirected=seach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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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文章

雪地紧急呼救

作者：沈子衿

学校：北航附中

【摘要】：本文是讲述一个登山爱好者在西藏地区登山遇暴风雪后使用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成功获救的故事。本文主要表现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荒野中救援遇难者的重要应

用，畅想了未来的遇难地点——太空卫星——地面最近救援站的三点及时救援体系。

【关键词】：登山 暴风雪 北斗定位仪

引子

林青，男性，33 岁，白领一族，酷爱登山。而我下面讲的，是一个使身为普通人的我

牢记一辈子的登山往事。

那次的我，极为不理智的想要一个人去西藏登山。

章一 出发时刻

2024 年 10 月 13 日，下午 5点 30分，某公司办公室内。

“哦？小青又雄心勃勃的准备出发了？”

办公室里我的一个友人如此打趣道。

“嗯，年假已经申请下来了，这次我准备去西藏。”

“莫非是喜马拉雅山脉？！小青难道想征服珠峰吗？真是相当厉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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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也不是，只不过是想看一看雪山的景色而已，登珠峰的话对于我这常年窝在办

公室里的上班族还是太过艰难了。这次我准备去是当地的一座并不陡的小山。”

“那么祝你好运咯～趁年轻的时候多玩一玩吧！！有了孩子就无法这样清闲咯！诺，

接好了。”

说着，他将一个小巧的仪器抛到我的手上。

“这是。。。”

“这是搭载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定位仪哦，最关键的是它有号称全地域求救的系

统，可是登山时的必备物品。国产实在货，比 M国佬所谓的‘精密’仪器靠谱多了。”

“谢谢。。。”

“道谢就不用了，这就当是新年礼物和登山祝福了哦！新年再见！！”

“嗯，再见！！”

与友人高兴的道别后，我心情愉快的走出公司，开始执行策划已久的登山活动。

┅┉

2024 年 10 月 20 日，上午 9点 45分，某藏族村落中。

我看了看自己的手机，上面信号标识挂着可怜的两格，即使是手机网络遍布整个中国

的今天，像这样的边远山区依然是信号难以辐射到的地方。万幸的是这个村落中有一个

电信信号基站，所以手机还是能够正常通信，不过估计进入山脉后，手机就彻彻底底失

去信号了吧？不过还好，好友交给我的北斗卫星定位仪十分的给力，现在依然显示着信

号充沛的五格，再加上太阳能充电系统和能待机超长时间的电池，这次登山一定是万无

一失。

我在租的旅店房间中清点完了器材，确认一切准备就绪后，就兴致勃勃的出发了。

由于我生长在内地，所以藏族本地的语言自然是一窍不通，但好在出发之前我在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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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识了一位家在此处的藏族小伙子。由于他本人在城市里打工的缘故，所以能够磕磕绊

绊的说普通话，起码最基本的交流是没问题的。本次旅游的缘由，就是因为一日他谈起

某次攀登他家乡附近一座雪山时的壮丽景色吸引了我，才有了这次野心勃勃的登山计

划。

小伙子名叫兴索布赤，其中兴索有木匠之意，说明他祖上曾经从事过木匠，而布赤则

是男孩的意思。

“扎西德勒！”

我微笑着向早早等在门口的布赤用进入藏地之后学到的唯一一句拿得出手的藏语问

好。皮肤黝黑，精神奕奕的小伙子则是也同样回了一句。他的身后是一匹从家里拉来的

马，后面带着一辆由简陋的木板搭成的小车。进山后的土路比国道要差上不止一筹，所

以我们并没有驾驶布赤的“爱车”——一辆不知名的摩托车。

我与布赤已经约好，让他送我至附近的一座较为平缓的山脚下，五天之后再来接我。

马行走在崎岖的山道上，并不是如同想象中的那么慢，反而十分的轻快，不过那没有

任何缓冲装置，一路上颠簸不平的的简陋平板车却使我的屁股十分的难受。

在中午前后，我们到达了此行的目的地：一座被当地人称之为扎西索朗的雪山。此时

已经是十月末尾，此地刚刚下完一场雪，皑皑白雪将整座山装点的神圣异常，我都有点

迫不及待的想要登顶一览诸雪山那壮丽的群貌了。

马车停到路边，我从板车上跳下，伸展了一下筋骨，接着把厚重的登山包背在肩上准

备出发。布赤此时也下了马，他皱眉望了望天，说道：

“青，难道你不在缓一缓吗？虽然最近天气不错，可是天气预报说本周末会因为冷气

团而带来一场暴风雪。”

“不，布赤，我已经迫不及待独自征服这座山了，而且现在如此之好的天气正是登山

的绝佳时机，再等的话估计就没有好的机会了。放心，我还带着北斗卫星定位仪呢！！”

我微笑着打断了好友对我这次“鲁莽”行动的劝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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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本周五再见咯！走好！！”

没等布赤再说什么，我已经抢先一步出发了，一边摆着手，一边大步向山里走去。

“愿佛祖保佑你，我的好友。”

布赤再默默的说完这一句话后，就上马准备回家——这次回家并不只是为了当好友的

向导，更是要帮助家里面添置一些新设备，例如支持北斗无线网络的液晶挂式一体电脑

之类的高科技产品。

正午的天空十分的晴朗，没有一丝浮云，仿佛预示着这一周都会是艳阳高照的好天气。

章二 暴风雪

2024 年 10 月 22 日，下午 4点 45分，扎西索朗山山顶。

整个登山的过程都十分的顺利，我想诸位也一定不想看到那些俗套的描写。所以，就

让我从故事最为激变的那一刻开始写起吧，那个我登临雪山之顶，饱尝群山巍峨之极景，

乐不可支的时候。

经过一天和一个早上的跋涉，这座在西藏境内但海拔并不算很高的山被我成功登顶。

当我在山顶寒冷的山风中颤颤巍巍的举着相机照相时，我发现，远方一片浓密的乌云无

声的向着此处的群山逼近。虽然此刻群山被雾气缭绕，阳光被云彩遮挡的景色令人迷醉，

但我的心突然不安的一颤。

我放弃了在山顶附近度过这个夜晚的念头，而是决定现在就开始下山。没错，说不定

何时那山区中令人闻之色变的暴风雪就会降临在我的头顶，我必须得多走一段路，起码

找到之前路过的洞穴，保证在暴风雪来临之时不会被活埋。山区暴风雪下的时候固然无

比可怕，但雪后的各种次生灾害也足以要人老命。

就这样，无暇继续欣赏黄昏之时的美景，我匆匆将相机塞回登山包，在抽出贮备好的

巧克力棒，一边匆忙朝山下走一边吃着可以略微补充体力的巧克力棒。

晚上 12点 48 分。

那片乌云来的比我预计的还要快，之前高高挂在夜幕下的弯月和群星已经被彻底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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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影。藏区夜晚的温度比之前下降的要缓慢许多——这并不是一个好消息，只有在晴朗

的夜空下热量才会被快速散向宇宙，而厚实的云层则棉被一样将地面热辐射返回，使得

地表温度下降幅度减小。

这一切都预示着暴风雪就要来了。

在空中开始飘起小雪，刮起风时，我幸运的找到了那个之前路过的山洞。山洞里很干

燥，里面并没有什么杂草或者腐朽的气息，这表明这座山洞近期没有被其他动物“征

用”，起码不是一个动物的巢穴。在野外遭遇暴风雪固然是可怕的，但如果遇上野狼或

者打搅了熊的话，对于我这个常年活在城市里的人来说，那只有死路一条了。

温度下降的很快，北斗卫星定位仪上清晰的显示着此时的温度：零下 10 摄氏度。透

过放在地上的冷光手电筒射出的蓝色光芒，我可以看到洞口处已经是白茫茫一片，鹅毛

般的大雪密密麻麻，争先恐后的降落到地上，阴冷的山风带着冰晶吹进山洞，时不时打

在我的脸上。

草草吃完夜宵，我立刻钻入睡袋之中，想要尽快的进入睡眠状态，尽早起来。在早上

趁暴风雪放缓的时候离开这个变得危机四伏的山地。我紧紧地攥着显示信号为四格的北

斗卫星定位仪，那不断闪烁表示工作正常的绿灯时此刻对于我来说是最好的安慰。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还想着上演影片中“最后一秒脱险”的我实在是太过于天真了。

翌日清晨，6点 37 分。

尽管这一晚睡的都很浅，但当我醒来的时候，发现导航仪上的时间已经表明我睡了将

近 6个小时。此时外界以仅仅是比夜晚稍微亮了一点，整体上还是一片昏暗。积雪已经

蔓延至山洞里，我穿好靴子，踏了踏雪，此时雪还不是很瓷实，这代表夜晚下的雪还不

是非常多。

我小心翼翼的伸出头，外面的风比夜晚要小上许多，但是大雪仍然在下着。我一伸脚，

还没有感觉到脚底接触到坚硬物体的实感，整个人就陷了下去。该死的，我忘记了这个

山洞前方是一个凹地！！！看似不比洞口积雪厚实的外面其实早已积压了厚厚的白雪。更

为糟糕的是刚刚吃完早餐的我身体上的暖气一下子将周围的积雪化开，化成冰冷的水不

断从四面八方浸透着我的保暖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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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的挣扎回山洞，此刻我浑身湿漉漉的，即使是号称防水的登山保暖服也架不住彻

底浸泡在水中，更为可怕的是极低的温度在这么会儿功夫中就让我的外套上的水变成了

冰晶，现在我的感觉糟透了。我颤颤巍巍的打开瓦斯炉，即使明知这是相当奢侈和浪费

的行为，但我还是把瓦斯炉当成了暖气来去除身体上的寒冷。

我没有一时半会儿是出不去了。。。只有猫在山洞里等待。。。等待雪停的那一刻，但理

智告诉我这场大雪一时半会儿是停不下来的，因为天空积压着的浓密黑云不是一时三刻

就能散开的。

我冷静的翻出登山包中剩下的食物，从现在开始，我要尽可能的节约食物。

随后，我毫不迟疑的按下定位仪中醒目的红色求救按钮——此时已经注定无法走出这

座山，布赤也不可能冒着大雪赶到，那么我只有利用覆盖全球的北斗卫星定位系统进行

求救了。因为它是中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卫星定位与导航系统，所以我相信在中国本土

发出的求救信号后有关部门会立即响应，展开救援。我唯一要做的，就是成功活到救援

赶到的那一刻。

章三 极速救援

2024 年 10 月 23 日，上午 8点 23分，山区救援队分基地。

张良科已经在藏区工作十年了，作为山区救援队中学历最高的一员，他主要的任务就

是利用近些年来配置的北斗卫星导航与定位系统对山区进行全程监控，实时监视各种求

救消息，并在救援行动展开的时候利用能够传递实时高清画面的北斗卫星定位与导航系

统对救援队的搜救工作展开辅助，并且运用他在天气上的知识对于各大灾害性天气进行

预测和警告。

急促的警报声从电脑的音响中传出，之前还一副懒散样子的张良科立刻紧张起来。现

在山区正在下大雪，任何求救都是十分紧急的，更何况这种利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从山

脉中发出的求救信号。不过多亏求救者使用的是北斗卫星定位系统，激活求救系统后它

既节约能源又精确的每隔 5秒报一次求救者的位置，当救援队靠近求救者后它就会持续

报位置。这样大大方便了救援者的搜寻工作。

计算机迅速的锁定了求救者的位置，那是在一片平均海拔还不算是很高的山脉中。虽

然距离救援时间仅仅过去了 3分钟，但是张良科还是紧急召集了所有的值班的山区救援

人员。现在在岗的是五名藏族青年。六人立刻针对此时山区的情况展开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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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名名叫拉巴贡布的小伙子立刻穿好外套，拿着直升飞机的钥匙就准备出门。

“张队长，我们现在就去展开救援！！”

“你疯了吗？通过卫星传过来的实时消息，现在那个地方可是在降雪，而且是大雪，

这种天气下你开直升飞机无异于找死！！”

“但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可我不想人没救成反而把自己的兄弟搭上去！！”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等待，只要雪变小那怕一级，我都可以让你出去参与救援。”

“只能等待吗？！”

“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坐一会儿！！”

张良科直接从小伙子的手中夺过钥匙，六人齐刷刷的聚在显示器前，焦灼的等待雪变

小的那一刻。

十分钟过去了，三十分钟过去了，一个小时过去了。。。

“队长！！不能再等了！！到时候在救人就晚了！！”

“不用担心，卫星系统显示救援对象目前正在一个山洞中，所以我们还是有时间等待

最好的时机进行救援的。”

下午 1点 56 分，山区救援队分基地。

“队长！！现在雪已经暂时停止了！！救援队是不是可以出发了？？”

一直守在电脑旁连午饭也是潦草凑合的拉巴贡布看到卫星系统传来的雨雪天气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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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息，立刻大叫道。此时张良科也仿佛松了一口气，大声回应道：

“你们放心的去吧！！我会在后方好好支援你们的！！别忘了开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跟

踪定位目标的实时位置！！”

拉巴贡布一把抄起了桌子上放着的钥匙，其他的小伙子们也全部打起精神来，穿好了

大衣，四人急不可耐的向着停机坪走去。

没过多久，伴随着直升飞机起飞的轰鸣声，满载着热情和急切的救援队踏上了征途。

凭借着强大而精准的导航与定位系统，救援队轻松而快速的向着救援信号发出地进

发。

下午 3点 36 分，某山腰处洞口。

当我听到直升飞机特有的“突突突”的轰鸣声之时，我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太快了，

本以为要坚持几天才能等到的救援没想到现在就到来了！！！

我发了疯似的跑出洞穴，一架有着红白条纹醒目涂装的直升飞机正平稳的飞在上空，

一道长长的扶梯缓缓的降下，我匆匆收拾好登山包，飞快的跑向了降至洞口的扶梯。

尽管身体冻得有些发麻，整个人也觉得疲惫异常，但我的心情却是十分激动而喜悦的，

因为我知道，我已经从将要面对死亡的危机中平安脱离了。幸福来的是如此之快，但这

一切要归功于北斗卫星定位仪，正是有了它的存在，才让求救和救援变得如此的简单，

快捷！！

后 记

这次的西藏登山之旅虽然有惊，但却十分幸运的无险。此事之后我长了个心眼儿，登

山时结伴一起去，毕竟人多力量大嘛。当我每次准备登山之时，首先想到的必然是北斗

卫星导航仪，只有看到它闪烁着那令人感到安心的绿光，我才会自信满满的踏上征途。

我记忆犹新的登山故事就是这样。我想，每个经历过或看过类似险情的人都会理解，

那时如果没有北斗卫星导航与定位系统的话成功发出求救信号是多么的幸运，而在雪天

极端恶劣条件下展开山区救援，成功的机会又是多么的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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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天衡导航·北斗杯”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学组）

科幻文章

23时 59分的擦肩而过

作者：张宇佳

指导教师：肖春英

学校：北航附中

【摘要】：本文讲述了 21 世纪末的地球即将面临一场天体灾难：一颗偏离轨道的小行星

将会在 21 世纪的最后一天撞上地球。北斗卫星定位系统成为人们探索宇宙的新工具。

中国国家航天局一个名为 BD-0826c 的队伍为了避免灾难的发生，他们提出了对虫洞，

黑洞及太阳风的利用的研究方案，在一个月内，他们经历了失败，死亡的打击，他们挺

过来了，成功的阻止了灾难的降临。顾影，BD-0826c 中的一名队员，围绕着她的心理变

化及成长展开了这个故事。

【关键词】：天体灾难 成长 团队合作 虫洞

1. 意外的偏离

2099 年 11 月 29 日，这是一个不平常的冬天。通过人们的努力，北斗卫星定位系

统已经覆盖全球，并成为人们探索宇宙的新工具。

国家航天局一支名为 BD-0826c 的类地行星探测队成员正在研究室的电子大屏前，

分析由探测飞船“阿瓦隆”号传回来的图像资料。

“这是天鹅座β（辇道增七）附近的一颗行星，从“阿瓦隆”传输过来的数据看，

这颗Q76行星体积和质量均与地球类似，宇宙速度为14.324km/s，平均地表温度为27℃，

水域面积占整颗行星的 84.42%....”一名名叫妮卡的研究员向盯着屏幕思考的顾影说

道。

“唔…从数据和图片上看来还不错，记录数值，让“阿瓦隆”降低高度，继续探查

地表。”顾影看着那颗水蓝色的星球说道，心想：那会是未来的另一个地球吗？

“是！”

妮卡走到控制电脑旁对“阿瓦隆”输入新的指令。顾影则在屏幕前继续查看其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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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和视频资料。

一段视频引起了顾影的注意，那是一段天琴座α星流星雨的视频：流星成群的划过

屏幕，其中一颗体积较大的流星突然撞上了一颗正在轨道中运行的小行星，小行星瞬间

就偏离了轨道，向天鹅座的方向飞去。

顾影赶紧查看其它资料，希望找到这颗小行星的去向。不一会儿，她就在一段天津

四的视频资料里再次看到了小行星的身影。这颗小行星的方向似乎是朝着地球所在的方

向冲过来，她的心中突然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风驰，去把雨弈找过来！要快！”

正在对 Q76 做详细计算分析的风驰似乎有些疑惑，但还是放下手里的数据，什么也

没问，转身离开研究室。

顾影来来回回的翻看那一段视频，用北斗宇宙定位系统和超级电脑仔细的计算着小

行星的运行轨道。每算出一段数据，她的心就沉一下，如果她没算错的话，这颗小行星

很可能在不久后就会进入地球的轨道，那可不妙。

“怎么回事？”

就在顾影皱着眉头算数据的时候，身后一个沉稳的声音响起，是雨弈。

“这颗小行星，脱离了轨道，正在往地球的方向飞来…”顾影还没有来得及说完，

雨弈就皱起了眉头，开始计算。

半个小时后，雨弈完成了第三次运算，眉头皱得更紧了。

雨弈看着计算了三遍的数据几乎一模一样，开始担忧：看来这颗行星只要不再受其

它力量的改变，会在一个月后进入地球轨道。他一回头，就看到了皱眉站在她身后的顾

影，对她说：

“去叫兰 Sir 来！”

顾影知道雨弈算出来的结果跟她一样，这么严重的事情不是他们能解决的。

2. 虫洞和黑洞

研究室中

所有 BD-0826c 的队员都停下手头原本的工作：妮卡重新输入“阿瓦隆”号的指令，

让其返航；风驰和黎姿整理所有关于这颗行星的资料；迪兰和林飞负责计算小行星的体

积、质量、速度….；兰 Sir 和雨弈对着数据讨论着什么。

这时候航天局的 Boss 严 Sir 来了。

“情况怎样？”严 Sir 没有废话，直接向兰 Sir 询问情况。

“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这颗行星就会进入地球轨道，与地球相撞，情况不容乐观

啊！”

“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除非让小行星偏离轨道或直接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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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你们先想办法，我去联系国际航天联合局，切记，一定要对外封锁消息！

不要引起民众的恐慌！”严 Sir 说完就快步走出了研究室。

从那天开始，整个航天局的人员以 BD-0826c 的成员为主开始了拯救地球的行动。

从这一天开始，小行星被称为“挑战者”。

因为工作任务突然加大，很多成员都决定在计划成功前，就在研究室休息，不再回

家。

“我们现在有两个方向：一是想办法借助什么力量将小行星的轨道改变；二是直接

让它爆炸。各位有什么建议吗？”兰 Sir 坐在中间摸着他的脑袋问道。

“我们可以利用它经过的其它星座的流星雨，再次把它的轨道击偏吗？”黎姿问

道。

“不可能，”顾影刚想回答的时候，就听见雨弈的反驳，“近一个月，除了双子座

α流星雨，没有其他的。而且双子座α的流星雨流星体速度较慢，路径短，流星体质量

较小，不容易将小行星撞偏离轨道。”

“利用黑洞行得通吗？”风驰看着计算出的行星轨道。

“可能性很小，经行的轨道中只有天鹅座的 X-1 黑洞候选天体，那是一颗高质量的

X射线双星，其主星是一颗超巨星。按照你的说法，我们必须让这颗小行星接近 X-1，

可是它距离 X-1 的距离远远小于地球，等我们到达天鹅座附近时，小行星早就离开了。”

雨弈摇头。

一时间，整个研究室陷入了沉默。

“顾影，你有什么看法吗？”雨弈难得的开口询问。

“嗯？我在想那个黑洞的似乎也有办法实现…”顾影不确定的说，看到兰 Sir 和雨

弈鼓励的眼神，继续说“如果用虫洞，说不定就能快速到达天鹅座附近…我…我不是很

确定这行不行得通。”

“但是目前看来我们似乎只有这个办法了，试试吧！雨弈，你看呢？”兰 Sir 问

BD-0826c 的队长，也是他最得意的学生。

“嗯，试试看吧！”雨弈点头。

接下来的 7天，所有人都在忙着“挑战者 PlanA”的准备。

顾影、雨弈和风驰每天都利用北斗系统定位计算和想尽办法将“负质量”传送到模

拟好的虫洞轨道。迪兰、林飞、黎姿和妮卡则修复改造停用 20 多年的“Frame 宇宙机体

战舰”。兰 Sir 则是在各个研究室穿梭，用北斗卫星定位系统时刻关注着小行星的运动

情况。

3. 死亡的降临

终于，在 12 月 9 日的时候，经过改造的“Frame 宇宙机体战舰——特雷斯坦”完

成，连接太阳系和天鹅座的虫洞也成功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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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准备就绪，就等待“特雷斯坦”去完成这伟大的计划。

由于20多年前“Frame宇宙机体战舰”需要驾驶员驾驶，他们并没有来得及将“特

雷斯坦”改造成无人驾驶，所以它需要一位优秀的驾驶员。但是他们中间没有谁学过驾

驶这 20 年前的古董机体。驾驶员是个问题。

“我来吧！”妮卡毛遂自荐。

她的提议几乎遭到了所有人的反对。妮卡是整个队伍中年龄最小的，她出生时，这

种机体就已经停止生产，按理说她根本就没有碰过它，更别提驾驶了。

“我可以！我小的时候爸爸教过我如何驾驶！”妮卡面对大家的反驳，抗议道。“我

爸爸那时候是最优秀的‘Frame 宇宙机体战舰’驾驶员！他叫莫奇！”

“莫奇？！21 世纪 70 年代，最优秀的机体驾驶员！他是你父亲？！”风驰惊呼

道。

“是啊！所以虎父无犬女嘛！我一定可以完成任务的！”妮卡拍着胸脯保证道。

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妮卡踏上了“特雷斯坦”，开始了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

宇宙旅行。

“妮卡，准备进入虫洞轨道！”顾影看着屏幕上的图像指挥道。

“OK！”

他们将北斗卫星定位系统装在了机体上，也就是可以随时定位机体的位置，了解机

体和“挑战者”的相对位置。

经过一天的时间，“特雷斯坦”就来到了天鹅座 X-1 的附近，等待“挑战者”的到

来。

一个小时过后，“特雷斯坦”已经做好一切准备，就等“挑战者”过来后，用等离

子超高能量炮将它推往 X-1。

一切都在计划中，BD-0826c 的其它成员都在电子大屏幕前期待着。

50 分钟后，定位图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大红点，有异常星体接近！

“怎么回事？”妮卡的声音中已经带了恐惧。

“冷静一点，妮卡，从方向看应该是大熊星座的流星雨，数量应该不会太多，但你

要小心躲避！”雨弈安慰道。

“风驰、林飞，你们去定位星体的位置来源和数量！迪兰、黎姿，你们去开启‘特

雷斯坦’的外部导航和防御系统。顾影，你留下和我一起指挥！行动！”雨弈展示了他

迅速镇定的指挥才能。

“雨大，不好了！这是大熊星座的异常流星雨！数量每小时 80颗左右，体积较大！”

林飞跑过来大喊。

“雨大，防御系统已开启，可是星体数量过多，体积过大，防御系统撑不了太久！”

迪兰喊道。

“可恶！马上就要成功了！偏偏赶上这种事！”顾影和雨弈不禁在心中暗道，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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喊道：“妮卡！返航！”异口同声，无论如何，不能让妮卡在这种情况下继续任务了！

可是耳机那边并无回应，“特雷斯坦”也并没有返航，而是不停地躲避着流星体。

“是不是通讯系统被干扰了？”顾影扭头问雨弈，雨弈摇头。

“黎姿，启动自动返航系统！”顾影对黎姿喊道。

“是！”

“雨大，顾影，‘特雷斯坦’脱离系统控制！无法返航！”

“妮卡！你听的到吗？迅速返航！这是命令！”顾影冲着联络器大叫。

“可是再有 5分钟‘挑战者’就过来了，计划就能成功了。”耳机里终于传来了妮

卡的声音。

“妮卡，计划改变，我命令你迅速返航！”

“抱歉，雨大，我要继续下去！大家辛苦了那么久不就是等今天吗？”

“你疯了！会没命的！”

5分钟后，“挑战者”如约而至。

“机会来了！”妮卡心道，调整好角度，按下等离子超高能量炮的按钮，一股红色

的巨大力量冲出炮筒。

“成功了！”就在妮卡要欢呼的一瞬间，一颗流星划过，挡住了等离子超高能量炮，

她瞬间傻住。在她反应过来之前，另一颗巨大的流星冲破了防御系统，撞上了“特雷斯

坦”，“轰”的一声。

“妮卡！”顾影还没喊完，“特雷斯坦”就撞上了一颗小行星，爆炸了…

4. 成长

“小影，没法和你一起吃饭了…”妮卡笑着对顾影说。“妮卡！”顾影想拉住她，

一伸手，妮卡就消失了…“妮卡！”顾影从床上弹起来，看到身边熟睡的队友，才

想起，妮卡已经永远的离开他们了…

妮卡死了，但是大家并没有多余的时间伤心，“挑战者”的威胁还在，他们的任务

还没有完成。

妮卡已经离开 5天了，但是研究并不顺利，因为太阳黑子和耀斑的异常活动，北斗

卫星定位系统遭到破坏，为了修复它，严 Sir 不得不派系统修复对去修理。

雨弈提出了“挑战者 PlanB”的方案：利用太阳风的力量将小行星推离地球，推离

太阳系。

兰 Sir 认为可行，大家便开始又一轮的准备。

顾影醒了，很难再睡着了。便穿上衣服来到天台，看着夜空中一闪一闪的星光，不

禁难过，以前她和妮卡也常在这里看星星的，现在却只有她自己了。“妮卡，我好想

你…”顾影轻声的呢喃道，泪水落在了天台的栏杆上。

雨弈走到她身边，也抬头看着深蓝的天空。什么都没有说，静静的，却不会让人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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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妮卡的死都是我的错，如果当初我没有提出那个所谓的虫洞，她现在肯定还跟我

们在一起。”顾影语气中充满了愧疚和自责。

“哪有那么多个‘如果当初’去让你后悔重来，人生不是游戏，很多事情不能重来，

与其纠结于过去，不如把当下的事情做好。”雨弈的语气淡淡的，似乎向在谈论天气那

般平常。

“冷血！你难道一点都不难过吗？”顾影气急。

“难过能解决问题吗？能让妮卡活过来吗？既然不能，为什么还要沉浸在难过的情

绪中，让它束缚着你。”

“你…”顾影找不出反驳他的话，转身要走。

雨弈一把拉住她，说：“顾影，你不能一直这样躲避问题！你要学会承担，你不是

孩子了，孩子可以耍赖，出了差错有借口原谅自己；但成年人没有,”

“小影，你该学会长大了。”雨弈看着面前倔强的短发女孩儿，心里默默道。

顾影沉默的听着，说：“我知道了。“

5．决战

北斗卫星定位系统经过几天的努力，在 12 月 26 日时终于修好。

这次的行动仍然需要一架“Frame 机体作为”执行者，但是顾影和雨弈决定不再是

改造原有的机体，而是重新制造一台新的。

在其他成员忙着计算太阳风的能量最大化与安全距离，以及“挑战者”的轨道预计

定位的时候，顾影和雨弈和罗斯博士以及他的 Frame 机体制造队伍，进行制造新的 Frame

机体。

在罗斯博士的帮助下，10多天的时间，一架全新的 Frame 机体诞生了，它的自动防

御系统是当今世界最高级的，而且它能便形成任意形状。机体内的北斗卫星定位系统也

再次进行了升级，可以追随设定的目标的移动过程。而且这台全新的 Frame 机体是通过

控制系统，在地球上就可以控制它的移动，并且是双人驾驶。它有一个响亮的名字：翼

影。取名于它的两位驾驶者：顾影和雨弈。

顾影和雨弈每天都在练习如何控制翼影，配合的也越来越默契。

2099 年 12 月 31 日 5 时，“挑战者”进入地球轨道，并以极快的速度冲向地球。每

一个人都殷切期盼着结果，同时也在期盼新世纪能够顺利到来。

顾影负责将太阳风的力量引向“挑战者”，雨弈则负责调整角度和防御，并随时

注意着“挑战者”的动向。

23 时 35 分，随着顾影按下按钮，将太阳风的力量吸到翼影的炮管中，雨弈将炮

管对准了“挑战者”，全力一击，“挑战者”的轨道发生了偏离。

23 时 59 分，“挑战者”顺利的与地球擦肩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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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影跳下控制台，抱着雨弈欢呼：“我们成功了！我们真的做到了！”雨弈微微

一笑，回抱住了兴奋的短发女孩儿。

6.新纪元

2100 年 1 月 1 日 0 时 0分 0 秒，新年的钟声敲响了，新的世纪如约而至。整个航

天局一片欢呼。整个世界一片欢呼。

一个小时后，翼影也回到了地球。

BD-0826c 的所有队员来到天台，看着深蓝的星空，祭奠他们的妮卡。

新年来了，新世纪来了！

故事尚未完结，生活仍将继续….

To be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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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探险记

作者：蛟川高三 3 毛嘉毅

指导教师：曾昊溟、张经童

“好热啊……”这是陆小川从昏迷中醒过来后的第一个感觉。陆小川挣扎着从地上

坐了起来，看了看四周但一眼望去是一片沙漠，还是红色的。“这是哪？”小川开始回

想自己昏迷前的事。他记得自己跟随爸爸来到了中国火星开发研究站进行参观，在 2150

年的今天，我国已经在火星上建立了自己的开发站和研究中心，自己的爸爸就是这里的

一名科学家。自己一直对火星充满了好奇心。在我的恳求下，爸爸终于同意带我来火星

参观。但在我们在开发站外围参观时，却发生了意外。当时我只看到从远处涌来了一阵

红色的气浪，有些像地球上的潮水，也有点像风暴。只听见爸爸在我身后大喊：“是火

星风暴，小川快回来！”可是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就被一阵气浪卷走了，随后我就失去了

知觉，依稀还听到了爸爸的呼喊声。

“我应该是被那个社么风暴给吹到这里来的。这是社么鬼地方，这么热。”陆小川

骂骂咧咧的站了起来，检查自己有没有受伤。还好这里的土是沙质的，比较松软，自己

没有受伤。但这里的高温却让陆小川觉得十分难受。“离开了开发站的保护膜才发现，

原来火星这么热。我了个去，这里竟然有 42摄氏度。”小川看着温度计，又忍不住骂了

一句。“这里的温度这么高，还在不断上升，我又没带多少水，如果不尽快回到开发站，

我一定会变成烤乳猪的，还好有这个。”小川从自己的背包里找出了一个 10 厘米见方的

盒子。这是小川爸爸来火星前给小川的，说是一台北斗导航系统，对于这台机器，小川

可是宝贝得很，对北斗导航也是发自内心的骄傲。这到系统是我国在 21 世纪开发出来

的，经过一个世纪的改进和几代科学家的努力，这套系统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的水平，

功能也越来越强大，现在甚至可以对火星上的人类进行导航，这仪器也是小川爸爸为了

防止小川在火星上走失给他的，现在刚刚派上用场，小川小心翼翼地启动了它，随后盒

子里就传来了悦耳的女声：“欢迎使用北斗导航系统请确认身份信息。”小川在盒子上按

下了指纹。“你好，陆小川先生。”这是北斗导航系统的另一特色，它是个人专用的，一

台导航仪只能有一位主人，这样方便系统记录与工作，也可以防止一些信息流失。“请

告诉我我目前方位。”小川问道，“好的，请稍等。”没过多久，盒子里就射出一束光，

在小川面前形成了，“陆小川先生，您目前在红风沙漠中，距离上一次使用地点中国火

星开发研究中心有 167 公里的距离。”在光幕中出现了两个红点，分别对应小川现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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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和目的地。这两个红点之间还有好几块区域，“请告诉我最安全的路径。”,小川问

道，虽然小川很想快些回去，但是想起爸爸说过火星上还有很多危险生物，还是安全第

一吧。“对不起，让您久等了，因为对火星生物的资料有限，所以这条路径上可能有些

意外的危险，对此对您表示歉意。本路径耗时大改 30 个小时，请您抓紧时间，40个小

时后，火星的温度将超出您的承受范围。”“算了，走吧。”虽然并不十分安全，但总比

没有好，说着小川就沿着导航仪所指的方向匆匆出发了。

一天之后，在一望无际的沙漠中出现了一个狼狈的身影，正是已经赶了一天的路的

小川，看着自己的样子，小川不禁苦笑了一声。在过去的一天里，他可谓是险死还生啊。

在沙漠中，他碰到了许多奇怪的生物，还被一条超大的蜥蜴追杀，那条蜥蜴有恐龙那么

大，要不是在导航仪的指引下找到了一处云母带，因为云母承受不了蜥蜴那巨大的重量

而坍塌，自己可能已经死了吧。在自己的水喝完后，小川又在沙漠中找到一种植物，它

有点像地球上的仙人掌，把它切开会流出一种绿色的液体，可以解渴。他还遇到过一种

类似蝎子的虫类，不是一只是一群，还好自己急中生智，想到虫子怕火，用凹透镜汇聚

阳光，点燃了汽油才把这些虫子烧死了。这片沙漠之所以叫红风沙漠，就是因为在这片

沙漠中会时常刮起红色的风暴，就像那场把自己吹到这里来的风暴一样，不过比那次到

要小一些，但还是一次又一次的把小川吹得离开原定路线，让自己气得跳脚，不过还好

有北斗导航仪指明方向，倒也没有迷路，但还是浪费了很多时间，这时的温度已经很高

了，小川早已脱光了衣服，可还是觉得酷热难耐。“陆小川先生，您已经穿过了红风沙

漠了，下面是一片雾隐树林，请时刻注意我的提示，因为其中有很重的雾气，一旦偏离

方向，那么将会在树林里迷失方向。如果顺利，那么我们将在 4个小时后走出树林，走

出树林后再有大概 2 公里就可以到达目的地了。”这时，导航仪又传出了那个甜美的女

声，还有那因为出现树林，走出沙漠而下降的气温都让小川精神一振，“现在只能听你

的了，我说我都在鬼门关走了几趟了，你的声音咋么还那么轻松呢？”“对不起，这是

系统设置。”“我了个去，你还敢还嘴，你最好祈祷你的导航没错，否则小爷我拆了你，

我了个去，这是社么鬼地方，这么大的雾……”接着小川就消失在了雾中，树林里还不

时传出他的抱怨声……

六个小时后，中国火星开发研究站的最外围，有一些人影。“老陆，别找了，小川

这孩子命不好，遇到的火星风暴百年一遇，被吹到社么地方都不知道，火星上还有这么

多可怕的生物，我们开发站都不敢深入，孩子可能已经……节哀。”一个人对另一个人

说，那人满眼血丝，刚毅的面庞此刻却被浓浓的悲伤掩盖，“老罗，别说了，一切都是

我的错，我不该把小川带到开发站外围的，我一定要找到孩子，不管是死是活。”“滴滴，

滴滴”这是，他手上的手表响了，“这是我给小川的北斗导航仪的信号，孩子就在我们

附近，快走，我们去找小川。”就在这是，小川已经走出树林，树林里的危险不再沙漠

之下，到处是沼泽，还有鳄鱼一类的生物，要不是他机灵，还有导航仪的帮助，他早就

把命交代在这里了。他的脸上的表情疲惫不堪，显然已经筋疲力尽了，但一想到快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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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仍然坚持着。这时，他看到远处隐约与人影，在叫他的名字，“终于到了。”下一时刻，

小川再也坚持不住，昏倒了，昏倒前，他还听到导航仪中又传出来那个女声“已到达目

的地，本次导航结束，祝您旅途愉快，谢谢。”“愉快你个头啊……”

当小川再次醒过来时，他发现自己在自己家的床上，爸爸妈妈在想床边，一看我醒

过来了，爸爸激动的抱住我说：“小川对不起，都是爸爸不好。”“没事，我不好好的嘛。”

我安慰他道。“儿子，你真了不起，竟然能从火星沙漠中走回来，还带回了许多矿石标

本，为我们的研究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儿子，我以你为荣。”爸爸把小川说的都不好意

思了，不过还好有它，北斗导航仪。

在学校的暑假生活交流班会上，小川骄傲的向全班同学说：“我去火星探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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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 魂

作者：顾前行

指导教师：曾昊溟 宋祥成

2030 年 12 月的一个深夜里，当 A城的人们正沉浸在梦乡时，“轰”的一声巨响打破

了夜的寂静。而此时 A城最大的银行里，一群蒙面的歹徒正得意地晃着大包大包的钞票

跳进飞行器中，他们的身后除了一群倒在血泊之中的警卫，还有此刻正在燃烧着的大金

库，金库的大门无力地歪斜在一边，仿佛表现着他的无奈。“咻”的一声，飞行器划入

黑暗的夜幕之中，消失在冰冷的空气中。

5分钟后，警察们包围了这里，医护人员与消防人员进入银行进行救援。A城的警

察局长朗失神在站在金库门口，目光紧紧停留在那扇大门上，平日里坚毅的面庞上写着

一丝无奈。

“局长！”年青的警察局工作人员小朴拿着文件向他走来，没等朗回话，便向局长

开始汇报：“局长，这次劫案发生在晚上 1点，一共有 14名警卫牺牲，银行损失金额预

计到达 1.5 亿元。而且这伙歹徒非常专业，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他们太恶毒了！”

朗眉头紧锁，讲道：“这是这个月第 3 起了，我们警察的义务就是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

产安全，不能再让这类事情继续发生，我们要赶紧查清案子，把这伙歹徒一网打尽！你

立刻通知所有的侦查员前往各处，有消息及时通知我!” “是！”小朴收起文件，反身

走离。“可恶！”朗紧紧捏住拳头，打在身边的柱子上。

经过一周的努力调查却没有得到任何案件的进展，朗无奈地倒在办公室的沙发上。

望着窗外的月亮，朗陷入沉思。“局长！”小朴推门而入，满脸兴奋。看到一反常态的小

朴，朗试探地问道：“案子有消息了？”“是啊，局长，侦查员在城市的西北郊区发现一

群经过武装的飞行器正诡异地向本城驶来，而且速度很快，我们的侦查员已经用北斗导

航系统对他们进行卫星跟踪定位，我们快去捉他们！”小朴带着朗边走边说。

朗和小朴坐上飞行器，带上 20 多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向着卫星导航的方向前进。

10 分钟不过，朗的视野中已经出现了那一群飞行器。“GX300！”坐在副驾驶的小朴

脱口而出。果然，在那群暗色的飞行器中一架银色的飞行器十分特别。这是国外一款最

新的载人攻击飞行器，运用了许多国家最新的科学技术。

突然，那群飞行器调转头来，朝朗这边飞来。“糟了，我们暴露了，大家小心！”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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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身后的士兵喊道。一瞬间，子弹如雨点般飞来。一场警匪之间的搏斗就此展开。

枪声和爆炸声持续了半个钟头，在朗的带领下，士兵们勇敢地击毙了 6名歹徒，击

毁 3架飞行器并成功击退了歹徒们的进攻，歹徒们纷纷撤离。不过这边也有 3人牺牲。

而且 GX300 击毁了其余士兵的飞行器，朗的这支小队伍仅存朗的一架飞行器。朗要继续

追击，士兵们无法随行。都劝阻朗追击的计划，认为太过危险。“现在，我命令你们留

下，小朴，带上你的电脑，我们走！”朗显示出了作为局长的威严，头也不回地坐上飞

行器。小朴立刻跟随，飞行器呼啸着冲上天空，留下一群无奈地士兵。

“现在北斗卫星显示他们向 A城的卫星城 D区域行进。”小朴便敲着随身的笔记本

边说道。屏幕上显示了歹徒的位置以及这支小队的位置。同时，小朴向警局汇报了他们

的位置，并请求了支援，但由于警局整顿，飞行器基本都在护理，支援的队伍在短时间

内根本不可能到达。

朗和小朴在行驶了 20 分钟后来到了 D 区，卫星显示，歹徒把飞行器停在了 D 区的

一个废弃工厂里。在离工厂不远处，朗和小朴下了飞行器，朗带上武器，转身对小朴说：

“这次的行动很危险，小朴，你不要跟我进去，如果我失败了，就立刻走！”小朴怎么

都不答应，朗无奈之下只好带上小朴。

朗在工厂外环视了一圈，发现了一道虚掩的小门，他与小朴小心翼翼地进入工厂。

穿过几道铁门，他们来到了工厂的核心位置。而此刻的歹徒们刚刚经过战斗，纷纷疲惫

不堪，倒在飞行器旁休息。

“妈的，这次怎么会撞警察！”其中一个瘦高个怒气冲冲。“冷静点，我们把事情闹

这么大，警察会盯上我们很正常。我看这里现在也不安全了，我们赶紧带上钱，离开这

里。”这个开口的带着墨镜的男人似乎是他们的头领。

朗爬上高台，向下大声喝道：“警察，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赶紧投降吧！”歹徒们见

了朗，顿时慌了神。而瘦高个很快反应过来，他举起武器向朗射击。朗急忙闪过，一颗

子弹呼啸着擦过他的面颊。小朴急忙还击，朗也向歹徒开枪。歹徒们且战且走，但是也

倒下了四人。

歹徒首领在其余人的掩护下跳进 GX300，朗暗叫不好。连忙带着小朴跳下高台。果

然，他们前脚跳下，GX300 发出的一颗炸弹在高台上爆炸。而废弃工厂的厂房经过这次

剧烈的爆炸后，开始坍塌，屋顶上的石头纷纷砸下，朗炸穿墙壁，拉上小朴一起逃出。

而余下的歹徒显然已来不及逃离，被掩埋废墟中。

坐在 GX300 内的墨镜男显然安然无恙，他驾驶着飞行器向朗直冲而来，并携带来一

连串的射击。朗矫健地闪过，但小朴没这么灵活，他大腿被打中，倒在地上一脸痛苦。

眼看飞行器逼近，朗苦笑一声，纵身跃上 GX300。小朴猜到了朗的意图，声嘶力竭地大

喊道：“不要！”

“轰”的一声巨响，GX300 变成了一个火球，无力地坠落下来……

一周之后，在 A城的烈士陵园里举行了隆重的葬礼，A城的无数百姓纷纷前来吊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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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警察局长。他的牺牲换取了人们的生活的安宁，他履行了上任警察局长时的承诺:

“惩恶扬善，铸我警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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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天衡导航·北斗杯”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学组）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作者：高二 9 班 王子涵

指导老师：曾昊溟 王梁

我如同海伦·凯勒一般不幸，但似乎又有点不同。我知道著名的女作海伦凯勒在小

时因发烧而失去了听力和说话的能力，还有视力，我安慰自己，我肯定比幸运多了，因

为我只是个瞎子，雅称一盲人。但我的世界从出生开始就是一片漆黑的。

我出生在一个农村说不富裕也不贫穷的人家。这样的人家向来是需要劳动力的。母

亲生出第一胎是个丫头已经够让人失望了，还是个瞎子。起先父亲、母亲对大丫头应该

还是有了点儿希望，骨血相连的亲情必竟是客观存在的，或者说，他们不能养一个废人。

于是，父亲，母亲带着我跑东跑西，问中医，请神婆……农村人想得到的办法他们都用

了。以至于我的童年在中医的望闻问切，药罐不离口；在神婆神神叨叨、呛人的迷烟、

在城里西医的吐舌头、无数的药片中度过。

我想我是感谢弟弟妹妹的到来的。他们的到来使父母少了对我的寄托，从此，我便

成了家里可有可无的人。记得回家时能给我口饭吃，不记得也罢了，村子就这么大，盲

了，也丢不了。我成了村里最自由的人。

我认为，我是世界上最不安分的盲人了。村里平坦的道路我是不爱走的。在村子后

约摸 800 多脚步处吧，有一座小山坡，有几百米高，不很陡，对盲人来说，应是难如登

天了。我却分外爱这个小山坡，因为我知道，在我蹒跚几个小时后便能到达坡顶。那是

方圆几十里最接近太阳的地方。小时候，弟弟妹妹还未出生的时候，妈妈经常抱着我讲

故事，其实也不算故事，她常和我说，村里有个最美的地方，就是村子后面的山坡顶，

那里是方圆几十里最高的地方，因为最接近天空，人们保持着敬畏，所以没有人去开垦。

那里长满了各种野花，油菜花、蒲公英……油菜花是金色的，颜色就像太阳那么亮，一

大片一大片，一眼看不到边。她还和我说，世界上有个很伟大的女性，她比我还要悲惨，

却取得了比正常人更大的成就，但她又总是改口说我的病肯定会好的。她的眼泪滴到我

的脸上，苦苦涩涩的。

我很小，所以在那时我并不能体会母亲的眼泪，我却记住了母亲口中的油菜花。它

们有着太阳的颜色，所以是温柔的，暖暖的。

当我第一次登上那个小山坡，我闻到了油菜花的味道，带着金黄的生命，温暖的太

阳的味道，我闻到了各种草、花混杂在一起的味道，清新香甜。也是第一次，我如此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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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上天能赐予我一双眼睛，哪怕给我三天光明。

Chapter 1.

那是很普通的一天，好吧，我承认，每天，每时每刻，在我眼中都是差不多的，没

有边际的黑暗。但就是那一天，改变了我的一生。

将近中午，我准备去坡顶，有人叫住了我，一个语速不紧不慢、话语温柔的女声。

她问我想不想要看见世界，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天。我几乎是没有考虑就同意了，不要怀

疑当你出生就无法“碰触”世界时，别人给了一丝丝的希望，你也会毫不犹疑地答应，因

为盲人太渴望光明了。

当我回过神来，我已在车上了。这时我才有点后怕。那人似是看出了我的恐惧，便

向我解释，她是某家公司的工作人员，公司最近研制出一款新型芯片。芯片十分小。用

北斗的定位导航知道芯片拥有者的具体位置，可精确到 0.001 度，然后卫星通过北斗导

航系统传送的数据将所在地图像发送给芯片，芯片自动译成脑电波传输给大脑，并且因

为芯片的高效性，一张张图片便可连成动画，而芯片拥有者看起来就象亲眼看见一般。

但由于科技的复杂，一张芯片的电量只够维持三天的工作。

虽然此项技术经多次动物试验均获成功，但仍未对人进行应用，所以还没有足够把

握投入市场。并且芯片工作时短是无法避免的缺陷。所以要在对人实验的基础上进行改

进和提高。

听了这么多，我终于明白了，我是被当成小白鼠了。

打入麻药时，有人问我，醒来时希望身处何方，我迷迷糊糊地，回答的是那个小山

坡的坡顶。然后又有个声音对我说，三天后，同一地方，同一辆车，接我去取出芯片。

我懵懵懂懂间，点了点头。

当我醒来时，我躺在花丛间。我难以置信，那大片大片的油菜花，金灿灿的，那是

太阳的颜色。还有各种各样颜色的小野花，有像天空的颜色的如指甲盖大小的，有红的

像朝阳一般的……

我终于有机会向坡顶深处走去，听潺潺的小溪流水声，看着被流水抚摸的晶莹剔透

的鹅卵石，我还看到了水中的倒映出的自己。在坡顶的两天，我看到了自己梦想看到的

一切自然之物。有朝气蓬勃的朝阳，有瑰丽的晚霞，有丛中嬉戏的蝴蝶，有坡顶下袅袅

炊烟……因为是夏天，夜晚不很热，我睡在山顶，完全不会着凉，饿了就吃果子，但到

了第三天，我终于下定决心，我要见我的家人。

我下了小山坡，那条我走了成百上千遍的路不再是无尽的黑暗，但我却走得分外忐

忑。我原是每天都回家的，我两天不回了，他们会关心，会担心吗？

想着想着，我已站在了家门口，出乎我的意料，父亲、母亲冲出家门，问我这几天

到哪里去，怎么不知道回家，弟弟妹妹如往常般，跑出来奶声奶气地叫我姐姐。我看到

了父母眼中难以掩盖的担忧。我忽然觉得，这三天，我明亮的，不只是眼睛，还有心灵。

我感谢这三天的光明，哪怕以后听人生旅途一片黑暗，但我明白了自然之美，我获得了

亲情，这将成为我一生都珍藏的财富

“滴——”汽车开来了……—comple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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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天衡导航·北斗杯”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大学组一等奖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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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天衡导航·北斗杯”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的智能导盲犬

作者姓名：方向，石俭，贾同超 陈喜凤

指导教师：刘文智、李海波

学校：哈尔滨工程大学

【摘要】基于卫星定位技术与传感器检测技术，设计的智能导盲犬为有视障的人，

解决独自出行的问题，导盲犬能实现实时关注路况、解决避障和语音提示等简单问

题，起到真正的导航作用。整个系统通过以飞思卡尔 M9CS12DG128 单片机作为主控，

首先语音采集，感应来自“主人”的出行信息，然后与 BDS 交流，获取目的地定位

与设计路线，实现信息采集模块与北斗定位信息接收模块很好的结合。途中智能导

盲犬通过超声波传感器模块与红外传感器模块实现避障，通过颜色传感器检测技术

与图像识别模块感知盲道、斑马线与红绿灯等环境变化，并且不停的通过语音模块

提供给“主人”路途信息。这种模块化设计遵循每个模块单元在功能上应具有相对

独立性，并且可实现特定的功能。

【关键词】 定位技术、导航、语言播报、图像识别、传感器检测技术

一、引言

国际防盲机构(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the Prevention of Blindness , 简称

IAPB) 预计：到 2020 年失明人数将达到 7500 万，而中国是世界盲人最多的国家。现如

今，全球盲人数量为 3700 万，据统计,全球每年新增盲人数量为 100-200 万，这意味着

每五秒钟就有一个人失明，每一分钟就有一个儿童失明。中国约有盲人 600-700 万，占

世界盲人总数的 18%。我国盲人数量早已超过诸如丹麦、芬兰、挪威等国家的人口数。

我国每年新增盲人约 45 万，而随着人口总数的增加和人口老龄化，新发盲人也在迅速

增加。据世界卫生组织研究：如果保持目前的趋势不变，预计到 2020 年中国盲人数将

至少增加一倍。

而考虑视障朋友安全方面，他们由于长期处于黑暗中，无法用视觉辨认世界，必须

依靠听觉，触觉，嗅觉等来感受他们所生活的空间。据教育家分析，人类经验的获取约

40%来自视觉；约 25%来自听觉；约 17%来自触觉；其他感觉各自占 15%。缺乏影像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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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使其生活的危险性比一般人高出数倍，不确定的环境使得盲人普遍缺乏安全感。

因此，我们认为视障朋友对安全而快捷出行有强烈的需求，特别是独自出行方

面，辅助导航的设计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市场上现存导盲机器人（Guide Robot ）

的费用是相当昂贵的，一般的盲人家庭难以支付，同时还存在导盲功能考虑不完善

等问题。面对独自出行，一般视障朋友只能靠自己已往经验线路往返，而提高导盲

作用的机器人仅能提供一些简单的避障与语音提示功能。介于这些问题，发明一款

功能齐全，廉价的导盲机器人，不仅有益于盲人独自出行，甚至对全世界有视障成

员的家庭都会做出突出的贡献。

此外，现市场销售的导盲机器人都未能实现与导航系统交流的功能，这使得导

盲机器人的作用大大缩水。BDS 作为中国正在实施的自主发展、独立运行的全球卫

星导航定位系统，是除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GPS）、俄罗斯的格洛纳斯（GLONASS）

之后第三个成熟的卫星导航系统。同时，它与与美国的 GPS、俄罗斯的格洛纳斯、欧

盟的伽利略系统兼容共用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并称全球四大卫星导航系统。北斗卫星

导航系统 2012 年 12 月 27 日起提供连续导航定位与授时服务 。BDS 的建设与发展原则

遵循开放性、自主性、兼容性、渐进性这 4 项原则。BDS 具有很多优势：同时具备

定位与通信功能，无需其他通信系统支持；24 小时全天候服务，无通信盲区；融

合北斗导航定位系统和卫星增强系统两大资源，提供更丰富的增值服务；自主系统、

高强度加密设计，安全、可靠、稳定，适合关键部门应用。如果我们将智能导盲犬

融入与北斗导航交流的功能，那么它的导盲能力将大大提高。本文介绍的导盲犬机

器人正是基于该创新点，可以很大程度的帮忙失明者进行对周围世界的感知，并且

提供一些特殊的预警机制，路线设计，路况识别等创新功能。

二、项目总体构思

整个智能导盲犬的设计，在各个方面我们都深入地作了考虑。图 1 是我们设计

的基于 BDS 的智能导盲犬的总体构思。

北 海

图 1 智能导盲犬的工作流程示意图

http://baike.baidu.com/view/777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40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7692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16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255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53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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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所示，智能导盲犬利用单片机作为主控，首先语音采集，感应来自“主人”的

出行信息，然后与 BDS 交流，获取目的地定位与设计路线，实现信息采集模块与北

斗定位信息接收模块很好的结合。途中智能导盲犬通过超声波传感器模块与红外传

感器模块实现避障，通过颜色传感器与图像识别模块感知盲道、斑马线与红绿灯等

环境变化，并且不停的通过语音模块提供给“主人”路途信息。这种模块化设计遵

循每个模块单元在功能上应具有相对独立性，并且可实现特定的功能。如图 2 为各个模

块相互独立工作示意图。

周围环境

卫 星 信

息

避 障 循

迹模块

人 机 交

流

主 控 模

块

感 知 模

块

图 2 智能导盲犬各个独立模块示意图

每个模块单元与其他单元之间的连接简单清晰，并且它们之间在运动学，动力学上具

有相对的独立性。

三、各个模块设计方案

该项目应该考虑方面：（1）、与北斗卫星交流以及导航系统

（2）、运动策略设计

(3)、柔顺控制方法

(4)、基于欠驱动系统的机器人运动规划

(5)、信息采集、传输、接收与处理

(6)、传感器系统的设计

(7)、嵌入式设计与通信协议测试

图 3所示为我们详细考虑的设计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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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北斗卫

星交流

图 3 导盲犬硬件详细模块设计框图

各个模块协调工作，并达到最终理想设计。下面，我们将对各个分模块进行详细的

整理与介绍。

3.1 主控模块

本作品采用飞思卡尔 MC9S12DG128 单片机，该单片机采用增强型 16位 S12 内核，总

线时钟频率最高可达 25M，片内资源资源包括 8K RAM,128K FLASH, 2K

EEPROM,SCE,SPE,PWM模块 ，PWM模块 可设置成4路16位输出，可宽范围选择时钟频率 ，

还有 10 位的 AD转换器，CAN 总线和增强型 捕捉定时器，并支持背景调试 BDM。它不仅

在汽车电子，工业控制，中高档机电产品等应用领域具有广泛的用处。 基于强大的内部

功能，它将完成本作品中电机驱动、各传感器信息融合、中断嵌套处理、时钟管理、导

航算法与软件滤波处理，数据采集系统中的信号处理和语音模块等控制和处理功能。图

4为 MC9S12DG128 单片机的原理图。

图 4 MC9S12DG128 单片机 PCB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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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获取路线与定位模块

用户设备部分主要包括接收机和处理控制解算的显示设备，其核心是 BMOS2-100 卫

星导航接收机。BMOS2-100 卫星导航接收机是 GPS、北斗二代双模兼容的实时定位接收

机。能够提供高精度的载体三维位置、速度信息、时间信息以及原始观测数据等。

BMOS2-100 将射频、基带处理、定位软件高度集成，36 路跟踪通道快速启动，具有低功

耗、小体积、高可靠性，实现 GPS/北斗二代模式一键切换。

接收机是由主机、天线、电源和数据处理软件等组成。接收天线接收卫星信号，信

号经接收机接扩、解调处理，控制设备进行信号和信息处理，从中提取卫星星历、距离

及距离变化率、时钟校正、大气校正参量等，获得定位和导航信息，完成导航和定位工

作。信号通过天线接收后进入射频模块, 射频单元完成卫星信号的低噪放和下变频功能,

然后将信号送给基带处理模块。基带模块位于射频和数据处理模块之间，完成信号处理

及测量的主要工作，包括信号的数字下变频、捕获、跟踪、解调（Dopper 频移测量）、

译码、伪距与伪距率参数测量等功能。

基带模块将测得的各项数据进行组帧，通过接口电路送给数据处理模块。数据处理

模块从基带送过来的帧数据中提取信号发送时间，本地接收时间，导航电文等定位解算

需要用到的数据，并把它们存入全局变量，供解算模块使用。定位解算模块位于整个接

收机的最上层，它利用信息处理部分提取出的数据，计算接收机的位置，速度和接收时

间等信息。

3.2.1 BMOS2-100 产品相关参数

表 1

BMOS2-100 产品技术基本指标

输入信号

GPS L1 频点 1575.42MHz±2.046MHz

BD2 B1 频点 1561.098MHz±2.046MHz

BD2 B2 频点 1207.14MHz±2.046MHz

BD2 B3 频点 1268.52MHz±10.23MHz

增益 100dB

AGC 范围 ≥65dB

输出时钟 65.47075MHz；参考频稳度：1ppm

输出信号 SIGN 和 MAG

数字中频频率 16.39975MHz

各路输出电平 ≥0dBm

噪声系数 ≤5dB

输出相噪

＠100Hz ≤-70dBc

＠1KHz ≤-80dBc

＠10KHz ≤-85dBc

＠100KHz ≤-95d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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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外抑制

GPS L1:≥20dB @中心频率±4MHz

BD2 B1:≥20dB @中心频率±6MHz

BD2 B2 B3:≥20dB @中心频率±22MHz

电气指标

工作温度 －25℃～＋70℃

工作电压 5V

功耗 每一频段≤1W

重量 40 克（四个频点）

3.3 视觉信息模块

机器人的视觉信息是通过黑白 CCD 摄像头来实现的，由于该机器人导盲过程中不需

要人脸识别等高级应用，只是用于探测道路信息和障碍物的区别，故采用黑白摄像头完

全可以完成工作，而且减少单片机的处理负担。CCD 摄像头使用是 SONY 公司生产的，有

效像素 PAL:792(H)×698(V)，感光面积 4.8mm×3.6mm，能自动跟踪白平衡，采用 PAL

制式，540 电视线。在采集完图像后，通过行中断和场中断，将奇偶场图像信息发送给

微控制器，微控制器接受信息后立即将这些信息保存到数组中，在程序在进行二值化算

法处理，得到道路的具体信息或者区别出障碍物。考虑到采集的信息可能会有比较大的

噪声和干扰信息，还需要设计出卡尔曼滤波等软件滤波算法，来得到更加准备清晰的分

析，这样也减少了硬件电路的设计，减小了系统的硬件复杂性，减轻机器人的重量等。

3.3.1 CCD 摄像头相关参数

表 2

摄像头重要参数

图像传感器 1/3″SONY Super HAD CCD

有效像素 PAL:792(H)×698(V) NTSC:768(H)×494(V)

感光面积 4.8mm×3.6mm

水平清晰度 540 电视线

工作电压 DC12V（超宽电压，实测可以 7-13V 正常工作）

工作电流 100mA

信噪比 大于 50dB (AGC OFF)

尺寸（毫米） 38×38

3.4 传感器模块

3.4.1 颜色传感器

颜色传感器嵌入到系统中，使用目前市场上的 TCS230 颜色传感器，如图 4所示为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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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传感器实物图。它可以通过识别不同颜色的灰度值，来区别出是何种颜色，并报告

给主人该识别颜色。这是本作品的一大特色，它相当于盲人的眼睛，帮主人识别颜色，

这有相当大的意义。比如城市中识别盲道与车道，我们知道，一般盲道为黄色，这就成

为辨别盲道的可识标志。而一般郊区等地，由于道路宽阔稳定，无需做这方面考虑。此

外，当需要穿过马路时，颜色传感器还可以用于辨别交通灯颜色，做到“红灯停，绿灯

行”。

图 4 颜色传感器实物

表 3 为 TCS230 颜色传感器的相关参数：

表 3

TCS230 重要参数

输出频率范围 10kHz～12kHz

工作电压 +2.7V～+5.5V

工作电流 1.4mA

检测状态 静态检测

最佳检测距离 10mm

工作温度 -40°C～+85°C

3.4.2 三轴数字加速度传感器

ADXL335是美国模拟器件公司(ADI)推出的一款带有信号调理电路的高精度模拟三轴

加速度传感器，它可以使用于测量倾斜检测应用中的静态重力加速度，以及运动、冲击

或振动导致的动态加速度等。当主控得到 XYZ 三轴的加速度信息，通过软件处理，可以

得到机器人当前状态的加速度和倾角信息，在实际应用中功能是检测道路的情况，比如

前方有坑或有斜坡，则检测到姿态信息后通过 SPI 串行中断发送给单片机。姿态检测可

以在主人遇到楼梯或上下坡的时候及时的进行语音提醒，防止主人摔倒。 ADXL335 相关

参数如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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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ADXL345 重要参数

工作温度范围 -40 to 85°C

灵敏度 300mv/g

灵敏度（%） ±10

输出类型 模拟量输出

工作电压 DC 5V

典型带宽 500HZ（X，Y，Z 端上外接 100nF 的电容）

指标 满量程加速度测量范围为±3 g

3.3.3 红外传感器和超声波传感器

红外传感器和超声传感器，在传感器系统中的作用是进行及时避险和物体距离探测。

红外传感器用 RP220 红外对管，它包括一个红外发射管和一个接收管，在机器人的不同

位置朝外安装，若在规定的机器人周边范围内有东西接近的时候，会产生中断信号，通

过 VCA820 运算放大器处理后可以通过单片机来判断。还有两个红外用来做电机转速的闭

环控制检测用，使电机平衡精确的转动。超声波传感器采用发射头和接收头平行安装的

方法，发射头发射的超声波是一个夹角比较小的扇形区域，遇到物体反射回来，可计量

去程和返程的总时间，在单片机程序中计算出前方物体离机器人的距离来，检测范围是

4米，精度 0.2 厘米。

3.4 语音模块

本模块采用 WT588D 型号国产的语音芯片，它有 220 个语音地址，可以存储 220 段语

音，完全可以用来存放该作品的语音指令信息，还有外置的 SPI FLASH ,能实现操作模

式的切换，有按键、MP3,PWM 等模式进行方便的操作，其语音清晰，封装小，很适合与

扬声器配合来完成本作品的语音模块的实现 。由于盲人没有视觉，通过语音来提醒主人

将是本作品的主要方式，也是非常人性化的一种设计。

3.4.1 WT588D 主要特点：

（1）芯片封装有 DIP18、SSOP20 和 LQFP32 形式；

（2）根据外挂或者内置 SPI-Flash 的不同，播放时长也不同，支持 2M～32Mbit 的

SPI-Flash 存储器；

（3）内嵌 DSP 高速音频处理器，处理速度快；

（4）内置 13Bit/DA 转换器，以及 12Bit/PWM 输出，音质好；

（5）PWM 输出可直接推劢 0.5W/8Ω扬声器，推挽电流充沛；

（6）支持 DAC/PWM 两种输出方式；

（7）支持加载 WAV 音频格式；

3.5 数据传输与通信协议模块

各传感器、导航系统、电机与主控制器之前必须建立完美的通信机制才可以保证系统

的正常工作，传感器以 SPI 和 IIC 输出信号为主，这样可以比并行数传减少不少的 IO口

资源，但是硬件的简单带来的是软件调试的复杂。导航系统在传输中占有较高的中断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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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级，这样可保证“方向不乱”，每个电机和舵机具有一个设备地址，通过通信协议

$RTSA,xx,xxxx 来控制,帧头固定，xx为设备号，xxxx 为数据返回。若实验中一块单片

机不能完成工作量，将由多片单片机分别完成不同模块 ，最后通过通讯协议与主机建立

通信，配合完成工作。

四、作品测试

作品相关测试与实物展示详见附件：作品演示。

五、技术指标

1.导盲犬机器人驱动系统特点及要求：

可控性、高精度、快速性、环境适应性。此外，散热问题也很重要。电动机所产生

的热量最终是其尺寸和功率的决定性因素。

2.导盲犬机器人对传感器的要求：

精度高，重复性好。移动机器人传感器精度直接影响移动机器人的工作质量。用于

检测和控制机器人运动的传感器是控制机器人定位精度的基础。机器人能否准确无误地

正常工作，很大程度上取决与传感器的测量精度。

稳定性好、可靠性高。

质量轻、体积小，安装方便可靠。

对于安装在机器人运动部件上的传感器，质量要轻，否则会加大运动部件的惯性，

影响机器人的运动性能。

价格适当。

3.导盲犬机器人图像处理系统设计要求：

由于通过高速 PCI 总线可实现直接采集图象到 VGA 显存或主机系统内存，实现所需

数量的序列图象逐帧连续采集，进行序列图象处理分析。此外，由于图象可直接采集到

主机内存，图象处理可直接在内存中进行，因此图象处理的速度随 CPU 速度的不断提高

而得到提高，因而使得对主机内存的图象进行并行实时处理成为可能。

4.导盲犬机器人通信系统设计要求：

可靠性、能量效率、带宽、QoS。具体性能主要可以通过：吞吐量、丢包率、时延这

几个指标来考察。

六、未来展望

通过导盲犬的制作，基本达到预定指标，解决有视障人的独自出行问题，但毕竟技

术还不是很完善，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系统的机械结构，程序算法等，都将在未来的设

计中着重考虑，最终达到真正导盲的作用。另外，由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日趋完善，充

分利用北斗平台是我们今后应该仔细规划的一个发展方向。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导盲犬

可以充分发挥它的导航优点，由于以往设计的忽视，我们应该很好利用该平台，发挥出

导盲犬更好的导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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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天衡导航·北斗杯”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基于北斗导航系统校内公交智能调度系统

作者姓名：张狄祥、孙梅、李成蹊

指导教师：邓健

学校：厦门理工学院

【摘要】随着北斗导航系统的不断更新升级，北斗定位也进入百姓的日常生活。针对校

园公交在日常应用中存在的问题，设计了校园公交智能调度系统，同时基于北斗导航模

块，开发了校园公交实时定位、最短路径分析导航等功能，并在校园公交上进行了实验。

此外，在系统其他功能设计和基于手机移动终端平台上提出了想法和应用方案。

【关键词】北斗;导航系统;校内公交;

1．引 言

本方案目的是设计出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移动数据通信、网络通信的校内公交智能

调度系统。用户通过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发出呼叫信号，通过移动数据通信传输的指挥端。

指挥端根据计算通过网络传输从校内公交到用户的最短路径，应用北斗导航系统的校内

公交根据所得路线，抵达用户所在地点。本文从以下几方面介绍该系统。

第一，阐述了校内智能公交调度系统方案确立的背景及意义。本方案的确定是经过

对校内公交目前运行状况的具体了解，并切实了解同学们对提高校内公交智能性的需求

确立的。旨在建立一个惠及同学们需求的校内智能公交调度系统，从而使同学们的出行

更加快捷、迅速。

第二，详细介绍了系统技术实现的软硬件基础、系统整体构架、部分功能实现具体

流程以及一些应用设想。系统的核心是北斗导航系统，并与移动数据通信、网络通信相

结合，从而实现具体的校内公交调度功能。

最后，介绍了本系统的发展前景与创新点，以及本系统从校园推广到更广范围应用

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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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背景及意义

学校的校园公交的运行一直存在着种种不方便的地方，也受到了许多同学的诟病。

不方便之处具体体现在以下地方：学校的校园公交只有一条线路，即学校西门——>教

学楼。途经宿舍、实验楼、图书馆等站点。在上下学高峰期，校园公交运行频率较高，

在学校西门、教学楼以及途中各站点等车的同学基本都能乘坐到校内公交。然而，在非

高峰期，由于校内人流量较少，对校内公交需求较低，校内公交普遍停留在终点站，使

得在途中各站点的同学基本没有乘坐校内公交的机会。

本系统为以上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基于北斗导航系统，实现在非高峰期学生搭乘

校内公交的需求。从而解决了困扰学生与校内公交运营商许久的问题，方便了学生的出

行，节省了有限的资源，有利于校内公交更加有效率地调度。

本系统开发设计研究，可以为开发多种具有更大意义的车辆调度系统提供借鉴。如

实现基于北斗系统的全市出租车叫车服务，所有出租车安装好北斗导航芯片，指挥中心

根据用户通过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发出的信号，定位用户的位置，对距离用户最近的空车

进行调度，方便用户出行。由此可见，本系统的开发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与发展意义。

3．设计方案原理

3.1 系统设计方案

如图 1，系统总体分为……三大部分，各部分分别为指挥中心系统、校内公交车导

航、用户手持端 APP。

图 2 系统各部分介绍

1. 指挥中心系统主要功能：

（1） 校内公交车运行位置和移动状况的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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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显示呼叫公交车的用户所处位置地图显示。

（3） 调度分配公交车及接受用户客户端反馈的信息。

（4） 发送预计等待时间。

2. 校内公交车导航主要功能：

（1） 显示校内导航地图。

（2） 接受指挥中心的调度。

（3） 分析到指定地点的最短路径。

3. 用户端 App 主要功能

（1） 通过 App 应用程序向指挥中心发出叫车请求。

（2） 接收指挥中心反馈的预计等待时间。

3.2 工作流程

图 3 系统工作流程

（1） 载有 BDM10 导航授时模块的校园公交，不断从卫星中获取自身的位置信息，并

在车载显示屏的地图中显示。

（2） 通过无线网络，校内公交将自己的位置以及运行状况传递给指挥中心，指挥中心

监控并调度所有校内公交。

（3） 用户有乘坐校内公交需要的时候，在等车站点打开叫车 app，叫车信号通过移动

网络传递到指挥中心。

（4） 指挥中心根据用户传递来的叫车信号，获取用户所在位置。并根据系统运算，得

出校内公交抵达用户所在位置的最短路径，通过网络传递给校内公交，在校内公

交导航显示屏上显示。

（5） 指挥中心根据运算，得到校内公交抵达用户所在位置的时间，并通过移动网络传

递给用户手机的 app 上。

（6） 校内公交根据从指挥中心得到的路线，驶往用户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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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硬件基础

BDM100 BD2/GPS 双系统导航授时模块：

北斗导航模块是本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是整个系统的中心。本系统使用的是北斗

星通公司的 BDM100 BD2/GPS 双系统导航授时模块。

BDM100 是支持 BD2/GPS 定位导航、授时的经济型模块，具备尺寸小、功耗低、

重量轻等特点，尤其适合于大规模的北斗系统集成应用。BDM100 能够实时接收 BD2

和 GPS 导航卫星信号，提供三维位置、三维速度和满足精确授时需求。

图 4 BDM100 导航授时模块

BDM100 BD2/GPS 双系统导航授时模块产品特点：

（1） 领先的导航、定位、授时技术。特有的多路径抑制技术结合高质量的原始观测量，

确保一流的导航、定位、授时精度。

（2） 尺寸小，功耗低，质量轻。采用单芯片接收机方案，实现了单个模块集成 BD2/GPS

基带和射频。节奏紧凑，尺寸更小，功耗更低。

（3） 具有丰富的接口类型。

（4） 图形控制化界面。采用人性化设计的 GUI 显示控制软件，方便用户直观地获取

实时的卫星情况以及工作状态。

3.4 软件设计及实现

3.4.1 导航模块软件设计

 定位功能

图 5 定位功能

具体实现：软件使用 Cshape 语言，开发的 winForm 程序。

（1） 北斗芯片通过 COM 口读取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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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y

{

//调用串口读取函数，输入参数（端口号，每秒数据位，是否有奇偶校验，数据位，停

止位）

_serialPort = new SerialPort(comName, 9600, System.IO.Ports.Parity.None, 8,

StopBits.One);

_serialPort.Handshake = Handshake.RequestToSendXOnXOff;

//设置数据接受处理方法

_serialPort.DataReceived += new

SerialDataReceivedEventHandler(_serialPort_DataReceived);

//打开com串口

_serialPort.Open();

}

catch

{

onGPSToolStripMenuItem.Checked = false; //不勾选启动GPS定位的显示

offGPSToolStripMenuItem.Checked = true; //勾选关闭GPS定位的显示

MessageBox.Show("请连接好Com串口!"); //弹出COM口未连接警告窗口

return;

}

图 6 开启 GPS 定位

（2） 根据坐标实现定位

IPoint point = new PointClass();

point.PutCoords(Convert.ToDouble(lon), Convert.ToDouble(lat)); //获取到的坐

标值，转换为地图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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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 在地图上显示GPS点

ESRI.ArcGIS.Display.ISimpleMarkerSymbol simpleMarkerSymbol = new

ESRI.ArcGIS.Display.SimpleMarkerSymbolClass();

simpleMarkerSymbol.Size = 10; //设置点样式的大小

//改变点颜色,当第二次，执行时，选择不同的样式，实现闪烁

if (isHear)

{

isHear = false;

simpleMarkerSymbol.Color = GetRGBColor(255, 0, 0); //设置点样式的颜色，为

红

}

else

{

isHear = true;

simpleMarkerSymbol.Color = GetRGBColor(255, 200, 200); //设置点样式的颜色，

为白

}

object oPoint = simpleMarkerSymbol;

axMapControl1.DrawShape(point, ref oPoint); //在ArcGIS Engine控件上显示定位

点

#endregion

图 7 定位（图上红点）

（3） 调用 ArcGIS Engine 控件显示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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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y

{

string name = datasetPath;

//打开工作空间

pFWorkspace = OpenWorkspace(name) as IFeatureWorkspace;

//打开网络数据集

networkDataset = OpenNetworkDataset(pFWorkspace as IWorkspace, "Streets_ND",

"Transportation");

//创建网络分析上下文，建立一种解决关系

m_NAContext = CreateSolverContext(networkDataset);

//打开stops点图层

inputFClass = pFWorkspace.OpenFeatureClass("stops");

//Streets_ND_Junctions图层

IFeatureLayer vertex = new FeatureLayerClass();

vertex.FeatureClass =

pFWorkspace.OpenFeatureClass("Streets_ND_Junctions");

vertex.Name = vertex.FeatureClass.AliasName;

axMapControl1.AddLayer(vertex, 0);

//street图层

IFeatureLayer road3;

road3 = new FeatureLayerClass();

road3.FeatureClass = pFWorkspace.OpenFeatureClass("Streets");

road3.Name = road3.FeatureClass.AliasName;

axMapControl1.AddLayer(road3, 0);

//为Network Dataset生成一个图层，并将该图层添加到axMapControl中

ILayer layer;//网络图层

INetworkLayer networkLayer;

networkLayer = new NetworkLayerClass();

networkLayer.NetworkDataset = networkDataset;

layer = networkLayer as ILayer;

layer.Name = "Network Dataset";

axMapControl1.AddLayer(layer, 0);

//生成一个网络分析图层并添加到axMapControl1中

ILayer laye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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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ALayer naLayer = m_NAContext.Solver.CreateLayer(m_NAContext);

layer1 = naLayer as ILayer;

layer1.Name = m_NAContext.Solver.DisplayName;

axMapControl1.AddLayer(layer1, 0);

m_ipActiveView = axMapControl1.ActiveView;

m_ipMap = m_ipActiveView.FocusMap;

pGC = m_ipMap as IGraphicsContainer;

}

catch (Exception error)

{

MessageBox.Show("网络数据集初始化失败！" + error.Message);

return;

}

#endregion

图 8 显示校园影像图

 最短路径分析功能

图 9 最短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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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ArcGIS Engine 提供接口实现最短路径分析（此处代码较多，具体请参考软

件源码附件）

/// <summary>

/// 生成给定点的最短路径

/// </summary>

/// <param name="sender"></param>

/// <param name="e"></param>

private void button_Route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try

{

IGPMessages gpMessages = new GPMessagesClass();

LoadNANetworkLoacations("stops", inputFClass, 80); //根据点图层，在网络

拓扑图层上确定用户要查找最优路径所要经历的点

INASolver naSolver = m_NAContext.Solver;

naSolver.Solve(m_NAContext, gpMessages, null); //最短路径分析

}

catch (Exception error)

{

MessageBox.Show(error.Message);

return;

}

finally

{

//解决完后，删除图层内容

ITable pTable_inputFClass = inputFClass as ITable;

pTable_inputFClass.DeleteSearchedRows(null);

axMapControl1.Refresh();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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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最短路径 1（从点 1 到点 2 的最短路径）

图 11 最短路径 2（从点 1 到点 2 的最短路径）

 最终实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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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实验测试软件

图 13 在校内公交车上最终成功展示

3.4.2 移动端应用设想

（1）进入应用程序，显示“呼叫公交”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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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进入应用程序

（2）点击“呼叫公交”键，手机发送信号给控制中心。

图 15 发信号给控制中心

（3）控制中心经过计算，得出校内公交到达时间，传递给用户。

图 16 控制中心发回信息



第四届“天衡导航·北斗杯”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154

（4）用户手机上显示校内公交抵达倒计时。

4．发展前景

4.1 北斗导航系统的广泛运用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中国自行研制的全球卫星定位与通信系统（BDS），是继美全

球定位系统（GPS）和俄 GLONASS 之后第三个成熟的卫星导航系统。系统由空间端、

地面端和用户端组成，可在全球范围内全天候、全天时为各类用户提供高精度、高可靠

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并具有短报文通信能力，已经初步具备区域导航、定位和授时

能力，定位精度优于 20m，授时精度优于 100ns。2012 年 12 月 27 日，北斗系统空间信

号接口控制文件正式版正式公布，北斗导航业务正式对亚太地区提供无源定位、导航、

授时服务。

随着近些年来北斗导航系统的迅猛发展，未来运用北斗导航的设备将不断增多。本

系统即基于北斗导航系统，进行定位、导航、授时，具有极大的发展前景。

4.2 移动端的紧密结合

近些年来，随着智能手机的迅猛发展，基于安卓、IOS 等手机操作系统的应用不断

涌现，智能手机逐渐走进了大众的生活。通过智能手机与北斗导航的结合，从而实现叫

车等服务，在各个方面都会有极大的发展前景。

5．总 结

本系运用了最新的北斗导航定位模块，结合近几年发展迅猛的智能手机应用技术，

并运用网络技术，实现了校内公交的导航与调度问题，从而解决校园中公交调度中存在

的问题。具有极大的意义与发展前景。

在设计本系统前，本小组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了解了同学们在实际生活中的具体

需求。通过结合多种技术，最终解决大家的难题，方便了学生的日常出行以及对校园公

交的需求。

北斗导航技术作为中国自主研发的导航定位与通信系统，在不断的完善中，并必将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本系统与北斗导航模块紧密结合，将北斗导

航技术应用于学校的日常生活中，具有很大的意义。

此外，与移动端的结合也符合时代的发展潮流，随着智能手机的普遍，移动端特别

是应用开发技术的发展，极大方便了人们的生活。将移动端技术加入本系统，也极大方

便的本系统的应用。

http://baike.baidu.com/view/81531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856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856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0183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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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天衡导航·北斗杯”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基于MXTOS2-200的智能出租车呼叫系统

作者姓名：王子钰，李伟

学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摘要】本系统采用采用时代民芯公司的拇指接收机 MXTOS2-200 定位芯片与 gsm 模

块，结合短信中心软件，在用户的手机终端实现对出租车实时呼叫的功能。用户将自身

的地理位置通过网络传送至中央处理机，中央处理机获取用户地址以及周边出租车的北

斗卫星定位地址进行数据分析，为用户匹配最佳方案的出租车并发送信息至出租车，使

用户实现快速准确呼叫出租车的目的。

【关键词】卫星定位，呼叫出租车，最佳方案

1应用需求分析

1.1应用领域

用户快速准确呼叫出租车

1.2需求

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交通运输行业的发展，出租车应运而生，出租车具有的方便

快捷的特点使其拥有一片广阔的市场，但现有的出租车随机拦截乘坐的机制已经显得供

不应求，经常出现空车遇不到乘客，乘客打不到车的情况，因此，一种帮助用户快速准

确打车的方案亟待问世。

我们组设计的“智能出租车呼叫系统”，通过用户的手机等移动终端，与北斗卫星

系统以及中央处理机的协调工作，就可以帮助用户快速准确地呼叫出租车。

1.3现状

1.3.1 国内现状

目前国内已有多家公司设计了智能招车的产品，但其核心思路都是软件进行呼叫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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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地理位置，通过无线电等设备由中心进行分配或从汽车总站派出车辆对客户进行服

务，其效率与速度仍然达不到要求，并且由于成本问题而比现有的出租车方案价格上更

加昂贵，因北斗系列卫星正处于建设阶段，国内市场上并不存在基于北斗的智能叫车系

统。

1.3.2 国外现状

在电子叫车领域，国外与国内的状况大致相同，其中曾经出现过的电子叫车系统的

佼佼者：Uber taxi 在纽约的失败可以看做是目前现有的叫车体制的失败。

Uber taxi 曾经一度被认为是改变了传统打车方法的电子叫车服务，为什么会兵败纽约

呢？其中原因有三，一是纽约市租车委的政策压制；二是因为他们没有理解市场的需求，

直接将二三线城市的经验搬到一线城市。须知道每个地区的市场都有不同的特征，二三

线城市的市场问题和一线城市是不一样的；三是在一些人群密集、流动性大的地区恰恰

相反，这里发达的经济已经决定了这里肯定充斥着空载的出租车以及大量的黑车。

2方案总体设计及参赛作品目标

2.1设计目标

能够实现对车辆的定位数据（经度、纬度、速度、方向、时间）、载客状态数据传

输至中央处理器，通过数据分析为用户匹配最佳方案的出租车并派出。

2.2设计整体框图

MXTOS2-20
0

GSM 模块单片机

短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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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软件设计

模块划分:

1、单片机与 MXTOS2-200 串口通信

2、定位信息预处理

3、单片机 GSM 通信

4、短信平台处理程序

软件功能:

1、单片机与 MXTOS2-200 串口通信

根据 MXTOS2-200 典型应用手册可知单片机与 MXTOS2-200 串口通信波特率为

115200bps，数据位 8bit，停止位 1bit，无校验位。

2、定位信息预处理

通过串口与定位芯片实现通信，并取得位置，速度，时间信息存储到数组中。

3、单片机 GSM 通信

通过 AT 指令将单片机处理过的数据传送给 GSM 模块传送到短信平台

4、短信平台程序

本系统将采用“云信通”短信平台软件

4硬件设计

4.1 MXTOS2-200 模块

本模块支持 GPS/BD-2 单模、双模灵活定位。支持 NMEA0183、RINEX、BUPro（专用

双模通讯协议）等各类协议输出与交互控制。3.3V 天线馈电，支持各类常规有源无源

GPS 或 BD 天线。

4.1.1 MXTOS2-200 模块电路简图：

4.1.2 MXTOS2-200 模块引脚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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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GSM 模块

本系统将采用基于德国西门子公司生产的 TC35I 芯片的 GSM 模块，通过 RXD0，TXD0

与单片机进行连接，利用 AT 指令从而实现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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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91mm×61mm

工作电压：DC4.2V

工作电流：休眠状态为 3.5mA 空闲状态为 25mA 发射状态为 300mA（平均） 2.5A（峰值）

工作频段：EGSM900 和 GSM1800 双频段

功耗： EGSM900(4 类) 2W GSM1800(1 类) 1W

自适应波特率：1.2 kb/s~115kb/s

支持语音和数据信号传输

利用 AT 指令可以进行指令和数据的双向传输

支持 Text 和 PDU 格式的 SMS（Short Message Service 短消息）发送

可通过 AT指令或关断信号实现重启和故障恢复

4.3 电源部分

4.3.1 MXTOS2-200 模块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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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XTOS2-200 模块有三个电源引脚，分别是 VCCRF、VCC3.3、ANTVCC。

VCCRF 和 VCC3.3 为模块的主电源，VCCRF 为模块射频前端提供电源，对电流的要求

为不小于 150mA。射频前端是接收机的最敏感的部分，所以输入的电压应当没有噪声。

要求波纹越小越好，通常要小于 50mA。VCC3.3 为基带部分供电，同样需要干净而稳定

的电源，最小电流不能小于 300Ma。不同于射频电源，基带部分对于电源的建立时间要

求更高。同时因为基带和射频直接需要通信，为保证时序正确，要求 VCC3.3 和 VCCRF

的建立时间基本一致。

4.3.2 GSM 模块电源：

5关键技术分解

5.1 导航基本原理

接收机是实现卫星导航的用户终端设备之一，接收机通过接收可见卫星的信号获取

信息，并通过计算得出当前载体位置、速度、时间，以及卫星状况及信号等信息，实现

有效的导航定位功能。导航接收机的正常工作需要卫星导航专用天线和 PC 或便携用户

终端交互设备等支持，接收机主要包含射频前端与基带处理两大部分，辅以其他配套电

路接口及结构。

5.2 导航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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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统主要使用扩展北斗兼容的 GPS 协议 NMEA0183，其标准语句如下

1、 GPGGA

格 式 ： $GPGGA,<1>,<2>,<3>,<4>,<5>,<6> ,< 7>, … < 10>,<11>,<12 > *<

13><CR><LF>

< 1> UTC 时间，hhmmss.sss ，时分秒格式

< 2> 纬度 ddmm.mmmm ，度分格式（前导位数不足则补 0）

北京时代民芯科技有限公司

< 3> 纬度 N（北纬）或 S（南纬）

< 4> 经度 dddmm.mmmm，度分格式（前导位数不足则补 0）

< 5> 经度 E（东经）或 W（西经）

< 6> GPS 状态，0=未定位，1=非差分定位，2=差分定位，3=无效 PPS ，6=正在估

算

< 7> 正在使用的卫星数量（00 - 12）（前导位数不足则补 0）

< 8> HDOP 水平精度因子（0.5 - 99.9 ）

< 9> 海拔高度（-9999.9 - 99999.9）

< 10> 地球椭球面相对大地水准面的高度

< 11> 差分时间（从最近一次接收到差分信号开始的秒数，如果不是差分定位将

为空）

< 12> 差分站 ID 号 0000 - 1023（前导位数不足则补 0，如果不是差分定位将为

空）

< 13> 校验值

2、 GPGSV

格式：$GPGSV , <1>,<2>,<3>,<4>,<5>,<6>, …< 12 > ,< 13>,<14>,<15> *

<16><CR><LF>

< 1> 本次 GSV 语句的总数目（1 - 3）

< 2> 本条 GSV 语句是本次 GSV 语句的第几条（1 - 3）

< 3> 当前可见卫星总数（00 - 12）（前导位数不足则补 0）

< 4> PRN 码（伪随机噪声码）（01 - 32）（前导位数不足则补 0）

< 5> 卫星仰角（00 - 90）度（前导位数不足则补 0）

< 6> 卫星方位角（00 - 359）度（前导位数不足则补 0）

< 7> 信噪比（00－99）dbHz

< 8> PRN 码（伪随机噪声码）（01 - 32）（前导位数不足则补 0）

< 9> 卫星仰角（00 - 90）度（前导位数不足则补 0）

< 10> 卫星方位角（00 - 359）度（前导位数不足则补 0）

< 11> 信噪比（00－99）db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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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PRN 码（伪随机噪声码）（01 - 32）（前导位数不足则补 0）

< 13> 卫星仰角（00 - 90）度（前导位数不足则补 0）

< 14> 卫星方位角（00 - 359）度（前导位数不足则补 0）

< 15> 信噪比（00－99）dbHz

< 16> 校验值

3、 GPGSA

格式： $GPGSA ,<1>,<2>,<3>,<4>,<5>,<6> ,< 7>,<8>, … <16> ， < 17> *<

18><CR><LF>

< 1> 定位模式，A=自动 2D/3D ，M=手动 2D/3D

< 2> 定位类型，1=未定位，2=2D 定位，3=3D 定位

< 3> PRN 码（伪随机噪声码），第 1 信道正在使用的卫星 PRN 码编号（00）（前

导位数不足则补 0）

< 4> PRN 码（伪随机噪声码），第 2 信道正在使用的卫星 PRN 码编号（00）（前

导位数不足则补 0）

< 5> PRN 码（伪随机噪声码），第 3 信道正在使用的卫星 PRN 码编号（00）（前

导位数不足则补 0）

< 6> PRN 码（伪随机噪声码），第 4 信道正在使用的卫星 PRN 码编号（00）（前

导位数不足则补 0）

< 7> PRN 码（伪随机噪声码），第 5 信道正在使用的卫星 PRN 码编号（00）（前

导位数不足则补 0）

< 8> PRN 码（伪随机噪声码），第 6 信道正在使用的卫星 PRN 码编号（00）（前

导位数不足则补 0）

< 9> PRN 码（伪随机噪声码），第 7 信道正在使用的卫星 PRN 码编号（00）（前

导位数不足则补 0）

<10> PRN 码（伪随机噪声码），第 8 信道正在使用的卫星 PRN 码编号（00）（前

导位数不足则补 0）

<11> PRN 码（伪随机噪声码），第 9 信道正在使用的卫星 PRN 码编号（00）（前

导位数不足则补 0）

<12> PRN 码（伪随机噪声码），第 10信道正在使用的卫星 PRN 码编号（00）（前

导位数不足则补 0）

<13> PRN 码（伪随机噪声码），第 11 信道正在使用的卫星 PRN 码编号（00）（前

导位数不足则补 0）

<14> PRN 码（伪随机噪声码），第 12信道正在使用的卫星 PRN 码编号（00）（前

导位数不足则补 0）

<15> PDOP 综合位置精度因子（0.5 - 9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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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HDOP 水平精度因子（0.5 - 99.9 ）

<17> VDOP 垂直精度因子（0.5 - 99.9 ）

<18> 校验值

4、 GPZDA

格式：$GPZDA,<1>,<2>,<3>,<4>,<5>*<6><CR><LF>

<1> UTC 时间，hhmmss（时分秒）格式

<2> UTC 日期，日

<3> UTC 日期，月

<4> UTC 日期，年

<5> 时区

<6> 校验值

5、 GPRMC

格式：$GP RMC,<1>,<2>,<3>,<4>, …< 10>，< 11>*< 12><CR><LF>

<1> UTC 时间，hhmmss.sss 格式

<2> 状态，A=定位，V=未定位

<3> 纬度 ddmm.mmmm，度分格式（前导位数不足则补 0）

<4> 纬度 N（北纬）或 S（南纬）

<5> 经度 dddmm.mmmm ，度分格式（前导位数不足则补 0）

<6> 经度 E（东经）或 W （西经）

<7> 速度，节，Knots

<8> 方位角，度

<9> UTC 日期，DDMMYY 格式

<10> 磁偏角，（000 - 180 ）度（前导位数不足则补 0）

<11> 磁偏角方向，E=东 W=西

<12> 校验值

5.3 基于 TC35 的 GSM 模块 AT+CMGS 发送短消息指令示例：

采用 TEXT 方式的命令格式：

AT+CMGS=<da>[,<toda>

Text is entered

采用 PDU 方式的命令格式：

AT+CMGS=<length>

Text is entered

PDU 发送只能输入十六进制的字符 0~9，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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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方案实施计划

开发工具：

（1）MXTOS2-200 定位模块与 GSM 模块的通信程序均在 KEIL4 中进行开发。

（2）最重要的通信方式为串行通信，因此需要用到串口通信控制测试软件。Com

工具（com.exe）为串口通信控制工具，可以快速查看串口输出，在使用时只需要设置

好串口号与波特率，对输出信息可以储存为文本文件，文本储存位置位于 com.exe 执行

文件相同的路径下。

（3）“云信通”短信平台软件

研制时间：

（1）硬件设计和调试 20天。

（2）短信平台搭建 10 天。

（3）差错与调试 10 天。

（4）完善系统 20天。

预期费用：

（1）PCB 制版和元器件：300

（2 )焊接工具，万用表等工具：300

（3）GSM 模块：300

（4）短信平台费用：100

7总结

通过以上分析，该系统实用易行。涉及到的知识都在我组的范围之内，能够在规定

的时间及预算下完成论文所示内容。

参考文献

MXTOS2-200 典型应用手册

MXTOS2-200 使用说明

MXTOS2-200 协议说明

天祥电子 GSM 模块原理图

天祥电子 GSM 模块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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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天衡导航·北斗杯”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基于北斗导航定位系统的车载终端广告植入方案

作者：马毅煌、吴盼盼、苗美媛、李天琦

指导教师：王智森、袁爱霞

学校：大连工业大学

【摘要】随着国内交通的快速发展，道路交错复杂，在驾驶员对陌生路况不了解以及现

有的导航技术不精确的情况下，即使用户使用着导航终端，行车错过出入口或是错误转

弯等现象还是时有发生。针对这种现象，本文提出一种针对北斗导航客户端的创意广告

植入方案，即在驾驶员行车的路上加装统一规格的广告牌作为路标，在现有的电子语音

导航的基础上加入广告牌音频播报的形式，通过北斗导航卫星探测车辆现有位置，并提

前播报出前方即将经过的广告牌的内容，驾驶员就能一路有参照地往目的地行进，既加

强了导航的准确性与可参照性，也避免了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因常常观看导航仪而不能

专注开车的安全隐患问题，同时本方案也是一种高效的广告模式。

【关键词】 北斗导航终端，广告牌路标，电子语音导航，创意广告

Abstract： With traffic’s development, the road is complex. To alien drivers, they know

nothing about the strange way and inexactitude of navigation technology. It is easy to go a

wrong way on the corner or the wrong direction though with navigation terminal. Being

directed against this phenomenon, this is an originality Advertising plan be aimed at

‘beidou’ navigation client we projected. Just putting unified standards advertising broad

being guidepost which drivers driving on ,and putting broadcast on existing electrical voice

navigation , navigation satellite searching for cars’ position now and that broadcast the

advertising broad’s content , in this way, drivers will be guided to go to the destination .

This raise navigation’s accuracy and reference. It also avoid the safety problem that the

drivers always looking at the navigation terminal and can’t aim at driving. Meanwhile, this

project is highly active advertising type.

Keywords:“Beidou” navigation terminal. Advertising broad guidepost . Electrical voice

navigation . Originality advertising



第四届“天衡导航·北斗杯”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166

1 项目背景

1.1 项目研究的目的、意义

随着社会的发展，车辆已经成为普遍的交通工具，人们在开车出差、旅游时不可避

免的需要使用到导航仪。然而，现阶段导航仪只能听声音辨路，人们在陌生环境下一切

都是导航仪说了算，自然会出现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

1、在途经高速出入口、环线匝道以及环岛等复杂路段或是高架桥、叉路口时，若

是没有听清楚或是没有听懂语音导航的内容，会容易走错道路，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2、卫星导航在实际使用时也存在一定的延时，当在高速路上以较高的速度行驶，

通过导航仪得知马上要从出口驶出的时候，往往会发现车已经驶出出口很远，但从

导航仪上显示车还在刚才的路面上，这种状况通常被形象的称作“漂移”，不少开

车朋友都为此苦恼万分；

3、 车载导航设备在实际使用时，驾驶员通常是在陌生的环境中行车，由于旁边缺

少必要的参照物，同时为了防止走错路线，驾驶员会不自觉地关注导航仪屏幕，这样就

会无法集中注意力开车。

4、 据国内知名导航仪定位数据显示，其产品在室内采用的是基站定位，误差在 50

米以上均有可能，误差相对较大；在室外采用的卫星定位，误差正常在 10 米左右；如

果是室外基站定位成功，导航仪将在您所在当前位置显示一个浅蓝的圆圈，即代表定位

误差的范围。

5、车在行驶过程中，导航仪显示屏上的变化度太小，难以观察。

介于上述存在的问题，驾驶员走错路线后可能还全然不知，给行车带来很大的不便。

操作简便性是汽车导航系统设计者共同追求的目标，而本文设计的创意广告植入方案：

在实际的道路分叉路口处、高速路上、高速出入口处以及上面所提到的一些复杂地形处

架设上统一规格的路标广告牌，通过语音播报作为指引，加强了导航的准确性与可参照

性。对于复杂路口，驾驶者在开车时只要瞄一眼道路旁的广告牌路标，就知道眼前的道

路将如何正确操控方向盘[ 1 ]。

1.2 应用推广前景和预期的社会经济效益

一方面，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汽车也越来越普及，成为普遍的交通工具，人

们在开车出差、旅游时不可避免的需要使用到导航仪，市场上导航仪的需求量逐步加大

已是必然。

另一方面，中国的导航技术经过十几年的市场培育，用户目标与需求已逐步明确，

随着技术的研发、市场培育的逐步完善，车用导航装置的应用市场已经启动并且日臻成

熟，现在社会已逐步进入道路交通行业应用的高速发展时期。中国上世纪末发射、建立

并逐步健全的专为交通行业应用的北斗导航定位系统，将为车辆卫星导航定位产业的发

展提供良好的基础条件和无限广阔的空间。此外，中国的道路建设和电子地图技术，尤

其是轿车市场的发展，极大的推动了车载导航技术的发展。

http://nav.zdor.cn/
http://www.zdor.cn
http://nav.zdor.cn/
http://nav.zdor.cn/
http://www.zdor.cn
http://nav.zdor.cn/
http://nav.zdor.cn/
http://baike.baidu.com/view/12244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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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卫星导航产业已进入高速发展时期，预计 2015 年产值将超过 2250 亿元，成为

国民经济重要增长点。在“十二五”期间，卫星导航将在众多领域如航空、海路、铁路、

建筑、电信、电力等方面的应用都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未来的数年间，随着定位手

机的高速增长和移动位置服务业的展开，原先以车辆应用为主的局面将逐步让位给卫星

导航与蜂窝通信融合的定位手机。在行业总产值中，运营服务的份额也会逐步加大。

第三方面，据市场研究公司 CTR 连续第七年发布的年度广告监测报告显示，2009

年中国广告市场走出了一波“先抑后扬”，总投放同比增长 13.5%，突破 5000 亿大关至

5075.18 亿元人民币。但与之截然相反的是媒介环境复杂且投放成本加大，使得广告的

效益呈下降趋势。广告发布环境日趋复杂、环境噪音增大、广告接触率严重下降，形成

了广告拥堵的局面。与媒介环境复杂相适应的是，受众在广告轰炸下，显示出愈来愈明

显的离心倾向和逆反心理，充满对广告的不信任感，对各种营销信息表现得越发麻木和

冷漠。具体表现为对广告的逃避和不专注，这使得大量的广告媒介投入浪费。广告的强

制力与吸引力丧失，导致品牌与消费者的有效接触依赖于轰炸式投放，继而再次加剧了

受众的拒绝与逃避，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因此广告主急需找到新的优质传播渠道。

本方案提出的车载终端广告植入模式将会使广告商趋之若鹜。行车路上的广告牌已

经变为北斗导航客户端用户的一个驾驶参照物，用户通过观察前方的广告牌是否与导航

设备中语音提示一致，来判断下一步的驾驶方向或当前行驶道路正确与否。广告信息用

非广告的表现方法精心编码，使受众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在一种绝佳的信息接收环境中，

感受到商品和品牌的信息，继而以非对抗的状态接受广告信息的刺激，这种广告效果是

普通广告所不能达到的。根据导航终端使用人群的职业分布、收入分布和地区分布，有

的放矢的在不同路段植入不同商家的广告信息，为多种商品带来巨大的广告效益，也避

免广告资源的浪费[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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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计方案

图 1 车载导航工作流程图

车载导航工作流程如图 1 所示，当驾驶员准备出发去某地时，打开导航仪，输入目

的地，导航仪自动提供一条最佳行驶路线，这时导航仪即刻连接北斗，导航开始。在途

经分岔路口等复杂路段时，通过导航卫星探测车辆现有位置，并提前一小段固定路程语

音播报出驾驶员即将经过的广告牌内容，驾驶员就能一路上有参照地朝目的地行进，不

仅加强了导航的准确性和可参照性，同时避免了驾驶员因时不时观看导航仪而产生的分

心，从而在安全问题上多了一重保障[ 3 ]。

3 工作原理

本方案首先应在道路旁和转弯处加设统一规格的路标广告牌，在上面植入不同的商

品广告，然后采集播报广告的固定地方的坐标，以数据的形式储存在 GPS 存储芯片内，

然后将芯片植入到车载导航终端。 如图 2、图 3 所示，分别是城市道路和高速公路车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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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广告植入方案示意图，当车辆行驶至接近目标点一固定距离时，通过速度传感器检

测到有车辆驶近，便会触发导航仪的语音播报模块，从而提前播报路标广告牌的内容，

给驾驶员一定的缓冲时间来核实或判断道路行驶方向。

雨衰是影响卫星导航 C 频段上行信号链路质量的重要因素，根据雨衰及时采取措施

可以保障系统运行的稳定性。对雨衰产生机理、雨衰模型、雨衰计算以及雨衰影响作出

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可以解决在各种降雨程度下计算不同频点、不同形式的卫星导航信号

雨衰的问题，分析结果可用于卫星导航系统的设计和保持系统稳定运行。一般来说影响

到的是上行链路的 Ka波段。 Ka波段移动卫星通信系统雨衰信道的统计特性为莱斯分

布，可以表示成一个 3 状态的马尔可夫链模型，在此模型的 3 个状态中分别采用了不同

码率的收缩码进行纠错编码,克服 Ka波段移动卫星通信信道的雨衰,以满足信道模型中

传输误码率的要求[ 4 ]。

此车载终端广告植入方案适合全国各大小城市与各高速道路使用。结合电子罗盘可

计算并显示车辆车速与行进方向，减少有无法判别方向或是方向判别精度不够等问题的

产生。此外，厂家可不断更新采集新数据，也可以自建坐标，充分实现导航服务人性化、

智能化和多样化。

图 2 城市道路车载终端广告植入方案示意图

XX 商家提醒

您：前方 XX

XX 商家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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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高速公路车载终端广告植入方案示意图

4 创新点及应用

导航仪是现阶段出差、旅行必不可少的器件，在本文提出的基于北斗导航定位系统

的广告植入方案中，当车辆行驶至接近目标点一预定距离时，通过速度传感器检测到有

车辆驶近，便会触发导航仪语音播报模块，从而提前播报路标广告牌的内容，给驾驶员

一定的缓冲时间来核实或判断道路行驶方向。避免了传统的导航仪在使用过程中由于常

常观看导航仪造成分心而存在的安全隐患问题，同时合理的植入广告可能会达到潜移默

化的广告效果，给商家带来意外的广告效益。此方案适合全国各大小城市与各高速道路

使用。此外，厂家可不断地在全国各地更新采集新数据，也可以自建坐标，充分实现导

航服务人性化、智能化和多样化。

5 结论

本方案是针对目前导航仪的现有技术不完善以及导航精度不高等问题而衍生出的

含有商业性质的广告创意导航方案。本方案由“北斗”卫星对车辆的行驶道路进行精确

的导航，同时提供植入广告的语音播报系统，使得司机在行车过程中获取路线的实时信

息，驾驶员就能一路有参照地往目的地行进，达到导航的准确性、可参照性的目的，同

时将广告信息自然而然的提供给听众，给广告商家创造高效的广告效益，拓宽北斗卫星

的应用领域，有效的实现技术与商业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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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组二等奖优秀作品



第四届“天衡导航·北斗杯”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173

第四届“天衡导航·北斗杯”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基于北斗授时系统的无线校时时钟的设计与实现

作者：杨春晖、王林、张开忆

指导老师：李国

学校：中国民航大学

【摘要】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是我国自行研制的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具有双向通信、

实时导航、精密授时特点，已广泛应用在国防、通信、经济建设等多领域。

CNSS 无线校时时钟也是基于最新型 CNSS 高精度定位授时模块开发的基础型授时应

用产品。它能够按照用户需求输出符合规约的时间信息格式，从而完成同步授时服务。

其主要原理是通过 CNSS 或其他卫星导航系统的信号驯服晶振，从而实现高精度的

频率和时间信号输出，并预测了修正后的时钟精度。本文通过软件，设计并实现了母时

钟及子时钟的主要功能，即通过母时钟筛选并接收 CNSS 授时信息，在母时钟的无线发

送端将该信息发给子时钟，然后子时钟将授时信息中的时间信息提取出来，校正内部晶

振时钟后，送到 LED 灯显示。因此，子时钟上显示的信息是跟 CNSS 上的时钟同步的，

从而实现高精度同步时钟。

【关键词】CNSS 单片机 母时钟 子时钟 校时 LED

1 无线校时概述

1.1概述

目前平常使用的电子时钟一般在分钟级别，好的电子钟可以达到几秒或十多秒之

内，差一些的电子钟可能有几分钟或十多分钟。从电子钟的原理分析，由于存在器件的

温差和长期漂移现象，电子钟误差本身无法避免，且是累积性的，长时间运行后（如半

年、一年），误差可以达到几分钟甚或十多分钟，严重地降低了某些重要办公场合的档

次。经过人工校对后，电子钟的准度可以提高，一般可以达到数秒内。但这种人工校对

http://baike.baidu.com/view/88368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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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麻烦，不仅受登高爬地之苦，而且效率也很低，更关键是准度也很难达到 1秒之内。

本产品针对这些问题，采用了不同于传统电子钟的全新技术，利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CNSS 的高精度授时信号,采用无线传输技术,嵌入到电子钟内部的智能计算机自动运行

相应软件实时自动校正时间，从而室内电子钟的精度可达到 0.1 秒之内，真真正正的做

到 “分秒不差”，绝对可以提高这些重要办公场合的层次。本产品为专利产品，具有时

钟精度特高、价格低的特点。

1.2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目前，在全球共有 4 中卫星定位系统，分别是美国的 GPS（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系统、俄罗斯的 GLONASS（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系统、欧

盟的伽利略（Galileo）系统和我国的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CNSS），各系统已经被广

泛的应用于国防、工业和多种民用场合。定位系统的主要用途如下：

 陆地应用：这种应用主要旨在陆地上使用定位系统，包括汽车导航、应急反应、

大气物理观测、地球物理资源勘探、工程测量、变形监测、地壳运动监测、市

政规划控制等。

 海洋应用：这种应用主要指在海域中利用定位系统实现远洋船最佳航程航线的

测定、船只实时调度与导航、海洋救援、水文地质测量以及海洋平台定位、海

平面升降监测等。

 空间应用包括文星通信、飞机导航、航空遥感姿态控制、低轨卫星定规、导弹

制导、航空救援和载人航天器防护探测等。

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是我国自行研制开发的区域性有源三维卫星定位和通信系

统（CNSS），该系统主要功能包括：

 定位：可以快速确定用户所在地的地理位置，向用户及主管部门提供实时导航

信息。

 通信：用户与用户、用户与中心控制系统间均可实现双向简短报文通信，通信

内容包括汉字、字符。

 授时：中心控制系统定时播发授时信息，为定时用户提供时延修正值。

1.3国内外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市场上针对北斗系统开发的一些用户机系统还相对较少，例如手持型用

户机、基站用户机等，各用户机系统侧重点不同。课题研制的用户机为授时可嵌入式用

户机。该系统主要功能是快速捕获卫星信息以获得高精度授时信息，同时，该用户机系

统可作为子系统加入到其它系统中，例如可以作为一个小模块嵌入到其它需要精确校时

的实时通信系统中。

同时该系统具有价格低廉，完成任务精度高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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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论文研究内容

本项目中，采用 STC12C5A60S2 作为主控芯片，将 CNSS 天线接收的数据传送给母时

钟，母时钟提取出 CNSS 数据中的时间信息，通过无线发射模块传送给子时钟，子时钟

接收时间信息，并且校正传送误差之后，通过 LED 数码管显示出来。在本项目中，采用

Protel99SE 设计电路的原理图和 PCB 图，PCB 板制成后使用专业的 STC 系列芯片烧写软

件 STC_ISP_V483 向芯片中烧写程序，由于没有仿真环境，写入命令执行结果需通过板

上现有设备，设计可行的检测方法进行检测，因此对编程人员要求较高。

2 无线校时总体设计方案

2.1 无线校时总体框架

高精度无线校正时钟系统分为硬件和软件两个层次
[9]
。硬件顶层逻辑设计图如图

3-1 图，硬件主要有 CNSS 接收器、母时钟、无线发射器、无线接收器、子时钟和 LED

灯 6 个模块。系统软件层中的 CNSS 数据的流向：①—>②—>③—>④—>⑤—>⑥。

图 2-1 室内高精度时钟总体框架图

2.2 无线校时设计方案

本系统由嵌入式芯片通过串口接收 CNSS 芯片的数据，提取出 CNSS 数据中的时间信

息后，通过无线发射模块发射出去。嵌入式芯片通过串口接收来自母钟的时间信息，然

后校正传输延时，通过串口给 LED 数码管显示。

2.3 GPRS数据硬件采集设计步骤

本系统中 STC12C5A60S2 是主控芯片，负责将串口 1接收的 CNSS 数据中的时间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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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出来，并由串口 2 发送出去。同样采用 STC12C5A60S2 主控芯片，负责将串口 1接

收的 CNSS 数据中的时间信息提取出来，并发送到 LED 数码管进行显示。

2.4 GPRS数据软件校时设计步骤

软件层 CNSS 数据流向详细描述如下：

1 CNSS 接收卫星 CNSS 定位的数据；

2 CNSS 将数据直接传给母时钟；

3 母时钟将 CNSS 数据中的时间提取出来，并直接传送给无线发射器；

4 无线发射器将时间发射出去；

5 无线接收器接收到时间数据，并直接传给子时钟；

6 子时钟将时间校正后显示传给 LED 灯并将校正后的时间显示出来。

3 无线校时硬件和软件设计与实现

3.1无线校时硬件和软件设计与实现

3.1.1 CNSS

CNSS 模块采用能直接接收 CNSS 定位数据的成品直接与母时钟连接接收卫星 CNSS

数据，CNSS 接收卫星 CNSS 定位的数据，同时由 PPS 信号通知母时钟中断，标识准备接

收一条新的、完整的 CNSS 数据。接收到一条完整的 CNSS 数据之后将其发送给母时钟。

循环执行这一过程。

3.1.2 母时钟

母时钟主芯片采用 STC12C5A60S2 芯片和两个串口（串口 1、串口 2），串口 1与 CNSS

模块连接，串口 2与无线发射器连接，同时外加 3个 LED。母时钟如图 3-2。

图 3-2 母时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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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时钟接收数据前，必须完成一些初始化工作，端口 1和端口 2的初始化工作以及

中断设置和处理。母时钟接收到 CNSS 数据之后，从数据中抽取出时间（流程图如图 3-4），

并由串口 2发送给无线发送器(流程图如图 3-5)。

图 3-4 程序流程图

母时钟接收数据前，必须完成一些初始化工作，端口 1和端口 2的初始化工作以及

中断设置和处理。母时钟接收到 CNSS 数据之后，从数据中抽取出时间（程序流程图如

3-4），并由串口 2发送给无线发送器(流程图如图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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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母时钟发送时间

3.1.3 无线发射

无线发射器与母时钟串口 2连接。无线发射器将接收的时间数据按固定的模特率直

接发送出去。

3.1.4 无线接收

无线接收与子时钟串口 1连接。无线接收器特定波特率接收到时间数据，将时间数

据发送给子时钟的串口 1。

3.1.5 子时钟

子时钟主芯片采用 STC12C5A60S2 芯片和两个串口（串口 1、串口 2），串口 1与无

线接收器连接，串口 2与 LED 灯连接，同时外加 3个 LED。子时钟如图 3-6 图。

图 3-6 子时钟图

子时钟的串口 1接收到数据后，经过精确校时后(流程图如图 3-6 图)，将时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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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串口 2发送给 LED 灯模块。

3.1.6 LED显示

LED 灯与子时钟的串口 2连接。LED 灯显示矫正后的时间，为了显示精确的时间，

采用 6个 LED 灯，分别显示时、分和秒。

3.2 校时的设计与实现

室内高精度时钟—无线校时中的时间延迟主要分为如下几个阶段：卫星到 CNSS 接

收机、CNSS 接收机到母时钟、母时钟处理、母时钟传给无线发射器、无线发射器到无线

接收器、无线接收器到子时钟、子时钟校时、子时钟传给 LED 灯。下面就这八个阶段具

体说明。其中的 CNSS 接收机到母时钟、母时钟处理、母时钟传给无线发射器、无线接

收器到子时钟、子时钟校正是主要的时间延迟阶段。

3.2.1 卫星到 CNSS接收机

卫星到 CNSS 接收机的误差主要有卫星相关误差、传播媒介相关误差和接收机相关

误差等几方面。

一、 卫星相关误差

卫星误差主要由卫星历表和卫星时钟产生，这个部分没法校正。此处将其产生误差

的原因提及。

（1）卫星历表：卫星的真实位置和速度与控制部分估算的值不同。卫星历表数据误

差产生约为 1-2 米的均方根测量误差。

（2）卫星时钟：CNSS 控制部分不能够纠正卫星时钟偏倚，其约为 1-2 米的均方根

测量误差。

2. 传播媒介相关误差

传播媒介相关误差主要由对流层延迟和电离层延迟产生，这个部分没法校正。此处

将其产生误差的原因提及。

（1）对流层延迟：对流层为距海平面 8-13km 的大气层。对流程的干燥空气和水蒸

气能够折射 CNSS 信号。用大气模型可以估计流程延迟。若不纠正误差，那么结果对于

正上方的卫星到海平面的距离就会偏差 2m。

（2）电离层延迟：电离层为距地表约 50-1000km 含有电离气体的大气层。电离层

通过在载波相位测量过程中延迟代码相位的测量而影响 CNSS 信号传播。从而在电离层

误差成分出现负号。除了这一代码-载波偏离性，电离层也具有分散性，例如：电离层

延迟的量与信号频率成反比。根据卫星高度的不同，电离层延迟所产生的测量误差约为

2-10m。CNSS 导航数据中包含电离层模型，大约可以消除一半延迟。

3. 接收机相关误差

传播媒介相关误差主要由多途径和接收机噪声产生，这个部分没法校正。此处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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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误差的原因提及。

（1）接收机钟差

CNSS 接收机一般采用高精度的石英钟，接收机的钟面时与 CNSS 标准时之间的差异

称为接收机钟差。

（2）接收机的位置误差

接收机天线相位中心相对测站标石中心位置的误差,称为接收机位置误差。

（3）接收机天线相位中心偏差

在 CNSS 测量时,观测值都是以接收机天线的相位中心位置为准的,天线的相位中心

与其几何中心,在理论上应保持一致。但是观测时天线的相位中心随着信号输入的强度

和方向不同而有所变化,这种差别叫天线相位中心的位置偏差。

3.2.2 CNSS接收机到母时钟

CNSS 接收机接收卫星数据并转化成类似与如“$GPRMC…”的格式有个很短的时间

延迟。因为使用的是 CNSS 接收器，这个延迟不能校正，具体校正参照 CNSS 接收机。当

CNSS 接收机将接收到的数据传给母时钟的时候，母时钟就可校正这个过程传输的延迟

[10]
。具体的延迟计算见 3.2.3 母时钟处理一节。

3.2.3 母时钟接收处理

当 CNSS 开始接收的一条完整的 CNSS 数据的时候，PPS 信号就传给了母时钟。母时

钟用串口 1接收 CNSS 接收机传输过来的 CNSS 数据信息，当母时钟接收到 PPS 信号的时

候，串口 1进入中断服务子程序中，因为串口 1的波特率是 9600bit/s，所以接收一个

字符的时间是 1/1200s，约 0.83ms。因此接收一条数据的时间是 0.0167s（此处只发送

CNSS 数据的前 20个字节，如果是一条完整的 CNSS 数据的延迟是 0.055s）。接收条完整

的数据之后，串口 2中断进入中断服务子程序，将 CNSS 数据发送给无线发送器。

3.2.4 母时钟到无线发射器

由母时钟将数据发送给无线发送器的时间延迟极短可以忽略。此处不再详细展开。

3.2.5 无线发射器到无线接收器

CNSS 数据由发信发射器发射出去到无线接收器接收的过程有段延迟，因为这两个

串口的波特率是 1200 bit/s，发送一个字符的时间是 1/150 s，约 0.0067 ms，因此发

送一条 CNSS 数据的延迟的时间是 0.0133 s（此处只发送 CNSS 数据的前 20 个字节，如

果发送一条完整的数据需要 0.44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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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无线接收器到子时钟

无线发送器发送的同时无线接收器就可以接受，数据在无线发射器到曲线接收器之

间的传输时间忽略不计。故此无线发送和无线接收的延迟时间可视为 1的时间段。此时

间如 3.2.5 节中的无线发射延迟时间。

3.2.7 子时钟处理

子时钟主要是时间信息的取出计算和进行时间误差的校正，时间校正主要用前面几

节中的时间延迟和子时钟到 LED 等的时间延迟进行矫正。但是时间信息的取出和计算这

个根据程序的复杂度计算平均延迟时间是。而子时钟的时间信息传给 LED 灯是通过子时

钟的串口 2进行传输的，串口 2的波特率是 1200 bit/s，也可以计算出时间的延迟，故

此可以对时间的延迟进行矫正。

3.2.8子时钟到 LED灯

子时钟到 LED 等的时间延迟如 3.2.7 节中计算。LED 等时间的显示时间可以忽略不

计。

3.3 扩展模块温度传感器 DS18B20 的加载

为了进一步增加时钟的实用性，在项目实现过程中考虑增加一功能扩展模块，即温

度传感器模块，能够实时的反映所在地的温度，方便人们的使用。

3.3.1 温度传感器简介

本项目采用 DALLAS 公司生产的 DS18B20 作为温度传感器，如图 3-7 为 DS18B20 的

封装图。该传感器具有独特的单线接口方式，故在于单片机连接时仅需要一条口线即可

实现二者之间的双向通信。DS18B20 的数字温度计提供 9至 12 位可编程设备温度读数，

信息通过单总线被发送到接收端，因此读写及温度转换可以从数据本身获取能量，不需

要外接电源。因为每一个 DS18B20 都包含一个独特的序号，多个 DS18B20 可以同时存在

于一条总线，这使得温度传感器可以被放置在许多不同的地方。

DS18B20 有 4 个主要的数据部件：

(1)64 位光刻 ROM，它里面包含的 64 位序列号是出厂前被光刻好的，可以看做是

DS18B20 的地址序列码

(2)温度传感器，可完成制定精度的温度转化

(3)温度报警触发器 TH 和 TL

(4)配置寄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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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DS18B20 封装示意图

3.3.2 DS18B20与单片机通信

根据 DS18B20 的通讯协议，单片机控制 DS18B20 完成温度转换需经过三个步骤：每

一次读写之前都要对 DS18B20 进行复位操作，复位成功后发送一条 ROM 指令，最后发送

RAM 指令，这样才能对 DS18B20 进行预订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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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首先对惯性/视觉组合导航、北斗/惯性/视觉组合导航这两种组合方式进

行了算法的理论推导。然后针对高动态环境如何接收北斗信号，在经典的FLL+PLL联合

跟踪算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改进算法，最后根据北斗接收机的真实数据进行仿真

实验。

【关键词】飞行器；高动态；北斗/SINS/视觉；组合导航

一、项目背景及意义

随着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高新技术被用于人类交通出行中。在众多的交通工具

中，飞机的发展十分迅猛，尤其民航的发展，在近几年十分迅速。民航空中管制方面，

空管局这一机构更是应运而生。中国民用航空总局空中交通管理局（简称总局空管局）

是民航总局管理全国空中交通服务、民用航空通信、导航、监视、航空气象、航行情报

的职能机构。在对民航的导航、监视的管理中，许多先进技术被应用其中，这其中就有

我国自主研制开发的“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近年来国家对于空管局的投入不断增

多，这也表明了国家有志于进一步发展我国的民航事业，保障民航安全，加强民航空中

管理的决心。

“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COMPASS)，通过接收卫星信号进行解算实现导航，长

时间工作稳定性好，其误差与时间无关且定位精度较高，可实现全球全天候实时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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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载体做高动态运动时，北斗接收机的信号输出频率较低，有时不能满足控制载

体飞行的需要；建筑物群、高山或森林都会导致卫星信号的暂时丢失以及北斗多路径接

收，使定位造成很大偏差。

由以上分析可知，北斗的导航精度稳定的特点可以弥补惯性导航系统（INS)的导航

误差随时间积累的缺点。而INS的短时间的高精度及导航参数丰富、更新频率高及机动

性能好的优势，可以弥补北斗短时间失锁、导航信息更新频率低及机动性能差等不足；

视觉导航定位则在飞机运行中采集图像，提取图像间的相关信息，判断并计算飞机的运

行姿态和轨迹，实现导航与定位。因此将三者相融合所得到的组合导航系统具有高精度、

高可靠性以及良好的动态特性和抗干扰性。

然而在高空中飞行的飞机还具有高动态这一特点，高动态给CNSS载波跟踪带来的问

题使得对高空飞行状态下的民航进行导航监视产生了一定的难度。本文所设计的将“北

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惯性导航定位及视觉导航定位三者结合的组合导航针对这一问

题提出了解决办法，使得空管局对于处于高动态的民航飞机有更加准确稳定的管理。

二、北斗/SINS/视觉组合导航系统

2.1 系统结构及工作模式

MEMS-SINS/视觉组合系统的结构框图如图1所示。MEMS陀螺和加速度计测量飞行器

的角速度与比力加速度，在构建捷联惯性导航系统的基础上，利用卡尔曼滤波器，将更

新率为1Hz的北斗信号以及飞行器视觉姿态与MEMS-SINS进行综合。该组合系统中包含捷

联惯性系统算法、视觉姿态搜索算法、北斗信号和卡尔曼滤波等几个模块。根据系统中

参与组合信息的不同，组合系统具有以下几种工作状态：捷联惯性导航系统状态，北斗

/MEMS-SINS/视觉组合状态，MEMS-SINS/视觉组合状态和北斗/MEMS-SINS组合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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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2 惯性/视觉组合导航系统

2.2.1 组合系统卡尔曼滤波器模型

MEMS-SINS/视觉组合导航系统以东北天地理坐标系下的MEMS-SINS的误差作为状态

量。MEMS 惯性器件精度较低，随机噪声可近似为白噪声，故卡尔曼滤波器状态方程为 9

阶，系统状态方程阶次低，卡尔曼滤波器的计算量明显减小，有利于保证滤波的实时性。

本文设计的卡尔曼滤波器由以下状态方程和观测方程组成。

(1)系统状态方程。根据文献[1],结合MEMS-SINS中MEMS传感器的噪声状况，建立系

统模型。状态方程为：

( ) ( ) ( ) ( ) ( )X t F t X t G t W t 

其中:系统的状态向量。X= 状态量由

东向、北向、天向的平台误差角，东向、北向、天向的速度误差以及纬度、经度和高度

的误差构成；F、G分别为状态方程的状态转移矩阵和噪声系数矩阵,为文献[2]中对应矩

阵的子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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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系统量测方程。以东北天地理坐标系为导航坐标系，定义 为理想的导航坐标

系，即当地的东北天地理坐标系； 为捷联惯导系统的计算导航坐标系，即数学平台

坐标系； = 为数学平台系与理想的导航坐标系之间的平台误差角向

量； 是MAV机体坐标系b和理想导航坐标系之间的方向余弦矩阵； 是机体系和数

学平台坐标系之间的方向余弦矩阵。因此，数学平台坐标系与导航坐标系之间的转换关

系

= ( 2-1 )

=

根据视觉图像地平线识别方法得到的俯仰角和横滚角分别为 和 ，引入捷联惯

性系统的航向角 作为辅助，由 , 和 这组欧拉角可以定义另一个数学平台

坐标系 ，设 为机体系与数学平台坐标系 之间的方向余弦矩阵，数学平台

坐标系 与理想的导航坐标系 n 之间的平台误差角向量为 ,则

和 n 之间的转换关系为

= ( 2-2 )

=

根据姿态转换矩阵“其逆等于其转置”的性质,将式(2)两边转置,分别右乘式(1)等

号两边,则有

=

( 2-3 )

式中， 、 、 、 和 为平台误差，均是小量。式(3)中忽略右端二阶小量误

差后,化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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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4 )

式(4)右端的矩阵包含了水平平台误差角的观测量。根据式(4),定义水平平台误差角的

量测矢量 [ ]TE ET N NTZ       ,则

1 0
0 1

E ET E ET

N NT N NT

Z

   
   

       
               

( 2-5 )

式中: 为捷联惯性导航系统的水平平台误差角，是卡尔曼滤波器中状态向量

的一部分； [ ]TET NTV     是以视觉姿态为基准的水平平台误差，为量测方程

的量测噪声。

若令 2 7[diag(1 1) 0 ]H   ，则可改写

( ) ( ) ( ) ( )Z t H t X t V t    ( 2-6 )

2.3 北斗/惯性/视觉组合导航系统

此种组合导航系统的系统状态方程与上述的惯性/视觉组合导航系统的系统状态方

程相同。

2.3.1 北斗卫星的信号结构

卫星出站信号的 I支路采用 Kasami 小集码进行扩频，码速率为 4.08Mcps；

Q支路采用 Gold 码扩频。北斗卫星对广播信息采用的调制方式为偏移四相相移

键控(OQPSK，Offset Quadrature Phase-Shift-Keying)，调制信号速率为 16kbps，具

体过程如图 2-1 所示[3]。

图 2-1 北斗卫星信号发射端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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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带信号生成过程包括对两路信源加数据帧头和 CRC(Cyclic Redundancy Check)

校验位，以及卷积编码。信号源加上独特的帧头和 CRC 校验位，生成 8kbit/s 的数据流，

待发送时，需进行约束长度为 7、编码效率 1/2 的(2，1，7)卷积编码，进而生成 16 kbit/s

的数据流，再与码长为 255 位 Kasami 码模 2加，扩频为 4.08 Mbit/s 的基带数据，随

后进行升余弦滚降成型滤波，OQPSK 载波调制后发送出去。OQPSK 调制消除了 QPSK 已调

信号中突然相移π的现象，其频谱利用率和抗干扰特性均优于 QPSK 调制方式[4]。

由卫星信号发射端示意图，可以得到射频信号的数学表达式为

1 1 2 2( ) ( ) [ ( / 2) ( / 2) cos ( ) ( ) sin ]c c c cs t A t d t T c t T t d t c t t      （2-7）

式(2-7)中，A( t)为射频信号的幅度， 1( )d t 、 2 ( )d t 分别为 I、Q支路的编码后信息， 1( )c t 、

2 ( )c t 分别为 Kasami 码和 Gold 码，cos ct 、sin ct 分别为 I、Q两

支路的正交调制载波。

I、Q支路的信源分别进行 CRC 及卷积编码生成双极性非归零码，再分别与 Kasami

小集码和 Gold 码相乘，产生扩频信号。北斗一代卫星信号的 I支路的扩频码 Kasami 小

集码序列的设计采用 4级和 8级的两个反馈移位寄存器，Q支路的 Gold 码序列采用 21

级的反馈移位寄存器。

在扩频通信系统中，信号频谱的扩展是通过扩频码或 PN 码来实现的。从理论上讲，

用绝对的随机序列去扩展信号的频谱是最理想的。但接收机中为了解扩还应当有一个同

发送端扩频码同步的副本，而绝对的随机码很难复制，因际工程中多采用 PN 码作为扩

频码。

通过检测本地产生的 PN 码与接收到的 PN 码的相关来实现 PN序列的捕获，这就要

求 PN 序列的自相关值很大，互相关值越低越好。常用的 PN序列包括 m序列、Gold 序列

和组合序列等。“北斗一号”系统的两路扩频码序列分别采用的是 Gold 码和 Kasami 小

集码。

2.3.2 系统位置、速度组合的观测方程

在位置，速度综合模式中，其测量值有两组，一组为位置测量值，即惯导系统给出

的经纬度、高度信息和北斗信号接收机给出的相应信息的差值为一组量测值，而两个系

统给出的速度差值为另一组量测值。

表示惯导系统的位置信息为 ( 2-8 )

表示北斗卫星接收机给出的位置信息为 (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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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为真实的位置； 为北斗卫星接收机沿东、北、天方向的位

置误差。

定义位置量测矢量为

= = ( 2-10 )

式中

 3 6[0 diag cos 1 ]P M NH R R L 

=

量测噪声作为白噪声处理，其方差分别为 ， ，

= HDO

= HDO

= VDO

式中 为伪距测量误差。

表示惯导系统的速度信息为

( 2-11)

式中 ， 是飞行器沿地理坐标系各轴的真实速度。

表示北斗卫星接收机给出的速度信息为

( 2-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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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为北斗卫星接收机测速误差。

定义速度量测矢量为

= = ( 2-13 )

式中

 3 3 3 3[0 diag 1 1 1 0 ]VH    

用 表示北斗卫星接收机伪距率测量误差，则东、北、天方向的速度误差标准差为

=HDO （ 2-14）

=HDO （ 2-15 ）

=VDO （ 2-16 ）

结合惯性/视觉组合导航系统中的观测方程，将水平姿态观测矢量、位置观测矢量

和速度观测矢量合在一起：

1 9

( ) ( )
0 0 0

( ) ( ) ( ) ( ) ( )
( ) ( )
( ) ( )

P P P

V V V

Z t H V t

Z t X t H t X t V t
Z t H V t
Z t H V t

  



     
     
         
     
     
     

（ 2-17 ）

上式即为北斗/惯性/视觉组合导航系统中以水平姿态误差、位置误差和速度误差为

观测量的观测方程。

三．在高动态下接收北斗信号的方法

在高动态情况下，北斗信号载波的多普勒频移会产生剧烈变化，接收信号的多普勒

频率的大小是接收机与卫星的径向速度、发射频率的函数。在发射频率给定的条件下，

频偏随时间的快速变化可能导致普通接收机失锁。由于载波跟踪环的目的是提供精确的

距离变化率来解调导航电文，这样也就会丢失距离和速度的估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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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传统方法

3.1.1北斗信号的捕获

为了跟踪北斗信号并对信号进行解算，就必须先通过捕获过程来检测信号的存在。

北斗捕获的目的就是为了确定信号中可见星的存在，同时获得该卫星的C/A 码的码相位

和载波的多普勒频率值。北斗卫星信号捕获的算法有多种，传统的方法为串行捕获。该

方法是先将输入信号同本地PRN 码相乘，然后再与本地载波相乘，最后将相关值的能

量进行叠加取得最大。值，将最大值同门限阈值相比较，超过门限值就表示该卫星被捕

获到。这种算法的优点是简单方便实现，缺点是运算量较大，运行时间过长，这对于在

高动态环境下快速捕获是不可取的。

图3-1 频域快速捕获算法示意图

高动态北斗软件接收机中，一般采取的是一种频域快速捕获算法。其捕获结构如图

3-1所示。该算法捕获过程为：首先，取1ms的数据进行FFT 操作，将输入数据从时域

变换到频域；然后，将本地产生的C/A 码同本地载波相乘，将乘积做FFT 变换，并取

其复共轭；第三，将二者进行逐点相乘，乘积作IFFT 变换为时域值，并求其绝对值；

最后，取得最大值同预期的门限阈值比较，超过门限表示捕获成功。这种快速捕获算法

的最大特点是引入了卷积，将时域计算变换为频域中进行，大大减少了计算量，节省了

捕获时间。通过对北斗卫星信号进行捕获后，可得到该卫星的C/A码的码相位和载波频

率。

3.1.2 北斗信号的跟踪

捕获完成以后，就可以得到卫星的C/A码的码相位及载波频率。但这些值只是粗值，

由于码相位的精度直接影响到后面伪距的计算。所以，为了得到进一步精确值，就需要

用到跟踪环。跟踪除了可以得到精确值，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防止随着时间变化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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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锁。如果失锁，就需要重新对该星进行捕获。

图3-2 北斗跟踪环路框图

如图3-2所示，北斗信号跟踪环中包括两个环路：C/A码跟踪环和载波跟踪环。北斗

码环采用的是超前—滞后延迟锁定环。其工作原理为：本地C/A码发生器产生超前、即

时、滞后三路复现码，并分别与输入信号进行相关运算。相关运算所得的结果分别通过

鉴别器产生误差控制信号，经过低通滤波器后对本地码发生器进行控制，进而产生与输

入信号相位相同的本地码。其中E、P、 L 分别代表超前、即时、滞后码。码环鉴别器

算法有多种，这里采用的是式3-1的鉴别算法。

)()(
)()(

2222

2222

LLEE

LLEE

QIQI
QIQID




 (3-1)

载波跟踪环采用的是 PLL 环，载波环的目的是使复现载波与输入载波之间的误差

最小。其工作原理是：将本地载波生成器产生的I、Q 两路载波信号同输入载波进行相

关运算，将所得值通过载波鉴相器产生误差信号，再经过载波环路滤波器对本地载波生

成器进行控制。其中，PLL 鉴别器采用的公式如式（3-2)所示：

)(tan 1

P

P

I
Q (3-2)

经过跟踪环路后，就可以得到精确的C/A码相位和载波频率了。

通过实验仿真，可见，在高动态条件下，上述算法无法完成对北斗的跟踪。

所以，上述算法只是适用于静态或较低动态环境下的卫星跟踪，而在高动态环境下该算

法无法跟踪到卫星，必须设计专门适用于高动态环境下跟踪算法才能完成卫星信号的跟

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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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高动态环境下接收北斗信号方法

3.2.1 基于FLL+PLL 联合载波跟踪算法及其改进新算法

下面要介绍的是FLL+PLL联合跟踪算法,并且分析了该算法的优缺点，在该算法基

础上提出了改进措施，并加以了验证。

3.2.1.1 FLL+PLL 相结合的载波跟踪算法

由于FLL 具有较好的动态性能，所以比较适合于高动态环境；PLL则具有较高的跟

踪精度，这可以很好的弥补FLL环精度方面的不足。将二者结合可以很好地解决在高动

态环境下的跟踪问题，而且该方案实现起来也比较容易实现。

FLL+PLL的载波跟踪算法无论是在静态环境下还是在高动态环境下都可以稳定的

工作，而且在高动态环境下不需要在FLL和PLL之间进行切换。这非常便于硬件实现。

其原理框图如图3-3所示[6]。

图3-3 FLL+PLL 联合跟踪环路框图

结合上面跟踪方案的原理框图，分别对FLL环和PLL环进行分析：

FLL 环分析：

首先，假设输入信号可以表示为：

r(k) = AD(k) cos[2π ⋅ k⋅ Ts + ]+ n(k) (3-3)

其中， , 为中频频率, 为输入信号k 时刻的多普勒频

移，D(k)、A分别为信号的导航电文和幅值， 为初始相位，n(k)为噪声， Ts为采样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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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本地 NCO 可以表示为：

= cos(2 ) (3-4)

= cos(2 ) (3-5)

其中， 为本地载波NCO 产生的频率。

数字中频信号经过本地混频后得到的两路信号 、 分别可表示为：

（3-6）

（3-7）

其中， 、 经过积分累加后可以分别得到' ( ) f I k 、' ( ) f Q k ，它们可以

表示为：

' ( ) ( )sin {[ ( )] } cos[ ( )] ( )f f II k AD k c f k T k n k    
(3-8)

' ( ) ( )sin {[ ( )] } sin[ ( )] ( )f f QQ k AD k c f k T k n k    
(3-9)

式中， fT 为FLL的预检测积分时间， ( ) ( )( ) r k L kf k f f 
为频率误差，

1 0( ) ( ) 2 kk f k t    
为混频后的载波相位， 0 为初始相位， 1kt  为积分的起始时刻。

' ( )fI k
、

' ( )fQ k
经过FLL的鉴别器后得到频差，再经过环路滤波器后作为控制信号来

控制本地NCO，今儿控制本地载波生成来不断纠正频差。

PLL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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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
( )pQ k

、
( )pI k

经过相位旋转后可得：

( ) ( ) 0

( ) ( ) 0

1( ) ( ){cos[2 2 ( )]
2

cos[2 2 ( )]} ( )

p r k s L k s L

r k s L k s L I

I k AD k f k T f k T

f k T f k T n k

   

   

   

    

   

   
(3-10)

( ) ( ) 0

( ) ( ) 0

1( ) ( ){sin[2 2 ( )]
2

sin[2 2 ( )]} ( )

p r k s L k s L

r k s L k s L Q

Q k AD k f k T f k T

f k T f k T n k

   

   

   

    

   

   
(3-11)

对比可得
' ( )pI k

，
' ( )pQ k

：

' '( ) ( )sin {[ ( )] } cos[ ( )] ( )p p II k AD k c f k T k n k    
(3-12)

)()](sin[})]({[sin)()( knkTkfckADkQ Qpp   （3-13）

式中， )(2)()( 01 Lktkfk    ， pT 为PLL 的预检测积分时间。 )(kI p


，

)(kQp


经过PLL 环的鉴别器后可得到相位误差，再经过低通滤波器后作为控制量控制

本地NCO完成相位误差的纠正。

如图3-4显示了FLL+PLL载波跟踪方案的流程。

图3-4 FLL+PLL 联合跟踪方案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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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3-4中可以看出，输入信号进入FLL+PLL跟踪环路，刚开始跟踪时，主要是

FLL环路起主要作用。这是因为初始跟踪时由于频率误差太大，已经远远超出了PLL环

的鉴相范围，使得PLL 环的输出误差太大，结果不准确。但是FLL 环的牵引频率较大，

牵引频率一般为 TT
2
1~

2
1

 。所以，此时对 FLL没有影响，主要有 FLL完成跟踪过程，

PLL输出可以忽略。

当 FLL 工作一段时间后，系统进入低动态状态，频率跟踪误差减小到PLL鉴相范

围以内，此时PLL 正常工作，环路跟踪工作由PLL完成，FLL输出可以忽略不计。高动

态下FLL不断更新NCO来纠正频率偏差，静态或低动态条件下，PLL 不断更新NCO来纠

正相位偏差。这样，通过FLL和PLL相互辅助，使得载波跟踪工作得以完成。

经上面分析可得该方案有如下优点：

◆ FLL+PLL跟踪算法在高低动态环境中都可以应用，且不需在FLL 和PLL之间

进行切换，便于硬件实现。

◆FLL+PLL充分利用了FLL的动态性能和PLL的高精度性能。

该算法采用的环路滤波器为二阶辅助三阶环路滤波器，其框图如图3-5所示：

图3-5 二阶辅助三阶环路框图

其中，二阶滤波器系数分别为：

2
0

1 )(44
81

TwTw
Tw

KK
C

nn

n

d 





（3-14）

三阶滤波器系数分别为：

2

2

0
2 )(44

)(41
TwTw

Tw
KK

C
nn

n

d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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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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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经过上述过程的算法设计，FLL+PLL就可以联合完成高动态环境下北斗信号跟踪环

路的仿真了。其仿真过程如下：

对上文提出的环路跟踪方法，在 MATLAB 下进行了完整的系统仿真实验。设定的系

统初始多普勒频移为300Hz，多普勒频移变化率为100Hz/s,跟踪卫星为2 号卫星，仿真

时间为1000ms,仿真结果如下图所示，图3-6显示的是2号卫星的载波相位误差，图3-7所

示的是2号卫星的载波频率误差，图3-8为跟踪后的输出数据，将该数据为量化成+1和-1

（或0）值后就是导航数据。从前两张图中可知，在前100ms，主要是由FLL 起主要作用，

由于FLL 动态性能较好，可以很好地跟踪上，但精度要差很多；100ms 以后是由PLL 完

成跟踪过程的，此时跟踪的误差已经降低到PLL 牵引范围内了，由于PLL 跟踪精度较高，

所以误差可以进一步缩小。总之，该算法可以快速跟踪上2号卫星，且跟踪后的载波频

率误差较小，跟踪精度较高。

图 3-6 第2 号卫星载波相位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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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第2 号卫星载波频率误差

图 3-8 第2 号卫星跟踪后的输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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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2 FLL+PLL 相结合的载波跟踪算法的改进算法设计

由上一节讨论的FLL+PLL联合跟踪算法可知，该算法虽然有一定的优点，但由于该

算法无法使FLL 和PLL同时工作，在误差较大时由FLL输出为准，在误差小时才由PLL

输出为准。不过没有具体的门限阈值规定到底误差多大时由FLL负责，多大时由PLL负

责。所以，本节在该算法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改进算法.该算法的框图如3-9所示。

图3-9 改进算法的载波环路跟踪框图

由图3-9可以看出，该算法融合了PLL/FLL算法与卡尔曼滤波算法，将FLL 鉴相器

的输出信号作为卡尔曼滤波算法的输入，经过卡尔曼滤波估计出载波相位误差，经过环

路滤波后然后反馈载波生成器，以调整本地复现的载波频率。其设计过程如下：

①首先，将输入的中频信号剥离C/A码，然后通过与载波生成器的输出相交，得到

同相信号和正交信号。

②将同相信号和正交信号作为FLL鉴频器的输入，通过鉴频器鉴频，将所得结果送

入卡尔曼滤波器。这里FLL鉴别器采用了四象限反正切鉴别器，该鉴别器在高和低信噪

比时最佳，且斜率与信号幅度无关；利用卡尔曼滤波对相位差进行估计，提高了载波跟

踪环的灵敏度。FLL鉴频器的公式为：

12

2,1,2,1,

1,2,2,1, )tan(

tt
QQII
QIQI

D EEEE

EEEE

FLL 



 (3-18)

其中， 1,EI , 1,EQ 表示 时刻的采样，同样 2,EI , 2,EQ 表示稍后时刻 2t 的采样，这两

者相邻的采样应该在同一个数据比特时间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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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将FLL鉴频器输出作为卡尔曼滤波器的观测值，建立载波相位的状态方程和观测

方程。取状态向量 )(kX T
为：

0 1X  (k) = [ (k)  (k)  (k)]T      (3-19)

其中，式中， )(k 为载波相位误差， )(0 k 和 )(1 k 分别为载波相位的一阶、

二阶导数，即分别表示载波频率和频率的变化率。

那么，系统的状态方程为：

( 1) ( ) ( )X k X k V k  

(3-20)

为系统的状态转移矩阵，它可以表示为：

2

1
2

0 1
0 0 1

TT

T

 
 
 

  
 
 
  

(3-21)

系统的量测方程为：

0 ( ) ( ) ( )k HX k W k  

(3-22)

H 为系统的量测矩阵，它可以表示为：

2

1
2 6
T TH

 
  
 

(3-23)

然后，就可以按照卡尔曼滤波技术进行迭代，最终估计出系统实时的相位误差。

将所估计出来的相位误差通过低通滤波器进行滤波，滤波器采用的是二阶低通滤波

器。其设计过程可由上章得到。二阶滤波器的系数为：

1 2
0

81
4 4 ( )

n

d n n

w TC
K K w T w T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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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0

4( )1
4 4 ( )

n

d n n

w TC
K K w T w T


 

(3-25)

最后，对本文提出的环路跟踪方法，在MATLAB下进行了完整的系统仿真实验。设定的

系统初始的多普勒频移为300Hz，多普勒频移变化率为100Hz/s,跟踪卫星为2号卫星，仿

真时间为1000ms。

其仿真结果为：

图 3-10 第2 号卫星载波相位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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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2 号卫星跟踪后的输出数据

图 3-10和图3-11分别显示的是2 号卫星的载波相位误差和跟踪后的导航数据。将图3-10

同上一节图3-6对比可以看出，改进算法的载波相位误差没有出FLL+PLL 算法中的转换

时的波动，而是很平滑。改进算法可以克服FLL+PLL 算法的不足。

表 3.1 两种算法的载波相位误差跟踪结果对比

表 3.1 显示了以上两种算法在跟踪精度方面对比，从表中可以看出，在载波相位

误差的跟踪精度方面，FLL+KF 跟踪算法要比FLL+PLL 联合跟踪算法高一个数量级，这

是因为FLL+PLL 联合跟踪算法在跟踪初始时期只有FLL 工作，FLL 的跟踪精度不高，而

改进算法则是一直是FLL+KF 共同工作，故精度较高；在载波相位误差的波动性方面，

改进算法要比FLL+PLL 高一个数量级，即改进算法可以很好地克服FLL+PLL 算法在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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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L过渡到PLL 时波动性较大的缺点，改进算法更为稳定。综上可知，改进算法可以很

好的实现克服FLL+PLL 算法的不足，实现较高的跟踪精度和较稳定的跟踪状态。

四、实验仿真

北斗与GPS卫星导航系统具有很高的兼容性，这两个系统有共同的甚至相重合的频

率，相同的右旋圆极化方式，可以用相同的天线，预选器，低噪声前放。均为PN码扩频

测距信号，可以设计兼容的基带处理芯片，实现对信号的捕获跟踪，伪距测量。均有相

同的伪距定位原理和相同的定位算法，且卫星轨道高度、倾角、运行周期基本一致，有

相同的卫星位置算法，多普勒频率接近，载波和码跟踪算法一致。因此我们这里采用GPS

定位系统代替北斗定位系统进行本实验的仿真。

图 4-1 实验中所用的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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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飞行过程中九个状态量的变化曲线

图 4-3 在飞行过程中的飞机的姿态角误差、速度误差、伪距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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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北斗卫星/SINS/视觉组合导航系统的位置误差

图 4-5 北斗卫星/SINS/视觉组合导航系统的速度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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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应用

在现代出行中，飞机无疑是最为快捷舒适的交通工具，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民航飞机

进行远距离出行，因此民航总局作为管理全国空中交通服务、民用航空通信、导航、监

视、航空气象、航行情报的职能机构，承担着越来越重的责任，导航定位系统便是在其

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然而飞行过程中难免会遇到恶劣的天气环境，为确保旅客的安全，对导航定位的精

确性要求就更高。传统的导航方式总会存在一定的缺陷，尤其气候环境的变化对其影响

会比较大，本文所设计的北斗卫星/惯性/视觉组合导航系统综合了各种导航方式的优

点，尽可能地消除了这些问题，大大提高了导航的精确性，并且在飞机高速运动的情况

下，仍能保持精确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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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提出一种基于北斗导航的云物联网系统，旨在以一种新型运输模式改善中

国物流产业的发展现状,进而实现对物品的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理，最

终形成了一个整体网络、三层安全等级和五大物联主体，在系统构建等核心方向给出创

新应用方案和实现方法及其原理，具有十分广阔的前景。

【关键词】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云物联网 Internet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BeidouCloud Internetof Things has been proposed,aimed at

using a new transport mode to improv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ofthe logistics

industry inChina,to achieveintelligent identification,locating, tracking,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forming a whole network, three layers of security leveland thetop

fivethings,givinginnovativeapplications,implementations and principles at the point of the

core direction during building the system, which hasvery broadprospects.

【key words】Beidou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Cloud Internetof Things, Internet

1．引 言

中国科学院院士、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孙家栋院士说：“当前最重要的就是推动北斗

卫星的应用，北斗的应用将是一大亮点。”经过几年的发展，随着技术的逐渐成熟，北

斗导航技术正在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目前第二代北斗导航系统的应用更加广泛。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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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的将来，具有双向短报文通信功能的第二代北斗导航系统必将在各行各业中得到广泛

应用。此外，物联网产业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一部分，是我国新兴战略性产业的核心，

也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得到大发展。

相对于传统的基于GPS导航的物流技术，《物联网物品流动中一种基于GPS／GSM的经

济实用监控技术研究》一文，详细具体探讨了这种物流实现的方案。而本文《基于北斗

导航系统的云物联网设计》所提出的设计，依托我国北斗导航系统，具有经济实用，信

息安全等特点，并且将物联网技术与云计算相结合，更加适应未来大数据时代的发展状

况，应用前景广阔。本文讨论了设计方案及其技术原理。

2．设计方案

2.1 各种导航系统的比较

现今，全球四大导航系统基本状况及其比较如表 1所示。

表 1 全球四大导航系统基本状况比较

导航系
统名称

特点
计划、使用

主体
卫星数量、

轨道
现状

提供服
务范围

主要的服
务目标 及
目标定位
精度

北斗（中
国）

1. 支持双向定
位和通信功

能。
2. 目前覆盖中

国国土范
围。

3. 自主研发，

中国国家航
天局

静止轨道5
颗，中高轨
道卫星 30
颗，共计划
布设 35 颗

2011 年 4 月发射
了 8 颗卫星。
2012 年预计覆盖
亚太地区，2020
年覆盖全球。

从亚太
地 区
扩展到
全球

*军用
*民用（定
位精度
10m)

GPS (美
国）

1. 架构最为成
熟，用

户广泛。
2. 覆盖率髙

（全球
98%地区）。

3. 快速、省时、
髙效 率、

美国防部
(使 用)及
运输部 (民

用)

6个轨道面
每个轨道
面各 4 颗，
共 由 24
颗卫星组

成

2010 年有 30 颗
卫星在使用中。
并逐渐更新新型
卫星(增加发信
电波的种类用于
更多 用途）。

全球

*军用
*民用（定
位精度 10
m 左右）

GLO-
NASS

(俄 罗
斯）

1. 定位精度相对
GPS 略低。

2. 抗干扰能力强。
3. 目前没有达到 24
颗卫星全面运转标

准。

俄罗斯联邦
宇航局、俄
罗 斯国防

部

3个轨道面
每个轨道
面各 8 颗，
共 由 24
颗卫星组

成

截止2010年 7月
有 21 颗卫星正

在运行。
全球

*军用
*民用（定
位精度 10
m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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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ileo
(欧 盟）

1. 全球首个基于民
用 的导航系统。

2. 定位精度和可靠
性优秀。

3. 支持多系统合
作。

EU\ESA(欧
空局）

3个轨道面
每个轨道
面各 10 颗
卫 星，预
计到 2015
年布设 30
颗卫星

2010 年 7 月巳发
射完 毕2颗试验
卫星。2010 年发
射4颗工作卫星，
2013 年预计使用
16 颗卫星，因预
算可能拖延。系
统将于 2018 年

建成。

全球

*民用（定
位精度 15
m左右）（主
要 用于交
通导航、警
察装备、救

生）

根据现存的各种导航系统的不同特征，项目选择了北斗导航系统，一方面北斗导航

系统具有出色而且独特的双向短报文通信功能，另一方面出于信息安全因素考虑，具有

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更加安全可靠。

2.2 总体方案介绍

目前，中国公路货运市场潜力巨大，而依赖于此的其他行业，如电子商务的蓬勃发

展也对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进一步提高货物运输效率，保障货物运输安全是目前物流

业遇到的瓶颈问题。

鉴于公路运输行业存在的上述问题以及我国已投入使用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特

色服务，同时考虑到大量物流时代到来的必然性，我们可以建立一套新的北斗云物联网

系统。这意味着，将北斗导航系统应用于公路运输行业的云物联网系统中，运输中的车

队能时刻获悉自己处于何地，并且还能将自身编号、时间坐标、空间坐标以及运输状态

等货物属性发送给承运人和托运人及相关政府部门。从而，极大地提高了运输效率，扩

展了运输区域和范围，并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消除了运输过程的安全隐患。

2.3 流程及方案

 一个整体网络

通过卫星通讯，物联网通讯，因特网通讯以及移动通讯（图中未画出），将各个主

体联成整体网络。整体网络的结构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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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北斗导航系统云物联网关联网络原理图

 三层安全等级

系统形成三级统一结构——货物与托运人、货运车辆与承运人、政府监管部门。此

三级网络对于系统的安全等级不同，所能够触及的数据级别也不同，从而保障了信息的

隐私性与安全性。三层网络等级如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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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于北斗导航系统云物联网三级网络图

 五大物联主体

根据总体方案设计，该云物联网系统将物流业的五大主体——货物、货运车辆、承

运人、托运人、政府监管部门——通过多种方式有机地结合在可以一起，形成了一个相

互关联的网络。

2.3.1 货物

运输公司（即承运方）在接到客户（即托运方）订单后，进行接单、登记的操作，

同时列出详细的运输任务。此过程工作人员在每一件货品上贴上一个具有唯一标识的射

频标签，每一个物品具有唯一识别的 ID 号，射频标签记录有物品的各种属性，包括物

品类别、物品目的地、物品的快递等级、出发时间等详尽的信息，将这些数据组一并输

入到本地计算机中进行保存,并与北斗云物联网进行通信，然后将信息通过北斗卫星导

航系统发送到北斗卫星控制中心进行中转，随后转发到云物联网控制中心，根据 ID 号

包含的信息以及客户需求制定相应路线。如追求运输时间最短，或费用最低，则信息处

理中心利用最新的气象数据、公路路况和车流量数据，根据合适的算法，设计最优的运

输路线(包括运输车队前往提货仓库的路线和提货后运往收货仓库的路线)。综合各地的

不同的运力进行合理的智能调度分配，一方面将结果回传给货物所在地进行运送的执

行，另一方面将数据传送给云物联网数据中心，方便在特殊情况下承运方对运输方案的

更改。形成的云数据中心即为查询平台。以货物为主体的北斗云物联网网络结构图如图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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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以货物为主体的北斗云物联网网络结构图

2.3.2 货运车辆

在每一辆车上安装一个 RFID 读写模块，报警模块，显示屏和一个北斗卫星通信模

块。货物装配及车辆运输时，位于车辆上的 RFID 读写模块能够扫描的车上所有的货物

编码，当实时的货物数量少于承运方当初安排给每辆车的货物数量时报警模块立即发出

警报，提醒配送人员，并能确定出缺少物品的 ID号，使此 ID 号经过北斗卫星及其控制

中心，最终到达云物联网数据平台，这样确保了货物的安全。此外通过 RFID 读写模块

和一个北斗卫星通信模块能够使信息实时的通过上述途径到达云数据中心，方便客户对

货物的每时每刻的跟踪。查看历史记录时，北斗卫星具有的准确授时功能能够将位置信

息与时间信息准确对应，便于回顾。以货运车辆为主体的北斗云物联网网络结构图如图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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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以货运车辆为主体的北斗云物联网网络结构图

2.3.3 用户终端

用户手上的手持终端（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中安装有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信

息查询终端，当输入登陆信息后，便能够跟踪自己货物的运输情况，同时保障了数据的

安全性和独立性，即便在同一车上的其余物品的信息也无从知晓。这样用户的数据实际

来源于强大的云物联网数据中心，减少了北斗卫星的负载量，这样一来可以服务于更多

的客户。以托运人（用户）为主体的北斗云物联网网络结构图如图 5所示。（双向 箭头

形状）

图 5 以托运人（用户）为主体的北斗云物联网网络结构图

2.3.4 公司终端

货运公司开始时获取到云物联网控制中心的物流运输方案，之后运输过程中，可通

过云物联网数据中心，得知车辆运行状况，或者通过配送人员发送的信号也可获知，及

时对故障车辆进行抢修，恢复货物运送状态，以便保障货物最快运送，维护公司与客户

利益。以承运人（公司）为主体的北斗云物联网网络结构图如图 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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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以承运人（公司）为主体的北斗云物联网网络结构图

2.3.5 政府管理部门终端

相关部门通过身份验证后，可直接进入云物联网控制中心进行相关货物的审查核

对，发送命令到北斗卫星控制中心，通过北斗卫星定位到货物所在车辆，在第一时间进

行跟踪检查并可以与配送人员取得联系，以配合相关工作，有助于实现对于货运物品的

有效监管。以政府管理部门为主体的北斗云物联网网络结构图如图 7所示。

图 7以政府管理部门为主体的北斗云物联网网络结构图

3．工作原理

3.1 云物联网平台构架

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云物联网是基于云物联网构架实现的。云物联网系统架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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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物联网云的硬件虚拟化框架、感知层设备、物联网应用中间件以及服务管理。各部

分共同构成物联网应用的平台，为物联网应用的运营管理人员和终端用户服务。

3.1.1 硬件虚拟化框架

硬件虚拟化框架定义了云计算平台所管理的服务器、存储设备、网络设备等物理硬

件资源及相应的虚拟化方法和技术，并将上述资源以虚拟化的方式交付给用户。通过虚

拟化技术的引入，运营在物联网云平台上的不同用户之间可以共享资源；提供弹性伸缩

的资源需求，在降低运营成本的同时提高服务质量；引入服务器集群技术，提高物联网

云平台的整体性能。而基于北斗卫星的云物联网系统形成了连接不同用户各个设备终端

的物理层硬件虚拟化框架，使之融合为统一整体，提高了云平台的数据传输的效率。

3.1.2 感知层设备

感知层是物联网的皮肤和五官，主要用于识别物体、采集信息。感知层设备包括二

维标签码和识读器、RFID 标签和读写器、传感器终端以及实现终端互联互通的传感网络。

感知设备通过网络接入云计算平台，并由物联网应用的中间件对其进行管理。通过感知

层设备，物联网可以给物体赋予“智能”，实现对物体的感知，人与物体的沟通和对话，

也可以实现物体与物体间的沟通和对话。感知层涉及到的关键技术有射频技术（RFID）、

传感网络技术、纳米技术、智能嵌入技术等。而基于北斗卫星的云物联网系统则使货运

车辆上的 RFID 读写模块与货物上的射频标签有效感知，然后使感知设备接入控制及数

据中心，形成了分布式、分组化的高效管理状态。

3.1.3 物联网应用中间件

中间件是位于平台（硬件和操作系统）和应用之间的通用服务，针对不同的操作系

统和硬件平台，它们可以有符合接口和协议规范的多种实现。中间件是物联网应用中的

关键软件部件，是衔接相关硬件设备和业务应用的桥梁，其主要功能是屏蔽异构性、实

现互操作和信息的预处理等。在物联网云平台中，物联网中间件与云计算相结合，利用

虚拟化技术全面实现资源整合，这样，不仅能解决物联网中海量信息的过滤、整合、存

储问题，还能解决物联网中不同应用系统的互操作问题。在物联网云平台中，物联网应

用的中间件主要实现终端设备接入、RFID/传感器事件管理以及数据存储等功能，它包

含一系列相关的中间件产品。而基于北斗卫星的云物联网系统或将利用国家授权的北京

时代民芯科技有限公司或北斗星通公司的产品中间件，屏蔽前端硬件的复杂性，同时支

持数据流的控制和传输以及数据处理的功能。

3.1.4 服务管理

服务管理是物联网云平台的核心架构，主要包括物联网云的自助服务门户/ 管理员

门户、物联网应用和服务的生命周期管理。通过服务管理，服务提供商可以对 IT 物理

硬件和虚拟化资源进行管理，用户可以通过自助服务门户进行业务定制、修改等操作；

物联网云的服务管理还包括对感知设备的体系架构、事件以及分布式架构数据平台的管

理、数据备份及恢复机制等功能。而基于北斗卫星的云物联网系统可利用导航仪器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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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工程研究中心或北斗星通公司提供的云平台服务管理，实现保障软硬件管理，自助服

务平台建设等功能。

3.2 云物联网关键技术

在云物联网的构建方面，本文运用了多项关键技术，以提高该系统的智能化效果，

同时可有效地降低成本。

3.2.1 射频识别技术

射频识别技术俗称“电子标签”，是物联网中非常重要的技术，是实现物联网的基

础与核心。射频技术是一项利用射频信号通过空间耦合(交变磁场或电磁场)实现无接触

信息传递并通过所传递的信息达到识别目的的技术。这一技术由三个部分构成：(1)标

签，附着在物体上以标识目标对象；(2)阅读器，用来读取(有时还可以写入)标签信息，

既可以是固定的也可以是移动的；(3)天线，其作用是在标签和读取器之间传递射频信

号。在实际应用中还需要其他硬件和软件的支持。该项技术的基本思想是，通过先进的

技术手段，实现人们对各类物体或设备(人员、物品)在不同状态(移动、静止或恶劣环

境)下的自动识别和管理。由于射频识别无须人工干扰，所以可使用于各种恶劣环境，

可用来追踪和管理几乎所有物理对象。而基于北斗卫星的云物联网系统在货运车辆与货

物的通信中使用了射频识别技术，使得系统的成本大为降低。

3.2.2 传感器技术

要产生真正有价值的信息，仅有射频识别技术是不够的，还需要传感技术。由于物

联网通常处于自然环境中，传感器要长期经受恶劣环境的考验，因此，物联网对传感器

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提取信息的关键器件，传感器是现代信息系统和各种装备

不可缺少的信息采集手段。如果把计算机看作处理和识别信息的大脑，把通信系统看作

是传递信息的神经系统的话，那么传感器就是感觉器官。所谓传感器，是指那些对被测

对象的某一确定的信息具有感受(或响应)与检出功能，并使之按照一定规律转换成对应

的输出信号的元器件或装置。离开了传感器对被测原始信息准确可靠的捕获和转换，一

切准确的测试与控制都将无法实现。而基于北斗卫星的云物联网系统的报警模块便可理

解为一种对数量敏感的传感器，使得数量的变化与是否报警直接关联起来。

3.2.3 网络通信技术

无论物联网的概念如何扩展和延伸，其最基础的物物之间的感知和通信是不可替代

的关键技术。网络通信技术包括各种有线和无线传输技术、交换技术、组网技术、网关

技术等。其中 M2M 技术则是物联网实现的关键。 M2M 技术是机器对机器

(MachineToMachine)通信的简称，指所有实现人、机器、系统之间建立通信连接的技术

和手段，同时也可代表人对机器(ManToMachine)、机器对人(MachineTo Man)、移动网

络对机器(Mobile To Machine)之间的连接与通信。M2M 技术适用范围广泛，用于安全监

测、自动售货机、货物跟踪等领域。目前，M2M 技术的重点在于机器对机器的无线通信。

短距离无线通信技术的发展和完善，使得云物联网前端的信息通信有了技术上的可靠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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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而基于北斗卫星的云物联网系统则应用了包括货运车辆与北斗卫星的通信，北斗卫

星与其控制中心的通信，北斗卫星控制中心与云物联网控制中心的通信，云物联网控制

中心与其数据中心的通讯等在内的多种形式的网络通信技术。

3.2.4 云计算

云计算是网格计算、分布式计算、并行计算、效用计算、网络存储、虚拟化、负载

均衡等传统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发展融合的产物。云计算的基本原理是将计算分布在

大量的分布式计算机上，而非本地计算机或远程服务器中，使企业数据中心的运行更与

互联网相似。这使得企业能够将资源切换到需要的应用上，根据需求访问计算机和存储

系统。它旨在通过网络把多个成本相对较低的计算实体整合成一个具有强大计算能力的

完美系统，并借助 SaaS、PaaS、IaaS、MSP 等先进的商业模式把这强大的计算能力分布

到终端用户手中。而基于北斗卫星的云物联网系统将数据分配到服务器连接的不同主机

上进行计算与处理，提高了运算速度，保障了数据更新的实时性，而且适应了大数据时

代对于数据处理的要求。

4．应用、系统比较及创新点

4.1 应用

如上文所述，该北斗云物联网不仅可以用于货运管理领域，而且在信息服务、交通

管理、公共交通、车辆控制、电子收费、紧急救援等核心方向都能够有广泛而深入的应

用，该系统不仅能够将大量信息存储，方便管理部门的监管和控制，而且节省了大量人

力，实现高度智能化的广阔前景。

例如停车场信息系统中，完全可以设置停车场终端和车载终端，仿照前文所述的大

致流程进行网络结构设计。

例如公交车辆运营系统中，也完全可以设置公交终端，乘客终端以及运营中心终端，

仿照前文所述的大致流程进行网络结构设计。

4.2 两物联网系统比较

本文提出的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云物联网与 GPS/GSM 物联网两者比较如表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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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北斗云物联网和 GPS/GSM 物联网两者比较

稳定性 复杂性 数据安全级别 模块成本

北斗云物联网 单系统闭环 较简单 有 500 元

GPS/GSM 物联网 双系统开环 较复杂 无 216+120 元

精度 更新延迟时间 第三方监控 多功能性

北斗云物联网 约 10m 1s，5s，10s 有 可扩展用途

GPS/GSM 物联网 10m 5s 无 难以扩展用途

就未来前景而言，综合系统稳定性、复杂度、系统的应用领域差异等因素以及技术

的普及、成本的降低，北斗云物联网在数据保密性及运输安全保障等方面的优势必将愈

加突出。

4.3 创新点

本文提出的一种北斗云物联网系统，全面地在货运管理方面提出创新解决策略，以

前景广阔的物流业作为切入点，实用性强。

 本文合理利用了北斗卫星双向短报文通信的性能，形成了控制与信息的闭环网络，

保障了系统的稳定性。

 本文有效保证了数据的安全性，承运人、托运人和相关政府管理部门三方对数据的

获得途径和内容有不同的层级。

 本文提出的物联网模型与云计算相结合，适用于大数据时代的信息采集、传递与控

制。

 本文省去了繁杂的理论推导，从生活入手，具有很高的可操作性。

 本文所提出的模型具有广阔的外延，应用价值很大，并且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提

升，使系统更加健全，稳定。

5．结 论

本文所阐述的北斗云物联网系统是基于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其

能够解决目前中国社会遇到的与物流相关的问题，安全可靠且高度智能化。与当今较为

普及的 GPS/GSM 物联网相比有较大的优势，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我们有理由相信，北

斗卫星导航系统会在不久的将来大放异彩，基于该系统的云物联网也会让我国人工化较

为普遍的物流业发展现状得到改善，使科技的力量真正造福于社会,为消费者提供更加

便捷、更加高效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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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天衡导航·北斗杯”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野外探查多功能手表

作者：赵靖宇、张洋、莫翘楚、胡文杰

学校：北京林业大学

【摘要】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中国自行研制的全球卫星定位与通信系统，此外，随着现

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参与野外探险活动的人数也与日俱增。本设

计主要针对科考或探险人员可能在野外环境中可能遭遇的危险与问题，基于北斗卫星导

航系统高精度、高可靠定位的特点，综合运用其定位导航、实时通信与精密授时三大功

能，结合 Nebulas 芯片与智能手表制作工艺，实现我、野外探查人员之间无障碍通信与

及时救援，从而极大地保障野外工作者或探险人员的安全。

【关键词】北斗导航 无障碍通信 高可靠定位 野外救援 Nebulas 芯片

1．前 言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BDS）是中国正在实施的自主发展、独立运行的全球卫星导航

系统，致力于向全球用户提供高质量的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并能向有更高要求的授

权用户提供进一步服务，军用与民用目的兼具。中国在 2003 年完成了具有区域导航功

能的北斗卫星导航试验系统，之后开始构建服务全球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北斗卫星导

航系统 2012 年 12 月 27 日起提供连续导航定位与授时服务，并计划至 2020 年完成全球

系统的构建。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由空间端、地面端和用户端三部分组成。空间端包括 5颗静止轨

道卫星和 30 颗非静止轨道卫星。地面端包括主控站、注入站和监测站等若干个地面站。

用户端由北斗用户终端以及与美国 GPS、俄罗斯“格洛纳斯”（GLONASS）、欧盟“伽

利略”（GALILEO）等其他卫星导航系统兼容的终端组成。中国此前已成功发射四颗

北斗导航试验卫星和十六颗北斗导航卫星（其中，北斗-1A 已经结束任务），将在系统

http://zh.wikipedia.org/wiki/北斗卫星导航系统#cite_note-.E5.8C.97.E6.96.97.E5.8D.AB.E6.98.9F.E5.AF.BC.E8.88.AA.E7.B3.BB.E7.BB.9F.E8.8B.B1.E6.96.87.E5.90.8D.E7.A7.B0.E6.AD.A3.E5.BC.8F.E5.85.AC.E5.B8.83-1
http://zh.wikipedia.org/wiki/卫星导航系统
http://zh.wikipedia.org/wiki/卫星导航系统
http://zh.wikipedia.org/wiki/北斗卫星导航试验系统
http://baike.baidu.com/view/3126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18385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18385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40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287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87060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87060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9072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0183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395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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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网和试验基础上，逐步扩展为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2．研究背景

野外旅行和探险成为现代人越来越喜欢挑战的新的休闲方式，这是个既刺激又危险

的项目，由于野外环境人烟稀少，手机信号较差，发生意外的几率较高，而一旦自己无

法掌控的困境发生，求助就成了一个最大的问题，没有信号或信号弹，考虑到这样的情

况，我们小组设计了一款集通信，导航，救援为一体的多功能手表，意义就在于尽最大

可能保证探险人员的安全。

据报道，基于北斗导航技术的产品将在 7 月份上市，这种导航技术可以精确到 1 米

范围，能够发现车辆是行驶在一条道路的慢车道还是快车道，带有这种设备的儿童行走

在道路左侧还是右侧也能精准定位。这样的精度范围使得即使距离相隔一条街道的的两

人之间也可准确知道对方的位置，这也就为我们设计的用于野外探险的定位导航手表有

了更加坚实的技术基础。

目前我国生产的北斗导航芯片，大多为“双星”兼容型，即可同时接收 GPS 和北斗两

套卫星系统的信号，从而给出更精准的定位信息。据资料显示，此类导航芯片模块的生

产成本近年来连续下降，今后有望进一步缩小与纯 GPS 芯片的价格差。经过多地试验

证明，“双星”导航系统的稳定性和精准度优于 GPS 系统。随着北斗芯片价格的下降，中

国自主研发的北斗系统的应用推广将大有可为。综上所述，野外探查多功能手表的成本

将极大降低，有利于在中国市场销售。

3．设计方案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简称北斗系统（BDS），其空间星座由 5 颗地球静止轨道(GEO)

卫星、27 颗中地球轨道(MEO)卫星和 3 颗倾斜地球同步轨道(IGSO)卫星组成。GEO 卫

星轨道高度 35786 千米，分别定点于东经 58.75 度、80 度、110.5 度、140 度和 160 度；

MEO 卫星轨道高度 21528 千米，轨道倾角 55 度；IGSO 卫星轨道高度 35786 千米，轨

道倾角 55 度。 截止到 2012 年底，在轨工作卫星有 5 颗地球静止轨道(GEO)卫星、4 颗

中地球轨道(MEO)卫星和 5 颗倾斜地球同步轨道(IGSO)卫星。

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采用双星定位体制,其基本定位原理为三球交会测量原理：地

面控制中心通过两颗卫星向用户广播询问信号（出站信号），并根据用户响应的应答信

号（入站信号）测量并计算出用户到两颗卫星的距离；然后根据中心存储的数字地图或

用户自带的测高仪测出的高程算出用户到地心的距离，根据这三个距离就可以通过三球

交会测量原理确定用户的位置，并通过出站信号将定位结果告知用户。

http://baike.baidu.com/view/90183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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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北斗系统工作原理

根据北斗导航系统以上特性，我们拟研发一块野外多功能探险智能手表。该手表具

有精密授时，队友通信，寻找队友和紧急救援功能。

手表拟采用可支持北斗系统的 Nebulas 芯片作为手表处理器的核心，来实现单芯片

可以自主定位的功能，此外，在存储器内存放 GIS 信息，以显示导航信息。手表支持输

入功能，可以在野外与队友实现通信以及发送救援信息等功能。本手表使用彩色 TFT

显示屏，可显示真实地图。

手表的外观设计如下：

图 3-2 多功能手表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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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理论设计计算

4.1 几何原理推演

4.1.1 北斗定位几何原理计算

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的基本工作原理是“双星定位”，即以两颗在轨卫星的已知

坐标为圆心，各以测定的卫星至用户终端的距离为半径，形成 2 个球面，用户终端位

于这 2 个球面交线的圆弧上。地面中心站配有电子高程地图，提供一个以地心为球心、

以球心至地球表面高度为半径的非均匀球面。使用数学方法求解圆弧与地球表面的交点

即可获得用户的位置。

设地面中心站通过两颗卫星向定位目标发送询问信号，定位目标再通过卫星向地面

中心发回应答信号的总时间为 t1、t2，两颗卫星与地面中心站的斜矩为 R1、R2；测点

与两颗卫星的斜距为 r1、r2，则可通过 C×t1=2×(r1+R1)和 C×t2=2×(r2+R2)两个方程求

解出 r1,r2。

其中 C 是光速，因为北斗卫星是静止轨道卫星，卫星与地面站的斜矩 R1 和 R2

是已知的。又：
2)^(2)^(2)^(2

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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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yyxxr

zzyyxxr





其中两颗卫星的空间坐标（x1,y1,z1）（x2,y2,z2）是已知的，测点的高度 z 由地面中心

站提供，则可求出两个未知数 x，y 即测点的坐标。由于在定位时需要用户终端向定位

卫星发送定位信号，由信号到达定位卫星时间的差值计算用户位置，所以被称为“有源

定位”。

4.1.2 北斗通讯机制

北斗导航系统是使用码分多址的直接序列扩频（DS）方式。码分多址是用不同的波

形信号（既不同的固定代码），以同一频率发射出去，各站的接收是根据相应的信号波

型（码型）分离出自己需要的信号，这种多址方式称之为码分多址。码分多址采用伪噪

声码，信噪比在-8dB 情况下，仍然能够进行接收，所以具有天然的相对保密的能力和

通信隐蔽性。又由于采用了伪噪声码相关检测技术来分离信号，所以具有较强的抗干扰

能力，特别是有较好的抗人为干扰的能力。

扩频通信是指应用扩展频谱技术实现任意选址的一种通信系统，扩频技术是用正交

码进行相位调制，或码控载频跳变，或频率线性变化的一种信号处理方法。其将已调的

射频信号扩展成比信息带宽大得多的宽带信号，从而实现系统任意选址、增强抗干扰性

及加密。

扩频通信原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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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扩频通信原理

当发送一个带宽为 fm 的窄带信息时，首先是信息对载频 f 进行调制，得到一个以

f 为中心频率、带宽为 2fm 的信号，这就是窄带调制信号。一般的窄带通信系统就直接

将此信号在发射机中进行倍频、放大，再由天线辐射出去。而在扩频通信中，就需要通

过一个扩展频谱的处理。常用的一种扩展频谱的方法是用一个时钟频率为 fc 的伪随机码

序列，对窄带信号进行二相相移键控调制。由于选择的 fc>>f>>fm，因此，就得到了带

宽为 2fc 的载频抑制的带宽已调信号，这个扩展了的频谱的信号再发送到发射机中，进

行混频和放大，由天线发射出去。

4.1.3 Nebulas 芯片数值

Nebulas 芯片支持全部现有卫星导航系统（北斗 1 S/L、北斗 2 B1/ B2/B3、GPS

L1/L2/L5、GLONASS L1/L2 和 GALILEO E1/E5a/E5b）及上述系统的所有频点，在一

颗芯片上可同时支持高达 6 路不同频率的卫星信号，是国内第一颗多系统多频率高性能

SoC，也是世界上第一颗支持全部现有 GNSS 的芯片。此外，Nebulas 芯片通过内嵌 CPU

实现了算法功能一体化，达到了单芯片可以自主定位的目的，而且不同系统的任意四颗

星均可联合定位。

Nebulas 芯片内置 200+MHz 处理器，支持单芯片接收机解决方案，具有 192 个通道，

支持北斗 1、北斗 2B1/B2/B3，GPS L1/L2/L5、GLONASS L1/L2 和 GALILEO E1/E5a/E5b

等频点，单颗芯片支持 6 个独立频点输入卫星系统自主完好性检测，且具有丰富的系统

外设接口支持：UARTx4，SPIx3，I2C，GPIOs，SIM，USB，自主定位可达 2m RMS，

DGPS 精度为 0.45 RMS，是目前比较理想的一种芯片。

5．工作原理及性能分析

5.1 工作原理

5.1.1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导航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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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将要求的导航数据（包括自身位置和目标用户位置）发送给卫星，卫星得出定

位结果后将数据传给服务站处理，服务站通过调用地理信息系统的数据库匹配地图和规

划路径后，将最优路径返回给用户，然后结合手表上内置的地图信息，用户可获得具体

的导航信息从而实现导航功能。

北斗系统的定位精度为平面位置精度 20m，高程控制精度 10m，能够实现较为精准

的导航功能。

5.1.2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通信原理

北斗导航系统与其他导航系统相比，优势在于短信服务和导航结合，增加了通讯功

能。其主要原理是用户向卫星发送通讯请求，卫星将信息传送给服务站，服务站寻找到

用户需要通信的另一用户的信息并将其返回卫星，然后通过卫星将加密的数据包投递到

该用户。

北斗系统的通信功能一次能传输 120 字的短信，传输数据量大，能满足不同用户间

的通信功能；且该通信功能不需接入国内的网络运营商，在网络信号不佳的野外环境也

可实现通讯，从而保证本手表可以实现可靠的求救和通信功能。

5.1.3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授时原理

我们采用的和芯 Nebulas SoC 芯片内置独有的卫星信号接收模组，通过接收北斗二

代导航卫星中的基准同步时钟的时间信号进行授时，使得本手表的时间与我国军用的标

准时间保持精确同步。

北斗系统的授时精度（相对于控制中心时间系统）为单向传递精度为 100ns，双向

为 20ns，能使用户获得准确时间。

5.1.4 系统主要概述

我们设计的多功能手表主要实现以下功能：

1.精密授时：北斗系统具有精密授时功能，中心控制系统定时播发授时信息，可向

用户提供 20ns~100ns 时间同步精度，为定时用户提供时延修正值。中心控制站通过出

站信号以帧时标形式将“北斗一号”系统标准时发往用户，用户在收到标准时和信号传

输时延后，可获取高精度的时间信息，实现精密授时功能。在特定情况下用户机还可以

发送双向定时申请信息给中心站，中心站处理之后可将更高精度的定时信息发往申请用

户，实现双向精密授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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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多功能手表授时流程图

2.队友通信：北斗系统具有独有的短报文通信功能，用户终端具有电文键入、编辑、

发送、接收和显示功能等双向报文通信功能，用户与用户、用户与中心控制系统间均可

实现双向简短数字报文通信，用户可以一次传送 120 个汉字的短报文信息；信息发射后

具有系统绘制功能，该功能可人工设置。手表接收到通信信息时，根据手表表面上声、

光或符号提示，实时显示通信时间、发信地址和通信电文。通过卫星的转发和中心控制

站的交换处理，用户与用户、用户和中心站之间，可实现双向报文通信。

手表与卫星间的通信实现流程如下：

图 5-2 多功能手表队友通信功能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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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寻找队友：当用户发出寻找队友请求时，将用户的当前位置和目标用户代号发送

至服务站，服务器匹配到目标用户的位置后，将数据返回卫星，通过卫星将目标用户的

当前坐标返回给请求方，通过调用 GIS 信息和使用最优路径算法，在手表上显示最佳路

径，可由此路径找到自己同组队员。

手表实现寻找队友功能的流程如下：

图 5-3 多功能手表队友探寻功能流程图

4.紧急救援：由于北斗导航系统具有收发双向通信功能，它的定位需要发射，然后

在得到位置，同时它的位置可能传给你也可以传给关心你的人；同时其信息处理都是在

卫星地面站来完成的，所以信息处理速度快，定位和通讯都可以再 1s 内完成。因此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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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队员在通信设备被破坏或者没有通讯信号的情况下通过手表向卫星发送请求救援讯

息，卫星将用户的请求讯息发送到服务站，从而方便快捷的将自己的情况与外界联系，

及时获得救援，减少灾难的发生。

手表实现救援功能的流程如下：

图 5-4 多功能手表野外救援功能流程图

6．总结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卫星导航系统。具有定位、通信功能，是继美

国的 GPS、俄罗斯的 GLONASS 之后，第三个趋于成熟的卫星导航系统。它改变了我国

长期缺少高精度、实时定位手段的状况。打破了美国和俄罗斯在这一领域的垄断地位。

随着第二代北斗导航系统的建设不断完善，其应用将迅速发展。特别是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还具有通信功能，能进行通信组网，从而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本文设计的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野外探查多功能手表，充分利用了北斗二代既可定

位导航又兼备通讯功能的特点，充分展现了定位导航与用户通信功能。由于北斗卫星导

航系统在实现导航的基础上拥有通信功能，本文设计的多功能手表不仅具有其他导航软

件所具有的功能，同时还可以与其他用户通信，这是本文设计的创新所在。另外此款手

表体积小巧便于携带，设计之初也考虑到成本及技术基础的问题，在大多数探险爱好者

中会产生比较大的效益。本文设计的手表不仅可以用于探险队员使用，对于科考队员，

甚至朋友之间一起去旅行也可以使用。军事方面，本手表还可以用于作战部队与指挥总

部取得联系。



第四届“天衡导航·北斗杯”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230

参考文献

[1] 高法钦，谈展中，北斗/ 惯导组合导航算法性能分析．系统工程与电子技术，2007，

2 9(7)

[2] 唐金元，于潞，王思臣．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应用现状分析．2007，12-13

[3] 谭述森．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发展与思考．2008，29(2)

[4] 廉保旺，赵楠，王永生． 北斗卫星定位算法研究． 2007，25(1)

[5] 黄丽卿，张杏谷，郑佳春，胡稳才．北斗终端数据处理与应用．2009，14(3)



第四届“天衡导航·北斗杯”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231

第四届“天衡导航·北斗杯”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基于北斗导航的驾车时使用手机监管系统

作者姓名：张丰、杨阳、 张曼曼 、 张槟

指导教师：闻新

学校：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摘要】 在世界各地驾车时使用手机而导致的交通事故频繁发生以及监管技术不尽如

人意的背景下，本项目旨在通过北斗导航系统,以手机为载体，应用测速等功能，实现

对驾驶员在驾驶时使用手机的监测、警告与处罚，将通过警报子系统及时向手机拨打者

和接听者发出提醒，同时方便相关部门取证，以降低因此而导致的交通事故，确保驾驶

员及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关键词】 北斗导航卫星 手机 监管 交通安全

一、项目背景

1、项目研究的目的、意义；

"开车不打电话,打电话不开车"是一条基本的交通法规常识,但现实生活中,驾驶人

驾驶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的现象比比皆是,法律成为一纸空文。而交警在查处时取证难,

认定难,导致执法效率低、执法不力。其原因:一是交通参与者对开车打电话行为危害性

的认识不足;二是现行法律不健全,上下位法律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和冲突;三是法律赋

予交警的执法(取证)手段单一、可操作性不强。建议立法机关和执法部门从完善法律和

健全(技术)取证手段两方面入手,解决好查处难、执法不力的突出问题。

日本交通事故综合分析中心交通事故调查事务所调查发现，驾车人在行车中使用手

机而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高达 27.3%，去年日本因开车使用手机而引发的交通事故就达

2000 多起，造成 300 多人死亡；美国科学家通过模拟实验表明，开车打手机导致驾车者

注意力下降 20%，如果通话内容重要，则驾车者注意力下降 37%；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研

究人员对连续 13个月的车祸资料和 699 名肇事司机进行分析后发现，开车时使用手机

者遇上交通意外的机会高出未使用手机者 4至 5倍；英国伯克郡交通研究所公布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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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开车时使用手机，人脑的反应速度比酒后驾车时慢 30％。另外，开车时使用

手机，驾车者对路况的反应比正常情况下慢 0.5 秒。该研究所还发现，车速达 100 公里

时，正常的刹车距离是 31 米，使用手机时刹车距离则为 45 米，且打电话时，驾车不稳

定，难以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极易引发车祸。

开车打手机隐蔽性强，好多人见到警察就把电话挂了，另外，现在很多车窗都贴膜，

有的膜颜色特别深，从外边看不见里边，导致难以查获。在平时执法当中，因为开车打

电话被成功“逮住”，并进行处罚的违法行为寥寥可数。除非车辆刚好行驶在路口附近，

并且让民警抓了“现行”，否则不仅驾驶人容易抵赖，民警也难以进行处罚。因此，为

了及时制止开车打电话的行为，为了保护好驾驶员与他人的安全，我们急切的需要建立

一个能及时监管系统。

基于北斗导航的驾车时使用手机监管系统是一个可以对驾驶员使用手机进行监管、

警告，同时对手机拨打者和接听者发出提醒的智能系统。该系统的成功运行将极大地减

少因驾车打手机而造成的交通事故，为交通安定提供了保障，同时为交管部门对违章者

进行处罚提供了依据，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2、应用推广前景及预期的社会经济效益：

首先，我们摒弃传统 GPS，应用我国最新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尽管现阶段北斗卫

星导航与美国 GPS 导航存在一定差距，从覆盖区域、产品核心技术的研发以及品牌的知

名度方面都有较长的路要走，但是，根据北斗建设总体规划来看，2012 年左右，北斗将

首先具备覆盖亚太地区的定位、导航和授时以及短报文通信服务能力；2020 年左右，完

全建成覆盖全球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一旦北斗卫星达到数量规模，精度就可以达到与

美国 GPS 相当的水平，而在亚太地区可以在系统精度和完好性上，提供比 GPS 更好的服

务，还具有短信息的优势，对于本应用，相对于已经成熟的 GPS/GPRS 车辆管理系统而

言，北斗的短信功能可省去 GPRS 模块，节省本部分的硬件成本和电信服务成本，相对

基于 GPS 的此类应用更具经济效益。北斗的兼容性也将带来更好的市场反响，安全可靠

性更高。所以，我们的项目经济前景十分美好。

目前国内外对车辆进行测速的开发和商业化已趋于成熟，本项目的创新点就是将卫

星测速应用于手机上，主要目标是方便交管部门对开车使用手机者进行及时的监管与取

证。由于手机使用数量庞大，使得本系统相对成本降低，市场售价势必低于 GPS，且完

善后的北斗系统，与 GPS 相比，同时具备定位与通信功能，无需其他通信系统支持；

覆盖中国及周边国家和地区，24 小时全天候服务，无通信盲区；特别适合集团用户大

范围监控与管理，以及无依托地区数据采集用户数据传输应用；自主系统，高强度加密

设计，安全、可靠、稳定，适合关键部门应用。这些优点都决定了依托北斗的公车导航

系统将受到广泛应用，将在中国及周边地区市场中占领大部分份额，市场收益将远远大

于 GPS 现有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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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内容和目标

2.1 主要研究内容、技术经济指标

2.1.1 主要研究内容

（1）运用北斗卫星对车辆测速技术，在监测区域内建立一个由参考站和监测点组成的

监测系统：

图 1 系统基本结构图

该系统可获取车辆实时速度，一旦驾驶员使用手机，手机将自动向监测系统发出讯

息，监测系统将自动向手机使用者发出提醒，若驾驶员仍使用，系统将对其位置等信息

进行记忆，以便进行及时处罚。

（2）对手机安装北斗导航设备并进行测速技术研究：

因为该设备并没有太精确的速度需求，因此可以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定位结

果，通过位置差分来获取速度；可以利用北斗原始多普勒观测值直接计算速度；也可利

用载波相位中心差分获得的多普勒观测值来计算速度。

（3）运用北斗卫星的通信功能，建立一个开车接听手机用户的信息接收系统：

该系统可以与手机上的提醒功能进行实时联系，一旦需要，系统将唤醒手机提醒功

能。

（4）开发基于 android 的手机双向提醒软件：

该软件可以在接受到交管部门提醒后，对手机使用双方进行及时提醒，以减少交通

事故的发生。

手机客

户端

驾车使用

手机者
监控中心

北斗卫星

速度、位置
警告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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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经济技术指标

（1）在北斗系统规模化应用成熟之际，将每部手机终端的成本控制在 1000 元人民

币以内；

（2） 用户只需在手机上安装北斗手机测速软件即可，无需再使用 GPS 导航终端。

2.2 关键技术、技术创新及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或工艺流程）：

2.2.1 关键技术：

北斗导航测速模块；

嵌入式系统；

监控中心控制台软件；

控制中心与数据接收模块的接口；

2.2.2 技术创新

本项目的创新点就是将卫星测速应用于手机上，建立基于 android 的应用程序结合

北斗获得数据，将实现对司机驾车使用手机进行判定，并可以实时向手机用户进行安全

提醒，以方便交管部门对开车使用手机者进行及时的监管与取证，以保证群众的生命财

产安全。且该系统不需要大规模基础设施，所以便于推广。

2.3、项目的总目标和阶段目标（含预期知识产权状况）：

2.3.1 项目总目标：

建立基于北斗导航的驾车时使用手机监管系统，在北斗二代投入运营后，全面改进

原型机性能，实现大批量生产与推广。

2.3.2 阶段目标：

①可行性研究：根据已有的基础条件和技术水平对项目方案是否可行进行研究；

②方案设计：对项目方案进行总体设计并做出细化；

③方案论证：对设计出的方案进行论证，进一步完善方案；

④系统开发：根据设计的方案进行系统的设计与开发；

图 2 系统各部分数据接口

提醒信息

警告信息

是否驾车使用手

机、位置、速度

汇报

速度、位置、用

户信息汇报

对用户进行提醒

判定是否使用手

机

北斗卫星系统

手机 监控中心驾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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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示范应用：将开发的系统进行示范应用以验证系统的可行性，根据结果对系统做

出完善。

三、实现项目预期目标所具备的工作基础和条件

目前国内外关于测速的开发和商业化已趋于成熟，只需将起定位功能的 GPS 模块

和起通信功能的 GPRS 用北斗模块代替即可，而且对驾驶者的速度测量精度需求不高，

技术上不存在太大难度。

本项目涉及的关键技术适用于普通的导航通讯设备，主要是手机等具备通讯功能的

设备即可：北斗导航通讯模块的小型化；终端设备整体低功耗；设备本身的可靠性等；

在北斗系统尤其是北斗二代的成熟应用后，此类问题将自动解决，不再是技术瓶颈。

四、计划进度（总的研究期限、年度计划进度等）与考核指标

本项目研究期限为 2 年：

2013.1—2013.3

根据已有的基础条件和技术水平对项目方案是否可行进行研究；

2013.3—2013.5

对项目方案进行总体设计并做出细化；

2013.5—2013.8

对设计出的方案进行论证，进一步完善方案；

2013.7—2014.5

根据设计的方案进行系统的设计与开发；

2014.5—2014.10

将开发的系统进行示范应用以验证系统的可行性，根据结果对系统做出完善。

2014.10—2014.12

撰写验收报告，准备验收。

五、 项目分工

项目分工情况如下：

总体设计：对系统功能和技术实现进行论证研究。

软硬件设计：北斗导航通讯模块与通用嵌入式系统平台的接合；通讯接收端模

块与手机的接口；手机测速与开车打手机提醒软件、监控平台的实时监控管理软件

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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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目主要研究人员

姓名 性别 年龄 专业 学位 职称 项目中承担工作

闻* 男 52 飞行器控制 博士 博 士

生 导

师

总体设计与论证

张*

杨*

男

男

19

20

探测制导与控

制技术

探测制导与控

制技术

学士

学士

硬件开发

软件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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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天衡导航·北斗杯”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一种基于北斗导航的交通管理系统

作者姓名：童川，王东，温常伶，陈颂

指导老师：王智森，兰振平

学校：大连工业大学

【摘要】本文涉及一种基于北斗卫星的交通管理，该应用设计利用北斗卫星进行位置信

息传输、语音识别报警、加速度传感器报警、无线通信以及终端控制等。解决了一些机

动性较强的交通法规难以实行，耗费了大量警力的问题，并且提供了车辆遇险后的求助

方案。北斗卫星主要用于定位案发地点，利用 2G/3G 网络和引导相关部门快速寻找案发

地点，以及利用其短报文功能在紧急状态下的传输信息。语音识别报警及加速度传感器

自动报警旨在解决一些特殊情况下，传统报警求助方式无法报警的情况。加速度传感器

报警口令旨在解决用户在出现剧烈的撞击出现晕厥暂时性休克无法启动语音识别模式

时向警方求助。无线通信以及手机的控制系统用来向相关部门（交警大队）传输信息。

交通违规者被传感器检测交通违规后，违规信息和违规车辆位置被发送至交警大队，交

警大队采取适当措施。使用者需在发生危机或意外情况时，用特定语音和加速度传感器

的异常启动这种基于北斗卫星自助位置信息传输系统中的特定求助功能，即可在最短时

间报警。相关部门也可在最短时间抵达案发现场并采取措施，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生命财

产损失和伤害。

【关键词】 北斗卫星定位 车载终端 传感器系统群 语音识别

1、背景与意义

新交通法规修订后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已经 2012 年 8 月 21 日公安

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予以发布，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传统的交通管理方式，在如今的信息化时代受到了很大限制，浪费了大量的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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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新交规的落实也并不顺利。如我们驾驶的车辆在行驶途中遇到突发性的危险，无法

用现有的技术手段求救，通信设施受损甚至被毁的情况下，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我们

无充足时间手动报警时，自动求助的出现则显得尤为重要。

随着物联网的发展，交通事故的频发，人们的安全受到更大的威胁。要保护人们的

安全，首先是完善交通管制的方式，一是第一时间得到车辆违规的地点定位（北斗导航

系统及其传感器群的应用），二是针对事件的突发性、不可预知性，提出了语音报警及

加速度感应自动报警的方式。并且可灵活应用于各种突发事件，以提升救援工作效率。

新华网北京 1月 14日电，交通运输部 14 日要求 9个示范省市的大客车、旅游包车

和危险品运输车辆，今年 3月底前 80％以上安装上北斗车载终端。6月 1日后，凡未按

规定安装北斗导航的车辆，不予核发或审验道路运输证。

去年 12 月 31 日，交通运输部发出《通知》 ，明确规定：从 2013 年 1 月 1 日起，

各示范省份在用的旅游包车、大客车、危险品运输车辆需要更新车载终端的，应安装北

斗兼容车载终端；所有新进入运输市场的重型载货汽车和半挂牵引车应加装北斗兼容车

载终端，并接入道路货运车辆公共监管与服务平台；鼓励农村客运车辆安装北斗兼容车

载终端；自 2013 年 6 月 1 日起，所有新进入示范省份运输市场的以上三类车辆及重型

载货汽车和半挂牵引车，在车辆出厂前应安装北斗兼容车载终端。凡未按规定安装或加

装北斗兼容车载终端的车辆，不予核发或审验道路运输证。

国家和政府对于北斗导航的支持是我们技术实现的支持，我们可以用车辆上已有的

北斗导航终端上实现我们的系统。另外本系统只针对交通违规，不包括新交规中的关于

驾驶执照考试等方面。

2、设计方案

首先我们要结合传感器系统实现对车辆数据的监控，监控车辆违规。我们提出了在

车内驾驶员正前方位置以及方向盘驾驶仓顶等位置安装多个酒精浓度传感器的方式来

监控驾驶员是否酒后驾车；对于遮挡牌照的车辆我们一旦发现可以及时利用北斗卫星定

位车辆位置，并识别车辆信息进行扣分处理，有其他严重情节者将车辆信息通知相关工

作人员进行拦截抓捕；在车辆上安装速度传感器来判断车辆是否超速；对于货车超载，

我们选择在车辆的车轮部安装压力传感器。对于这些机动性较强的违规，由于交警不太

容易抓住肇事者，肇事者经常抱有侥幸心理，所以监管难度太大，现在我们用传感器系

统来检测这些违规。让其无所遁形。

当车辆违规后，传感器发出感应信号，车辆自动开启北斗导航定位，并实时将位置

和车辆信息发送到交警大队的数据库，交警大队得到违规车辆的地点车辆信息后，将此

信息发送给管理该区域的交警支队，交警支队将在其北斗终端上显示并进行相应的违章

处理。

另外我们要对已经发生的交通事故，在第一时间迅速处理，大多数车辆在发生交通

http://auto.sohu.com/jiaotong/
http://auto.sohu.com/jiaotong/
http://goche.auto.sohu.com/newc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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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的时候，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加速度骤变。按照这个思路，我们首先想到

的就是在车辆上加装加速度传感器。正常情况下，刹车性能良好的车在刹车过程中的加

速度为-4到-6 m/s²，如果检测到车辆的加速度大于了这个范围，那就是发生了交通紧

急事故。

除了突发交通事故的发生，还有一些交通事故在发生之前，车辆上的人是有观察到

的，如果要这些人及时求救并得到帮助那么只能在车上安装最便捷的语音报警终端。在

遇到危险时人大脑的反射时间是 0.4 秒，换言之，从发生危险前到启动报警装置，只需

要 0.4 秒的时间，只要危险发生到人失去知觉的时间小于 0.4 秒，受到危险的人就不用

坐以待毙。在案发前 0.4 秒，受害者即可通过语音启动终端，进行求救。当用户连 0.4

秒的反应时间都没有就出现晕厥或是死亡现象时（例如：车祸过程中用户来不及反应便

昏厥），此过程通常会出现加速度大的改变，即时加速度传感器便启动求助系统。

由于北斗卫星精确的定位，安装终端的用户车辆丢失报警时，将车辆信息提供给警

方，警方可迅速定位。

3、工作原理概述

图 1 工作原理概述图

当用户车载终端检测到异常信号时,将发送定位请求,北斗卫星收到请求将会对用户采

取定位,并定位警务人员由地面控制中心处理信息选出地点最适合执行任务的警务人员.

将用户的定位数据车辆数据等发送给警务人员,进行出警等后续处理。

4、工作系统构成

4.1 传感器系统

以酒精浓度传感器为例：酒精浓度传感器有加热电极和检测电极，当空气中的酒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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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达到一定程度，加热电极两端因燃烧充分温度升高从而使检测电极两端电位发生变

化。当车辆内酒精浓度升高酒精传感器电极两端电位发生变化时，车载终端自动发送信

息使北斗卫星定位车辆位置,并给交警等相关人员发送车辆信息及定位信息，进行跟踪

拦截检测驾驶员血液酒精浓度等相应处理及后续处理。

图 2 传感器工作流程示意图

此外，我们还将针对于车辆超速，超重等在车内安装速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来

判断车辆是否超速与超重。

各种传感器协调工作，构成了一个较为庞大的传感器网络，构成监测终端的传感

器系统部分。

4.2 遇险时的报警及求助系统

1.自动求助

当加速度传感器检测到车辆的行驶发生异常时，自动报警。

2.语音求助

用户提前将自己的报警求助语音录入求助系统，当在发生危险情况时，用户喊出录

制好的语音求助口令，即时定位系统开启，卫星将定位信息发送至交警队，另外将车内

传感器所检测到的车内状况一并使用卫星的短报文功能发送至交警队，使交警队第一时

间采取相应措施。用户首次登入须注册用户并设定密码（文字类），和用户真实信息，

设定成功后，开始录入语音信息：第一、用户语音特征录入：手机将录音进行特征提取，

存入用户语音特征数据库；第二、基本报警语句录入：为用户定义的报警模式录入报警

口令；第三、取消报警口令录入：录入误报警情况下取消报警的口令。第四将自己驾照

信息车辆信息录入数据库。如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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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语音求助工作流程图

以下为车辆内导航终端界面：

图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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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图 4-3

本系统实时监测是否有语音信号当用户输入发出语音求救信号后，终端对语音数据

转化成模拟信号，并进行特征提取，与终端的特征库进行对比，对比成功后给向指定模

式发出指令，例如，车辆终端输入语音，特征与模式 A 指令符合，则车辆终端向交警控

制中心求助信息及传输位置信息，交警控制中心作出相应处理，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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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语音识别系统自动报警系统

4.3 定位及数据处理控制系统

北斗卫星接受请求后，将用户终端定位信息发至交通部门服务器，服务器分类识别，

分类包括求救，犯罪，违规等，识别包括车辆信息车主信息等，分类安全级的高低将会

联系不同数量的警力，然后交警中心将相应信息发送至交警终端并让交警进行相应处

理。

图 6 定位及数据处理控制系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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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创新及应用

本设计将北斗导航及车辆行驶的驾驶员交通管制，及其车辆遇险求助系统结合，有

效提高了交通管制的效率。短报文服务是北斗卫星导航试验系统的特色，也是我们的优

势，本系统在设计之初就考虑了使用这种特色服务。一般来讲，世界上其他的全球卫星

导航系统只是告诉用户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而北斗系统除此之外还可以将用户的位

置及其他信息发送出去，使用户想告知的其他人获知用户的情况。应用此功能我们可以

准确的将案发情况汇报给相关部门。

此外使用语音启动及其加速度传感器报警装置，无论使用者处于何种危险状态均可

在最短的时间通过报警，寻求帮助。本产品无需使用者对于所寻求帮助提供太多信息，

系统即可自动将使用者的所在地点、现场情况等信息自动发送至相关部门。

本产品可应用于各种情况的交通事故，及其难处理随机性强的交通管制当中。

6、结论

基于北斗卫星的交通管理系统是一款即时的迅速的自助报警装置，极大程度上提高

了交警大队和相关援助部门的工作效率，并且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提供了保障。本系

统将会带来一场技术和生活方式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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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天衡导航·北斗杯”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社会人口管理体系应用方案

作者：周亚斌、林郁、陈磊、曾奇艺

学校：福建农林大学

【摘要】 本应用方案的目的旨在通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实现对社会人口管理模式的升

级。通过结合北斗导航系统的功能和身份证号码的唯一性特征，预期建立北斗社会人口

信息档案系统。再结合现有的科技水平以及社会各方面条件，初步制定一套新型的社会

人口管理体系。实现对社会交通管理、旅游管理、弱势群体保护、灾害事故救援、法制

犯罪管理等五方面社会管理现存缺陷进行高效改善和管理，并通过新型社会口管理体系

理论的提出实现国家信息化的社会进程，提高国民生活水平。

【关键词】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身份证 新型社会人口管理体系

一、方案背景

1.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现状；

2011年12月27日起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开始向中国及周边地区提供连续的导航定位

和授时服务。2012 年 12 月 27 日起，北斗系统在继续保留北斗卫星导航试验系统有源定

位、双向授时和短报文通信服务基础上，向亚太大部分地区正式提供连续无源定位、导

航、授时等服务。目前，中国已经运用卫星导航专用 ASIC 硬件结合国产应用处理器打

造出了一颗真正意义的“中国芯”。该应用处理器为国内完全自主开发的 CPU/DSP 核，

其基于该国产处理器卫星导航芯片方案的模块，是目前全球体积最小的 BD/GPS 双模模

块，具有定位精度高、启动时间快及功耗低等特点。在第三届中国卫星导航学术年会上，

国防科技大学卫星导航研发中心又献捷报：该中心突破多项核心关键技术，一举攻克系

统“高精度指标”“抗干扰能力”两大关键技术难题。现在中国已成功发射四颗北斗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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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试验卫星和十六颗北斗导航卫星（其中，北斗-1A 已经结束任务），将在系统组网和

试验基础上，逐步扩展为全球卫星导航系统[1]。

2.社会人口管理研究现状：

研究人口发展战略管理, 是新时期人口理论发展及实践的需求。从理论上看, 从管

理学的角度, 尤其是从战略管理学的角度来研究人口发展战略管理, 并研人口发展战

略的实施、协调、评估与整合等机制, 以保证、推动和落实国家(区域)人口发展战略的

落实, 理应是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乃至人口理论研究的继续升延伸[2]。

3.方案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本应用方案的目的旨在通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实现社会人口高效管理机制，预期通

过采用身份证号码对社会人口建立北斗信息档案系统，该系统覆盖现有的社会人口管理

系统，结合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功能，衍生出许多可以改善社会大部分管理领域所存在

的管理缺陷的新功能，主要包括针对在交通领域中日益引人注目的堵车、违规驾驶等问

题的有效管理；针对在旅游管理领域中存在“驴友”遇险、人员走失、高峰旅游人潮管

理等；针对社会保障体系中对于弱势群体人身安全的高效管理和保障；针对在各种海啸、

火山爆发、洪涝灾害等自然灾害，特别是日渐严重的环境质量问题中起到预防、救援、

管理等；针对社会治安中对于法制犯罪的高效管制。本应用方案构建的新型信息化社会

人口管理体系中，主要针对社会民生方面的改进管理方案，预期进一步提高人民的生活

条件，加快科学进步步伐，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政府管理职能，使得国家更加富强

和谐统一。

二、应用方案主要内容

（一）、初步建立基于北斗卫星系统的社会人口管理体系主体概要

1.建立北斗社会人口信息档案。利用二代居民身份证具有全球唯一序列号特点，利

用现有社会人口身份数据档案系统，结合计算机和科技手段，建立信息化的北斗社会人

口信息档案系统，为社会人口管理提供基础。

2.研发特制北斗用户终端。利用现有的科学技术水平，研发出各种型号的特制北斗

用户终端，预期要有三种型号：军事型、家庭型、公共型。其区别主要在于信息保密性、

重要性的区别。并且要求型号、样式多样化，适应人民的不同选择需求，适应不同管理

体系的需求。但所有仪器都需要具备识别北斗身份信息功能、定位持有者功能、通讯功

能三种基本功能，其他根据各个领域研发出其他功能。

3.在各个区域建立地面端。对全国范围内的各个省、市、直辖市、县、镇、乡等各

个地区，根据人口数量和分布以及应用归属领域，规划建立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地面端，

并以之为节点，建立蛛网状信号系统。

4.对潜在风险源的管理。这对社会个体的不同需求，设立社会个体对于特制北斗用

户终端的使用权限，政府部门设立相关管理部分和执法部分，并建立相关法律条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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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社会人口管理体系经行法律约束和权限约束。本方案建议建立三级权限：第一级权

限，即最高级为国家权限，该权限下国家能够主导所有型号北斗用户终端的权限；第二

级权限为区域权限，该权限下区域部分，既包括省、市、县、乡、村等国家区域分级能

够主导该区域下的除军事型特制北斗用户终端外的其他定位仪的权限，也包括军事部门

自主主导的该区域下所有军事型终端定位仪的权限；第三级权限为基础权利，即为人民

权限，该权限下每个社会人口只拥有自身基本权限，家庭户口、孤儿院、养老院等各种

类型的社会群体可以在法律原则下通过政府部门确立互相权限权利。

5.覆盖现有的社会人口管理体系。利用研究完后的可行性的科技产品以及制定好的

新型人口管理体系，正对全国不同情况，选择部分重点城市的乡镇地区进行首批覆盖，

覆盖工程内容包括新型身份证的替换工程、各种型号的特制北斗用户终端的发放布置工

程，以及各种管理领域涉及到的管理仪器的安置工程等 ，由于新型社会人口管理体系

是以现存管理体系为基础，可以在损失最小进行由“农村包围城市”的全方位替换，并

且在替换过程中，可以针对产生的各方面问题进行调整。

（二）、基于新型社会人口管理系统的五大存在管理缺陷的社会人口管理领域的管

理创新方案概要

1.交通领域。第一，建议要求按照《中国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小型

私家车车辆以上车辆配备车载北斗用户终端，并且要求用户终端随车辆的启动而保持开

启状态，即交通管理部门能够实时接收到启动状态中的车辆的信号，信号可以读取驾驶

者基本信息。第二，交通管理部门设立自动辨别系统，对驾驶员的驾驶资格以及规定要

求条件等加以辨别，并及时反馈给驾驶员和交通执法机构。第三，根据各个省市车辆和

交通水平，建立车辆驾驶轮换制度，可以规定各个区域车辆的可驾驶日期，限制车辆出

行数量，减少堵车状况，改善交通水平。第四，如若发现车辆违规，可以利用北斗卫星

系统发短报文进行告诫、惩罚通知；也可以将路段信息及时通知驾驶，预防交通事故的

发生。

2.旅游领域。第一，可以研发针对“驴友”探险配套北斗用户终端，根据探险的需

要增加用户终端的功能，减小其遇险的几率，增加救援机会，增加其人身安全和财产安

全。第二、旅游景点可以设立权限暂时索要，以索要权限形式入景点，使游客能够在旅

游景点管理部门的监管下进行景区游览，可以减小景区物品损毁，减小游客走失，减小

非法游客，保障游客人身和财产安全等。第三，可以根据景点容量和游客数量等相关数

据限定景点旅游人数，结合北斗系统通讯功能对信息进行播报。

3.社会保障领域。第一，根据居民个人信息，按照国家社会保障法律体系规定，要

求针对弱势群体，研发小型北斗用户终端和定位仪，可以制作成各种形状，配合老人、

儿童、残疾人员等弱势群体需要，要求持有者可以拥有一定程度的求助权限，该权限下，

一定区域内的人都可以接收到求助信号，对需要帮助的对象进行及时帮助；同时也该定

位仪应具备提醒功能，能够提醒在持有者 3 米（具体距离根据研究需要而定）范围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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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献爱心。第二，由于该种仪器服务对象是弱势群体人群，故其领取需由相关社会保

障部门提供，对象应该符国家法律中关于弱势群体的规定条件。

4.灾害事故领域。第一，建立基础信息平台。针对各个区域自然环境的动态数据进

行监测，对各区域环境质量进行通知和预警，并提供动态更新和查阅功能，建立基础信

息平台。第二，根据各种地质灾害的发生数据建立模型系统，结合卫星实时监测系统，

对各种地质灾害的发生进行预警。第三，灾害发生时，对于受灾群众的求援上，由于对

每个家庭都具备特制北斗用户终端，届时灾民如若无法逃脱，但也可以通过北斗卫星定

位系统经行定位救援，因为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可以通过端对端发送信息，故可以减少其

他信号确是影响，增大救援几率和数量。

5.社会治安领域。第一，由于基于北斗卫星系统的社会人口管理体系的建立，使得

人民出行时，在遇到袭击、盗窃等犯罪行为时，可以通过北斗用户终端进行及时报警，

公安部门则可以根据定位及时进行支援，减少社会犯罪行为。第二，同时，公安部门还

可以利用权限针对犯罪嫌疑人和其他犯罪分子的追踪、定位，并根据信息去收集掌握其

犯罪信息，增加断案机率和效率。第三，由于结合信息技术，并由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为

中心系统，故在能减少假身份证以及其它各种诈骗犯罪的发生。

三、应用方案可行性分析和科技条件基础分析

1.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为主的导航器替换现今 GPS 为主的导航器的可行性分析。

据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创新基金执行的国家 863 计划(2009AA12Z322) 的成果论文中提

出以改进的 GNSS 兼容性评估模型对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和 GPS 所有频段进行仿真, 仿

真分析中考虑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和 GPS 的具体频率分配、信号体制、发射功率、发射

带宽、卫星天线增益、仰角、多普勒偏移、信号在空间传播的衰耗以及接收机参数。通

过实验得出，当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满星座运行时, GPS 对北斗系统的干扰将大于北斗系

统对 GPS 的干扰[3]。

2.以二代身份证为主的新型可读取身份证理念提出的可行性依据

针对通用 RFID 读卡器携带不便、布线困难、防伪性能差的问题，结合第二代居民

身份证具有全球唯一序列号的特点，利用我国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内嵌 RFID 的特点，利

用太阳能供电，选用 ATmega128L、Mfrc531 及 CC2420 等低功耗器，已研究提出了一

种基于 ZigBee 技术的新型二代身份证阅读器设计方案。该设计相对目前市场销售的只

读卡系统存在的供电与数据通信需双布线、成本高、防伪性能差的情况，具有明显的替

代优势。并且该设计经过实践检验，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4]。

3.组建以身份证识别为新型社会人口户籍管理的理论依据

针对基于非接触式 IC卡的二代身份证的检测识别问题,提出一种新型智能检测识别

系统的设计方案，方案中基于嵌入式系统和非接触式射频识别技术设计了二代证的感应

检测终端,基于 PC 机和虚拟仪器技术设计了证件信息的智能处理软件平台,最终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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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检测系统的网络互联。测试结果表明,该设计方案科学可行,检测速度较快,为实现

更加精确高效的身份证全国联网管理和查询识别奠定了基础,对打击假身份犯罪和逃罪

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5]。

四、应用方案推广前景及预期的社会管理效果。

本应用方案是初步建立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社会人口管理体系，其信息化、系

统化的管理理念适应未来科技发展的潮流，同时利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功能，对社会

人口进行规范统一的管理体系中，在现有管理体系基础上加强了对民生方面的有效关

注，能快速融入社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并且该体系的建立还设计社会各个领域，

为各个领域的发展和完善提供方向，在总体上预期能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国家综

合国力，增大国家的科技化进程，提高国家在全球的科技领先地位，预期能得到高效的

社会管理效果。

五、方案实施的总目标和阶段目标计划进度

总目标：初步建立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为中心系统的信息化社会人口管理体系

总计划实施期限：20 年

时 间 安 排 项 目 进 度

前 3 年 研制成熟的新型身份证读取器和北斗用户终端；

第 4 年 建立北斗社会人口信息档案系统

第 5 年到第 7 年 研究发展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并得出基于北斗卫星导

航系统下的新型社会人口管理体系的计划；

结合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下的新型社会人口管理制度拟

增立经济、政治、法制等相关政策

第 8 年到第 14 年 逐步试验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下的新型社会人口管理，可

由乡镇往城市方向逐步推进

后 6 年 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初步建立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下的新

型社会人口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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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天衡导航·北斗杯”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新型北斗集成天线设计及其在澳门的应用方案讨论

学生：周颖思

指导老师：谭锦荣、侯芬

学校：澳门大学

【摘要】澳门是我国持续与西方保持接触时间最长的城市之一。这种持续的与西方文化

的接触和交流,使澳门具有融合东西方文化的旅游资源，每年都会有超过几千万的游客

到澳门旅游。将澳门发展成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是澳门未来的定位和发展目标之一。在

这次参赛作品中，我们首先设计出一种新型北斗超宽频集成滤波器天线。然后对其在为

实现澳门未来发展方面的应用进行讨论。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我国独立研究、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一个全球卫星导航

系统。为了拓展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广泛运用，接收天线的小型化一直是一个关键的问

题。另外，由于北斗卫星信号在室内的接收效果可能不太理想。为了实现室外、室内服

务的无缝衔接，室内无线信号的有效接收，同时考虑到超宽频 UWB 网络在室内定位以及

高速高效传输的特点，我们在这次参赛作品中设计了一种超宽频集成滤波器天线。这种

集成滤波器天线既可以有效接收超宽频无线信号,又可以将收到的北斗卫星信号进行有

效滤波。通过把滤波器和天线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大大提高了集成度，减小了使用元件

和尺寸。另外我们结合澳门的特点和城市定位，对所设计的集成滤波器天线在提高城市

交通效率和提高旅游服务质量两方面的运用做出讨论。

【关键词】北斗，超宽带，澳门特色，天线，滤波器，智能调度

1.新型北斗集成滤波器天线设计

(1)产品介绍

澳门作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一个最重要的桥头堡，几百年来各种文化在澳门这块土

地上互相碰撞、交流，形成了今天澳门独特的文化氛围。[1-3]。将澳门发展成为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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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休闲中心是澳门未来的定位和发展目标之一。因此我们把参赛的方向设定为设计一

种新型天线来实现北斗卫星系统在澳门旅游业方面的运用。这样的天线需要具备功能的

多样性和尺寸的紧凑性，以满足其小型化和实现为游客提供便利服务的目的[4]。同时

考虑到许多旅游景点都是在室内，如教堂、庙宇、博物馆等。由于在室内接收北斗信号

效果可能不理想，我们提出通过在室内接收超宽频（Ultra Wide Band ,简称 UWB）[5-7]

信号提供无线服务，作为一种互补。使提供的应用可以在室内和室外做到无缝衔接。综

合这两方面的考虑，我们设计出一种新型集成滤波器天线。它是一种单一基板上的天线

和条形带通滤波器组合起来的新型集成天线。天线部分可以接受超宽频无线信号，同时

滤波器部分可以将收到的北斗卫星信号进行有效滤波，抑制杂散通带的影响。实现天线

与带通滤波器的功能集成。通过把滤波器和天线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大大提高了集成度，

减小了使用元件和尺寸。

图一所示为制作的集成滤波器天线实物图。天线部分可以接收频率为 3.1GHz到

10.6GHz的超宽带信号。这是 UWB 无线信号的使用频段。滤波器为平行耦合带通滤波

器。它的有效带宽是 20MHz，用于对接收到的 1.2686Hz±10MHz（北斗卫星通信所用

频段之一）的北斗信号进行有效滤波。两者之间的没有干扰,能够有效工作,并且相辅相

成的发挥各自的作用,实现了功能多样这一特点。在结构方面，我们选用接地结构，助

于产品整体尺寸的减小以及实现对周围杂散通带的减弱。

这种天线的优点是体积小、集成元件少，里面主要元件为一种小型的集成过滤天线

模块和滤波器。 同时,它可以实行实物化,进而投入生产使用,通过控制天线插槽外的带

通滤波器，可以抑制高阶杂散。

图一，集成滤波器天线实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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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性能仿真

在集成滤波器天线的设计过程中,我们使用 AWR 公司开发的 Microwave Office 软件

[8]以及 IE3D[9][10]进行性能仿真。Microwave Office 是在微波平面电路领域较常用的

一个软件，它通过模拟器来对微波平面电路进行模拟和仿真，提供完整、准确的仿真结

果和性能报告。IE3D 是一个电磁场模拟程序包,这是一种是一个基于全波分析的矩量法

电磁场仿真工具,可以解决多层介质环境下的三维金属结构的电流分布问题。IE3D 仿真

不但具有很高的精确度,而且具备强大的建模功能。通过使用 IE3D 和 Microwave Office，

我们对设计的集成滤波器天线的性能进行模拟和性能仿真。

图二给出了带通滤波器的 S参数性能。其中实线为仿真结果，虚线为实测结果。从

图中可以看到我们设计的带通滤波器可以对工作频率在 1.2686Hz±10MHz 的北斗卫星

信号进行有效的带通滤波。 S参数在工作频率范围内可以小到近负 30dB。而在其它频

率范围，S参数接近 0dB。也就是说，设计的滤波器可以有效阻止过滤掉工作频率范围

以外的干扰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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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带通滤波器的仿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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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UWB 天线的仿真结果

图三给出了 UBW 天线的 S参数性能。其中实线为仿真结果，虚线为实测结果。从图

中可以看到 S参数在 UWB 频率范围(从 3.1GHz 到 10.6GHz)内可以低到负 30dB。也就

是说我们设计的 UWB 天线可很好地接收 UWB 无线信号。

总之，带通滤波器和天线性能的仿真以及实测结果都显示,我们设计的集成滤波器天

线在对接收到的北斗卫星信号的滤波以及接收 UWB 信号方面都具有很好的性能。同时

由于它具有使用元件少、尺寸小的优点,在广泛的实际应用方面有很大的潜力。

2.应用方案讨论

澳门是一个东西方文化相互交融的具有独特魅力的城市,博彩业和旅游业长盛不衰。

对于未来的城市发展方向，澳门的定位是成为历史文化名城和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为了

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进一步提高和完善澳门的公共交通和旅游景区的服务。下面我

们讨论一下设计的新型北斗集成滤波器天线在这两个方面的应用。

（一） 北斗新型集成滤波器天线在澳门智能出租车调度系统中的应用

成为国际旅游休闲中心是澳门的发展目标之一。随着到澳门旅游的人数的不断增

加，如何为游客提供方便快捷有效的交通服务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话题，是实现澳门

作为国际旅游休闲中心这一目标的一个基本和关键的要素。但是现在的城市交通状况并

不能令人满意。在码头、主要街道、以及很多旅游景点搭乘出租车需要等待很长的时间。

因此单靠被动等待或者电话呼叫方式提供出租车服务是不足够的，这里还存在一个供求

关系不明确以及信息不对等等问题。为了有效地改善交通状况，为旅游者提供一个便捷、

高效的出租车服务系统，我们将讨论基于北斗卫星通信的智能出租车调度系统。通过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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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设计的北斗集成滤波器天线和其它的设备（包括硬件和软件）结合起来搭建成一个

有效的系统，实现出租车的智能调度。在这个系统中，我们设计的北斗集成滤波器天线

是用来对接收到的北斗卫星信号进行有效滤波。整个系统的基本框架讨论如下。

整个智能出租车调度方案系统框架由图五给出。系统结构的主要部分包括：（1）配

备新型北斗集成天线的出租车以及用户；（2）安装在码头、主要街道和主要旅游景点出

租车上落车处的热感应摄像头；（3）做数据处理、图像分析和呼叫分配和控制的调度中

心等。

出租车将接收到的北斗通信卫星信号输入到我们设计的集成滤波器电路进行滤波

处理，通过一定的算法确定出自己的地理位置。同时通过城市交通信息传输网络,调度

中心实时收集出租车的位置信息。与此同时,安装在出租车上落客区的热感应摄像头在

单位时间间隔拍摄热感应图片,也由调度中心实时收集。热感应图在温度高的部位会显

示暖色,温度低的地方会显示冷色,根据图片中形成的图案,可以判别物体大致的轮廓,

这些热感应图通过一定的算法,与标准的人类热感应图和出租车的热感应图进行比较其

差别,一系列分析和处理之后可以得到相关的信息（如等候人数），然后根据收集到的出

租车地理位置信息通过北斗通信卫星向在有需要乘搭出租车的上客区附近的出租车发

出客人需求信息。同时, 在一些不能自动收集图像的区域，需要使用出租车的用户也可

以将自己的地理信息发送到调度中心，调度中心根据用户的位置呼叫相应的出租车。通

过北斗卫星的定位、调度中心的实时信息收集、以及利用北斗卫星系统的短报文通信这

样一个特有功能，整个系统可以提供高效快捷的出租车服务、有效缩短等待时间。给来

澳门的游客提供一个高效、方便和愉快的旅程。

图五，基于新型集成天线的出租车调度方案系统框图

（二） 北斗新型集成滤波器天线在澳门历史文化城区旅游景点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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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从十六世纪中叶第一批葡萄牙人抵达澳门以来的四百多年时间里，不同

的文化一直在这里相互交融共存，留下了许多历史文化遗产，也使澳门成为一个独

特的城市。自从 1999 年澳门回归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后，到澳门

旅游观光的人数越来越多。2005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将澳门历史城区列入世界

文化遗产, 使澳门进一步吸引越来越多中外观光客。他们中有很多是自由行的观光

人士。如何让他们能方便，简洁地了解澳门历史城区，以及多处历史建筑。下面我

们对设计的新型北斗集成滤波器天线在这方面的应用进行讨论。

由于我们设计的集成滤波器天线不但可以对接收到的北斗信号进行滤波，还可

以就收超宽频 UWB 无线信号。UWB 作为一种利用脉冲信号进行高速无线数据传输

的短程通信技术。UWB 构成的定位系统具备精确的室内定位和跟踪能力，在卫星信

号接收效果不好的室内，它可以作为北斗定位系统的一个很好的补充。因此我们可

以通过构建一个系统，对旅游景点简介进行自动的无缝衔接。图六给出系统的简单

结构图。对于室外景点（如大三巴等），游客可以通过装有集成滤波器天线的手持设

备中北斗卫星定位功能确定自己的地理位置信息，地理位置信息会通过游客移动设

备中的应用进行数据的记录和分析, 然后系统就根据用户提供的地理信息, 调出里

面储存的景点信息, 给游客提供所在位置景点的内容介绍以及周边景点的游览提

示。当游客进入室内景点（澳门科技馆或澳门卢家大院等）后，可能不能像在室外

那样通过接收到的良好的北斗卫星通信信号来确定准确位置，这时，我们就通过超

宽带 UWB 构成的定位系统准确确定游客的位置，然后通过 UWB 的高速无线数据

传输下载功能下载并播放游客所在位置的景点视频介绍和相关信息。UWB 是一种无

载波通信技术，通过发送短脉冲进行通信的，每个脉冲只有百万亿分之一秒，传输

速率可高达每秒 40M到 60M，而且耗电量相对地低。 UWB 的应用非常广泛，其中，

室内较精确的定位和跟踪能力是它的一个主要应用之一。

通过综合北斗卫星定位系统的室外精确定位和超宽带 UWB 系统的室内精确定

位，整个系统可以为游客提供一个无缝服务，使他们能方便，准确地了解澳门历史

城区的多个室内、室外景点以及历史建筑的相关信息。

图六, 新型集成滤波器天线在景点介绍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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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结

考虑到澳门的独特历史文化特点和未来发展，我们设计了一种新型集成滤波器天线。

它具有使用元件少，尺寸小的特点。仿真显示了设计的集成滤波器天线它不但可以对接

收到的北斗卫星信号进行有效的滤波，而且可以有效接收超宽频 UWB 无线信号。由于

北斗卫星系统准确的室外定位功能和超宽频 UWB 系统的精确的室内定位可以进行相互

的补充和完善,我们讨论了设计的新型滤波器在无缝提供室内室外景点介绍方面的运

用。同时我们也对这种集成滤波器天线在提供智能出租车调度方面的应用进行了讨论,

提高和完善澳门的交通服务和旅游景区服务是有效介绍澳门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和实现

世界旅游休闲中心这一目标的关键之一,我们是以这个为出发点而设计的作品。由于时

间关系，在实际运用方面只是做了一定的讨论。希望能在日后得到充足的时间在实际中

构建并实现这些运用。

参考文献

[1] http://www.macautourism.gov.mo/gb/discovering/sightseeing_detail.php?catid=54

[2] K. Tam,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thin Macao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and

Promotion, http://www.manetic.org/.

[3]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2/0704/07/2667819_222132435.shtml

[4] L.Yang, P. Cheong, L. Han, W-W Choi, K.-W. Tam,and K. Wu, Miniaturized Parallel

Coupled-line Filter-Antenna with Spurious response Suppression, IEEE Antennas and

Wireless Propagation Letters, vol. 10, 2011:726-729.

[5] 费家琪，超宽带问世 数字家庭迈向无线时代，经济日报，2006 年 5 月 8 日。

[6] S. Ullah, M. Ali, M. A. Hussain, and K. S. Kwak, Application of UWB Technology,The

5th International New Exploratory Technologies Conference, Turku, Aug. 2008:225-232.

[7] C. Marchais, G. L. Ray, and A. Sharaiha, “Stripline Slot Antenna for UWB

Communication”, IEEE Antennas and Wireless Propagation Letters, vol. 5,

2006 :319-322.

[8] http://www.awrcorp.com/cn

[9] http://baike.baidu.com/view/5919452.htm.

[10] “IE3D Manual”, http://www.scribd.com/doc/92415241/Ie3d-Manual.

http://www.manetic.org/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2/0704/07/2667819_222132435.shtml
http://www.scribd.com/doc/92415241/Ie3d-Manual


第四届“天衡导航·北斗杯”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258

第四届“天衡导航·北斗杯”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大学组三等奖优秀作品



第四届“天衡导航·北斗杯”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259

第四届“天衡导航·北斗杯”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类型：科技论文

基于地基 GNSS降水量预报方法研究

作者：舒德杰 魏勇 陈义诚 王自超

指导教师：杨力

学校：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

【摘要】本文基于 GNSS 的应用,根据 GNSS 地基水汽反演原理，使用 GAMIT 软件解算

西藏 GIS 站的星历文件，获得大气延迟中 GNSS 信号的湿延迟分量，从而对西藏地区可

降雨量进行预报，根据预报的降水量结果与当天的实际降雨量对比，降雨走势相差不大，

从而验证了该方法的可行性。

【关键词】GNSS 水汽 地基反演原理

1 引言

随着全球气温的上升，天气更加变幻莫测。近年来，由暴雨所引发的洪涝、山体滑

坡等自然灾害，变得更加的频发，全球都在迫切的期待一种能够精确预报降水的机制。

水汽作为水分和热量传递的物质，是一种极不稳定的气象参数，是影响降水最大的因素，

也是影响短期降水预报的关键因子，对水汽及其变化的研究，一直是大气科学研究的重

要课题。

大气中，水汽时刻随时空变化，对气象预报，特别是对水平尺度范围 100km 左右、

持续时间只有几小时的中小尺度灾害性天气（例如暴雨、冰雹、飓风、龙卷风等）的监

测和预报有特别重要的指示意义。我们迫切希望能够改进对大气中水汽的监测，以便对

降水和灾害性天气做出更为准确的预报，更深入地了解气候特征和气候变化。

随着全球导航卫星和低轨卫星的发展，GNSS 气象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由于利用

GNSS 反演大气水汽含量具有实时、连续、不受天气状况影响、精度高、成本低等诸多

优点，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都投入到了 GNSS 大气水汽计算的研究中。本论文较全面

分析了 GNSS 反演水汽技术在气象中的应用，介绍了地基 GNSS 技术反演大气可降水量

的计算方法及主要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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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基 GNSS水汽反演理论

2.1基本原理

在 GNSS 信号的传播路径上，对流层和电离层对 GNSS 信号带来的折射和延迟是两

方面主要的误差。对 GNSS 信号带来的折射与延迟是由大气中分布在对流层和电离层上

的元素引起的。其中，电离层分布在 50km 以上的大气层中，对流层主要位于从地面到

50km 的大气中。电离层对 GNSS 信号的影响与 GNSS 信号的频率有关系，利用 GNSS

卫星发射的两个 L 波段不同频率的信号可以消除电离层的影响。这样就可以利用复杂的

数据处理方法，通过对 GNSS 观测数据、GNSS 卫星星历、和 GNSS 测站坐标进行处理，

计算出对流层对 GNSS 信号的天顶方向总延迟量 z
tropD 。再利用传统的 Saastamoinen 模型

计算出对流层中 GNSS 信号的干延迟分量 z
dD ，两者相减从而得到对流层中 GNSS 信号

的湿延迟分量 z
wD ，再通过转化函数，将其转化为可降水量。可降水量计算的过程如图:

图 1：GNSS 地基水汽反演过程图

由图可得，水汽反演步骤如下：

(1) 利用 GNSS 计算分析软件对 GNSS 原始观测数据、GNSS 卫星精密星历和 GNSS 测

站坐标等数据进行计算处理，解出对流层中的天顶总延迟量： z
tropD ；

(2)根据天项静力延迟模型，由地面气压、温度等测量值计算出天顶静

力延迟 z
dD ；

(3) 用天顶总延迟量减去天顶静力延迟量可获得湿延迟量，即：

z z z
w trop dD D D  。

2.2计算过程

降低信号传输的速度(c)，让其小于真空中信号的传播速度 oc ，主要取决于大气的厚

度和折射率；再一个由于大气折射率的变化，实际的 GNSS 信号路径是一条曲线，而非



第四届“天衡导航·北斗杯”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261

直线，导致信号的弯曲(即路径增长，一般小于 lcm，可以忽略不计)。则信号延迟的路

径 L 可表示如下：

o
dsL c L
c

  
（2.2-1）

上式中，s是电磁波在大气中的实际传播路径，L是卫星到接收机之间的几何距离，然

后根据折射率 n的定义（即： ocn c ），上式就可改写为：

 ( ) ( ) 1 ( )L n s ds L n s ds S L        (2.2-2 )

上式中右端第一项为信号传播速度减慢产生的延迟，第二项为信号传播路径弯曲产生的

延迟（一般小于 lcm 可以忽略不计），则可简化为

6( ) 10 ( )n s ds L N s ds   (2.2-3)

  6( ) ( ) 1 10N s n s    (2.2-4)

上式中，N(s)为电磁波在大气中传播的折射指数。根据折射率与介电常数和极化率的关

系，以及混合气体的极化率加法原理，Thayer l974 年将群折射率表示为与温度、气压、

水汽压相关的函数，如下公式所示：

1 1 1
1 2 3 2

d v v
d w w

p p pN k Z k Z k Z
T T T

    

d W eN N N   (2.2-5)

上式中，P为气压(hpa )； dP 为大气干分压hpa； vP 为水汽分压hpa；T为绝对温度(K)；

1
dZ
 、 1

vZ
 分别是干湿空气的可逆压缩因子；k1 ( 1kmbar )、k2( 1kmbar )

k3( 5 2 110 k mbar )为大气折射率试验常数。

在对流层高度内积分得到对流层天顶延迟( z
tropD )，积分公式如下所示：

1

2

610
Hz

trop H
D Ndz  (2.2-6)

上式中， z
tropD 为对流层天顶延迟； 1H 为站点海拔高度； 2H 为对流层顶高度。

在实际应用中，上述参数值较为难以得到，Saastimoinen 便于 1973 年提出，将对流层天

顶延迟 z
tropD 分为两个部分：由感应偶极子运动引起的天顶静力学延迟和由于永久偶极子

运动（如大气中的水汽 PW 和液态水 LW）引起的天顶湿延迟。具体表现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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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z z
trop d wD D D  (2.2-7)

上式中， z
dD 为对流层天顶静力学延迟； z

wD 为天顶湿延迟。但是，两者之间却不能完全

划分清楚。因为静力学延迟也隐含着总密度里的水汽的作用，湿延迟项中也含有干空气

的作用，因此应该采用的是静力学延迟项和“非静力学延迟”项，但我们在习惯上仍然采

用静力学延迟和湿延迟的概念。

对流层天顶静力学延迟 z
dD 可根据地面站测量的气压、温度、湿度精确计算出来。由

于 z
wD 变化比 z

dD 迅速，用现有的大气资料不可能有效而精确地计算 z
wD 。对流层天顶延

迟 z
tropD 可从 GNSS 观测数据联网解算出来， z

dD 参数被估算出来， z
tropD 减去 z

dD 便得到

了 z
wD ，进而 z

wD 可转化成各类水汽信息。同时，对于 GNSS 卫星而言，地面接收机到太

空中卫星的测量距离和实际距离 之差如下所示：

z
ino tropD D    (2.2-8)

上式中， tropD 为对流层延迟， inoD 为电离层延迟。如果消除了其它各项误差，仅含有大

气折射的影响以及精确估计出的。 inoD 利用双频技术消除，则可求算出由对流层延迟

tropD ,对流层延迟 tropD 可表述为下式：

 (2.2-9)

上式中， ( )hMF E 、 ( )wMF E 分别为静力学映射和湿映射函数。当我们有了 GNSS 解算

的结果 tropD 、精确的 z
dD 模型 ( )hMF E 、 ( )wMF E 函数，湿延迟 z

wD 便可以精确估算出来，

我们便可将 z
wD 经过相应的转换公式就可转化成各类水汽信息。湿延迟 z

wD 转换为降水量

公式如下：

z
wPWV D

(2.2-10)

 为已知参数，取 0.15。

地基 GNSS 水汽产品还包括水汽含量 PWV(Precipitable Water Vapor)、斜路径水汽含

量 SWV(Slant Water Vapor)、水汽三维分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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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实验分析

以西藏 IGS 站数据为例，根据上述原理与计算步骤，经 GAMIT 软件处理数据得到

西藏第 345 天（2012 年 1 月 1 日起）的每 2 小时降水量和相应的天顶延迟对比情况，得

到数据结果如下：

注：本次结算采用 Saastamoinen 模型，映射函数采用 Niell,截止高度角为 10 度，加入水

平梯度解算。解算时对流层参数不同，就是采用这些模型时设置的参数不同。

Saastamoinen 模型为： 610z
d d

m

PD kR g
 ( 3-1)

0.002277 1255 0.05z
w

m

D e
g T

   
 

(3-2)

(其中 8.314 28.9644dR  )

Niell 模 型 为 ： ( ) ( ) ( )h o hMF E MF E MF E  

(3-3)

式中：

1 (1 )
(1 )( )

sin
(sin )

h

h

h
o

h

h

a
b

cMF E bE
E c

  
  




(3-4)

1( ) ( ( , , , ))
sinh ht ht ht sMF E f E a b c H
E

  

(3-5)

hta 、 htb 和 htc 都是测站纬度和年积日 t的函数，可用下式确定：

'

( , ) ( ) ( ) cos( )
365.25avg amph h h
t Ta t a a   

 

(3-6)

其中 'T =28。 ( )
avgha  与 ( )

ampha  均可通过内插获取。且 ( , , , )ht ht htf E a b c 中系数为：

52.53 10hta
  35.49 10htb

  31.14 10htc
  。

Niell 湿分量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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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 )

( )
sin

sin
sin

w

w

w
w

w

w

w

a
b

c
MF E aE bE

E c


    






(3-7)

其中 wa 、 wb 和 wc 都是测站纬度和年积日 t的函数，可由内插得到。

则计算结果如下：

图 2：西藏第 345 天每两小时的水汽含量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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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天顶延迟在 13、25、49 参数下的对比图

在上述模型中，分别采取 13 参数、25 参数、49 参数解算得到降雨量

图 4:13 参数解算降雨量结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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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5 参数解算降雨量结果图

图 6:49 参数降雨量结果图

根据上述截图数据分析可得，参数的数量影响降雨量的分布，但结果显示并不是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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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越多降雨量预测越准确，经查找相关资料与登录气象局门户网站查找数据，得知降水

走势相差不大，验证了此种预估降水量方法的可行性。

4 结束语

文章从 GNSS 地基水汽反演理论入手，利用反演理论及对流层对 GNSS 信号的干事

误差影响原理，来计算大气降水量的具体情况。文章需要向更加精确这一方向继续发展，

需要做更多的数据分析与检测。



第四届“天衡导航·北斗杯”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268

参考文献

[1]．徐韶光，熊永良，刘宁，黄丁发．利用地基 GPS 获取实时可降水量[J]．武汉大学

学报，2011,36(4)：407-411．

[2].李延兴，徐宝祥，胡新康，等．用地基 GPS 观测站遥测大气含水量和可降雨量的理

论基础与试验结果[J]．中国科学(A 辑)，2000，30(增刊)：107—110．

[3]．马克玲，卫星遥感反演大气水汽含量的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06．7

[4]. 盛峥，黄思训，张流青，金捷，刘飞．利用 GPS 技术探测大气中的水汽含量[J]，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5，23(1)：33-37．

[5].谢璞，张朝林，王迎春等．北京地区单双频地基 GPS 大气水汽遥测实验与研究[J]．应

用气象学报，2006．17：28．34．

[6].李国平．地基 GPS 遥感大气可降水量及其在气象中的应用研究[D]．成都：西南交通

大学，2007：1-212．

[7].毕研盟，毛节泰，毛辉．海南 GPS 网探测对流层水汽廓线的实验研究[J]．应用气象

学报，2008，19(4)：41 3-419．

[8].宋淑丽．地基 GPS 网对水汽三维分布的监测及其在气象学中的应用[D]．上海：中国

科学院研究生院．2004：1．122．

[9].翟清斌．利用地基 GPS 遥感大气水汽含量的研究[D]．北京：清华大学，2005．

[10].李延兴，胡新康，赵成坤．GPS 监测网数据处理方案研究．测绘学报，1999，28(1)

[11].张勤，李家权．GPS 测量原理及应用．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12].李天文．GPS 原理及应用．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13].李国平，黄丁发，刘碧泉．成都地区地基 GPS 观测网遥感大气可降水量的初步试验

叨．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2006．12，31(12)：1086—1089

[14].王小亚，朱文耀，严豪健等．地面 GPS 探测大气可降水量的初步结果叨．大气科

学．1999,Vol.23(5)．605～612

[15].何平，徐宝祥，周秀骥等．地基 GPS 反演大气水汽总量的初步试验叨．应用气象学

报。

[16].毕研盟，毛节泰，杨光林．地基 GPS 遥感观测安徽地区水汽特征[J]．气象科技．2004，

V01．32(4)，225～228

[17].严豪健，朱文耀，黄王成．上海天文台 GPS 气象学的研究现状叨．中国科学院上海

天文台年刊：2000，V01．21，24～34

[18].郭志梅．利用地基 GPS 资料反演大气可降水量的初步研究[D]．南京信息工程大

学．理学硕士 2005.5:5～6

[19].方宗义，张运刚，夏青等，全球定位系统(GPS／M T)研究[J],国家卫星中心，1992，

[20].Bevis M，BusingerS，Herring TA，RockenC,AnthesR A and Ware R H.GPS



第四届“天衡导航·北斗杯”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269

meteorology ： Remote sensing of atmospheric water vapor using the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J]．Geophys.Res，1992，97：15787～15801．

[21].http://www-GPSg.mit.edu/simon/gtgk/

[22].ftp://lox.uced.edu/pub/

[23].ftp://garner.uscd.edu/archive/garner/products/

[24].http://garner.uscd.edu/pub/rinex/



第四届“天衡导航·北斗杯”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270

第四届“天衡导航·北斗杯”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科技制作

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主从式外骨骼足轮机器人

作者：焦可鑫 董焰 杨雷 关强

指导教师：刘文智 李海波

学校：哈尔滨工程大学

【摘要】 本发明为一套基于北斗导航技术的主从式外骨骼足轮机器人，包括一件可穿

戴式主从控制器和一个足轮式机器人。可穿戴式主从控制器内含多个传感器，附在人体

手臂关节上，实时采集人体上肢的运动信息，远程遥控机器人的上肢模仿人体上肢，完

成抓取、移动等基本动作。机器人运动载体采用足轮式运动机构，可在爬行与滚动两运

动模式中任意切换，且腿部机构已模块化，可根据需求改装成四足、六足、八足机器人，

实现不同的步态运动，在待机时腿部可收缩，减小体积，易于携带。机器人共有两条 6

自由度手臂，主要受人体的腕部、肘部、肩部控制，实现基本运动。机器人头部装有二

自由度无线摄像头，采集机器人工作环境图像信息，无线传输回操作者的使用界面中，

使操作者可如身临其境一般操控机器人到达极端环境控制机械手臂进行工作，降低了因

操作失误导致的意外事故。

【关键词】远程控制；主从控制；复杂地形适应性；

【引言】

与传统意义上的移动机器人相比，具有复合变结构的移动机器人(轮腿结合)具有更

强的非结构化地形适应性，不仅可以在平坦的地面上行进，而且可以穿越野外崎岖地形。

在航天科考、救灾排险、军事侦察、防暴反恐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日益得到了

国内外众多学者的重视，成为移动机器人领域一个充满活力、具有挑战性的前沿发展方

向。

各国陆续研制出一系列轮腿式、关节履带式、轮履带腿式移动机器人，以期在保持

较高移动效率前提下，提高机器人的越障能力。典型代表有：美国JPL实验室研制的Roc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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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小型机器人川；瑞士联邦学院EPFL自主式系统实验室研制的具有被动爬行能力的

六轮腿全地形机器人Shrimpt；iRobot公司的履带腿式机器人PackBod；哈工大的复合运

动模式四足机器人；北京理工大学研制的四轮履带腿式移动机器人，中科院沈阳自动化

研究所研制的轮履腿多机构复合智能移动机器人；上海交通大学研制的六轮腿移动机器

人等。

这些复合结构移动机器人大多是以某种高效移动方式为主运动方式(如轮式或履带

式)，辅以腿式结构以提高越障能力。通常采用两种的解决方案：一是通过增加腿式结

构的复杂性，如多足、被动越障机构；另一种是通过增加单关节摆臂来提高机器人的越

障性能。前一种方案以增加机构复杂性和体积为代价；后一种方案对机构复杂度增加较

小，容易实现控制，但越障能力提高有限。本文提出一种新型的足轮式移动机器人，该

机器人在机构上有机结合了四足哺乳动物和轮式机构的特点，可分别实现轮式、腿式、

轮腿结合等多种运动模式。由于采用了可变结构，该机器人兼具体积小、越障能力强的

特点。在其机器人上还装有两肢6自由度的机械臂与摄像头，可由操控者远程控制机器

人完成工作。

1机器人的制作方案设计

1．1机体及轮腿的设计

机器人机体采用四足型，总体可分为机体、上肢、轮腿等部分。机器人的机体四角

安装有四个电机，负责四个髋关节的前后摆动。在机身的中央位置放置机器人的控制系

统。机器人的髋关节装有两个电机，分别控制其大腿和小腿的摆动。机器人足端滚动轮

与脚踝处固接在一起，通过大腿电机带动小腿的转动达到轮腿互换的目的。如图 1 所示，

为机器人机体的实体图。

1.2机械臂的设计

伺服机器手臂由六个伺服电机驱动，采用仿人体上肢的机械结构，如图所示机器人

手臂具有肩、肘、这两个关节，共有四个自由度，再加上手腕、手指的关节，共有六个

自由度。手臂由两自由度的云台承载，在水平方向上可旋转 360 度，竖直方向可 180 度

的大范围活动。基本能够模仿操纵者完成基本活动。

1.3主从控制器的设计

本主从远程操作系统，通用性强，可以在各类极限环境下进行作业，例如核能，海

洋，空间，防灾和排雷等。目前国内外现有的搜救机器人，排雷机器人和太空机器人等

应用于极限环境作业的机器人多存在通用性差和操作复杂等问题。增加机器人的自由

度，是解决通用性问题的有效途径，但是仅仅采用现有的摇杆和按键的控制方式已无法

满足多自由度机器人的操控要求。因此，开发一种可以实时跟随人体肢体运动的多自由

度仿人机器人系统，将是解决以上两个问题的最佳选择。外骨骼式主从控制系统，利用

一套束缚在身体上的外骨骼动作捕捉衣，可以使穿戴者的上肢动作在多自由度机器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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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实时再现出来。此种控制方式具有同步性强，操作者更接近于直接作业形态和操控简

便等优点，是一种可行的解决当前问题的有效方案。本发明包括主控单元（master）和

从控单元（slave）两个部分。操控者需穿戴外骨骼动作捕捉衣，即主控单元，实现实时

采集人体上肢 16 个自由度的变化信息。从控单元为仿人机器人，上身为类人形，具有

12 自由度，下身为足轮式机体，实现实时跟随主控单元运动的功能。主控单元与从控单

元通过无线 WIFI 技术相互通信。 用户穿戴外骨骼动作捕捉衣后，采集人体动作信息，

并传递给机器人。机器人，接受信息后，执行还原人体动作操作，并将动作通过视觉系

统进行反馈。操作者得到反馈信息后，进行相应的动作修正操作。 经过实验测试，外

骨骼式主从遥控仿人机器人系统可以成功地跟随人体肢体运动，延迟时间在 300ms 以

内。同时该系统的仿人机器人和操作者之间的运动动作相似度较高，各个关节一一对应。

1.4 GPS定位方案设计

足轮式机器人在野外进行作业，它必须能够明确自己的准确方位，才能完成一定的

任务，否则机器人就是个盲机器人不知道何去何从，机器人就失去了自主性，只能听从

人的指令行动。由于机器人有两个方向的加速度传感器，它可以在小范围内精确自己的

位置。但这种定位方式不适宜大范围的定位操作，范围越大误差就越大，因此必须有一

定的修正措施来时时修正机器人的位置信息，足轮式机器人采用了 GPS 定位系统。

GPS 定位是利用一组卫星的伪距、星历、卫星发射时间等观测量来实现的，同时还

必须知道用户钟差。因此，要获得地面点的三维坐标，必须对 4 颗卫星进行测量。由于

步行机器人与轮式机器人在定位技术上存在很大差别。常规的多种定位技术在水下及近

海都失去作用，这样对其定位方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分析以上情况，提出了更适合于

足轮机器人定位的方法—基于 GPS 与改进测程法相结合的未知室外环境下的定位策略,

具体技术方案将在第二节介绍。

2 GPS的绝对定位技术研究

2.1 GPS定位原理

GPS 的基本原理是通过 GPS 接收机对卫星发出的伪距信号进行解码，然后经过计

算得出在地球上的绝对位置。要获得地面点的三维坐标，必须对 4 颗卫星进行测量。接

收示意图如图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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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四卫星定位示意图

四个方程式，如式（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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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上述四个方程式中 x、y、z 为待测点坐标， toV 为接收机的钟差为未知参数，其中

ii tcd  ，（i=1、2、3、4）， id 分别为卫星 i 到接收机之间的距离， it 分别为卫星 i

的信号到达接收机所经历的时间， ix 、 iy 、 iz 为卫星 i 在 t 时刻的空间直角坐标， tiV 为

卫星钟的钟差，c 为光速。由以上四个方程即可解算出待测点的坐标 x、y、z 和接收机

的钟差 toV 。

综上所述，在采用 GPS 进行室外移动机器人的定位与导航的研究中，如果单独依

赖 GPS 进行绝对定位， 则不可避免会产生各种误差，甚至很难工作。

目前多两栖多足机器人的定位技术采用基于 GPS 绝对定位与相对定位相结合的方

法，即采用多传感器信息融合技术，以便获得更可靠的位置估计。其信息融合算法大都

是在基于线性正态分布的平稳随机过程的前提下，如卡尔曼滤波。但对于 GPS 信号这

一非平稳、非正态分布的现实信息，还有待深入的研究。

2.2 GPS导航系统的设计

2.2.1 GPS数据的采集

GPS 接收机需要实时接收卫星导航信号并处理信号，从而得到高精度的定位数据，

可见数据的采集处理是非常重要的。下面讨论上位机对移动站的数据采集处理。此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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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站发送的数据已经是经过差分处理后的 GPS 数据。

GPS 数据采集的具体实现方法分为以下三个步骤：

1. 串口的初始化：上位机和移动站之间传输采用串行异步通讯方式，采用串口通讯

协议：波特率 38400bits/s、数据位 8bits、停止位 1bit、无奇偶校验；

2. 接收信息：移动站输出的数据是以数据流的形式输出，采集的起始时刻未必是一

帧数据的开始时刻，所以在数据采集时，必须先判断字头块，在接收到字头块后，才开

始采集数据。数据采集处理程序的流程如图 2.2 所示；

图 2.2 程序流程图

3. 提取信息：GPS接收机只要处于工作状态就会源源不断地把接收并计算出的GPS

导航定位信息通过串口传送到计算机中。前面只负责从串口接收数据并将其放置于缓

存，在没有进一步处理之前缓存中是一长串字节流，这些信息在没有经过分类提取之前

是无法加以利用的。因此，必须通过程序将各个字段的信息从缓存字节流中提取出来，

将其转化成有实际意义的、可供水陆两栖机器人导航决策使用的定位信息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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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其它通讯协议类似，对 GPS 进行信息提取，必须首先明确帧的结构，然后才能

根据帧结构完成对定位信息的提取。从移动站输出的数据形式来看，一般有两种，即：

十进制 ASCII 码和二进制码。GPS 原始的位置数据、观测数据和星历数据都采用了二进

制编码，为了满足异步串行传送数据的要求，每一组数据包含三个部分：帧头、帧内数

据和帧尾。根据数据帧的不同，帧头也不相同，主要有“$GP0GA”、“$GPRMC”等。这

些帧头标识了后续帧内数据的组成结构，各帧均以回车符和换行符作为帧尾，标识一帧

的结束。对于通常的情况，笔者所关心的定位数据如经纬度、速度和时间等均可以从

“$GPRMC”帧中获取。该帧的结构及部分字段释义如下：

$GPRMC，<1>，<2>，<3>，<4>，<5>，<6>，<7>，<8>，<9>，<10>，< 11>，*hh，<

CR> <LF>

<1> 当前位置的格林尼治时间，格式为 hhmmss(时分秒)。

<2> 状态，A 为有效位置，V 为非有效接收警告，即当前天线视野上方的卫星个数少于

3 颗。

<3> 纬度，格式为 ddmm．mmmm(度分)。

<4> 标明南北半球，N 为北半球、S 为南半球。

<5> 径度，格式为 dddmm．mmm(度分)。

<6> 标明东西半球，E 为东半球、W 为西半球。

下面是对缓存 buf 中的数据进行提取(解帧)处理的主要代码：

for(i=0；i<datalength；i++) //datalength 为帧长度

{

if(data[i]= =’0’)

SectionID++：

else{

switch(SectionID)

{

case 2：

if(data[i]=’A’) valid_flag=1；//数据有效数据有效

break；

case 3：

*(m_strlon+m_strlon_i)=*(data+i)；//经度

m_strlon_i++；

break；

case 5：

*(m_strlat+m_strlon_i)=*(data+i)；//纬度

m_strlat_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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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k；

…… //提取其它信息

default；

break；

}

}

}

现在已将所需信息提取到内存中。由于 GPS 使用的 WGS-84 坐标系与我国采用的

坐标系不同，需要对提取出来的经纬度加以坐标变换，因此最后要把前面获取的字符型

变量转化为数值型变量，即：得到纬度(rad)和经度(rad)。

2.2.2 GPS数据的坐标转换

GPS 接收机所得到的定位数据使用的是 WGS-84 坐标参考系，所提供的是经度、纬

度和高度等数据，难以用于机器人的导航，所以要通过地图投影的方法将其转化为机器

人导航可以利用的数据，即：利用一定数学方法把地球表面的经纬度转换到平面上。地

图投影的建立是假定有一个投影面(平面、可展的圆锥面或圆柱面)与投影原面(地球椭球

面)相切、相割或多面相切，用某种投影条件将投影原面上的地理坐标点投影到平面坐

标系内，即构成某种地图投影。如：墨卡托投影、高尔投影、等差分纬线多圆锥投影、

桑森投影和高斯 克吕格投影等。其实质就是将地球椭球面上的地理坐标转化为平面直

角坐标。其中，高斯一克吕格投影(高斯投影)是一种等角横切椭圆柱投影。它是将一椭

圆柱横切于地球椭球体上，该椭圆柱面与椭球体表面的切线为一经线，投影中将其称为

中央经线，然后根据一定的约束条件即投影条件，将中央经线两侧规定范围内的点投影

到椭圆柱面上，从而得到点的高斯投影(图 2.3)。

图 2.3 高斯投影

如图 2.3 所示，投影后的平面坐标系，以中央经线投影作为纵轴 x，赤道投影为横

轴 y，两轴交点为坐标原点。为了避免横坐标出现负值，国家规定将坐标纵轴西移 500km

当作起始轴。

高斯投影具有投影公式简单、各带投影相同等优点。且投影后能保持物体形状不变，

投影后两个物体之间的角度也能和实地保持一致。因此，非常适合用于水陆两栖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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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导航定位。

高斯投影自中央经线向投影带边缘，变形逐渐增加，最大变形处为各投影带在赤道

边缘处。为控制变形，将地球按一定间隔的经差(6°或 3°)划分为若干相互不重叠的 6°投

影带或 3°投影带。6°带自格林尼治零度起每隔经差 6°自西向东分带，带号依次编为第 1、

2……60 带。3°带是在 6°带的基础上分成的，它的中央子午线与 6°带的中央子午线和分

带子午线重合，即自 1.5°子午线起每隔经差 3°自西向东分带，带号依次编为 3°带第 1、

2……120 带。我国的经度范围西起 73°，东至 135°，可分成 3°带二十二个。图 2.3 给出

了高斯投影的 6°带和 3°带分带方案。

现采用 3°带高斯投影算法(高斯投影正算公式)，选用克拉索夫斯基椭球参数，将经纬

度转化为北京 1954(BJ-54)平面坐标。高斯投影正算公式为：

2 2 4 4 4 2 4 6
0 0 0

1 1 1(5 9 4 ) (61 58 )
2 24 720

x X Ntm t Ntm t t Ntm          （2-1）

2 2 3 2 4 2 2 2 5
0 0 0

1 1(1 ) (5 18 14 58 )
6 120

y Nm t Nm t t t Nm           （2-2）

式中： 1 2 3 4sin 2 sin 4 sin 6X A B A B A B A B    ;

tant B ;

0 0( ) cosm L L B  ;

2 21 sin
aN
e B




;

2
2 2

2 cos
1
e B
e

 


;

其中, L、B为转换前的经纬度坐标；x、y 为转换后的高斯坐标； 0L 为投影带的中

央经线坐标(本文取 117°)；a为克拉索夫斯基椭球的长半轴， e为克拉索夫斯基椭球的

第一偏心率； 1A、 2A 、 3A 、 4A 为只与克拉索夫斯基椭球参数有关的常数，其中:

1A = 111 134.861 1;

2A =-16 036.480 3;

3A =16.828 1;

4A =-0.022 0。

例如：前面从数据帧中提取出来的 WGS-84 坐标值为北纬 3 959.0463 (DDmm.mm)，

东经 11 620.563 8(DDmm.rnrn)。将其经过坐标转换后，得到高斯坐标(4428 049.366，443

859.011)。与使用 Coord3.0 坐标转换工具得出的坐标完全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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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提取出来的位置信息可以在水陆两栖机器人路径跟踪控制过程中，提供路径

点的准确定位，顺利的完成机器人导航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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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应用方案

将北斗“移植”进入海里

作者：姚琴

指导教师：

学校：福建农林大学

【摘要】本文通过海龟精确导航系统、水生动物提前预警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的启发，

创造性地构思出将北斗导航系统“移植”进入海里的方案。该方案进行了总体架构设计，

探讨了改造过程中的各种技术支持和可行性。将其命名为“北斗海中卫星”，同时结合海

洋卫星的探测能力，构成“北斗导航卫星——‘北斗海中卫星’——海洋卫星”三角合作体

系，对于未来的海洋探索、预测、侦查、调研、抗干扰能力和海中导航精度有极大的提

高作用。

【关键字】海龟导航、改造、“北斗海中卫星”、海洋、精度

1前言

导航卫星作为高层空间的“千里眼”，以其能够为载体提供实时位置信息的强大功能

而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外太空探索领域的霸主。当前，全世界四大卫星导航系统 GPS、伽

利略计划、格洛纳斯以及北斗导航系统在全球的卫星导航坐席中都占有了重要地位。卫

星导航各有千秋，如 GPS 胜在拥有成熟的技术、伽利略的定位精度很高、格洛纳斯的

抗干扰能力强、北斗的短报文与双向定位功能体现了互动性与开放性。

受海龟洄游精确导航与水生、半水生动物提前数天感知地震等事件的启发，我们可

以将北斗导航的触角真正延伸至海中，大幅度提高北斗卫星的空间探测广度。当前，北

斗导航的应用十分广泛，涉及交通运输、气象、渔业、林业、电信、水利、测绘等，但

是这些应用功能都是基于高空之上的北斗卫星进行探测，我们说：北斗已经发射 16 颗

卫星并组网，已形成区域服务能力且到 2020 年形成全球覆盖能力时就将进入后期完善

阶段，但是若能在水中安置北斗卫星，让其与水中信号粒子流“亲密接触”，必能使北斗

的实时探测能力达到最大化，实现其他卫星没有我独有的特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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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体系架构设计

2.1 总体设计

北斗导航系统的空间段导航星座是由地球静止轨道卫星与地球倾斜同步轨道卫星

结合中轨卫星组成的混合星座[1]。所以，当有近 30 颗卫星在轨时，才能对全球 99%以

上的地区提供导航信号。但是这部分信号只限于地表或海洋表面范围以上。国家发射海

洋卫星弥补了海洋探测方面的不足，从 1985 年我国第一颗海洋卫星立项准备以来，历

经 26 年，至 2011 年，我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海洋动力环境监测卫星“海洋二号”，但是

我国海洋卫星的发展起步晚，导致卫星整体未能形成业务化运行能力，所以为了抢占先

机，将卫星改造成适合海洋内部运行的探测体，真正地放入海里，倒不失为一个快速发

展海洋利用效率的好办法。我们暂且将其命名为“北斗海中卫星”，将它与低高空轨道运

行的海洋卫星相互合作，可以全面了解海洋资源，从海洋内部环境的变化迅速地得出海

洋各项理化指标。

图 1 体系总体架构

2.2 “北斗海中卫星”改造

2.2.1 海洋内部探测技术支持

海洋地质调查与技术手段有许多种，如：探测海底各种地球物理场特征、地质构造

和矿产资源可以采用重力、磁力、地热等地球物理办法；探测海底未固结浅地层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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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度和结构特征利用的是浅地层剖面仪；测量水深，探知海底地形地貌可以使用多帛书

回声测深仪与旁侧声呐。

2.2.2 卫星改造的外部背景需求

1）据 2010 年 7 月 14 日的《成都晚报》报道，美军方认为，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

系统扰乱了美国的计划，美军甚至还制定出详细的作战计划，在必要时摧毁北斗导航系

统。所以，当外太空成为危险战场时，海洋内部可以提供备用信息传输平台。

2）外部探测与内部探测具有很大差别。海洋环境下探测大地电磁场属于高新技术，

目前只有少数发达国家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2]。将卫星放置在海中，需要对其进行改造。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有价值的场信息存在于海底。因为，来自地下的大地电磁信号只

有微伏数量级，而厚厚的海水层对电磁信号只有衰减作用，仅在海面上难以观测到有用

信号[3]。“北斗海中卫星”应潜入水中，又由于海洋深处的压力大，首先我们应该考虑水

压与造型、材料的问题。

○1体积与造型

大部分卫星造型为六面立方体，体积维持在 2.22m×1.72m×2.2m 左右，体积约为

8.4m³，“北斗海中卫星”应设计成球型，一来缩小了浮水后的整体目标，二来能实现受力

后压力向四周分散的特点。体积保持在 8m³，半径约为 0.4m，表面积约为 2 ㎡。

○2材料构造

以世界海洋平均深度 3776 米来看，该处物体所承受的压力为 377.6 个大气压。一个

大气压相当于 1 平方米的面积上承担着 1 吨的重量，所以，1 平方米的海面或地面所承

受的空气的重量为 1 吨，从海面下沉 10 米时，增加了 10 米深海水的重量，所以物体在

10 米深处承受的压力比海面高 1 个大气压[4]，也即物体承受的 377.6 个大气压为差额大

气压。采用可塑聚甲基丙丝酸酯与钛合金制作外壳，均可承受 6000 米处的水压。（不同

地区海水盐度、密度等物理值影响较小，暂不列入考虑范围之内）

○3下潜水深

考虑到海洋浅层面船只往来对卫星的碰撞影响，卫星需下潜一定的深度。根据调查，

世界各地船只的宽度维持在 40 米左右，根据船舶宽度与吃水量成正比的关系，

Dmax＝0.267W

大致算出 Dmax＝10.8 米，通航船舶的最大吃水量基本不超过 15 米，卫星下潜水深

≥15 米考虑为安全级别。

○4水下通信的手段的最优化分析

由于海水的导电性质，海水对电磁波起了屏蔽作用。电磁波通信采用近区场通信，

即在波源附近场强随距离增大而急剧衰减，在一定范围内场强近似与距离的立方成反比

衰减。水平面内极坐标电场分量[5]：

  
 





jkejkE 12sin

2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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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kejkE 11cos

2 3 


 （2）

E ：电场的ψ分量

：电场的径向分量

Π ：电流矩

ψ：相对于天线轴线的方位角

σ：海水导电率

ρ：收发间距离

κ:传播常数，κ²=ω²μoε

ω：工作角频率

这种传播方法的衰减度较大，使得通信距离较短，但通信质量稳定。

另一种方法是采用跳频通信，它是指频率跳变的扩展频谱通信，它利用伪随机码序

列来离散地控制射频载波振荡器的输出频率，使发射信号的频率随伪随机码的变化而跳

变[6]。该系统可以传输文字、语音、图像等信息，能抗多途径干扰并能保证信息安全，

能实现 10 公里水下信号相互清晰地传递。所以如果将这一技术装载到“北斗海中卫星”

上，应该在海洋界面设计一装置，保证下层海中信号能够接收，上层能够将信号传输到

卫星信号接收塔。信号传输原理示意图如下：

图 2 信号传输原理

2.2.3 “北斗海中卫星”内部搭载的器件：

微波散射计、辐射计、温度计、海浪高度计、数据接收机等，根据前文提到的：之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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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有“北斗海中卫星”的构想，是因为受到海龟精确导航的启发，根据科学家的初步推

测，海龟能够利用地磁场的细微变化或气味的细微变化来精确导航。所以，“北斗海中

卫星”内部应装载地磁变量计与气味嗅探计，在每次巡航时经过相同地点，记录下该地

的地磁偏角、地磁强度等参数，同时记录气味等信息，以便更好地研究海龟的这种导航

技术，将来利用到潜艇导航、潜水员的导航支持中。

图 3 探索海龟导航技术流程图

另一方面，世界各国的地震探测都只能提前数秒报警。而海洋中很多的水生生物如

水母等能够提前数小时至数天来预警。同时我们也知道，海洋中的海啸等自然灾害也能

被一些生物提前感知，那么我们便会有这样的大胆假设，也许，真正能够提供精确导航

与预警的场所是海洋内部，外太空的卫星导航定位能力略差于海洋。所以，“北斗海中

卫星”利用在海洋内部的独特优势，可以借鉴水母的预警方式，更早地预测地震、海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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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海中地震预警流程图

由于这部分动物具有的精确导航、预警能力还是属于待解之谜，所以，以目前的科

学技术来看还不能筛选出真正能够判定为属于这些动物应用的参数数据，所以只能通过

观察这些动物的行为来逐步优化“北斗海中卫星”的预警能力，当这些数据构成强大的数

据库时，我们相信，最终能够解开动物精确预警、导航之谜，全面提升北斗的应用能力。

3 应用展望

北斗导航卫星作为中国的一项大型科技工程，在各方面都有广泛应用。未来是空争

间探索领域争雄的高级战场。为了应对诸如 GPS 导航系统、伽利略系统、格洛纳斯系

统对北斗导航卫星的影响，拓宽北斗导航卫星的全方位利用渠道，可以不仅仅局限于导

航就是外太空卫星对地球内部移动物体进行导航这样的认知。如果真的能够发展“北斗

海中卫星”，结合仿生学应用，也许就能够将我们的北斗导航探索技术提升到一个新的

高度。本文是对“北斗海中卫星”的初步构思，如果能够在相关科研工作者的努力下成为

现实，必能使我国的卫星导航技术精确度更高、应用范围更广、抗打击能力更强，最终

超越技术成熟的 GPS 导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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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应用方案

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手机监控及手机防盗系统

作者：张栋林、张昊

指导教师：汪万维

学校：中国民航大学

【摘要】本设计方案设计了一款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手机软件。该软件运行于目前流行

的安卓智能手机平台，具有远程监控、远程控制、手机防盗、野外求救等功能。远程监

控分为企业级监控和家庭级监控，企业级监控用于公司人事调度和监控管理，家庭级监

控用于家庭朋友互相了解对方位置。远程控制、手机防盗和野外求救是本软件实用功能，

能有效提高用户手机体验质量，给用户提供了很好功能服务。

【关键词】北斗卫星导航，智能手机，应用软件，监控，防盗

一、研究背景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中国自行研制的全球卫星定位与通信系统（BDS），是继美全

球定位系统（GPS）和俄 GLONASS 之后第三个成熟的卫星导航系统。系统由空间端、

地面端和用户端组成，可在全球范围内全天候、全天时为各类用户提供高精度、高可靠

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并具短报文通信能力，已经初步具备区域导航、定位和授时能

力，定位精度优于 20m，授时精度优于 100n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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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务正式对亚太地区提供无源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因此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应用终端

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

手机是人们日常生活必要电子设备，随着手机功能的不断增加，手机安全也称为一

个问题。手机内容涉及许多隐私相关的帐号信息、财务信息等，一旦丢掉，就会出出现

非常严重的连锁反应和损失，如何保障手机安全成为一个热点话题。

很多时候我们想找某个人，却没有办法或不方便联系对方时，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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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监控软件来询问对方手机位置，从而精确定位某人位置。比如一位家长想知道自己孩

子的具体位置，实时了解孩子活动情况。企业老板想实时监控在世界各地跑业务的员工

动向，实现全球调度员工功能。

二、研究目标

本研究课题目标是编写一款应用于 Android 系统智能手机的终端软件。本软件是基

于北斗导航系统的一款手机手机实时跟踪监控及手机防盗系统应用软件。具有企业级成

员位置定位和家庭级位置定位的监控功能。另外本软件利用 BDS 位置定位和 3G 网络实

现手机防盗功能。

三、主要研究内容

9. 手机监控实现方案。

手机监控分为企业级监控和家庭级监控。企业级监控是由单个及众多从机组成。主

机可以查看从机位置信息，而从机不能查看任何该企业群组中任何成员信息。家庭级监

控是几个亲朋好友组成的群组，成员之间平等，可以互相查看对方位置。

10. 远程控制实现方案。

远程控制是在家庭级监控方案二基础上实现的。主要用于手机远程控制，具有防盗，

远程协助等作用。

11. 手机防盗实现方案。

手机防盗基于手机监控方案，能够在手机丢失后帮助失主及时找到手机。

12. 野外救援实现方案。

野外救援实施方案是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短信功能服务的一款手机应用方案。在没

有手机信号覆盖的野外，帮助野外遇到困难、危险的用户寻求外界帮助。

四、技术路线

 手机监控实现方案

手机监控分为企业级监控和家庭级监控。

1.企业监控

企业级监控是由单个及众多从机组成。主机可以查看从机位置信息，而从机不

能查看任何该企业群组中任何成员信息，除非权限许可为副主机，每个部门主管账

号设置副主机权限，方便各部门管理。企业级成员关系示意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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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企业级成员关系图

这样的设计，有助于公司管理，方便企业各部门对下属机构成员的位置信息掌

握和监控，企业自己搭建服务器，有利于信息的保密。

1.1企业级监控方案设计

企业级监控需要开发一个电脑终端和一个手机终端。

5. 电脑终端创建一个网络服务器。

6. 手机成员终端设置服务器地址，并登陆电脑终端进行注册，注册后手机终

端会定时与服务器通信。

7. 管理人员对注册人员进行权限设置，注册初始权限为普通成员，只能主机

发送信息。

8. 手机成员终端通过北斗导航系统定位自己位置，然后通过网络将自己位置

相关信息发送到电脑主机上。

9. 主机将收到的信息进行整合，然后根据权限通过网络向副主机发送其下属

成员位置信息。

10. 手机终端具有家庭级监控方案全部功能。

图 1-2 电脑终端操作界面演示图

主机

副主机 3副主机 2副主机 1

从机 3从机 2从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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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家庭级监控

家庭级监控是几个亲朋好友组成的群组，成员之间平等，可以互相查看对方位置。

图 2-1 家庭级监控成员关系图

2.1家庭级监控实现方案

方案一：手机用户通过北斗系统的短信功能或手机短信功能实现简短信息通信

6. 家庭组建立可用同一查询指令,查询指令由软件生成，成员间通过蓝牙匹配

同一指令。

7. 被查询用户向群组成员发送位置信息方法：被查询用户在手机终端软件信

任列表中输入手机号，当被查询用户收到信任列表的手机查询指令且指令匹配

时，用户通过北斗导航系统查询自己位置，然后将位置信息回复给查询用户。

8. 用户查询群组成员方法：查询用户在查询列表中输入要查询成员手机号，

选择要查询的成员，发送查询指令，如果查询用户同意查询，则可以得到查询

结果。

方案二：通过聊天软件运营商服务器实现通信

此方案优点是可以实现大数据量通信，但需要本软件开发商与聊天软件运营商签订

合作协议。以 QQ 为例：

4. 用户通过 QQ 账号登陆。这样能使用户安全性提高，另外有了服务器，使

得手机可以通过网络实现通信。

5. 登陆后，在好友列表中向好友发送查询请求。这样能保证用户隐私安全。

6. 好友同意后，即可以通过 QQ 服务器实现数据通信，将位置信息发送给查

询用户。

成员 1

成员 2 成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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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成员列表建立示意图

7. 软件将收到的数据进行处理，在手机地图上显示成员位置信息。如图 2-3

图 2-3 位置显示示意图

 远程控制实现方案。

远程控制是在家庭级监控方案二基础上实现的。

5、手机用户在本机上设置远程登陆密码和允许登陆服务器账号。

6、更改设置信息需要输入更改密码，在第一次使用时初始化更改密码。

7、用户通过手机终端登陆到目的主机，进行远程控制。

 手机防盗实现方案

1.手机丢失后，如果手机仍处于开机状态，可以通过家庭组成员手机查询到手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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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2.手机终端软件实时进行电量检测，发现电量不足时，查询当前位置并向设置好的

邮箱或手机发送位置信息。这样就可以在手机没电前获得手机位置信息，方便

失主找回手机。

3.手机终端软件进行关机按钮检测操作，在关机进程启动前向设置好的邮箱或手机

发送位置信息。这样可以在有人捡到或窃取失主手机后强制关机前获取手机位

置信息

4.手机终端软件开机启动，关闭或卸载该软件需要密码。这样能保证手机再次开机

后查询到手机位置。

 野外救援实现方案

在森林、沙漠、海洋等没有手机信号覆盖的地区，如果用户在这些地方遇到危险需

要救援，则没有办法通过打电话或发短信向外界求助。

然后卫星可以覆盖全球，在这些地方我们是可以进行卫星通信的。

手机终端软件设置野外求救功能，可以通过北斗导航系统的短信功能将自己位置信

息发送给家庭组成员或警方。

五、主要创新点

本设计的创新点在于设计了一个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企业级和家庭级的监控

方案，使得企业和家庭能够实时了解成员位置信息，实现实时监控功能。

首先，企业级监控功能有利于企业合理调度或监督员工工作，并且监控范围可以拓

展到全球。由于企业级监控可以搭建自己的服务器，这样能保证公司信息不被泄露。

其次，家庭级监控功能可以用于家庭成员或朋友之间的信息掌握，有利于他们互相

了解对方动态，又能用于家长了解孩子位置，防止孩子走失。另外家庭级监控还能用于

找回丢失手机。

此外，本设计中的远程控制和野外救援也是相当实用的功能。

参考资料

[1] 百度百科.北斗卫星导航系统.http://baike.baidu.com/view/59082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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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我要登机”

—— 一种民航定位助手创意方案

作者：吴丹

学校：中国民航大学

【摘要】本套创新方案，旨在通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WiFi 定位技术和射频识别技术的

综合利用来为旅客和航空公司提供较高精度的定位服务，也提出了“卡片式胸挂登机牌”

以及“行李定位”两个智能化服务理念。

【关键词】旅客定位，行李识别，北斗，WiFi

1．引言

中国民用航空局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开放低空域，这无疑将改变航空业的基本格局。

随着未来民航领域的不断发展，机场的基础建设必须要不断前进。

就旅客而言，乘坐飞机最担心的除了自身安全就是行李是否安全了。而机场方面则

经常需要知道旅客的具体位置。由于没有广播找人服务，办理了登记手续却不上机的乘

客我们只能通过人工小喇叭的方式来找人，这不仅浪费了大量的时间，而且也对航空公

司造成了不小的财产损失。旅客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了解到航班信息，但机场方面却无法

知道旅客在机场内的位置。为了解决机场找人难这一问题，有许多人都提出了各种各样

的创意。比如哥本哈根机场利用 WiFi 定位找人，但不是所有乘客都会在机场内开启 WiFi

功能并连接。又比如旅客的行李可能丢失却无法知晓。本套系统的开发目的就是为了方

便快捷地定位旅客，并为旅客提供行李位置服务，采取多种方式联合定位，提高精确度，

节省时间。

2．旅客定位和行李识别的要求

旅客的定位服务并不是一个新奇的想法。对于旅客定位，我们需要的是及时和精确，

一方面航空公司因为寻找旅客的时间可以得到节约，从而节省大量因寻找旅客而造成误

http://baike.baidu.com/view/8395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81317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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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的浪费，

行李识别的要求是出于现在旅客托运行李较多，可能会发生行李遗漏以及行李丢失

的情况。行李识别和登记大大增加了行李的安全性。

3．主要定位技术

3.1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我国建设的区域导航定位系统，她能为服务区域内的用户提供

全天候、高精度、快速实时的定位服务，定位精度可达 15 米左右。

3.2 WiFi定位技术

WiFi 是 Wi-Fi 是一种可以将个人电脑、手持设备（如 PDA、手机）等终端以无线

方式互相连接的技术。WiFi 定位技术主要应用于室内，免费上网的功能是许多年轻旅客

必然会选择的实用功能。

3.3射频识别技术

射频识别即 RFID（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技术，又称电子标签、无线射频

识别，是一种通信技术，可通过无线电讯号识别特定目标并读写相关数据，而无需识别

系统与特定目标之间建立机械或光学接触。

我们将三者结合起来，三层定位，让旅客从离开家门到飞机着陆都无需担心与机场

的沟通问题。

4．应用设想

4.1旅客定位

4.1.1旅客赶赴机场定位

查询完航班时间后，旅客需要下载本套系统相应的手机客户端或电脑客户端，与机

场进行连接，确保可以登录，先用北斗导航卫星气象应用来查询本地及前往地的天气情

况决定机票时间。

在飞机起飞前三个小时，北斗系统将会定位旅客的位置，旅客位置若在三个小时之

内难以赶到，北斗则会发送信息询问旅客是否还要登机，是否需要改签机票。

4.1.2 登机

当旅客到达机场后，需要换取登机牌。目前机场普遍是采用纸质登机牌，也有采用

二维码扫描识别的电子登机牌，存储在手机内，在登机口出示，但使用不广泛。

旅客位置 本地机场 目的地机场

http://baike.baidu.com/view/8395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81317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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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案提出采用卡片式胸挂登机牌。这种登机牌专门制作，上面有液晶显示屏，能

作为 WiFi 接收信号定位终端，也可以显示你的航班号，登机口信息等。由于机场是封

闭式管理，可以重复回收使用，而不必担心浪费。

4.1.3 安检后旅客定位

当旅客通过安检后，旅客的位置对于机场就非常重要了。在本地机场内换完登机牌

后有三种方式进行定位，首先是 WiFi 定位，大部分旅客都会在机场内使用无线网络来

度过等待的时间。通过 WiFi 能够找到乘客的位置。其次是北斗卫星定位，通过旅客的

手机找到旅客。最后一种就是使用卡片登机牌进行定位，每张卡片都有自己的信号。

这三种方式联合起来，才可以非常省事省力的找到旅客，避免了以前人工呼喊旅客

名字的方式。

4.2 托运行李识别

当旅客到达目的地机场后，第一件事就是去取托运的行李。作为旅客最担心的就是

自己的行李是否安全到达。

在出发地办理登机牌时，对需托运行李，由机场柜台贴贴片式 RFID，。行李装到飞

机上前，会在登机口处有一个读写器，将每件行李进行读写，之后，登机牌会显示行李

已登机，乘客就可以放心的登机。乘客跟现在一样，在本地机场登机口处交还登机牌登

机。

到达目的地机场后，我们需要的是记住自己的座位号。在取行李的地方会有一个大

的显示屏，上面会显示本次航班的全部座位号（有行李的乘客），行李在到达流转盘之

前也会先通过一个读写器，将行李到达的信息传到显示屏上，旅客就知道自己的行李是

否到达，何时到达流转盘。

在目的地机场，除了可以通过找寻自己的行李外，可以利用对方机场的 WiFi 预订

酒店，进行咨询，订购回程机票。

5．结论

本套创新方案，旨在通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WiFi 定位技术和射频识别技术的综合

利用来为旅客和航空公司提供较高精度的定位服务，也提出了“卡片式胸挂登机牌”以及

“行李定位”两个智能化服务理念。本套系统目的就是及时和精确的位置信息来提高机场

的工作效率，为旅客提供高效、安全的服务。通过相关科技的不断研发和改良，对这套

系统进行不断的完善和精心的维护，相信这套系统将在今后的航空业中发挥非常重要的

作用。

http://baike.baidu.com/view/8395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81317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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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应用方案

基于北斗和 GIS的森林火灾监测定位系统

作者：张玉龙

指导教师：宋庆国 刘金娥

学校：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摘要】本设计方案是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来实现森林火灾预警、报警及定位功能的。

该系统采用太阳能供电，具有可靠性高、实时性强、免维护、方便扩展、功耗低、抗干

扰能力强、准确度高，全天候监测等优点，特别适用于荒无人烟的地区。系统通过扩展

的 3G 模块实现远程视频监控及数据传输功能，通过系统中心的 GIS 平台实时查看各监

测点数据，形成云图，为领导决策提供了实时依据,有效提高了我国森林防火监测技术。

【关键字】北斗 GIS 3G 森林火灾

1 引言

自地球出现森林以来，森林火灾一直是森林树木的最大威胁。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

界森林每年都发生多起大面积的火灾，严重破坏森林结构和环境，破坏地球的生态平衡。

甚至造成人畜伤害和经济损失。一般森林地域面积大，地理环境恶劣，使森林火灾的监

测变得异常困难。近几年，随着嵌入式系统、物联网技术、传感器技术、3G 技术及 3S

技术的成熟，开发森林火灾智能无线监测系统将有广阔的推广前景。

为了实现森林火灾监测的及时性和准确性，笔者基于北斗技术设计了森林火灾监测

及定位系统。森林火灾的影响因素有温度、湿度、降雨量、风向、风速、可燃物湿度、

太阳辐射强度、植被类型等等
【1】，本森林火灾监测定位系统采用了 MQ-2 烟雾传感器、

SHT11 温湿度传感器、低照度透雾摄像机、UM330 北斗模块结合嵌入式技术实现高精

度的火灾监测、火灾位置的精确定位，并通过 3G 模块将报警信息发送到中心平台，在

没有 3G 信号的地区启动 UM330 北斗模块的短报文功能实现数据上报。微处理器采用

S5PV210+Android2.3 实现对现场终端控制和管理，为 GIS 数据库系统提供实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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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森林火灾全天候的监测。

2 监测系统结构

森林火灾监测系统主要有两部分组成：中心平台系统和现场终端。中心平台主要包

括系统数据库、GIS 系统管理平台、决策指挥系统、火灾预测预报系统、火灾定位系统、

防火应急指挥系统等；现场终端主要包括现场温湿度等数据采集模块、图像识别模块、

通信模块以及 Android 管理软件组成。

森林火灾监测需要对数据庞大、种类繁多的各种环境信息进行采集、处理、分析、

汇总等
【2】。由于各监测数据都与空间地理位置相关，因此处理起来极其复杂。利用北斗

技术提供准确的位置数据信息和 3G 通信技术为数据的实时性提供保证，从而保障了系

统实时性、准确性。中心平台利用 GIS 技术构建的森林火灾监测信息平台，能够使现场

终端各个监测点信息在空间上直观明了地显示传来，还可把这些信息的深层次挖掘形成

监测区域的状态云图，或为后台的信息服务和辅助决策提供空间属性和实时数据。基于

北斗的森林火灾监测系统的系统整体结构图如图 1 所示。

图 1 系统整体结构图

2.1 中心平台

森林火灾监测系统的中心平台总体采用 B/S 架构设计，充分利用 GIS 强大的数据信

息管理功能，把现场终端采集的数据经过过滤、分析、加工，将各种信息进行准确的显

示、表达、解析，通过地图的形式可视化的表征出来。森林火灾监测系统包括火灾预测

预报系统、火灾定位系统、防火应急指挥系统等。火灾预测预报系统主要是用来监测评

估发生森林火灾的可能性和危险程度及等级，为防火工作者提前预防火灾发生提供参

考，也为气象预报提供理论依据。火灾定位系统接收到现场终端的位置信息，准确地在

电子地图上定位和显示火灾发生的位置，并把相关信息传至防火应急系统。防火应急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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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系统根据火情的等级及危险程度，方便指挥决策人员快速、科学、合理的制定出可行

的火灾扑救的方法和防火措施，及时的实施灭火指挥调度。

2.2 现场终端

在森林火险等级的确定中，空气湿度和温度是关键因素，对森林火灾的影响也非常

大。当空气湿度小于 60%时，会大大提升火灾的发生几率。现场终端所采集的数据是按

国家标准的《国家森林火险气候等级标准》进行现场数据的采集，该标准共考虑了 7 个

火险气象因子：地面温度、可燃物温度、湿度、温度、土壤湿度、风向风速、降雨量
【1】。

在系统中红外温度传感器检测地面温度和可燃物温度，SHT11 检测空气的温度和湿度，

土壤湿度传感器监测土壤湿度，超声波风向风速传感器监测风向和风速，降雨量传感器

监测降雨量，这些模块均有 S5PV210 统一管理，如图 2 所示。本系统现场终端对森林

环境的烟雾情况进行检测,低照度透雾摄像机
【3】为远距离的火情识别提供了保障。

森林火灾监测系统现场终端的通信及定位部分采用 UM330 北斗模块和华为 3G 猫，

UM330 是支持北斗的短报文功能，在没有 3G 信号或 3G 链路出现故障时，启用北斗的

短报文功能，实时的把现场终端采集是数据信息及终端运行状态发送给中心平台。

森林火灾监测系统现场终端支持标准 USB 键盘和 TFT-LCD 显示器，因为现场终端

是工作在野外无人区，所以只有对终端进行检测、安装调试及现场维护是方便调试用。

现场终端采用太阳能供电并备有后备电池，白天太阳能电池板即给现场终端供电，又给

电池充电，在阳光照度不好和夜间及阴雨天现场终端采用电池供电，此时终端自动进入

低功耗状态。充分保障出现疑情时，现场终端有能量可靠的运行。

图 2 现场终端框架图

3 关键技术介绍

3.1 北斗卫星导航技术（UM330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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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端由北斗用户终端以及与其他卫星导航系统兼容的终端组成。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免

费向全球用户提供高质量的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定位精度 10 米，测速精度 0.2 米/

秒，授时精度 10 纳秒。并且北斗导航系统与其他卫星导航系统相比增加了短信服务，

可以实现通讯功能。目前，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已经全部实现，

系统完全具备了稳定连续的覆盖亚太地区的服务能力。

3.2 GIS技术

GIS 是一种具有信息系统空间专业形式的数据管理系统。在严格的意义上, 这是一

个具有集中、存储、操作、和显示地理参考信息的计算机系统。可描述地球表面(包括

大气层和较浅的地表下空间)空间要素的位置和属性，在 GIS 中有两种地理数据成分：

空间数据，与空间要素几何特性有关；属性数据，提供空间要素的信息。

GIS 包含有数据输入子系统、数据存储和检索子系统、数据操作和分析子系统以及

进行输出显示的报告子系统。各子系统的紧密结合使得 GIS 具有采集、管理、分析、输

出地理空间信息，进行区域空间分析和动态预测，在计算机系统支持下完成空间地理数

据管理、地理分析、地理决策等功能。

3.3 红外测温

红外测温仪的测温原理是将物体发射的红外线具有的辐射能转变成电信号，红外线

辐射能的大小与物体本身的温度相对应，根据转变成电信号大小，可以确定物体的温度。

红外测温仪由光学系统、光电探测器、信号放大器及信号处理、显示输出等部分组

成。光学系统汇聚其视场内的目标红外辐射能量，视场的大小由测温仪的光学零件及其

位置确定，红外能量聚焦在光电探测器上并转变为相应的电信号，该信号经过放大器和

信号处理电路，并按照仪器内部的算法和目标发射率校正后转变为被测目标的温度值。

3.4 低照度透雾摄像机

专业超低照度摄像机，通过采用高性能的 CCD、专业的低照度电路设计、ICR 滤光

片切换机构等硬件方式，来提升摄像机在微弱光线下的成像质量，保证画面实时、清晰

的输出。

该摄像机能够自动识别图像中雾的浓度，自动进行除雾图像调整，对雾天、雨天、

霭、烟气等恶劣天气的图像进行自动矫正，与此同时，特种光学处理与自动雾的判断自

动联动，从而得到清澈的图像。

3.5 嵌入式技术

嵌入式系统是以应用为中心、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软硬件可参见、适应应用系统

对功能、可靠性、成本、体积、功耗严格要求的专用计算机系统。对事实多任务有很强

的支持能力，能完成多任务并且有较短的中断响应时间，具有功能很强的存储区保护功

能及可扩展的处理器结构，并且功耗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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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统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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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业务正式对亚太地区提供无源定位、导航、授时服务。本系统在没有 3G 信号或者 3G

信号出现故障时，可充分利用北斗短报文优势保证了数据的实时连续性。

系统现场终端支持前端视频采集，采用了低照度透雾摄像机（在配有透雾特制镜头

时可视半径为 10Km）实现，并配有万向云台可实现 360°旋转，俯仰角范围可达 90°，

大大扩展了监测点的范围，低照度透雾摄像机为终端软件的中火情识别中间件提供了高

质量的图片，也为工作人员观测环境（图片通过 3G 模块传输给中心平台）。极大的提高

了系统的可视化和有效监测范围。

系统中的各个现场终端独立运行，互不影响，组网方便，终端的添加和剔除对系统

的运行没有影响，但会影响到 GIS 平台中云图的点数。

5 总结

在基于北斗和 GIS 的森林火灾监测定位系统中，北斗为系统提供了精准的位置信息

及在必要时可把现场终端的实时数据以短报文方式发送给中心平台，确保了现场各个监

测点数据的实时连续性。GIS 强大的数据管理能力和空间分析能力及其图形化的界面增

加了人机交互的方便性和直观性。本系统采用嵌入式技术和北斗卫星定位技术及 GIS 技

术相结合，实现了森林信息实时监测和精确定点及模糊识别，建立起一个具有火情预测

预报、实时监测火灾及火灾精确定位的森林火灾监测系统。极大的提高了森林火灾预测

预报、扑火指挥的决策能力和调度效率，有效避免和减少了森林火灾带来的各项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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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应用方案

基于 CNSS的地球两极冰川融化速度的测量系统

作者：任晓东 吴伯韬

指导教师：闻新

学校：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摘要】 针对两极冰川体积巨大和两极自然条件恶劣的特点，设计基于 CNSS 的地球

两极冰川融化速度的测量系统。综合运用 RTK 技术、变形分析理论技术以及位移传感

器技术，当测量点位置变化时，跟踪 RTK 参考站获取测量数据，并将数据传到数据处

理中心，然后采用相关的软件，对各种数据进行融合处理，绘出两极冰川图形，以获得

冰层变化情况。最后对系统的创新性和可行性做出分析。

【关键词】冰川、CNSS、RTK、位移传感器、变形分析

1.背景及意义

冰川是地球气候调节的重要组成部分，且拥有占地球97％的淡水资源，然而由于人

类对化石燃料的不节制利用，空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大大增加，引起温室效应，使全球

气温升高，进而导致两极冰川融化。目前，卫星是科学家们监测海水和冰原的最重要的

工具之一。2002年，美国宇航局跟德国航空航天中心合作，发射了两颗卫星，来确定冰

川流失的程度五年来，两个卫星环绕着地球上的海洋和冰原，从而发回了大量的数据。

每个月，卫星数据都会产生一幅新的地表冰层的地图。根据葛雷斯卫星发回的图像（如

图1），可以明显看到，冰层的重量在不断减少，而海洋的重量在不断增加。专家估计，

每年有大约1000到2000亿吨的冰在融化，这已经足够引起我们的重视了。



第四届“天衡导航·北斗杯”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301

图 1北极冰层变化 1979-2007

两极冰川融化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全球海平面上升，沿海岛屿和低地被淹没；极

地珍稀动物栖息地减少…

由于两极冰川离我们较遥远，很多危害以及危害程度我们还没有明确的概念，仅以

青藏高原这个“小冰川”为例，青藏高原是长江、黄河、湄公河和印度河等亚洲各大河流

的主要发源地。每年冬天，冰雪凝结在这里的4.6万个冰川上，到了第二年五六月，冰雪

融化后流入江河。据美国《新闻周刊》报道，最近几十年，由于全球变暖，夏天融化的

冰雪量大大超过了冬天的凝结，给亚洲带来了严重的水患。

2002年长江的洪水造成了巨大损失。前年，印度的洪水导致1000多人死亡，几百万

家庭流离失所，孟加拉国则遭遇了15年来最可怕的洪灾，痢疾和霍乱流行。

另一方面，冰川过度融化还造成了更多的水土流失。这不仅污染水源，而且也会使大坝

的泥沙过度淤积，给水利设施的运行带来巨大的困难，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由此可见，对两极冰川融化速度的准确测量时极其必要和刻不容缓的。

2.设计方案

2.1总体设计方案

此系统由数据采集模块、数据传输模块、数据处理模块组成。总体机构示意图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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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点 n测量点 2测量点 1

北斗地面控制中心

数据处理中心
电台

无线通信系统

RTK 参考站 1 RTK 参考站 2 RTK 参考站 n

有线通信系统

图 2 CNSS-RKT地球两极冰川融化速度的测量系统

2.2各模块组成及技术方案

2.2.1数据采集模块

数据采集模块分 RTK 参考站和测量点两部分，主要由多台北斗接收机及位移传

感器组成。在冰川上合理、均匀选取测量点，并在其上面分别安置北斗接收机实时接

收北斗卫星信号，同时在测量点安置位移传感器；RTK 参考站设置于地质稳定的地方，

并在其上面安置北斗接收机。此模块由北斗接收机采集信息。

2.2.2数据传输模块

北斗数据传输模块有线网络和无线网络。无线网络主要用于 RTK 参考站与北斗

地面控制中心之间的通信，有线网络用于测量点与北斗地面控制中心的信息发布。数

据传输模块示意图如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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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测量点

RTK 参考站

数据采集器

数据采集器

双向数据集线器

无线通信

有线通信

图 3数据传输模块示意图

2.2.3数据处理模块

此模块是智能化测量系统的核心，由北斗地面控制中心和数据处理中心两个部分组

成。其硬件环境及设置如图 3

PC-586

硬盘存 2G

显示器
彩色

打印机 备用 PC-586

刻写光盘 总控台 UNIX 硬

盘 4G UPS 电源

34W12

小时

图 4数据处理模块总体硬件环境及配置

地面控制中心，主要负责对 N 台北斗接收机工作状况的实时监控和数据流的分发、

管理。其结构模型如图 4

GIS 地图显示

北斗指挥机

数据服务器

通信服务器

TCP/IP 协议

图 5地面控制中心结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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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处理中心主要由转换机、服务器、路由器、磁盘阵列等硬件和变形测量软件组成。

有处理部分、分析部分、管理部分三个组成部分。其工作流程如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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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数据处理中心工作流程

3.工作原理

假设 RTK 参考站的位置是固定不变的，利用测量点相对于 RTK 参考站位置的变化

来判断测量点位置的变化。当测量点的位移传感器感受到位移变化时，将信息由有线网

络传输到地面控制中心，此时地面控制中心再通过北斗卫星收集观测数据，然后由地面

控制中心与 RTK 参考站进行数据交换，并将此数据传到数据处理中心，数据处理中心

再运用载波相位动态实时差分方法，得出测量点的实时坐标，经过坐标转换并经滤波输

出变化曲线，同时在屏幕上实时显示冰川图形。

4.系统的创新点和可行性

本系统依据两极冰川变化的缓慢性和瞬时快速性综合运用了RTK技术和位移传感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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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既能保证对冰川各监测点位置的准确测量，以获取冰川的面积和厚度情况，又能准

确的得出冰川变化的时刻，为更多地研究冰层变化情况提供更多地观测数据。

国家 GPS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刘经南院士带领的课题组，借助 GPS 通过为期十

年的观察，确定了青藏块体现今三维地壳运动的速率及其变化趋势。得出喜马拉雅块体

隆升平均速率为每年 8-12 毫米，并以每年 3.4 厘米左右的速率、相对欧亚板块北偏东

30 度左右的方向运动；西藏块体隆升速率每年为 4-7 毫米，并以每年 2.8 厘米左右的速

率、相对欧亚板块东北方向移动的结论。这与中外科学家用地质和水准方法得到的数据

惊人一致。因此 CNSS 测量地球两极冰川融化速度还是相当可靠的。

5.总结

应用 RTK 技术结合北斗系统的定位功能设计的测两极冰川融化速度的测量系统，充

分利用了北斗导航系统的优势，系统稳定性高，环境适应能力强，测量范围广，成本低，

易管理，且精度高为测两极冰川融化速度提供了全新的解决方案，从而极大地方便人类

研究冰川特性及温度对其影响。按照我国的发展规划，到 2020 年就可以实现北斗的全

球定位，那时应用此系统测两极冰川融化速度将成为可能，这是一项造福全人类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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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天衡导航·北斗杯”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基于北斗卫星的野生动物信息采集分析系统

作者：李准 王亚敏 王杰 何成文

指导教师：汪万维

学校：中国民航大学

【摘要】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卫星定位与通信系统。本创新方案是

基于该系统可在全球范围内全天候为各类用户提供高可靠定位功能的基础上，通过绑定

在野生动物身上的北斗定位模块与基站建立联系，来实时传输位置数据，并在用户终端

上显示出来，从而采集野生动物的位置信息。采用分层、抽样、函数模拟等统计技术对

信息进行分析计算，进一步得出野生动物的迁徙路线和活动范围等，这将为野生动物保

护、环境监测、生物研究等方面提供很大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北斗卫星、野生动物保护、信息采集

1.研究背景及意义

我国陆地国土面积居世界第三位，陆生脊椎推动物种类达 2100 多种，占世界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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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野生动物资源

不仅种类丰富，而且还具有特产珍稀动物多和经济动物多的两大特点。 尽管我国拥有

如此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但仍然有 120 多种濒危动物，而且世界上每年就有一种濒危

物种灭绝。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生态急剧恶化，导致野生

动物生活繁衍地带锐减，再加上不法分子的猎杀，使得原本就稀少的野生物种数量急剧

下降，濒临灭绝。地球用了 30 亿年的时间才逐步演化发展成了这绚丽多彩的动物世界，

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对其加以有效的保护。

我们提出的基于北斗定位系统收集监测野生动物数据的方案，可以得出不同物种的

生活地域范围、生活习性和迁徙规律等特点，这既可以为政府部门和动物保护组织制定

合理保护措施提供依据，也可以为各动物研究所和高校提供研究方案，并为环境部门制

定生态策略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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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方案设想

我们设想利用北斗导航技术建立一套野生动物的信息采集和保护系统。首先通过为

野生动物安装北斗导航模块，之后就可以通过卫星将该动物的实时位置信息传送到地面

基站。接下来，我们采取一定的方法分析处理卫星采集到的动物活动位点数据，以图获

得野生动物的种群数量、活动区域、运动、栖息地利用和选择等信息。进一步地，依据

通过分层、抽样、函数模拟等统计技术对原始数据进行的合理分析计算，我们可以把初

步分析的结果通过上传到云，共享给当地政府、环境监察部门、动物保护部门、动物爱

好者等，结合野生动物活动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等因素共同探讨商议，综合制定具有

针对性的保护策略，以便确保野生动物的正常生存，保护生态平衡。

3.方案原理

3.1信息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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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的自主研发、独立运行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缩写为 BDS。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由空间端、地面端和用户端三部分组成。空间端包括 5 颗静止轨

道卫星和 30 颗非静止轨道卫星。地面端包括主控站、注入站和监测站等若干个地面站。

用户端由北斗用户终端组成。首先由中心控制系统向卫星 I 和卫星 II 同时发送询问信号，

经卫星转发器向服务区内的用户广播。用户响应其中一颗卫星的询问信号，并同时向两

颗卫星发送响应信号，经卫星转发回中心控制系统。中心控制系统接收并解调用户发来

的信号，然后根据用户的申请服务内容进行相应的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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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导航原理图 fig.1）

对于定位申请，中心控制系统测出两个时间延迟：即从中心控制系统发出询问信号，

经某一颗卫星转发到达用户，用户发出定位响应信号，经同一颗卫星转发回中心控制系

统的延迟；和从中心控制发出询问信号，经上述同一卫星到达用户，用户发出响应信号，

经另一颗卫星转发回中心控制系统的延迟。由于中心控制系统和两颗卫星的位置均是已

知的，因此由上面两个延迟量可以算出用户到第一颗卫星的距离，以及用户到两颗卫星

距离之和，从而知道用户处于一个以第一颗卫星为球心的一个球面，和以两颗卫星为焦

点的椭球面之间的交线上。另外中心控制系统从存储在计算机内的数字化地形图查寻到

用户高程值，又可知道用户处于某一与地球基准椭球面平行的椭球面上。从而中心控制

系统可最终计算出用户所在点的三维坐标，这个坐标经加密由出站信号发送给用户。

3.2 信息处理

现在针对野生动物数据信息的处理方法一般是丰富度指数法和截线抽样法两种方

法。其中，运用丰富度指数公式进行数据处理，可得到监测物种在一定时间段的种群数

量和空间动态，并可以图表较为直观的表现出来。丰富度指数法计算量适中，包含有很

多信息，可获得野生动物种群的多度变化和空间分布动态，但只能表现出一定时间段动

物种群数量变化和空间分布变动的总体过程，而不能获得种群在特定时间内具体的数量。

截线抽样法可以记录从截线（调查样线）到探测对象间的距离（动物到调查样线的

垂直距离或者用视距加视角代替），可以获得一个关于探测对象的样本，便于计算和分

析。截线抽样法对模型要求相对较宽，实施较方便，可以得出监测物种在特定时间内具

体的种群密度，所得结果较为准确，但其计算过程相对较为复杂，工作量较大，也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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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动物种群在较长时间段的变化趋势。

根据本创新项目的目标和要求，我们采用了以截线抽样法为主、丰富度指数法为辅

的数据处理方法，以减小计算量，提高结果准确率，以获得动物的数量和空间变化趋势，

便于进一步研究动物保护策略。

4.方案实施步骤：

4.1设备安装

在不影响目标动物身体健康和自由活动的前提下，将设备安装在动物的脚踝，脖颈

等处，启动设备。

由于每个设备都有自己唯一的识别码，这样便可以根据不同设备的 ID 号来标志所

绑定的动物，便于录入对应该 ID 号的动物信息到数据库中，建立该动物的数字档案，

以便后续处理。

（1）信息采集

利用北斗卫星的定位和授时功能，在用户设定的时间周期定时获取动物的位置信

息，以及北斗的授时信息。之后将以上信息以一定的数据结构打包记录在设备的 flash

上，等待数据发送。

利用北斗卫星发送用户报文的功能，将设备 ID 号，系统时间和 flash 上动物的位置

信息数据包发送给北斗的地面基站，再传输到相关部门的工作站。并通过工作站跟设备

之间的通信保证数据的可靠传输，具体发送流程如下图：

（信息发送流程图 fi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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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信息处理

我们采取可视化显示数据库信息的方法，在屏幕上加载地图数据，并根据用户接收

到的数据包里的设备 ID 号，将相应的动物显示在屏幕上。并根据返回的设备系统时间，

模拟动物的活动路线，进一步对数据处理分析得到该动物的活动范围等信息，并实时更

新图像数据。具体的实施过程如下：

（1）对相关部门提供数据访问接口

将获得的数据进行共享，放到网络云上面，以便其他部门或动物爱好者进行访问。

让更多人可以了解研究者的工作，监督并提供建议。

（2）分析动物生活习性

综合气象部门信息，区域地理信息等分析动物种群的动态变化规律和造成这种变化

的人类活动干扰因素，从而为有效保护和科学管理野生动物资源提供依据。

数据处理框图如下

（数据处理框图 fig.3）

4.4 设备回收

提出设备回收主要考虑到以下两方面的因素：

（1）实现设备的可持续利用，降低生产成本；

（2）避免给动物造成长期影响，以及环境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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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当设备电源管理程序检测到其电源工作时间不足一周需求时，设备会自动安

全脱落，并返回脱落地点的位置信息。用户接收到该设备返回的脱落信息，便可以根据

地图数据库确认地点，判断回收该设备的可能性，如果便于回收便进行回收再利用。下

面是装置回收的具体过程：

（设备回收流程图 fig:4）

5.方案的可行性

通过北斗卫星系统对野生动物资源定位监测数据处理结果，有效地反映了区内野生

动物种群的动态变化规律、生活习性和影响变化的人类活动干扰因素，有效预防物种、

群落和生态系统功能遭受破坏，从而为有效保护和科学管理野生动物提供决策依据，因

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运用北斗卫星系统来进行野生动物的信息采集满足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

1.覆盖范围广

北斗导航系统已正式提供区域服务，已经具备为整个亚太地区提供正式服务的能

力。预计在2020年之前建成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全球系统。

2.精度要求高

北斗导航系统在山地和城市隐蔽区域性能要好于美国的 GPS 系统，完成区域组网

后，通过一系列举措提高了定位精度和稳定性，扩大了系统覆盖范围。现阶段北斗系统

基本服务性能如下：

1) 位置精度：平面10米、高程10米；

2) 测速精度：每秒0.2米；

3) 授时精度：单向50纳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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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可提供双向高精度授时和短报文通信服务。

目前，用于特殊病人、野生放养动物和家庭饲养宠物等移动目标的定位与监控系统

存在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并且在很多国家得到了广泛应用。特别是当下，生态环境遭到

前所未有的挑战，野生动物的生存条件急剧恶化，很多野生动物濒临灭绝，它们的价值

弥足珍贵，为了更好地对这些动物进行保护，我们亟待采取有效的措施去保护他们。通

过利用北斗卫星系统的实时跟踪监测，反馈当前他们的位置信息，有利于我们制定更有

效更具针对性的措施去保护它们。

6.方案的创新点

我们的方案具有以下一些创新点：首先，环境及动物保护部门可以根据我们的系统

实时的了解到动物当前的位置和其所处种群的种群密度情况；其次，生物专家可以根据

反馈回的信息对它们的行为进行分析，进而得出它们的生活习性及迁徙习惯；再者，我

们所用的移动终端的定位信息采用的是实时自动发送方式，移动目标的定位与监控管理

功能具有比较强的区域性；然后，我们把采集到的野生动物的数据信息及得出的结论加

载到网络平台，进行资源的共享，广泛收集保护建议；最后，通过收集到的信息和建议

反馈给相关部门，以便相关部门可以针对性的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进行适时有效的保

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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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虎，宋延龄，《四川动物》，2012 年，第 31 卷，第 2 期。

[3] 《基于海龟洄游卫星追踪的生物遥测试验研究》 王华接，王东晓，王文质，宋晓

军，刘斌，陈坚峰，古河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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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书

驾校里的万花筒

作者：王爱丽 左莹莹

指导教师：柯福阳

学校：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摘要】本文讲述了北斗卫星在驾校培训及考试中的应用。文章所提到的驾校电子测量

系统将惯性技术、卫星导航技术与传感器技术完美融合，并配有独创的位置推导四轮定

位技术，可以实时的连续提供四个车轮的绝对位置，相对于以往将整个车辆看做是一个

点的系统来说精度和实用性大大提高。另外，该系统结合惯性传感器组成无盲区的测量

设备，使得考试车辆行驶在各种恶劣环境下也能连续、实时的采集到各种测量参数。该

系统特有的报警功能，使用户在考试过程中精神高度集中，提高考试的通过率，提高驾

校的工作效率。同时，在车辆上安装少许测量设备即可实现数据的采集工作，这些设备

集场地自动测绘，地图自动生成等于一体，有配套的数据分析软件与数据显示软件，是

虚拟传感器实现真正的免维护的重要应用之一，也是打造一个高精度、高稳定、高维护

的智能驾校的必经之路！

【关键字】北斗卫星 驾校考试 电子测量系统 微传感器

一、项目背景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生活的需求已不知满足于吃饱穿暖，

人们追求的是更高质量的生活。有一辆自己的汽车成了很多人的梦想和追求。会驾驶汽车，

能取得驾驶执照已成为人们生活的需要，一种基本技能。为此，学习驾驶技术的人越来越多，

学习热潮是有增无减。因此，驾校成了当前的热门，也成了一些人的挣钱的门道，但目前对

驾校的管理不是很规范，驾驶开始系统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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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的驾校没有固定规范的训练场地，学员训练是打游击战，教练认为哪个场地合适

就到哪个场地，有些训练场地狭小，设施简陋，根本保证不了训练的需要，甚至存在安全隐

患，且管理混乱，不容小视。

图 1.驾校现状

2、有些车辆的车况让人担忧，车辆已破旧不堪，车况差，不是常常熄火，方向盘出问

题就是刹车出问题，这样的车况让学员的安全根本得不到保障。

3、学员学习时间不达标，甚至存在“快速上手”、“速成班”等情况，直接导致学员开车

时交通事故不断，成为“马路杀手”。全国交通事故率不断上升，死亡人数居高不下，危害人

民生命安全和国家财产安全。

图 2.近年来车祸死亡人数

其中，2012 年，全国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共受理道路交通事故 43151 起，造成 9601 人死

亡、45860 人受伤，直接财产损失 1.8 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事故起数减少 17026 起，下

降 28.3%；死亡人数增加 424 人，上升 4.6%；受伤人数减少 694 人，下降 1.5%；直接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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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减少 1.3 亿元，下降 40.8%。其中，发生死亡事故 8205 起，占总数的 19.0%；伤人事故

29226 起，占总数的 67.7%；财产损失事故 5720 起，占总数的 13.3%。

这些数据和伤亡的事实都不断警戒我们要踏实学习驾驶技术，对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

安全负责。

二、系统原理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本电子测量系统主要用于驾校科目考试中，主要用于驾校科目考

试中，主要有基准站设备、车载移动设备、传感器、通讯链路设备和测绘系统四大部分组成。

1. 基准站设备

主要包括基站（XW-ETS2100）、GPS 天线、通讯链（如电台）等设备

图 3.设备连接方式

基准站用以长期连续跟踪观测卫星信号，通过通讯链路（如电台）实时传输解算出的差

分修正信息，

实时为各个车载移动站提供高精度的载波相位差分数据。

由于差分信息播发的连续性和可靠性与车载移动站定位精度密切相关，它所提供的差分

修正信息是保

障移动站定位精度的基础。因此，在选择基准站安装位置时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综合考虑：

◆ 场地稳固，年平均下沉和位移小于 3mm

◆ 视野开阔，视场内障碍物的高度不宜超过视野仰角 15°

◆ 远离大功率无线电台发射源（如电视台，电台，微波站等），其距离不得小于 200

米，远离高压输

电线和微波无线电传送通道，其距离不得小于 50 米

◆ 观测标志应远离振动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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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基准点位置可选在稳固地基的场地或楼顶，以楼顶基准站设置为例，基准站固定方

式可采用混凝

土观测墩，钢筋支柱固定等方式

2. 车载移动设备

在实际应用中，车载移动站的GPS天线固定在车辆顶部，将移动主机放置在车辆内

部（如后备箱中），通过数据线和车载平板电脑连接，进行数据传输、查看，并将数据

通过无线通讯方式传输至控制中心，移动设备和电脑通讯方式为RS232接口。该系统结

合了独特的四轮定位推到技术，可实现高精度的定位同时，推导出四个车轮的绝对位置。

相对于以往将整车作为一个位置点来说，能够更好的判定车辆在考试中是否按照要求完

成了相应的项目。通过融合算法，可保证在卫星信号受遮挡或丢失时，由陀螺仪来保持

其速度方向，由里程计来保持位置变化，最终达到连续的位置输出。

※ 标准配置

表 1.标准配置

配置 数量

主机 1台

GPS天线 1个

天线馈线 1条

数据线缆 1根

电源线缆 1根

USB下载线 1根

合格证 1份

※系统应用于科目三中的部分项目评判：

◆ 变更车道时判断车距是否合理，是否连续变更两条以上车道

◆ 通过路口前是否减速慢行，左转时是否在路口中心点左侧转弯

◆ 通过人行横道线、学校区域和公交车站是否按规定减速慢行

◆ 在没有中心隔离设施或者中心线的道路上会车时是否减速靠右行驶

◆ 靠边停车后，车身是否超过道路右侧边缘线或者人行横道边缘，车身距离道路

右侧边缘线或者人行横道边缘是否大于30cm

◆ 掉头地点选择是否恰当

◆ 车辆行驶时是否轧车道中心实线

※系统介绍

该产品独特的四轮推导技术和合格判定程序，不同于传统的单一传感器，只提供某

一个方面的传感数据，还需要二次开发才能使用，而是一个全方位的解决方案，可直接

输出几乎所有科目二考试项目的判定结果，如车轮是否压圆饼，直角转弯是否压线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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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产品还可以准确的输出车辆的方向信息，同时也可接收地面基准站差分数据链，实现

实时载波相位差分定位功能。

一款全方位无盲区的车载移动终端设备。该设备除了可以准确输出科目二考试项目

的判定结果外，还可以准确输出移动载体的位置、航向、姿态等信息。甚至在GPS信号

受到遮挡时，可以由惯性测量单元和里程计继续推导出位置信息，可用于要求连续的科

目二或科目三考试当中。

※ 实际安装示意图

图 4.实际安装示意图

使用高精度定位定向技术可以给出四个轮胎外边缘接地的位置，直接利用轮胎接地

位置可以准确的进行压线判断。

在考试路段电子地图上设置轮胎位置的评判边界线用于考试项目的评判，车辆边缘位置

越界即判为不合格。

※ 相比于单 GPS 方法的测量原理的优势

如下图所示，只在车体上安装一个 GPS 天线，车体的朝向是无法确定的，如果车体朝

向是向前的，那么车没有压线，如果车体偏向一个角度那么右前轮已经压线。本方案提供的

定位定向技术直接提供四个车轮位置，无论车体朝向如何均可以准确判断压线与否。

图 5.直接给出四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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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传感器

在考生的胸前吊牌上植入微型传感器，该传感器用来唯一识别考生的身份，当考生进入

考试车辆中时，车上的传感器接收吊牌中传感器发出的信号，通过电台发送到室内控制装置，

开始核对该名考生的信息和记录考试成绩。该系统在车钥匙上也植入微型传感器，一旦钥匙

插入车内表示考试开始，即开始记录考试成绩。

另外，车内的传感器还具有报警功能。当在项目三考试时：

◆ 变更车道时判断车距是否合理，是否连续变更两条以上车道

◆ 通过路口前是否减速慢行，左转时是否在路口中心点左侧转弯

◆ 通过人行横道线、学校区域和公交车站是否按规定减速慢行

◆ 在没有中心隔离设施或者中心线的道路上会车时是否减速靠右行驶

◆ 靠边停车后，车身是否超过道路右侧边缘线或者人行横道边缘，车身距离道路右侧

边缘线或者人行横道边缘是否大于 30cm

◆ 掉头地点选择是否恰当

◆ 车辆行驶时是否轧车道中心实线

在系统中，对这些项目都有明确的界定，当考生在考试过程中偏离了完成项目的合格标

准，车内的传感器就会开始报警，这时，不但能使考生提高警惕，集中注意力的完成考试科

目，而且在报警的同时，考生的考试情况也时时的通过读取四轮的绝对位置经北斗卫星传送

到室内控制装置。充分的提高了考试效率！

除此以外，使用该系统可以达到考生一人驾车完成考试，充分的减少了驾校在考试过程

中投入的人力和物力，但在减少投入的同时也可能造成一些弊端，有可能在考生考试的过程

中出现一些突发事件，而车上的传感器完美的解决了这一问题，当发生意外，室内控制中心

可以通过北斗卫星查出驾校车辆的所在位置，并在地图上找到最近的、最快速的解决方案。

该系统也可以避免驾校车辆被盗的现象，一旦车辆被盗，管理人员可以通过北斗卫星查

出车辆中传感器的所在位置，并通知警方就能很快的追回被盗车辆。

4. 通讯链路设备

产品支持多种通讯链路，可以根据您的实际需求来选择

（1）数传电台

为基站和车载移动系统实时跟踪解算、提供高速、远距离、抗干扰的无线数据链。电台

结构精致、重量轻、高效省电、操作简单、性能稳定、工作可靠。

（2）移动网络

XW-ETS 系列产品还可支持使用 3G 或者 WIFI 等作为通讯链路的功能。

A. 3G：在有 3G 信号的地方，我们可以通过网络将基站位置信息实时传到车载移动端

进行位置解算，以保证实时准确的提供厘米级的定位误差。

B. WIFI：在小范围内使用 WIFI 局域网或有 WIFI 热点的区域通过互联网实时将基站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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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据传输到车载移动设备，以进行载波相位差分解算。

5. 测绘系统

1、测绘车介绍

测绘车可以记录在测绘中标记的位置点坐标，用于后期制作地图所用的坐标参数。

显示屏：可以显现必要的数据及参数信息。例如，当前 GPS 状态信息，当前坐标点打

点设置信息等。

内部存储器：可以记录打下点的坐标及此点的属性。

按键：进行打点属性的选择及打点控制。

USB 接口：与计算机连接，导出内部记录的打点数据。

在进行场地测绘后数据可以直接进入 CAD 系统，自动确定连线关系，无须手工操作。

6. 项目受益方

本驾校电子交通测量系统主要为各驾校和驾考中心的场地所用，能对驾考中心的考试效

率大大提高，学员的技术水平也得到最真的检验。

该系统还具有以下应用特点：

※高精度、稳定性、维护性的和谐一体

※以高科技综合应用解决驾校考试具体问题

※利用虚拟传感器技术为用户实现缩短项目建设周期，减少维护成本

※ 直观快速的解决可能存在的突发事件

技术特点：

※ 惯性+卫星+传感器=全环境下精确自主测量

※ 以天空中导航卫星技术达到无误差积累的精确测量

※ 以地面上惯性测量技术实现车辆四轮定位稳定测量

※ 以车辆上安装的传感器进行测量误差的自动化修正

※ 在地图上任意指定点/线/区域作为虚拟传感器测量

7.项目实施计划

本驾校车辆测量系统在实施时需要按照它的构成系统，也就是基准站设备、车载移动设

备、通讯链路设备和测绘系统四大部分构成，在执行时还需要驾校和交通监管部门共同的努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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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制作

北斗/惯性组合导航仿真系统设计

作者：丁翠玲 刘亚玲

指导教师：陈帅

学校：南京理工大学

【摘要】北斗/惯性组合导航系统使惯性导航系统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可以优势互补、

取长补短。目前应用最多的卫星导航系统是 GPS 系统,但 GPS 的使用受制于美国政府,

所以不能完全依赖 GPS。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我国自主设计和开发的一种区域性卫星导

航系统,它具有全天候、全时段、误差无积累的特点,目前可以对我国领土及周边地区进

行准确定位,因此北斗/惯性组合导航系统避免了完全依赖 GPS 受制于人的致命弱点,对

我国的国防建设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本文源于某重点国防项目，主要研究北斗/惯性组合导航仿真系统的设计。通过研究

渐消自适应卡尔曼滤波算法设计一种高性能的组合卡尔曼滤波器，并进行北斗接收机、

惯导和计算机三者间仿真平台的搭建，运用 MFC 进行实时监控界面的设计，显示导航

系统的基本测量信息以及不同卡尔曼滤波算法下的仿真曲线，分析讨论渐消自适应卡尔

曼滤波算法的优缺点，以便更好地用于今后的研究。

【关键字】北斗二代、惯性导航、组合导航、卡尔曼滤波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近年来，精确制导武器系统在战争中的突出表现，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海湾战

争期间，战斧导弹划破夜空准确打击伊拉克军事目标的镜头深深的刺痛了中国军人的

心，更震撼了我们的军事科技者。我们看到了我们的落后，看到了高科技战争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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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都在鞭策我们迎头赶上。这些年来，我国卫星导航定位技术的应用和精确制导武器的

研究均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是我国绝大多数的军民应用范畴都是建立在美国 GPS 之

上。由于我国不具有 GPS 系统的掌控权，如果武器装备依赖于 GPS 系统，在平时是不

可靠的，在战时则是危险的。一旦发生战争，美国关闭 GPS 或加大民用码误差，对大

陆而言，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大陆必须未雨绸缪，发展自主的卫星导航定位系统是势在

必行的。

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是中国自主研制开发的区域性有源三维卫星定位与通信系

统，是继美国的 GPS、俄罗斯的 GLONASS 之后第三个比较成熟的卫星导航系统。它的

建成，可促进我国自主卫星导航事业的发展，体现国家综合实力，使我国在卫星导航应

用方面摆脱对国外卫星导航系统的依赖，打破美国 GPS 的垄断，并带动一大批高技术

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随着北斗二代卫星导航系统的组建，可服务范围将不断扩

大，其应用领域必将不断拓展，从而产生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因此研制北斗/惯性组

合导航系统是国内的必然选择。

1.2 研究意义

为满足战争环境的需要，现代制导武器的导航系统既要求有很高的导航定位精度，

又要求可以适应各种不同的战争环境，具有高的可靠性。但是单一导航系统难以满足要

求，把两种或多种导航系统组合起来，应用最优估计理论，形成最优组合导航系统，有

利于充分运用各导航系统的信息进行信息互补和信息合作，使组合后的导航系统在精度

和可靠性都有所提高，因而成为导航定位技术的发展方向。

选择组合导航系统以惯导系统为主，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惯性导航能够提供比较多的

导航参数，还能够提供全姿态信息参数，这是其他导航系统所不能比拟的。此外，它不

受外界干扰，隐蔽性好，这也是其独特的优点。惯导系统定位误差随时间积累的不足可

以由其他导航系统补充。惯性导航系统与 BD-2（北斗二代）卫星定位系统间的组合，

不仅能做到性能上的互补，提高接收机的动态性能和抗干扰能力，而且可以真正做到系

统的单板集成或者芯片级集成，势必成为未来军用导航系统发展的一个主要方向。故研

究北斗/惯性组合导航系统的关键技术对于提高我国的武器系统实用性、可靠性和打击精

度具有重要意义。

2 卡尔曼滤波算法设计

在工程技术问题中，滤波算法直接影响到工程系统性能的好坏，为了解系统中的各

个状态的数值，要对工程对象进行控制，必须得到系统各个状态的量测值，然而含有噪

声的量测信息往往只是部分系统状态或者是部分状态的线性组合。卡尔曼滤波就能很好

的解决上述问题，它能仅将与状态有关的量测值进行处理，估计得到递推线性方差最小

的更多状态的估计值。

2.1 常规卡尔曼滤波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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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曼滤波是基于状态空间方法的一套递推滤波算法，在状态空间方法中，引入了

状态变量的概念。实际应用中，可以通过选取合适的状态变量来体现系统的特征、特点

和状况的变化。卡尔曼滤波的模型包括状态空间模型和观测模型。状态模型是反映状态

变化规律的模型，通过状态方程来描写相邻时刻的状态转移变化规律；观测模型反映了

实际观测量与状态变量之间的关系。Kalman 滤波问题就是联合观测信息及状态转移规

律来得到系统状态的最优估计。

设离散化后的系统状态方程和量测方程分别为

1111 k-kkk,kk WΓΧΦΧ   （4-1）

kkkk VXHZ  （4-2）

式中， kX 为 k时刻的 n维状态向量，也是被估计向量； kZ 为 k时刻的m维量测向

量； 1, kkΦ 为 1k 到 k时刻的系统一步转移矩阵（ nn 阶）； 1kW 为 1k 时刻的系统噪

声（ r维）； 1kΓ 为系统噪声矩阵（ rn 阶），它表征由 1k 到 k时刻的各个系统噪声分

别影响 k时刻各个状态的程度； kH 为 k时刻的量测矩阵（ nm 阶）； kV 为 k时刻的m

维量测噪声。

由于卡尔曼滤波公式的推导比较复杂，所以直接给出常规离散卡尔曼滤波方程如

下：

状态一步预测方程：

1|11,1|
ˆˆ

  kkkkkk XΦX （4-3）

状态估值方程：

)ˆ(ˆˆ
1|1||   kkkkkkkkk XHZKXX （4-4）

滤波增益方程：

1
1|1| )( 
  k

T
kkkk

T
kkkk RHPHHPK （4-5）

一步预测均方误差方程：

T
kkk

T
kkkkkkk ΓQΓΦPΦP 1111,11,1|   （4-6）

估计均方误差方程：

T
kkk

T
kkkkkkkk KRKHKIPHKIP   )()( 1|| （4-7）

或

1|| )(  kkkkkk PHKIP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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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渐消自适应卡尔曼滤波算法

多年来，国内外学者提出了多种滤波算法，而自适应滤波因其具有自适应特性使其

在动态滤波中受到广泛重视。

渐消自适应卡尔曼滤波的基本原理是，当建立的对象模型误差较大时，通过渐消因

子来限制卡尔曼滤波的记忆长度，充分利用现时的观测数据，以避免滤波器受到陈旧不

准确信息的影响。当信息检测系统误差增大时，通过渐消因子适当调节观测信息的权重，

以达到对现时信息的充分利用，从而提高滤波精度，防止滤波发散。

与常规离散卡尔曼滤波方程相比，其中状态一步预测方程、状态估值方程、滤波增

益方程、估计均方误差方程都相同，只有一步预测均方误差方程不同，多了渐消因子。

均方误差一步预测方程：

)( 1111,11,1|
T
kkk

T
kkkkkkkk ΓQΓΦPΦP    （4-9）

其中， k 为渐消因子，可以由(4-10)-(4-12)式计算得到， 为相应置信度因子下对

应的门限值：

T
k

T
kkkkkkk HΦPΦHM 1,11,  （4-10）

)()ˆ)(ˆ( 11|1| k
T
kkk

T
kkkkkkkkk RHQHXHZXHZN    （4-11）

  /)(/)(,1max kkk MtrNtr （4-12）

2.3 卡尔曼滤波算法优点

标准卡尔曼滤波在理论上是非常完美的, 也就是说卡尔曼滤波只有在其数学模型确

定的情况下才是最佳的。在实际应用中, 要精确地建立滤波数学模型是相当困难的, 甚

至是不可能的。在滤波数学模型与实际过程的数学规律不匹配时, 会使滤波精度下降,

严重时会导致滤波发散, 这是实际的状态估计误差趋向无穷大。还有容易出现的问题是

数值发散，产生发散现象主要原因有：系统的数学模型和噪声的统计模型不准确。

而渐消自适应卡尔曼滤波在高机动下的组合导航应用中具有较好的滤波性能，尤其

是在丢星、噪声统计不确切或者由于 IMU 工作条件变化引起的噪声突变等情况下，要

优于常规卡尔曼滤波，对滤波发散和计算发散都有较好的抑制作用, 从而提高了滤波的

处理精度。

3 BD-2/SINS调试结果分析

3.1 BD-2/SINS 组合导航仿真分析

为实现导航系统与火箭弹弹道轨迹生成数据的调试，进一步验证组合导航系统在高

动态下的性能，利用火箭弹弹道轨迹生成数据进行仿真。

采用渐消自适应卡尔曼滤波仿真 120 秒。在纯惯导即无 BD2 辅助、无组合滤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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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条件下，由于火箭弹前 6 秒机动性大（前向比力最大达到 30g 左右），仿真结果火

箭弹位置、速度、姿态误差均较大，导航精度差，无法满足要求，火箭弹轨迹如图 3-1

所示：

图 3-1 火箭弹轨迹曲线

3. 主动段不丢星情况下仿真分析

假设噪声确切不丢星情况下给定卡尔曼滤波器初值 0X 、 0P 、 0Q 、 0R 如下：

00 X ；

           
           
      }3.0,3.0,3.0

,/1,/1,/1,15,0001.0,0001.0

,/2.0,/2.0,/2.0,20,10,10{

222

222222

2222'2'2'
0

mgmgmg

hhhmradrad

smsmsmdiagP




；

 222222
0 )3.0(,)3.0(,)3.0(,)/1(,)/1(,)/1( mgmgmghhhdiagQ ooo ；

 222222
0 )/1.0(,)/1.0(,)/1.0(,)15(,)10(,)10( smsmsmmmmdiagR  。

加入常规 KF 和渐消自适应 KF 后，进行仿真分析，误差结果如图 3-2~图 3-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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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火箭弹位置误差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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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火箭弹速度误差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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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火箭弹姿态误差曲线

由数据可得，加入滤波后，导航精度可以得到很大提高；渐消自适应卡尔曼滤波也

能有效降低了纬度误差；在纯惯导情况下，误差普遍偏大，是不可取的；在有常规 KF

的情况下，纬度、经度、高度误差分别为：3.86m、0.564m、5.238m,东北天三向速度稳

态误差为：0.01m/s、0.123m/s、0.061m/s，姿态误差两者均较小；在渐消自适应 KF 的

情况下，纬度、经度、高度误差分别为：3.11m、0.697m、6.55m,东北天三向速度稳态

误差为：0.08m/s、0.178m/s、0.116m/s，误差也是较小的。所以对于无丢星噪声统计确

切而言，常规卡尔曼滤波效果稍优于渐消自适应卡尔曼滤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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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动段丢星情况下仿真分析

实际情况火箭弹主动段机动性较大，在第 0s 到第 6s时间段内极易出现丢星。并在

主动段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才能重新捕获卫星并进行导航，假设重捕时间为 6s，因此设

计噪声确切情况下系统在 0s 到 12s 内丢星。假设噪声确切丢星 12 秒情况下给定的卡尔

曼滤波器初值 0X 、 0P 、 0Q 、 0R 不变。当噪声确切丢星 12 秒情况下加入常规 KF 和渐

消自适应 KF 后，进行仿真分析，仿真结果如图 3-5~图 3-7 所示：

图 3-5 火箭弹位置误差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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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火箭弹速度误差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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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火箭弹姿态误差曲线

由图 3-5~图 3-7 可以看出，最终纬度稳态误差控制在 10m 内，经度稳态误差控制在

5m 内，高度稳态误差控制在 10m 内，滤波效果较好。并且由数据可得，加入滤波后，

导航精度可以得到很大提高；渐消自适应卡尔曼滤波也能有效降低纬度误差；在纯惯导

情况下，误差普遍偏大，是不可取的；在有常规 KF 的情况下，纬度、经度、高度误差

分别为：8.73m、3.06m、5.43m,东北天三向速度稳态误差为：0.01m/s、0.11m/s、0.03m/s，

姿态误差两者均较小；在渐消自适应 KF 的情况下，纬度、经度、高度误差分别为：8.76m、

3.06m、6.53m,东北天三向速度稳态误差为：0.08m/s、0.18m/s、0.12m/s，误差也是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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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可见在主动段丢星 12s 情况下，虽然丢星期间误差明显增大，但是通过丢星处理和

重补、滤波算法，丢星结束后能很快收敛,进一步说明该渐消自适应卡尔曼滤波在丢星情

况下要优于常规卡尔曼滤波，对滤波发散和计算发散都有较好的抑制作用, 从而提高了

滤波的处理精度。

3.2 半实物测试结果

3.2.1 离线测试结果

（2）离线测试结果

离线测试结果如图 3-8 所示。

图 3-8 离线测试结果

经过离线测试表明，在串口调试助手连续发送大量数据的情况下，本软件也能进行

正确的解析；同时本软件的显示、绘图等其他功能模块亦表现良好，基本符合设计目的。

但是离线测试并不能模拟实际使用过程中的一些特殊情况，软件的健壮性需要通过

实时测试来进一步验证。

3.2.2 实时测试结果

BD-2/GPS 接收机如图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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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BD-2/GPS接收机

IMU 如图 3-10。

图 3-10 IMU

实时测试流程图如图 3-11 所示。

图 3-11 实时测试流程图

在与北斗接收机连接进行实时测试的一个小时中，监测软件数据连续性较好，无突

变或异常值出现，测试结果如图 3-12 所示，监测软件显示的经纬度与实际坐标相符，

表明软件解析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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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 实时测试结果

实时测试表明，软件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依然表现良好，没有发生出错或者崩溃的情

况，进一步说明了本软件的健壮性。

经过离线测试与实时测试证明软件达到了设计目的。

4 结论

本文在 Visual C++ 6.0 平台下研究了 BD-2/SINS 的组合导航技术，进行了大量的组

合导航仿真分析工作。首先进行了组合导航系统建模，并在此基础上介绍并搭建了

BD-2/SINS 组合导航的仿真平台，并进行半实物仿真分析。在仿真分析中，规划了噪声

确切条件下不丢星和丢星 12 秒两种情况，并分别用常规卡尔曼滤波器与渐消自适应卡

尔曼滤波器进行仿真。得出结论如下：

（1）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为我国自主设计和开发的一种区域性卫星导航系统,可以

避免完全依赖 GPS 受制于人的致命弱点,因此研究北斗/惯性组合导航系统对我国的国防

建设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相较于常规卡尔曼滤波，渐消自适应卡尔曼滤波在高机动下的组合导航应用

中具有更好的滤波性能，尤其是在丢星、噪声统计不确切或者由于 IMU 工作条件变化

引起的噪声突变等情况下滤波效果很好，证明了其在 SINS/BD2 组合导航中应用的价值。

该研究为今后的工程应用和研究提供了基础，对提升我国国防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第四届“天衡导航·北斗杯”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335

参考文献

[1] 秦永元，张洪铖等.卡尔曼滤波与组合导航原理[M].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2] 陈哲.捷联惯导系统原理.北京:宁航出版社,1986

[3] 秦永元, 张士邈. 捷联惯导姿态更新的四子样旋转矢量优化算法研究. 中国惯性

技术学报, 2001, 9(4): 1~7

[4] 杨伟光. 捷联惯性导航系统动态误差标定与补偿算法研究. 合肥: 国防科技大学,

2009

[5] 梁松, 徐晓苏, 黄永亮. Sage-Husa 自适应滤波算法在捷联组合导航系统中的应

用. 测量技术学报, 25(4):327-331, 2011

[6] 刘建业，曾庆化，赵伟，熊智等. 导航系统理论与应用. 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出

版社，2010

[7] 范科, 赵伟, 刘建业.自适应滤波算法在SINS/GPS组合导航系统中的应用研究.航

空电子技术, 39(3): 11-15,2008

[8] 杨延亮. 基于 DSP 的 GPS/SINS 组合导航系统研究. 南京: 南京理工大学, 2009

[9] 赵鸿, 赵忠, 龙国庆. 捷联惯性导航系统飞行轨迹数据生成与惯性元件建模. 系

统仿真学报, 2005, 17(5): 1026~1029

[10] 陈帅, 薛晓中, 吴参林, 孙瑞胜. SINS/GPS 组合导航仿真系统研究. 计算机仿

真, 2007, 24(4): 26~30



第四届“天衡导航·北斗杯”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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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机器人的导航方案

作者：王璘

指导教师：叶秀芬 郭 峰

学校：哈尔滨工程大学

【摘要】本文对作战机器人导航系统方案作了研究，提出了利用卫星导航与机器视觉相

结合的导航方案，使卫星导航与机器视觉优势互补，提高作战机器人的导航能力。卫星

导航提供地理方位的精确指引，并在研究人眼对不同距离场景可以通过调节晶状体曲率

实现较高的清晰度的功能后，通过电控变焦镜头的变倍功能模拟人眼，改变了原有机器

视觉不能调节焦距的缺陷，以实现在不同距离都能对目标的细节进行观察及对周围环境

的侦测，提升了作战机器人的侦察与自我保护能力，并且能够为后方指挥中心提供实时

的带地理信息的现场实景，方便决策指挥。

【关键词】作战机器人目标跟踪自动聚焦卫星导航

1项目背景与意义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全球大战已经不可能打响，但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

仍时有发生。加之恐怖主义蔓延，国际形势更加波诡云谲。近年来，机器人控制技术突

飞猛进，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始将目光投向作战机器人的研制。我国作为负责人的大国，

肩负着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的使命。同时，我国周边局势不明朗，与多国存在着领

土争端，构建一个强大的国防体系是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必要保证。在作战体系

中，除了高科技先进武器的应用，单兵作战素质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国防实力的重要指标。

在以人为本和我国特有的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下，一个士兵的伤亡对社会、对家庭都是

难以承受的损失。

人作为自然界中的一员，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都存在诸多局限，而作战机器人则有工

作时间长，稳定性高等人无法企及的优势，大大降低了后勤补给与战后抚恤等一系列投

入。在无人机、无人舰艇陆续投入使用后，自主运动或远程控制的无人作战机器人也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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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在未来战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视觉是人类获取外界信息的主要手段，据统计约占人获取信息量的 70%左右。同理，

作战机器人的视觉信息的获取也是作战机器人能够顺利任务的重要环节。而作战机器人

更具有优势的是，它的“眼”不仅仅是摄像头单纯的视觉信息的采集。而且可以是视觉信

息与卫星导航的融合。本文针对这一点，设计了我国作战机器人的导航方案。

2方案概述

本方案整合了卫星导航系统与基于计算机视觉的图像处理系统，利用变焦距镜头模

拟人体晶状体，能够实现目标的锁定跟踪与远距离侦察。卫星导航系统与基于计算机视

觉的视觉导航系统相结合，具有在大范围内导航与实时周围环境探测的双重优势。作战

机器人可以在任意地点投放，通过卫星导航，机器人自主运动到作战区域，同时通过主

要由摄像机组成的视觉系统实现对周围环境的侦察，跟踪目标与躲避袭击。

本方案的卫星导航部分由我国自主研制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担负，北斗卫星将于

2020 年左右建成，届时将提供覆盖全球的定位服务，加上地面基站的建立，精度可以达

到 1m，完全能够满足作战机器人所需的精度要求。我国自主研发的卫星导航系统，彻

底摆脱了战时敌对国家的停止导航服务带来的系统瘫痪的隐患，有力地确保了军事活动

的顺利进行。作战机器人在卫星导航的帮助下能够准确地到达制定的作战区域，并且通

过无线通讯技术，远程控制中心能够清楚地知道机器人所处的方位，利用机器人所搭载

的摄像系统，还能够实时地传回机器人所处环境地画面，实现后台对战区的局势的分析

和作战部署。

基于计算机视觉的导航系统主要承担着作战机器人具体任务的引导与实现对环境

的采集，分割与识别目标，从而实施跟踪与侦察的任务。基于计算机视觉的导航子系统

主要应用的步骤有：摄像机的标定、图像预处理、图像分割和图像内容的识别与理解。

以上步骤帮助机器人实现目标与其所在环境的采集，目标物的识别，跟踪以及躲避危险。

作战机器人导航系统的整体分工如下图所示。

图 1作战机器人导航分工示意图

作战机器人投送地

作战区域

卫星导航为主，视觉

作为辅助支持 视觉为主，卫

星导航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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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卫星导航系统

卫星导航系统为作战机器人提供精确的地理坐标，在宏观上为机器人的运动方向做

出引导。确保作战机器人在远离作战区域的安全地点释放后能够自主运动至任务区域。

并且在执行任务时，能够配合机器视觉导航系统，实时地传回所在位置地理坐标，辅助

完成侦察、跟踪活动。

我国作战机器人的卫星导航系统将采用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继美国全球定位系统（GPS）和俄罗斯 GLONASS 之后，由我

国自行研制的成熟的全球卫星定位与通信系统。系统由空间端、地面端和用户端组成，

可在全球范围内全天候、全天时为各类用户提供高精度、高可靠定位、导航、授时服务。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完成之后，在地面站的辅助下，能够达到 10m，甚至 1m 的定位

精度。精确的定位，能够保证作战机器人顺利到达指定的作战区域。执行任务前，作战

区域地理坐标通过通讯系统输入作战机器人，作战机器人通过携带的卫星导航系统获知

当前自身的地理坐标，与任务坐标比较后，得出运动方向。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精确的授时服务，能够保证作战机器人与作战机器人之间，作战

机器人与后方控制中心之间的时钟同步，使得战斗及其他特种任务得以协调，避免出现

暴露目标和单独出击的战术失误。

同时，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独特的中心节点式定位处理和指挥型用户机设计，可同时

解决“我在哪？”和“你在哪？”的问题，很好地解决了作战机器人之间的方位判别难题，

机器人不仅可以通过彼此之间的通讯系统判别对方方位，还可以通过导航系统明确相互

之间的位置，避免了在敌方通讯监听的环境下的暴露。

此外，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还具有独特的短报文功能，能实现作战机器人因故障或战

斗损失无法正常运行后，通过卫星导航系统模块向指挥中心发送减员通知，为战后追踪

提供了可能与便利。

图 2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示意图（图取自百度百科）

卫星导航系统能够为作战机器人提供运行路线的指引，辅助机器视觉功能，使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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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图像内容具有地理位置信息，是侦察的重要环节。同时，实时的定位，还能够为后方

控制中心根据需要及时作出战术上的更新以及机器人移动的路径优化。

4机器视觉导航系统

基于计算机视觉的导航系统能够实现的主要功能有：作战机器人所在环境的图像采

集，移动过程中的避障，目标的识别、目标的跟踪、目标尺寸的测量、目标运动状态的

分析和目标运动轨迹的预测等。

本方案将电控镜头的自动聚焦技术与目标跟踪相结合，模仿人眼调节的原理控制电

控镜头伸缩，能够解决常见的监控跟踪系统中无法在目标锁定后，放大观察目标细节信

息的弊端，以实现近距离跟踪与远距离侦查的功能。使作战机器人具备了即使距离目标

较远，也能够清晰地观察到目标的细节，实现侦察任务，同时利于保护了自己。利用镜

头的标定技术，可以测量和跟踪目标的运动情况及尺寸信息，从而做出运动估计。

机器视觉导航系统流程图，如图 3 所示：

图 3机器视觉导航系统流程图

4.1摄像机变焦与聚焦

人眼通过睫状肌改变晶状体曲率来调节人眼的观察距离，摄像机变焦能够调节镜头

的放大倍数，模仿人眼功能，使目标物体在图像上成适当大小的像。当作战机器人跟踪

的目标在图像上过小，显示细节信息不明显而无法满足侦察需要时，可以通过焦距拉大

而使目标在摄像机屏上的尺寸增大。当目标在屏上的尺寸过大，例如观察大目标时，或

者目标运动出作战机器人视野的时候，通过调整摄像机焦距减小，使得机器人视野范围

增大，由此，目标可以在屏上呈合适的尺寸或者使作战机器人重新发现目标。

摄像机的聚焦是指调节摄像机镜头与成像屏之间的距离，使得镜头所呈的像能够清

摄像机变焦与聚焦

摄像机标定

图像预处理

目标识别与分割

目标的运动状态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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晰地会聚在屏上，得到清晰的像。摄像机成像是否清晰，可以由清晰度评价函数来考量。

清晰度评价函数有多种，基于空间域的判断方法主要是判断边缘是否锐利，基于频

域的多为判断高频分量占的比重，此外还有基于图像熵和小波的评价方法。在空域内的

评价函数具有算法简单，计算量小，速度快的优势，实时性较好，其他方法也各有优势，

例如鲁棒性和准确度上或有提高。

本方案拟根据作战机器人的任务环境，选取不同的评价函数以及不同的评价函数的

组合使用，来满足针对不同环境的清晰度评价要求。

4.2相机的标定

相机的标定是视觉测量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作战机器人要想实现目标尺寸信息

的计算，就必须先完成所携带的摄像机的标定。

摄像机的标定是建立了摄像机坐标系与大地坐标系的联系的过程。它通过相机内外

参数的求取，能够校正因镜头安装或者本身缺陷所引起的图像畸变，是后续图像处理步

骤的基础。

因为作战机器人使用的是变焦镜头，每次镜头焦距变动后相机的参数都会改变，因

此，在每次测量前都必须先求取当前状态下的镜头参数。如何实现快速稳定的相机自标

定一直都是研究的热点与难点。常见的方法通常要求采集多幅景物像,建立相机内参数和

绝对圆锥曲线的关系，进行非线性求解而得到所有的相机内参数,由于算法复杂，耗时长，

难以保证较好的实时性。

为此，本文设计采用带码盘直流电机作为电控镜头的控制电机，取代常见的直流伺

服电机或步进电机，因为其后置了码盘，使得电机的转动的准确位置可以获得，因而对

应的镜头状态也可以得到。由此，将变焦与聚焦电机位置离散化，变焦电机和聚焦电机

不同的反馈值互相搭配，用光学测定方法或者计算机视觉静态标定方法，可以制成的所

有电机状态下的相机参数表。

使用时根据电机反馈的数据查表，即可获得相机的参数。此种策略应用查表避免了

现场的复杂计算，实时性得到较大提高，并且还具有获得的参数准确的优点。

4.3图像的预处理

图像的预处理通过几何变换、对像素点的操作实现图像的增强、复原等，提供给后

续步骤适合可靠的图片资源。

首先，对作战机器人获得的原始图片做几何变换，通过前步求得的摄像机的参数矩

阵，应用几何变换消除获取的由镜头缺陷引起的实时场景的畸变，为精确测量做准备。

然后，根据所获取的场景图片进行滤波，以消除原始图像中的噪声。例如，在昏暗

条件下，光照不足引起的斑点，自身设备或环境干扰导致的噪声，都需要通过滤波手段

加以克服或者控制。滤波的方式也多种多样，具体的方法需要根据作战机器人的实际情

况进行选择。针对特定的噪声采用特定的滤波手段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图像预处理的方法还有很多，例如：阈值化、缩放旋转、灰度变换，彩色空间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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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等等。作战机器人可以根据作战任务的需要，选取合适的方法搭配，实现图像的优化，

为目标的提取提供便利。

4.4目标识别与分割

目标的识别与分割即在获得的图像中寻找和发现目标，图像的预处理工作的目的也

是为了更容易和准确地确认目标。

目标分割即找到目标与目标所在的图像背景的差异，利用差异编写算法区分目标与

背景，从而达到识别与分割的目的。目标的分割方法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有上千种之多。

从最简单的阈值分割到区域分割、边缘分割，再到聚类、模糊集、小波、神经网络，众

多的分割方法都无法实现对任意目标的分割，即算法不具有通用性，这也是作战机器人

研发过程中的一个难点。作战机器人执行任务前，需要根据任务的不同设定针对特定任

务的分割算法。

虽然如此，但在基础功能方面，例如识别壕沟、火焰、坦克、装甲车等常见物品时

是可以通过建立知识库的方式进行预先学习的。如此，作战机器人能够初步实现危险情

况的判别，实现自我保护。

4.5目标运动状态的计算

在以分割出的目标上标记特征点，由于图像的采集速率是一定的，且摄像机已如

4.2 所述的方式进行了标定，特征点运动的实际距离可以由图像上运动的距离通过摄像

机参数换算求出。再除以图像的获取速率既可以得到物体的运动速度。加速度等运动参

数亦可以利用类似方式获得。

作战机器人要完成侦察和跟踪的任务就需要对目标的运动轨迹做出预测，从而避免

因为目标运动出视野，而反复变焦引起的时间开销。目前使用得较多的方法有卡尔曼滤

波和粒子滤波等。

本文采用卡尔曼滤波的方法对目标进行跟踪。卡尔曼滤波通过对目标运动状态进行

线性最小方法估计，避免了直接对场景内所有的内容进行匹配计算，排除了大量的冗余

信息，提高了跟踪速度，保障了作战机器人的跟踪成功率。

计算出跟踪目标的运动轨迹后，还可以结合测量的目标尺寸与距离，推算出目标相

对于作战机器人的坐标，再结合卫星导航系统，即可得到目标的地理位置，供后方指挥

中心分析和其他作战机器人协同作战之用。

5结束语

本文就作战机器人导航系统部分做了简要的分析与探讨，提出了将卫星导航与机器

视觉相结合作为作战机器人“眼睛”的方案。结合卫星导航与机器视觉的优势，使得作战

机器人既具有宏观上的方向指引又具有周围环境的感知能力。作为侦察和跟踪手段，能

够有效地躲避危险，实时地与远程指挥中心通讯，使之获得目标现场的图像信息与地理

坐标信息。同时，由电控镜头组成的视觉系统能够使得机器人在远距离与近距离都能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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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目标，根据任务需求，选择合适的距离跟踪目标，能够较好地侦察敌情并保护自己。

作战机器人作为无人自主或半自主作战工具，克服了人类的生理限制，随着计算机

技术与机械制造水平的提高，必将得到广泛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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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天衡导航·北斗杯”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创新运用方案

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列车安全系统设计

作者：周梦 张鹏 杨震

指导教师：闻新

学校：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摘要】 我国铁路运输现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列车的高速行驶对列车的定位信息和列

车的安全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一代的列车而且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已具备覆盖亚太大部分地区的服务能力等诸多方面的情况下，本文提出了基于北斗卫星

导航系统的列车安全系统的设计，该系统可实现列车的精确定位测速、铁路管理部门对

列车宏观调控、列车危险预告、危险紧急处理方案生成等功能。文中分别叙述了系统设

计工作原理及思想。并对其系统主要部分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关键字】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安全系统 组合定位技术 数据融合技术

1研究背景及意义

随着我国铁路交通的高速发展，列车自 97 年开始多次提速，这给原有的安全监控

系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恐怖的列车安全事故频繁发生，2008 年 4 月 28 日山东省淄博

市两辆旅客列车相撞事故，造成共 72 人死亡，416 人受伤。2009 年 K9017 次和 K9063

次列车在发生侧面冲撞事故。3 人死亡，60 余人受伤。2011 年 D301 次列车 D3115 次列

车发生动车组列车追尾事故。惨剧共造成 40 人死亡、172 人受伤，直接造成经济损失

19371.65 万元。惨痛的经历无时不刻不警醒着我们，列车安全监控系统的改进完善亟不

可待。

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于 2012 年 12 月 27 日起正式为太大部分地区提

供卫星导航服务，该导航系统具有快速导航定位、短报文通信、精密授时三大主要功能。

其中快速导航定位、短报文通信功能在列车安全监控、宏观调控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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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用。

2设计方案

2.1总体设计方案

图 1 是系统总设计方案，系统总共分为三个组成部分：车载设备终端、通信设备系

统、地面监控中心。车载设备接收北斗卫星信号，算出列车实时精确位置、运行速度，

然后结合列车其他定位、测速传感器所得到的信息，将全部信息打包，利用北斗短报文

通信功能传送到地面监控中心服务器，或者将打包信息通过无线电信号传送到基站，再

由基站传送到地面监控中心服务器，监控中心服务器中的中心处理计算机将信息解调和

处理送至调度监控中心，以便管理人员宏观调控，最后再利用卫星和无线电将该车安全

监控信息送回列车。

图 1系统总设计图

2.2车载设备设计方案

如图 2 所示分别在车头车尾装一个北斗接收机，这样有助于对多套北斗接收机定位

结果及性能进行融合,实现定位数据进行互检校,而且可同时对列车首尾跟踪定位,定位与

检校的同时实现列车完整性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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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卫星接收设备

北斗卫星接收设备

图 2北斗卫星接收设备

图3是车载设备设计方案组成框图，当车载设备接收到北斗定位信息后，通过接口

传送到车载嵌入式微机系统中，再通过北斗导航卫星或无线通信系统传到安全监控中心

处理计算机，中心处理计算机处理后再次通过北斗导航卫星或无线电技术将该列车的实

时信息和安全监测信息传入机载设备的嵌入式微机系统，微机系统利用电子地图匹配技

术，将列车的实时信息在车载显示器上显示。列车司机结合显示器上的列车信息和监控

中心传来的安全监测信息对列车做出正确调整，确保列车的通行安全。

图 3车载设备设计方案组成框图

2.3监控中心设计方案

图 4 是监控中心模块框图，监控中心以主控计算机为中心，主控计算机处理列车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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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设备发来的定位测速信息，并将处理后的信息反馈给调度中心。监控中心还应包括通

信服务器、数据存储器、GIS 地图模块、调控中心。其中通信服务器不仅包括接收卫星

信号和无线电信号外还应该具有发射卫星信号和无线电信号的功能。

监控中心完成的主要功能是：

1．接收列车车载设备发射来的定位测速信息。

2．因为接收到的定位测速信息是北斗和其他传感器共同传来的复合信息，所以必须利

用数据融合技术对多方面的数据进行处理，得到一个更为准确的信息。并将该信息

通过 GIS 电子地图匹配后在大型电子显示墙上显示，实现对列车的跟踪。

3．调度员对处理后的信息进行评估判断得到一个安全监测信息，再将安全监测信息再

次通过北斗卫星和无线电传给列车车载设备。

通信服务器

主控计算机

无线交换中心（MSC） GIS 地图 显

示

调控中心

数据存储器

图 4监控中心模块框图

3 工作原理

每辆列车的行驶路线、行驶时刻表变、停靠站是基本固定不变的，这些数据将存于

监控中心数据存储器中和车载设备 GIS 显示器中，对列车行驶有一个导航且安全的作

用。

列车在行驶途中，车载设备定时通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和其他传感器（例如 多普

勒雷达、陀螺仪、速度传感器等）获得定位测速信息，车载设备中的微型处理器利用数

据融合技术得到一个更加准确的定位测速信息，并利用电子地图匹配算法校正后在车载

显示器中显示。以达到安全行驶的导航作用。

车载设备将列车的实时定位测速信息利用北斗导航卫星或无线电技术传送给监控

中心，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所具有通信功能，但是由于我国铁路沿线路况当列车遇到隧道、

山区、森林、建筑群等障碍时，北斗卫星信号会消失或减弱，这时我们可以通过无线电

技术（例如 GPS-R 技术和 TETRA 技术）进行数据传输，这样保证了数据传送的稳定性。

信息到达监控中心后，监控中心的主控计算机对数据进行处理，并结合其他列车传

来的定位测速信息采用 GIS 电子地图匹配后判断列车是否运行正常，得到安全监测信

息，再次利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或无线电技术传送回列车车载设备。

列车司机采取相应措施，保证列车运行安全。监控中心也能对列车进行全程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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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列车在运行途中发现紧急情况，也可主动向监控中心报警，监控中心根据实时

情况发回相应的应急及调度措施。发挥监控中心的宏观调控作用。

4 主要技术设计

4.1 组合导航/数据融合技术

图5为数据融合技术框图,目前的列车测速定位技术主要有以下几种: 查询/应答器、

机车轮轴转速测定法(利用速度传感器)、多普勒雷达测速法、卫星测速定位法、惯性导

航系统等。这些技术在不同地区的应用情况也是不同的, 如查询/应答器在欧洲、北美和

亚洲的应用比例都是最大的, 卫星和惯性导航系统的测速定位方法主要在北美应用, 国

内主要是利用速度传感器来测速。但是, 单一的测速定位技术存在各自的不足, 而采用

多传感器融合的测速定位方式可以利用不同传感器的优势, 取长补短, 为系统提供更可

靠、更精确的信息。所以对于来自多个传感器或多源信息进行数据融合处理极为重要。

如果按照严格的定义则是：利用计算机技术对按时序获取的若干传感器的观测信息在一

定准则下加以自动分析、综合以完成需要的决策和估计任务而进行的信息处理过程。图

5 是本系统设计的数据处理过程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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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数据融合技术框图

4.2 GIS地图匹配技术

虽然利用组合定位使定位更加可靠、准确，但此结果仍具有误差、具有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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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修正数据，我们采用 GIS 地图匹配技术来对数据进行修正处理。地图匹配的

基本思想是将车辆定位轨迹与数字地图中的道路网信息联系起来,并由此确定移动目标

相对于地图的位置。地图匹配技术一方面可以满足导航功能的需要,另一方面还可以利用

较高精度的道路信息来修正定位系统的误差,从而使系统性能得到改善。

5 总结

本论文简单提出了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列车安全系统的设计方案，使用了以北

斗卫星定位为主的组合定位方案，然后采用 GIS 地图匹配算法对定位信息进行进一步修

正，提高了列车定位的精确度。系统的数据传输采用北斗特有的通信功能和无线电技术

相结合，避免了一方通信故障导致系统瘫痪的情况，进一步提高了数据传送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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