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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导航的疫情环境下的无接触社区杀毒机器人 

 
作  者：柳明远、梁子杰、赵志贤、胡滨 
指导教师：陈洋卓、姚湘 
学  校：湘潭大学 
 

 
【摘要】自 2020 年 1月新型冠状病毒爆发以来，中国面临着新冠病毒带来的巨

大挑战。其中，社区环境消毒是对抗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的关键之一。然而传统

的人工消毒方法具有很多缺陷，在产生巨大的工作量的同时还不能够保证全方位

的消毒，这对于重大疫情的防控很是不利。如今，作为一种低成本的实验平台，

机器人在各个领域都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本文将介绍一种以北斗导航技术为支

撑，以机器视觉进行环境识别的无接触社区杀毒机器人。该机器人通过北斗导航

实现路径优化以及自动巡航功能，并且利用摄像头和超声波精确识别需消毒区

域，通过机械臂来对目标区域进行精准消毒，在实现无人接触社区消毒的同时，

满足了重大灾情下对于病毒防控的高指标要求。 
【关键词】北斗导航，机器人，消毒，环境识别 
【Abstract】Since the outbreak of the new coronavirus in January 2020, China has 
faced a huge challenge from the new coronavirus.Community disinfection is one of the 
keys to fighting this sudden outbreak.However, the traditional manual disinfection 
method has many defects, which cannot guarantee the comprehensive disinfection 
while producing a huge workload, which is very unfavorable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major epidemic diseases.Today, as a low-cost experimental platform, robots 
have great potential in all fields.This paper introduces a non-contact community 
antivirus robot supported by beidou navigation technology and based on machine 
vision.The robot realizes the path optimization and automatic cruise function through 
beidou navigation, and USES cameras and ultrasound to accurately identify the area  
to be sterilized. The robot USES a robotic arm to precisely sterilize the target area, 
which not only realizes the disinfection of unmanned contact communities, but also 
meets the high index requirements for viru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under major 
disasters. 
【Key words】Beidou navigation, Robot, Disinfection, Environmental, identification 

 
 

前言：社会背景 

2019 年 12 月左右，新型冠状病毒在武汉爆发，并在 20 年 1 月底席卷全

国，全国各地都出现了确证病例。为了控制疫情，工厂停产，工人停工，中国的

经济因新冠病毒受到巨大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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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0-1 全国新冠病毒感染地域分布和感染人数 

疫情期间，中国的医护人员不畏死亡，逆流而行，顶着巨大的压力奋战在防

疫工作的第一线，与病毒面对面战斗。在防疫物资缺乏，医护工作者工作时间超

长的情况下，如果能分担其一部分工作，那将大大缓解医护人员的压力。在与新

冠病毒的对抗过程中，武汉封城，社区封路，人们居留在家中，保持隔离，有效

地阻断了病毒传播。但随着新冠病毒疫情的控制与缓解，人们终将走出家门，投

入到经济建设之中。然而，随着企业的返工和生产，人流量的增加，人与人之间

不可避免的接触，如何保证工作和生活环境的安全，以及如何进一步加强疫情的

防控已成为各行各业的新问题。 
对疫区环境进行消毒是医护工作者重要工作之一，每天都需要重复，每天都

有极大的工作量；并且医护工作者在消毒过程中，也存在着被病毒感染、被消毒

液腐蚀的风险。对普通人工作、生活环境进行消毒无疑是保证生活环境安全极有

效的方法之一，但工作生活环境又存在着面积大、死角多的难点，给消毒工作带

来很多麻烦。 

     
图0-2 医院内人工消毒           图0-3 社区内人工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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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作为切断传播途径的一种措施，在预防和控制新的冠状肺炎的流行中起

着重要作用。传统的手动消毒方法有很多缺点：首先，它带来了巨大的工作量并

消耗了大量的劳动力。其次，手动消毒常有死角，无法实现全面消毒。此外，手

动消毒不能实现 100％的精确浓度控制，这会带来消毒液不必要的浪费，同时也

容易对环境造成污染。最后，在流行期间进行手动消毒很难充分保证安全性，而

且感染的可能性很高。新型冠性肺炎的防治工作已进入关键阶段。要打好流行病

防治战，如何实现科学的消毒，精确的消毒，以及减少甚至避免因过度消毒而造

成的环境污染和人类健康问题，已成为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和挑战。 
自疫情爆发以来，新技术在公共医疗中的应用空间得到很大的提升。针对上

述所提及的传统人工消毒的缺陷，许多专家学者开始改革创新，许多新技术在这

一方面开始应用。如何在医务人员的手中接手消毒工作，同时最大程度地减少人

的感染风险，实现对消毒过程和消毒结果的准确控制，已经成为人们思考的重要

课题，消毒机器人将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关键的研究发展方向。 

1.创新方案 

（1）用多种定位方式控制机器人的履带以及机械臂等运动设备 
定位是机器人完成自主运动的关键也是难点之一。本项目采用以北斗导航为

主要定位方式，加之信标定位、航迹推算定位等机器人常用的定位方法构成的多

方面，高精度的综合定位系统。 
其中利用北斗定位模块获得机器人的经纬度位置。考虑到卫星定位会受到信

号不稳定，建筑物遮挡信号，定位精度不够高等因素的影响，通过航迹推算定位

作为辅助的相对定位方法，通过陀螺仪测量转向的角加速度，对时间积分获得机

器人此时的行进方向；通过编码器测量电机的转速并推断出履带的运动速度，对

时间积分可以获得机器人的运动路程。通过两种定位方式综合定位机器人此时的

位置和姿态，从而判断如何控制履带的运动。 
本项目将 AprilTag 作为信号标志，贴放到应该消毒的地点。通过 Python 调

用 OpenMV 摄像头识别功能，当机器人到达需消毒的环境附近，通过识别 
AprilTag 可以获得机器人相对于消毒地点的精准位置，包括 x，y，z 三个

方向上的距离，以及与目标之间在三个方向上的角度。如果距离在一定范围内，

下达机械臂进行消毒喷洒的指令。 
（2）通过机器识别方式控制机器人的履带以及机械臂等运动设备 
即便实现了精准定位，在机器人自主路径巡航和寻找消毒地点的过程中，容

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干扰，包括地形不同，道路中出现人或车等障碍。此时通过机

器视觉识别和传感器识别，对环境进行综合识别。 
通过安装在舵机上的超声波传感器进行动态的避障识别，通过舵机的旋转增

加超声波传感器的探测范围，可以实现有效的障碍识别，再通过控制履带进行转

向避让。 
使用总钻风摄像头 OV7725 采集周围环境图像，使用机器视觉识别算法，

将图像进行逆透视变换后，并且经过高斯滤波，canny 算子提取边缘等图像处理

方法，可以识别前方的路况情况。 
（3）由履带和机械臂组成的机器人的机械结构 
采用机械臂喷洒消毒，可使消毒范围更大，控制更灵活。通过机械臂的伸展， 
可以轻易的喷洒到比如花坛或者距离道路比较远，机器人难以到达的地方。

并且可以更加方便的靠近消毒目标，防止误喷洒，同时加强消毒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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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机械臂 

 
图1-2 机械臂的运动仿真图像 

（4）通过识别不同的 AprilTag，判断此地的消毒喷洒用量 
采用 openmv 的图像识别功能，识别出 AprilTag 中关于消毒地区的信息，

将数据信息传送到主控板进行分析。通过控制机械臂的运动来实现对该地的消毒

喷洒用量。 
（5）总结 
综上所述，得到了消毒机器人的基本运作流程，如下图 1-3 所示。其中联系

1表示通过识别信标定位杀毒位置，控制机械臂消毒；联系2表示这两种定位方法

都可以获取机器人的位置和姿态，从而控制履带移动；联系3表示通过环境识别，

此时可以控制轨道以精确调整机器人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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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消毒机器人基本运作流程 

2.功能概述 

消毒机器人在接收到消毒任务后，通过导航定位分析出最优路线，并找到大

致地点，途中对路况进行分析，遇到障碍自动避让，到达指定地点对留下的信标

进行识别，进行准确环境定位，摄像头采集到的信息可实时上传到相关人员的显

示终端，相关人员对地形是否具有操作困难，以及对当地区人流量等数据进行综

合分析选择消毒模式，并判断是否采取进一步行动。 

表1 消毒机器人功能表 

功  能 内    容 

openmv识别信标 通过对信标AprilTag的识别，可以更准确地对消毒环境进 
行定位 

超声波避障 通过超声波回声定位，判断障碍大概位置 

摄像头判断路况 通过对采集到的灰度图进行逆透视，深度处理等图像处

理进行路况分析 

GPS定位 机器人的位置、路线以及消毒位置都可以通过北斗系统

确定或规划 

实时信息传送和处理 摄像头可以将拍到的情况实时传送到电脑终端供医护人

员观察分析，是否采取进一步行动。 
 



第十一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7 

3.作品解析（技术参数） 

3.1作品视图及细节图 

 
图3-1 消毒机器人原型机3D效果图 

 
图3-2 机械臂及喷头细节效果图 

 
图3-3 消毒机器人底部履带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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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介绍消毒机器人所搭载的模块，并附功能卡。 

 
图3-4 核心控制电路 

 
图3-5 北斗定位模块 

     
图3-6 无线数传模块 

无线数传模块 
芯片：
NRF20L01 
数量：1 
功能：实时传输机器人运

动数据至上位机，传输定

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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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OpenMV 摄像头模块 

     
图3-8 总转风摄像头模块 

3.2技术参数 

表2 技术参数表 

遥控距离 空旷环境下1100m 

北斗定位精度 2.5CEP 

超声波有效距离 2cm～450cm 

超声波精度 2mm 

摄像头帧率 0～498 

摄像头最大像素 752*480 
 

3.3机载北斗导航专题技术报告 

无接触社区杀毒机器人上采用的是 ALIENTEK 生产的一款高性能北斗导

航模块，ATK1218-BD。该模块尺寸小，性能出色。模块内置的闪存可用于保存

各种参数设置，使用方便；模块出厂时配备 IPX 接口，方便各式有源天线的连

OpenMV 摄像头模

块型号：
OpenMV4H7 
数量：1 
功能：采集环境图像，扫描

识别标志信息，控制舵机进

行标志追踪 

总钻风摄像头模块

型号：MT9V034 
数量：1 
功能：采集环境图像与路

况信息并进行硬件二

值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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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模块自带可充电后备电池，在断电后可维持半小时的数据保存，保证了在意

外断电情况下，无接触社区杀毒机器人能向控制人员发送星历数据。经过测试，

该导航模块的定位精度在 2m 左右，完全可以满足机器人在社区中运动的定位

要求。 
北斗导航模块对机器人自主巡航的控制逻辑：通过北斗定位获得机器人运动

过程中实时的经纬度坐标，与已知设定好的目标点坐标比对，计算出下一步运动

应走的方向和粗略的路程。并且当实时坐标与规划路径产生偏差时，能够及时纠

正路径偏差，实现机器人按照规定路线自主巡航至消毒目标进行消毒。 

 
图3-9 车载北斗模块实时卫星定位电脑端配置 

3.4北斗定位手持终端 

机器人的位置信息可随时通过车载输传模块传回到手持终端或者电脑终端

上，与手持终端或电脑终端进行通信。具体通信内容：当前运行状态、当前经纬

坐标、与终端间距离、当前扫描到的北斗卫星数量、运行控制指令等。 
图 3-11 为手持终端屏幕显示数据图，屏上显示为当前经纬坐标，与手持终

端间距离，运行速度，扫描到的卫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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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0 手持终端屏幕显示数据图 

4.应用前景 

在医疗消毒方面，机器人有着非常广阔的前景，并且在未来消毒机器人会随

着深度学习、运动控制、大数据技术，北斗导航等先进技术的应用，在功能和应

用场景上将会进一步的提升和完善。快速部署和多方法复合消毒；根据不同区域

实现定点分类消毒；优化消毒方式和移动路径，减少消毒产品的浪费；丰富消毒

产品种类，实现药品的智能配比和运输，实时监控产品流量，提高消毒效果；具

有人体检测功能，防止人身伤害；优化的视觉检测算法，可以准确检测医务人员，

患者等的轮廓，实现快速定位和杀伤；实现消毒清洁一体化操作，集成消毒、清

扫、烘干多种方式，按需定制操作模式；实现环境样品回收，收集消毒区样品，

协助检测人员快速判断消毒结果；提高产品自身防护等级，可进入高辐射、高温、

高病菌场所开展作业；扩展产品着陆场景，并通过更换备件，在农田，果园和种

田等生产场所实现药物和水体的喷涂。 
同时由于智能机器人具有自主避障、环境识别、自主消毒等功能，并且可以

不断优化，一定程度上可以很好地解放医疗人员的劳动力，辅助减轻工作强度。

特别是在发生重大医疗事故时，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小人员感染，伤亡。 
现阶段一些大型医院会配备专门的医疗机器人，但仅限于病房杀菌杀毒。加

入北斗导航的应用，可将室外消毒机器人设计为为巡查并配合上报地区卫生情况

与消毒为一体的综合机器人。在出现地区卫生紧急状况后，可以第一时间将情况

传递给当地的医疗机构，并制定优化路线，提醒群众采取必要卫生措施。在未来

这些功能将一定程度上改善卫生急救行动，为治疗行动争取更多的时间，并为隔

离行动提供更多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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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技术报告： 

 
图4-1 消毒机器人总体功能图 

5.1路径优化与自动巡航 

5.1.1软件设计 
（1）实时定位 
能实时得到消毒机器人的精确位置坐标是本项目功能实现的关键之一。精确

定位也是机器人完成导航任务的关键。例如，需要实现以下消毒机器人的实时监

控和自主巡航功能，包括一些识别病毒环境的功能。 
本项目采用组合导航的定位方法，也就是将相对定位和绝对定位两种方法相

结合。相对定位就是航迹推断定位，是一种使用最广泛的定为手段。使用编码器

测出轮子转速，积分后获得位移；通过陀螺仪测出车体转向的角加速度，积分后

可以获得与航向与角速度的变化。 
一般将移动机器人在地球表面的运动近似为在地平面上的二维运动，建立了

以经度方向为 X，纬度方向为 Y 的地理坐标系。航位推算移动机器人的工作原

理是在机器人的起始位置加入位移矢量，随时获取机器人的位置和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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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航迹推算原理图 

如上图，设初始位置坐标为（x0，y0）有： 

 
Si 为移动机器人的距离，由编码器积分可得，而夹角可以由陀螺仪积分得

出。 
同时北斗定位的绝对定位方法，利用北斗导航模块 ATK-S1216F8-BD，可以

方便的获得机器人此时的经度纬度坐标，并将其显示在 LCD 屏上。 
代码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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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实时定位的部分代码 

（2）位置坐标与电子地图结合 
在地图显示机器人的位置：根据机器人通过北斗定位获得的经度纬度，与电

子地图上的点一一映射。如下图可知，比较容易的可以获得地图上点的坐标，且

具有较高的精度。只需要根据北斗坐标，将车的位置作为点描绘到电子地图上，

便可以在地图上显示车的位置，方便操作人员监视和检查。 
在地图上规划路径使车自动巡航：原理和上一条基本一致，只是操作过程相

反，只需要操作员在终端地图上规划好一条消毒路线即可。通过操作员在地图上

规划的机器人巡航消毒路线，获得地图路线上的坐标点的经纬度坐标，这些点的

取法并不是连续的，只需要取离散的几个坐标点，便可以代表路径的方向。坐标

点被传递给机器人，机器人通过北斗定位获得自己的坐标，实时进行校正，然后

移动到下一个坐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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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位置坐标和电子地图结合示意图 

5.2杀毒环境识别和判断 

5.2.1硬件设计 
（1）OpenMV3 M7 摄像头 
OpenMV 摄像头是一款低功耗、低成本、功能强大的摄像头模块，基于

OpenMV 摄像头，能够很容易地实现机器视觉（machine vision）应用。摄像头采

用的是标准的 M12 镜头，因此，项目人员可以根据实际使用的需要以及使用效

果来更换不同焦距的镜头。OpenMV 模块自带多路 I/O 口，可搭载在舵机云台

上，通过舵机驱动板驱动舵机，实现可操控的摄像头旋转等功能，从而采集到多

方向的图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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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OpenMV 摄像头模块 

（2）总钻风摄像头 
总钻风摄像头是基于 MT9V034 芯片的摄像头模块，是一种适用于高速图

像采集的全局快门式相机。 

 
图4-6 总钻风摄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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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HY-SRF05 超声波模块 
HY-SRF05 超声波模块通过收发超声波可提供 2cm～450cm 的非接触式距

离感测功能，并且具有 3mm 的测距精度。与舵机组成云台，可实现 180°角度

的旋转与超声波收发。 

 
图4-7 HY-SRF05 超声波模块原理图 

 
图4-8 超声波模块实物图 

5.2.2软件设计 
（1）超声波模块与总钻风摄像头进行路况判断 
超声波避障：首先超声波测距是利用超声波的指向性强，传播距离远的特点，

超声波发射出去，碰到障碍物立即返回，而此时接收装置接收到超声波反射的信

号，停止计时，利用计时器记录的时间和声音在空气中传播的速度（340m/s）计

算障碍物的距离 s=340*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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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采用超声波模块进行测试，给 TRIG 引脚至少 10us 的高电平脉冲信

号，模块自动发送 8 个 40kHz 的方波，此时检测是否有信号返回，若检测到信

号返回，通过 ECHO 引脚输出回响信号，回响信号的脉冲宽度与所测距离成正

比关系，但通常通过发射信号到收到回响信号的时间间隔来计算距离。注：此处

使用微控制器计数器进行计时。 

 
图4-9 超声波模块避障部分代码 

为了更好的进行避障，将超声波固定在舵机上，使它可进行多角度检测。舵

机利用 PWM 波进行控制，以调节占空比进而控制舵机的角度。以 180 度角度

伺服为例，那么对应的控制关系是这样的： 

 
图4-10 舵机高电平时间与角度的关系 

代码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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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舵机角度控制部分代码 

总钻风摄像头图传判断路况：图像处理是将图片投影到一个新的视平面，也

称作投影映射。通用的变换公式为： 

 
u，v 是原始图片像素点对应的坐标，进行透视变换后的图片坐标为 X，Y，

以为治理不涉及到 z 轴上的变化，所以其中 X=x'/w'，Y=y'/w'。 

透视变换矩 可以拆成，主要是 表示线性变换

产生透视变换。 
整理公式可以得到： 

 
而逆透视变化就是求透视变化矩阵的逆矩阵，再将摄像头采集到的图片进行

通过这个逆矩阵进行处理，再进行深度图像处理得到一些深度信息进行分析。 
处理效果如下： 



第十一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20 

 
图4-12 处理前 

 
图4-13 处理后 

（2）杀毒环境识别 
通过精准的对指定位置定位，找到指定的消毒位置。本项目采用可靠性最高、

适用环境最广泛的信标定位方法实现对消毒环境的定位。 
本项目基于 AprilTag 作为信标，AprilTag 是一种用来建立视觉基准的信

标，可用于包括识别，定位和姿态校准等多种任务。可以使用普通打印机创建目

标，AprilTag 检测软件可以计算标签相对于相机的精确3D 位置，方向和身份。

AprilTag 库具有高度的高内聚低耦合性，可以用 c 预言实现，为移植提供了极

大地便利。它被设计为易于包含在其他应用程序中，并且可移植到嵌入式设备中。

即使在手机级处理器上也可以实现实时性能。AprilTag 的基准设计和编码系统基

于近乎最佳的字典编码系统，并且检测软件对照明条件和视角具有鲁棒性。所以

说使用AprilTag 可以精确并稳定的定位消毒环境，且通过使用 openmv 摄像头

识别AprilTag 以实现快速识别和调整机器人姿态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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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4 不同家族的 AprilTag 

 
图4-15 openmv 摄像头识别 AprilT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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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自主稳定运动 

5.3.1硬件设计 
（1）考虑到面对各种环境都能有很好的适应与运动能力，本项目采用履带

运动的形式。 

 
图4-16 履带运动结构 

（2）通过自主设计的主控板可控制 A3N-TD 伺服驱动器驱动履带上的 110 
伺服电机。该电机额定电压为 24V，功率为 250W，完全可以承载车上较重的机

械臂和水箱等其他装置。同时，主控板可完成摄像头、舵机等其他信号处理与各

个部分控制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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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7 伺服驱动器和110伺服电机 

 
图4-18-1 主控板控制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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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8-2 主控板电源电路 

图4-18 主控板原理图 

 
图4-19 主控板 P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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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0 主控板 3D 渲染 

5.3.2软件设计 
履带速度调节以及差速转向：履带速度控制利用 PID 控制器，使之在遇到

突发状况，需要改变速度时可以更稳定，更快速，更准确。 

 
图4-22 PID 控制示意图 

PID 控制数学表达式： 

 
但通常选择增量式 PID，因为增量式 PID 计算量少，控制增量的确定仅与

最近 3 次的输入量有关，增量式对电机的控制有一定的优势，并且在系统发生

问题时，增量式不会严重影响系统的运行。 
增量式 PID 数学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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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时，可通过控制两侧履带的牵引力，当用较大半径转向时，控制一侧电

机减小转速，使这一侧履带牵引力减小，而另一侧履带牵引力相应增加，此时履

带的线速度如图 4-23-1 箭头所示，底盘就绕某回转中心 O 转向。转弯半径较

小时，控制一侧电机停车制动，使该侧轨道速度为零，底盘绕内侧履带中心 O1 
转弯，其转弯半径等于轨道中心距离 b，如图 4-23-2 所示。 

 
图 4-23-1                   图 4-23-2 

5.4杀毒装置 

5.4.1硬件设计 
杀毒剂喷洒机械臂 
考虑到喷洒杀毒剂的实际情况，喷洒量与喷洒精度都需要得到项目人员的准

确控制。因此，本项目采用了一款臂长 80cm 的机械臂来达到需求。通过对调试

过程中，舵机的扭力、臂长等参数的分析，本项目决定选用了 MA86H 步进电机

驱动器搭配 86BYG250H 步进电机来控制该机械臂。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为了防

止机械臂在运动到特定姿态时所需的电机转矩过大，本项目采用了行星减速箱对

步进电机进行减速控制。 
步进电机选型：根据设计好的机械臂的臂长 L，机械臂自重 m，重力加速度 

g，当机械臂抓取 0.5kg 物体时，所需要的静力矩为 M.而 M 的公式为： 

( ) 1M F L 0.5 mg
2

= × = + ×  

其中 L=0.8m，m=5.97kg，g=9.8m2/s；经过计算得出每个步进电机需要的静

力矩为23.6N/m，由于市面上很难找到如此大力矩的步进电机，所以本项目选择

采用行星减速箱，减速比为1∶5，以减小速度来增大力矩，经过测试所选型号为 
86BYG250H 的步进电机，以及配合 86 式步进电机的性星减速箱； 

 
图4-24 步进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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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5 为机械臂结构示意图，底板通过螺栓联接固定在移动车上，安装板

与底板之间用滚动轴承联接，电机 1 操控安装板可进行 3600 旋转，底盘带动

整个机械臂做旋转运动；大手臂与电机 2 联接，电机驱动大手臂做旋转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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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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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中手臂可做一定范围的旋转运动；末端执行器通过与连杆 3、三角板、连杆 
1 联接，可做小范围的旋转运动。 

 
图4-25 机械臂结构示意图 

5.4.2 软件设计 
机械臂步进电机的控制 
二相四线步进电动机，可分为 8 拍、4 拍进行控制，使用 8 拍能够给平滑

地转动。两相四线步进电机通常以 8 拍方式工作，而步进电机的正、反转由脉

冲产生的顺序来控制，它有 4 条励磁信号引线 a，-a，b，-b，通过控制这 4 条
引线上励磁脉冲产生的时刻，控制步进电机的转动，一个脉冲信号，步进电机只

旋转0.9°。 

表 3 步进电机控制表 

STEP a -a b -b 

1 1 0 0 0 

2 1 0 1 0 

3 0 0 1 0 

4 0 1 1 0 

5 0 1 0 0 

6 0 1 0 1 

7 0 0 0 1 

8 1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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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6 机械臂控制部分代码 

总结： 

无接触社区杀毒机器人，本作品打破了传统消毒技术重重限制，在无接触消

毒、全自动巡航、机器视觉识别上做出突破。在技术上，本作品做出了许多重要

突破。通过北斗导航实现路径规划，基于机器视觉实现环境识别，通过手持终端

或电脑终端以及自制电路实现运动控制，通过机械臂控制实现精准消毒。但本项

目仍有技术问题待突破，如当有多种消毒剂需要使用时，如何依据环境准确选择

相应的消毒剂并自动转换，以及如何实现不同质地消毒剂都能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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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alaysia is a shining pearl embedded in the “One Belt One Road”. This 
paper designs a Malaysian map application based on BDS. Malaysia's existing map 
application has various problems, such as inaccurate positioning, little functions 
provided and so on. So using technology of BDS and combining the local needs of 
Malaysia, we design to improve positioning accuracy in Malaysia based on the superior 
positioning accuracy of Bei Dou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provide more diverse 
and complete BeiDou application functions with Malaysian characteristics to expand 
application of BeiDou in Malaysian map navigation. In that case, BeiDou application 
can be promoted in countries along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and can serve those 
countries in a faster and deeper way, which could increase China's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1. Introduction 

“One Belt One Road” is short for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proposed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himself in 2013 and 
had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now. It is China's major strategic measures to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expand reform and opening up, accelerat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improve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One Belt One Road" will 
certainly bring profound influence and change to China and even the world in the fields 
of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security and so on. As an important member of ASEAN, 
Malaysia is a shining pearl embedded in the maritime silk road, which is significant to 
“One Belt One Road”. 

The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is a global public resource, and multi-system 
compatibility and interoperation have become the development trend. 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BDS) is a global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developed by 
China itself and the third mature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after GPS and GLONASS, 
which has made achievements in many aspects of human society production and life. 
China has always adhered to and implemented the development concept of "China's 
BDS, the world's BDS", served the "One Belt One Road"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actively promote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the BDS. 
Unfortunately, the application of BDS abroad is very immature right now. BeiDou has 
advantages of positioning accurac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so we choose Malaysia 
as the application area to develop the application and services of BeiDou to better 
realize greater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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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studies and designs the map application based on BDS in Malaysia, 
whose functions include positioning, navigation, route planning, call for help, footstep 
heat map, mini AR game, 3D view preview, language setting, forum, etc. First of all, 
we begin with requirements analysis: on basis of the questionnaire we make, the 
information we search online and the personal experience studying in Malaysia, we find 
that the existing map apps used in Malaysia are still flawed and it's hard to meet people's 
travel needs, because inaccurate positioning, lack of Malaysian features, long-time 
loading process, little function provided and so forth. Then, we carry out to design a 
brand-new APP using technology of BDS that can both make up for existing 
deficiencies and expand several new functions which includes SOS emergency call, 
ride-hailing transport services, dynamic sharing in forum, get-off reminder and 
operating schedule, electronic tourist guide and attractions explanation, and even a mini 
AR game to make it an interesting way to spread Malaysian culture. 

The map APP we designed is certainly a building of a meaningful platform for 
Malaysian people. We name it "Dipper", because dipper is another name of BeiDou. It 
has social value that it can provide local people with good convenience;it has business 
value that it facilitates the promotion of BeiDou;it has political value that it can be a 
good way to make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for both China and Malaysia, the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One Belt One Road”;and it has science value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satellite navigation will be further and the BDS could better 
serve the world and benefit mankind. 

2. Requirements Analysis 

2.1 BeiDou System Development Status 
China's Beidou satellite launch began in 2000, and four test satellites were 

launched by 2007. Beginning in 2007,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egan building its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Until March 9, 2020, a total of 54 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s have been launched. Currently, 33 are in normal operation and 3 are retired. 

The Beidou III system is planned to be fully completed by June of 2020. It will 
inherit the Beidou active service and passive service technology systems. It will provide 
basic navigation (positioning, speed measurement, time), global short message 
communication, satellite-based enhancement, international search and rescue, and 
precision single-point positioning services. Besides, the Beidou III system also 
achieved the satellite's autonomous integrity monitoring function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world. It is also equipped with a phased array inter-satellite link to achieve two-way 
precision ranging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satellites. This enables multi-satellite 
measurements, autonomous calculation and correction of satellite orbital positions and 
clock systems. This function greatly reduces the dependence of satellites on ground 
stations and improves the positioning and service accuracy of the entire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report of China's 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compared with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Beidou, the third generation of Beidou 
has further improved in accuracy, except that the signal coverage area has expanded 
from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o the world.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is greatly 
improved[1]. 

It has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3]: 
(1)Space signal accuracy is better than 0.5 meters; 
(2)Global positioning accuracy is better than 10 meters and the positioning 

accuracy in the Asia Pacific is even better than 5 meters, compared with GPS which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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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ch about 10 meters on average. Paying a little money, you can even buy centimeter-
scale high-precision location services[2]; 

(3)Speed measurement accuracy is better than 0.2 m / s; 
(4)Timing accuracy is better than 20 nanoseconds; 
The National Satellite Navigation Industry Medium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Plan propose that by 2020, the size of China's satellite navigation industry will exceed 
400 billion yuan. At the same tim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idou III syste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are highly overlapped, which can be laid out 
in advance from chips, terminals, board CARDS, electronic maps, operations and other 
industrial chains[4]. 

According to the 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certification 2020 action plan, China 
will implement a more proactive opening-up strategy for 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certification. The aim is deepening bilateral, multilateral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mechanisms. Increas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s, and raise the quality 
and level of it[5]. 

2.2 Waze, an Existing Map Application in Malaysia 
Road planning in Malaysian cities is often criticized by people, such as unclear 

road sign instructions, incorrect guidance, etc., plus various other problems, including 
road closures, traffic jams, roadblock inspections, etc., which makes drivers very 
painful. But Waze can solve this problem, which is maybe 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 
why among various navigation applications in Malaysia, Waze is the most well-known 
and widely used system. 

Waze is a free community navigation application that supports almost all mobile 
platforms such as Android, iOS, Windows Mobile, and BlackBerry. Through a well-
designed user interface and simple operation, the end user is guided to upload and share 
traffic condition information (traffic jam, event information) efficiently, so as to form 
timely and accurate traffic condition information, which is pushed to all clients using 
Waze, for the benefit them. At present, its Malaysian users have exceeded 1.5 million. 
It combines maps with social functions, allowing users to assist in editing maps and 
updating messages. The more people use this system, the more accurate the traffic 
conditions will be. After Google acquired Waze, it also combined Google Map's search 
function and Street View map to make its map more complete and more accurate. Also, 
Waze can learn, it will record the road segments that users are used to driving. As more 
people use Waze to save driving records, Waze will become smarter. Some road signs 
are located on branch roads, making it easy for drivers to miss the intersection. In 
response to this problem, Waze's voice navigation function will provide voice prompts 
at each turn. You can contact your friends at any time while driving, or ask your friends 
to check your own location. You can also connect to Facebook via Waze to see who is 
"in the same way" as you. 

As Weng Mengyu, the global business development manager of Waze said, the 
value and focus of Waze lie in the map navigation service information "almost all come 
from drivers who are driving on the road." And it's the local drivers who get the best 
quality from Waze. Google Maps gives users roughly the right usage information. Even 
if you go the wrong way and take an extra turn, you can still reach your destination. 
Waze is  pursuing a more accurate localization: understanding the traffic flow on the 
road and the smoothest route at different periods;finding out the position of each 
speedometer and the path with the least traffic lights. It also knows the prohibition of 
traffic at different times of each section.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main selling point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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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ze's main navigation functions are not to focus on how accurate the user is to the 
target location but to pursue the most unhindered suggested route[6]. 

Above is the advantage of Waze, especially the map navigation. If we combine the 
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with Waze, obtain high-precision positioning data through 
BeiDou and simultaneously call the Waze API interface to get detailed information 
around different locations in the map, then we can optimize route planning and 
intelligent navigation on this basis[7]. However, Waze still possesses several 
disadvantages, which will be talked in 2.3.1. 

2.3 Current Status of Map APP in Malaysia 
2.3.1 Analysis of Existing Map APPs in Malaysia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martphones and the booming growth of private cars in 

Malaysia, map mobile application becomes indispensable to everyone's daily lives. 
Surprisingly, according to the world bank report, Malaysian car ownership is about 433 
per 1,000 people which ranking ninth in the world. Therefore, launch a fully functional, 
user-friendly and precise map application is critical. 

Actually, a number of map & navigation applications have been launched in 
Malaysia and some of them have excellent market performance. After investigation of 
Malaysia APP markets (Google Play, App Store,etc.), this paper lists the 4 most 
significant map application in Malaysia currently. In the following table, this paper will 
compare all of them and analyze their merits and demerits. 

Tab.1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4 different Malaysian map applications 

 Strengths Weaknesses 

Google Maps 

 Provides worldwide coverage of 
navigation service 

 Simple UI and user-friendly 
functions 

 Slow update of map database result 
in information out of date 

 Lack of localization of the 
application 

 Limitation of function (Only basic 
map functions) 

 Lack of interactions between users 

Apple Maps  Optimized for iPhone 
 Same as Google Maps 

 Only available for Apple devices 
 Same as Google Maps 

Waze 

 Perfect car navigation functions 
(provide traffic information and 
remind accident in real-time) 

 Update map data through 
crowdsourcing 

 Limitation of function (car 
navigation only) 

Maps.me 
 Provide offline map service (you can 

download the maps in advance) 
 Abundant of functions 

 Low user activity results in 
insufficient local information 

 Lack of localization in Malaysia. 
 
The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all 4 map applications have their own pros and cons. 

None of them can fully satisfy all users' needs. Furthermore, this result is somewhat 
counterintuitive because of we unable to see one of them is Malaysia company or 
customized version for Malaysia. That's why almost all of the map applications are lack 
of localization. 

In conclusion, mobile map application competition is fierce in Malaysia and every 
application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If Dipper can take advantage of them and make 
innovations at the functional and architecture level, it will inject new vitality to the 
Malaysia map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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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Analysis of User Needs 
In order to clearly know the attitude of local people in Malaysia to the current map 

APP and a new map APP designed by us, we make a questionnaire of a total 10 
questions about the localization of BDS-based map APP in Malaysia, aiming to the 
butcher the baker and the candlestick maker. The following is the survey we m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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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 Questionnaire made by Google Forms 

After analyzing the collected data, we can summarize several useful information.  
(1)We totally release survey to 200 people, who separately are students, professors, 

assistants, drivers, security personnel, doctor, waiter, salesman and civil serv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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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2 Pie chart of the number of people from different jobs 

(2)78% of local people don’t know BeiDou so much and even never heard about 
it. And 62% people like to use Waze as map application now, among the three often 
used applications in Malaysia. 

(3)81.5% of persons are not satisfied with the current map applications available. 
(4)Different people think the existing weakness of map application is different, 

mainly being not timely update, few functions provided, not accurate positioning, lack 
of Malaysian localization and long-time loading process. 

 
Fig.3 Bar chart of number of people from different weaknesses 

(5)Meanwhile, people may feel like adding several new functions, mainly being 
ride-halling transport services (Grab), dynamic sharing and forum, get-off reminder and 
operating schedule, electronic tourist guide and attractions explanation, a mini AR game 
and based-BDS SOS emergency 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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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4 Bar chart of number of people from different add-in functions 

(6)92.5% of Malay people support the map APP based on BDS we designed. 
86.5% have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the development of BeiDou in Malaysia and 7% 
are neutral. 

2.4 Objective 
After analyzing the requirements from our potential users, we find that not all 

people in Malaysia are satisfied with the navigation applications used in their daily 
lives. An enhanced version of a mobile map application should be developed and 
provided to the public. We plan to design a new mobile map application that can serve 
Malaysian residents better than before.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survey, our brand-
new application will have the following features: 

Tab.2 objective of Dipper 

No. Features Realization Ideas 

1 Locate user 
precisely 

Our application will be equipped with the latest 5G technology. Hence, 
high-precision positioning will become an ordinary feature and people 
don’t need to worry that they may lose the way. Additionally, the nearby 
restaurants, petrol stations, hotels, attractions, toilets, etc. are able to be 
presented as well, which will be useful for people’s more convenient 
travel. 

2 Multiple 
navigation modes 

Our application provides two types of navigation: 2D and 3D. Especially, 
when users are using 3D navigation, the loading speed of the map is quite 
fast since we apply 5G technology to our product. 

3 Local 
characteristics 

The application is customized with Malaysian characteristics and 
everything is related to Malaysian people's life. Besides, users are free to 
choose Bahasa Malaya, English, or Chinese as the system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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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mmersive user 
experience 

An attractive AR game is specifically designed and becomes part of the 
navigation. Through continuous interactions with the game objects, users 
can locate themselves using BDS with virtual good and will not be tired 
of using our application. What's more, this game can be regarded as a 
good way to spread Malaysian culture because the game objects are all 
related to Malaysia. Foreigners will touch the local culture and learn 
about the local custom unconsciously.   

5 SOS emergency 
call 

This function will be realized with the short-message communicating 
technology of BDS in order to save the user's life when an emergency 
occurs that there is no signal in the cell phone so that people can't 
communicate. 

7 Route planning 

Our application can plan the path using the advanced algorithms with 
special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in Malaysia and remind the user of the 
current traffic situation to help the user choose the most suitable 
transportation.  

8 Footstep heat 
map 

The purpose of designing this function is to benefit users so that they will 
both know the most popular places that others have been to. 

9 
Get-off reminder 

and operation 
schedules 

We will provide both the operation schedules of public transportations 
and get-off reminders. This is mainly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missing the 
stop. 

10 Traffic display 

The traffic situation will be shown in our application. In that case, users 
can decide to change their travel path in time, which not only will save 
their time but also will relieve the traffic pressure of the city and reduce 
the traffic jam. This can help manage cities in a smarter approach. 

11 Dynamic sharing 
and forum 

This function allows users to feel free to discuss what they like online, 
such as they can give real-time feedback on certain places to provide 
advice to help others.  

12 Ride-hailing 
transport service 

We will try to cooperate with Grab, MyCar and other applications that 
are specialized in providing ride-hailing services so as to offer our user 
the best experience. 

13 Electronic tourist 
guide 

We want to make our application not only a navigation product but also 
a practical tourist guide. Whenever users arrive at an attraction or click a 
certain place on the map, our application will automatically explain 
everything about it with preferred audio (in Bahasa Melayu, English, or 
Chinese). Furthermore, we also offer preview service either in 3D or 
video to give users a feeling of actually being there. 

 

3. System Design 

3.1 System General Composition 
The receiving of BeiDou signal mainly depends on the system on a chip (SOC) in 

the mobile phone processor. Through positioning by phone with a SOC which is cap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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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upporting BeiDou, the location of the user can be located in real-time and the 
destination can be navigated.  

Hybrid APP is chosen as the technical framework because it can provide the 
advantages of both good user interaction experience and cross-platform development. 
This framework can maintenance the history and latest version together, consume 
moderate development time and be suitable for different operating systems.   

The data between thousands of clients will be saved in the server and the database 
will be updated in real-time. Then these updated data can be displayed in our 
application. 

BDS 

.

.

.

Client side

Server side

Big data service

Navigation signal

Service platform

 
Fig.5 Schematic diagram of system operation 

Our application totally consists of two users: end-user and admin. End users will 
use our Dipper on phones at the client-side, while admins maintenance the application 
at the server-side.  

End-users can enjoy 9 services in general: 
(1)Change language: Once enter Dipper, they can set language to what they like. 

This application sets 3 kinds of languages: Chinese, English and Bahasa Malayu, which 
are the main languages daily used in Malaysia.  

(2)Change mode: Users can choose use mode ---- they can change to AR game 
mode which can increase fun to use, because initially what we set is the normal mode. 

(3)Map: Geographic information reflected in the map, as well as relevant 
information about map makings, such as map projection type and related parameters, 
source of map data, map publication information, etc. Through high accuracy 
positioning of BDS, users can exactly know where they are now, and the matching 
location is shown in the map, as well as the location information. And users can search 
the sites online, and the site information will also be displayed. The information of place 
possesses 3 kinds of ways to check: attractions commentary, videos, and 3D view 
preview. And the real-time traffic situation will be always shown on the phone screen. 

(4)Surroundings: Through high accuracy positioning of BDS, the surroundings of 
users’ location will be found. And users can also search the facility around them. 

(5)Navigation: When users are likely to navigate, they can select the navigation 
mode: 2D or 3D. And they can jump to the interface of another car-hailing application 
through us. 



第十一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40 

(6)Route planning: While planning the route, users can firstly choose one of the 
various travel modes. After entering starting location and end location, or users can just 
select their historical record, diverse plans of travel will be ranked through price or time. 
This function can achieve fixed point navigation and route optimization through high 
accuracy positioning of BDS. Meanwhile, timetable and the arrival reminder of the 
transportation will be displayed. 

(7)Forum: Users can post content and communicate with other users. 
(8)Call for help: Through accurate positioning and short-message communicating 

technology of BDS, the location information of the person asking for help will be sent 
to others when the cell phone has no signal. 

(9)Footstep heat map: Numbers are now visualized in the form of heat maps, which 
can visually reflect the places where the number of times other users have been. 

Administrators need to do 4 operations to maintenance our applications: 
(1)Update map: Administrators need to update the latest map without delay. 
(2)Upload videos: If there exist suitable videos for each site, admins need to upload 

it to Dipper. 
(3)Upload and update pictures for 3D view preview: Administrators should upload 

the relative pictures for 3D view preview. If the streetscape changes a lot, administrators 
have to timely update the pictures. 

(4)Upload and update attractions commentary: Administrators should upload the 
attractions commentary. If the contents of the attraction change a lot, administrators 
have to update the commentary in real-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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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6 Structure chart of function module 
3.2 System Operating Process 
Dipper includes client-side and server-side (providing big data service). End users 

and admins are distinguished by their login account. Different roles have different 
authorities: end users can do client module, including locate yourself, navigate,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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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rounding buildings through positioning, etc.;admins need to do server module, 
including update the latest map, upload videos, etc. Then, all the results of the operation 
will be displayed in front-end. 

Start

Login

Role judgment

End user Admin

Map

Navigation

Surroundings

.

.

.

Update map

Upload videos

Update pictures

.

.

.

Client module Server module

Client module process Server module process

Front-end result display

End
 

Fig.7 Flow chart of system operation 

At the user side, after starting the application, users can select any functions they 
want. There're 2 types of functions: function module without login and function module 
with login. Users can use the map to locate themselves, navigate, set language, check 
surroundings, plan the route, call for help and brose posts without login because these 
are basic functions daily needed by people and "call for help" must be used without 
internet. However, if users are willing to change to AR mode, watch their footstep heat 
map and post something or comments in the forum, they need to log in at 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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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s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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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8 Flow chart of end user operation 

3.3 Key Module Design 
3.3.1 Positioning Module 
The positioning function of our application is purely based on BDS. Hence, we 

use GNS1531 as our module and it is based on a kind of active service, which is Radio 
Determination Satellite Service (RDSS). The BDS consists of satellites, ground 
stations, and user terminals and can provide user location information, mainly refers to 
the longitude, latitude, and altitude. Through the programmed program, the application 
invokes the data interface provided by the 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Then the program 
analyzes the positioning data received by the GNS1531 BeiDou single-mode module. 
These data are interpreted by the NMEA0183 protocol and they are loaded into the 
software through the mobile application. Coordinating with the map rendered by the 
program, the user's location is finally displayed[8]. Therefore, there is a prerequisite for 
the hardware that the user's mobile phone must include the chip that embedded with 
BeiDou navigation module. In other words, manufacturers need to install modules that 
support BeiDou navigation when producing those phones. After that, the application is 
able to locate the user accur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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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9 Locate and positioning module diagram 

3.3.2 Traffic Situation Detection Module 
This traffic situation detection function notifies users where happens traffic 

congestion and where the roads are smooth. The road with traffic jams is shown in red 
color while smooth roads are in green color. To activate this function, users must permit 
the application to access their current location in advance. The fundamental theory here 
is we collect users’ traffic data anonymously and a large amount of data is needed to get 
more accurate results. All traffic data shared by other users in real-time fully reflect the 
current traffic situation. 

 
Fig.10 Traffic situation detection module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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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Route Planning Module 
In terms of path planning, after learning the user's starting location information, 

Dipper first converts the road traffic network into a directed graph. In a directed graph, 
the weight of each arc is represented as multiple parameters of two nodes: actual 
distance, cost, and time required. According to the traffic rules in different time periods, 
the information described in the traffic rules is attached to several ordered edges related 
to the intersection, and the weight of this road is set to be sufficiently large. Then you 
can abstract according to different road condition information, and combine the road 
ID with the actual road condition information. It also sets weights of different 
parameters for various transportation modes (walking, driving, public transportation) 
of each path. 

Dijkstra's algorithm is used to calculate the shortest path traversal. If traffic 
information is found, the weight of the road load increased to change the search results. 
Through the binary sort tree algorithm, multiple paths with the smallest distance, the 
least cost, or the shortest time are obtained. Users can choose according to their needs. 
In long-distance navigation, the data is layered, the search level of the algorithm is 
defined, then the speed of data retrieval is increased, and the path is optimized[9]. 

 
Fig.11 Route planning principle module diagram 

3.3.4 SOS Emergency Call Module 
After verifying the identity of the police, Dipper can open the exclusive authority 

of for receiving the identification search and rescue signals and assigning subsequent 
police medical staff. The location of the search and rescue signal receiving end is in a 
networked state. With the Internet, BeiDou satellite, and satellite base station as 
communication channels, the receiving end can exchange information with the signal 
sending end that has no network link. Mobile phones can be used as transceivers for 
communications between search and rescue personnel and 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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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the user is in danger and has no network status, he can use the call button to 
call for help or send help information. In order to avoid accidental pressing, the user 
can choose to cancel within 5 seconds of using the call for help function for the first 
time. If the user does not cancel the call within 5 seconds, it is deemed that he needs to 
call for help. However, if the user's mobile phone is shut down due to a power outage, 
the last positioning information will be sent to the server before shutting down. 

After the user sends a signal, it is sent to the remote server via BeiDou satellite. 
The server then transmits the data to the search and rescue personnel via the Internet. 
After receiving the terminal information sent by the user, the receiving end confirms 
the content of the information. If it is positioning information, the real-time location of 
the end-user can be obtained after coordinate conversion and calling the Waze map API 
to load the positioning coordinates on the electronic map. Search and rescue personnel 
can arrange the nearest police or medical staff according to the user's location. If the 
positioning coordinates uploaded by the same user are connected, the user's progress 
track can be obtained, which is convenient for search and rescue. If it is a short message 
text message, it can also be displayed on the screen of the message sender and receiver. 
In the absence of a network, mobile phone users can also send information to each other. 
One end is used as the information sending and receiving end. The ADB program of the 
Android system can be used to convert the data into search and rescue signals[10]. 

 
Fig.12 SOS emergency call module diagram 

3.3.5 AR mini Game Module 
In our AR game, users are able to interact with specific objects or characters when 

they arrive at certain places. These interactive items are all related with Malaysian 
culture. For example, the interactive characters are commonly known by the public 
since they are chosen from popular Malaysian animations and cartoons. The purpose of 
designing this module is to make visitors enjoy their journey and they can have more 
fun through using our application. This module allows users to mark themselves on the 
map. If they are successfully marked, a tourist attraction label will appear on the map. 
For instance, if you have arrived in Kuala Lumpur and go to KLCC twin tower, c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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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 character will show up when you point your phone to the tower. Then, a dialog box 
will pop up to remind users to make a mark here. After that, a KLCC twin tower label 
will be shown on the map. Besides, some related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is place will 
be displayed on the screen at the same time and users can zoom in the screen to check 
the information in detail. Additionally, we have designed an annual review for our users. 
Our application is able to generate an annual report which records the user's traveling 
experiences. For example, the cartoon character will tell you that "You've been to 21 
cities this year, spending three days in Penang and 210 days in Kuala Lumpur, and a 
total of 1,230 hours on the road”. 

While users open the AR mode to identify the physical features in reality, they 
need to use the mobile camera to capture the characteristic data and calculate the 
position and direction in order to accurately place virtual objects in the real 
environment, which makes users feel more immersive. Our application takes Android 
as the development platform for AR function. Firstly, we obtain the environment 
information and then match the virtual objects with the scenes stored in the local 
database to realize the augmented reality. At the same time, image recognition can also 
be carried out on the server through the network, and then the data can be returned to 
the user to complete the scene overlay. The system server is mainly used for 
downloading and saving photos of the environment because the local database can only 
keep a small number of pictures for matching[11]. A large number of photos are stored 
in the server to facilitate users to get a good interactive experience in real-time.  

 
Fig.13 AR game module diagram 

3.3.6 Footstep Heat Map Module 
Basically, users are able to view the most popular places through the footstep heat 

map in our application. The places in red are most welcomed by others while places in 
light blue or without color are less popular. There are three main steps in order to realize 
this function: data collection, data processing, and heat map display. In the data 
collection step, end-user retrieves the required data which count how many times users 
have been to certain places from the server at the back end. In the data processing step, 
the data are periodically processed into the library at the server-side as well. These 
output data are in the form of JSON[12]. The purpose of this step is to filter and convert 



第十一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48 

data into a readable form that the heatmap.js can understand. In the heat map display 
step, we use the open-source lightweight visualization plugin heatmap.js to display our 
heat map. heatmap.js is a JavaScript library based on the HTML5 canvas. It visualizes 
the massive data into a perceivable format and helps to print out the final output on the 
mobile devices. 

 
Fig.14 Footstep heat map module diagram 

3.3.7 3D View Preview 
The 3D virtual scen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used by Dipper is to process and 

synthesize images of sequence scenes collected manually to achieve the effect of 
simulation, which is an Image-Based Rending. IBR uses real images, without the need 
for manual modeling, and can accurately refle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al 
environment. Such as color and texture, without the need for extensive calculations. 

The shooting of panoramic images requires a 360-degree visual angle without 
blind spots. After the image is collected by the administrator, the panoramic image is 
stitched and is responsible for subsequent image updates. After the user enters the 
destination information, we use IBR technology based on computer vision and 
hierarchical representation methods. First, we obtain three-dimensional information of 
the object through several collected images and then use methods such as view 
interpolation, view synthesis, and view morphing to retrieve the middle view is restored 
in the known image. In addition, we can decompose the 3D scene in the video into 
independent, radial motion models describing different levels. Then the 2D image 
stream and 2D transform in each layer are combined to realize on the real screen. 

On the user side, we use the Kroano 3D panoramic player combined with 5G 
technology. It can separate display effects and scene configuration. The display effect 
is written in the JavaScript language, and the scene configuration is described in the 
XML language. The user's control of the script is realized by the XML change. 
Combining 5G technology can make the loaded image faster and smoother[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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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5 3D view preview module diagram 

3.3.8 Forum Module 
In front-end, we use HTML, CSS, JavaScript, JQuery to create a clear and 

beautiful interface. In the back-end, we use Apache as web server software considering 
the cross-platform and security and PHP as a scripting language to execute on the 
server-side. Then we choose the MySQL database to store data. Meanwhile, Ajax is 
used for interaction of front-end and back-end, to make asynchronous updates enabled. 

All posts are sorted by hot which is calculated through counting the number of 
people viewing posts. Clicking the head of the post, the user can enter the post for more 
detailed information. Only after login, each user can post and comment in the forum, as 
well as like, follow, etc. Every action done by the user will be stored in the database. In 
that case, every post and comment you can also find in your own space, there you're 
able to delete or edit them. If a user follows somebody, then you will be notified when 
all posts of the user you followed are posted through sending a message;if user follows 
the certain post, then each time the post updates, including add comments of others or 
the hot of this post changes, the system will also remind you. The level each user 
possesses can also be useful. When the system detects that the user's level matches the 
given level, he or she can unlock a new function. For example, a user could post audio 
at 5 levels and video at 10 levels. To make it convenient for users, we set a search engine 
for finding what they need relatedly quicker. 

Update

Request

 

Fig.16 Forum module diagram 

4. System Simulation  

4.1 User UI 
4.1.1 Login 
The background image of the login screen shows the twin towers in Kuala Lumpur, 

marking the application as customized for Malaysia. Users can log in using twitter, 
Google and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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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7 Login interface 

4.1.2 Positioning 
This interface is the core function of the application: it allows users to locate their 

current location and their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Beidou satellite users can get more 
accurate location information. 

 
Fig.18 Positioning interface 

4.1.3 Route Planning & Navigation 
Core functionality: navigation can be algorithmic to several different routes to the 

destination. Users can choose the route that best suits them in this int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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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9 Navigation interface 

4.1.4 Road Condition 
The interface will display real-time traffic information and congestion levels. 

Different colors represent different levels of congestion. Users can use this function to 
plan their routes 

 
Fig.20 SOS Emergency Call interface 

4.1.5 SOS Emergency Call  
On this page, users can use Beidou's emergency call system to request rescue. 

There are two options in the interface: outdoor rescue and road rescue. They can even 
be used when the phone is not connected to the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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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21 AR mini Game interface 

4.1.6 AR mini Game 
On this interface, users will find 3D models of street food and collect them, Users 

can use the feature to explore street food and learn about city culture. It can also 
advertise for stores. 

 
Fig.22 Street View interface 

4.1.7 3D Navigation 
Users can use this feature to explore the direction keys under street view to control 

the camera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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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23 Footstep Heat Map interface 

4.1.8 Footstep Heat Map 
In this interface, users can know the popularity of an area with the help of big data. 

The gradual change from green to brown reflects the popularity of the area. 

 
Fig.24 Forum interface 

4.1.9 Forum 
In this forum, people can post freely to express their opinions about a place and 

they can grade that place. Each location has its own 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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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25 Setting interface 

4.1.10 Setting 
In this interface, users can adjust various Settings of the application. This includes 

language Settings, location Settings, account Settings, etc. 

 
Fig.26 Timetable interface 

4.1.11 Timetable & Arrival Reminder 
Users can use this feature to check public transport schedules. This schedule will 

be updated in real time. Users can also set a reminder to remind them to get on and get 
off bus or rail tran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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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27 Road Condition interface 

4.2 Admin UI 
4.2.1 Admin Management Platform 

The database management panel can manage the running status of the database and 
view the database consumption so that the administrator can maintain it in time to 
prevent the database system from crashing. 

 
4.2.1 Admin Upload Platform 
Database upload system can upload a variety of system background data, such as 

map data, scenic spot data, video data, etc.The administrator can upload the map data 
in the multilevel menu to ensure the convenience of uplo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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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onclusion and Innovation 

5.1 Conclusion 
This paper studies the map application based on BeiDou in Malaysia. Aiming at 

the problems of imprecise location, single function, lack of Malaysian characteristics, 
etc. of map application in Malaysia, we design a new map application ---- Dipper to 
address the existing shortcomings and make it convenient for people to travel.  

Up to now, this work has gotten strong support by the federation of Chinese 
students in Malaysia, and they are in talks with several companies in Malaysia, such as 
HCL TECHNOLOGIES CORPORATE and ParkIt Malaysia. These companies are very 
interested in our idea and are trying to develop a map application for Malaysia based 
on our idea. 

5.2 Innovation 
Dipper consists of much innovation:  
(1)It’s the first time BeiDou is introduced into Malaysian map application and 

promote China's BeiDou application in “One Belt One Road” countries, which can 
certainly increase China’s influence in the whole world. 

(2)It improves the accuracy of map application in Malaysia due to high positioning 
accuracy of Beidou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breaks the original situation that 
people are not convenient to travel because of the low positioning accuracy. 

(3)BDS is used to expand and improve the existing map function of Malaysia and 
provide many valuable applications: users can provide positioning data to increase the 
accuracy of traffic jam situations;BeiDou’s unique short-messag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can be used to realize SOS emergency call;footstep heat map is to show the 
density of a place that people have been to;the timetable and arrival reminder can be 
displayed;5G technique is used to improve the processing of pictures;an AR mini game 
is included for better interaction of users and application, especially for travelers;3D 
view preview rather than simple pictures is provided to let users better experience the 
3D scenery of the destination in advance;3D navigation is provided;forum contained is 
for the easier communications among all the users;three language set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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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pper integrates innovation, practicality and interest. We believe that it can bring 
convenience to Malaysian people's travel and BeiDou can realize its application in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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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方案创新性地应用“北斗+三维实景”技术来实现旅游过程当中的智

能导航问题。通过构建基于“北斗+三维实景”的智能导航旅游系统，首先，在

用户旅游前，用户在搜索框输入景区地点，基于三维可视化、Android等相关技

术，利用Google服务框架、北斗开放实验室数据、百度地图API的地图定位等功

能，对景区进行定位，用户在定位之后，系统在二维地图的基础上展示出景区三

维实景地图，这样能让用户足不出户的预览到景区的大致景物，同时游客还可以

切换各种场景，对旅游景点进行一个提前的熟悉，在游客旅游前就能激发游客旅

游的兴趣，并做好旅游规划；其次，本方案在技术层面利用SketchUp技术搭建具

有地理信息的三维场景，并通过北斗定位技术获取了网络基础数据源的网络数据

集，以Java为底层调用ArcGIS Engine二次开发组件，设计三维实景导航功能，以

便呈现出更加逼近真实环境的导航画面，实现更加直观逼真的导航；在者，在旅

游途中，在游客确定根据精确推荐的结果确定旅游时间及地点后，根据舒适度优

先、最短到达时间、最少换乘等筛选条件为游客规划包括出行方式、出行路线等

的最优路径，同时，当旅游途中如果遇到了紧急情况时，通过安装了北斗定位系

统的终端，利用北斗的“短报文”功能，可以实现全天候全地域的野外呼救的功

能；最后，在旅游结束之后，用户可以分享实时感受的功能，并在该系统上发布

自己在旅游过程中所见的文化特色、美食等信息，并对景区进行评价。 
【关键词】北斗导航，SketchUp，ArcGIS Engine，三维建模 
【Abstract】This project innovatively applies "Beidou 3D scene" technology to realize 
the intelligent navigation problem in the tourism process.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t navigation tourism system based on "Beidou 3D scene ", first, before the 
user travel, users input scenic spot location in search box, based on 3D visualization, 
android and other related technologies, using google service framework, Beidou open 
laboratory data, Baidu map api map location and other functions to locate the scenic 
spot. Secondly, this scheme uses sketchup technology to build 3D scene with 
geographic information, and obtains the network data set of the network basic data 
source through Beidou location technology, calls the arcgis engine secondary 
development component on the basis of Java, designs the 3D scene navigation function, 
in order to create the navigation picture closer to the real field, realizes the more realistic 
navigation;In the course of the tour, after the tourist determines the travel time and place 
according to the exact recommended results, the optimal route including travel mode, 
travel route and so on is planned according to the selection conditions such as comfort 
priority, shortest arrival time and minimum transfer. Finally, after the end of the tour, 
users can share the function of real-time feeling, and publish the information of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food and other information they see in the process of tourism on the 
system, and evaluate the scenic spots. 
【Key words】Beidou navigation, SketchUp,ArcGIS Engine, 3D 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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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概念和内涵 

1.技术方案定义 

当前，整个旅游行业体系和市场规模不断壮大，行业收入几乎每年翻倍增长，

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地区文化传播以及就业空间提供巨大动力和支持。国家发布

多项政策以促进旅游业发展，近年去哪儿、携程等平台的到来完全改善了消费人

群的生活习惯，使更多的人热爱旅游这一移动端的生活方式，在此基础上，人们

也产生了对于更美好、更便捷的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为旅游行业的发展带来前所

未有的前景和商业价值。旅游业又是国家的支柱产业，特别是近几年，越来越的

人愿意出来旅游，他们体验的不仅仅是旅游景点的景色，而是更加注重旅游中的

体验。 
智能导航是近几年最新的导航技术，它的基本内涵是综合了大数据、数据挖

掘、认知心理学与管理学、机器行为学，人工智能等多学科理论实践技术而组合

而成的智能信息化的现代技术，该技术能主动辨识用户所需，并指引用户完成高

效率的信息查询与获取，该项技术首先就是要以地图为载体，地图的由来能追溯

到很久以前的古代，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能够学会用很多东西标记他们的地点

比如一些特殊的符号。远古时期的地图大多都是用动物的皮毛来做的，他们能用

来标记地点如房屋、山洞等。远古时期的人们能通过一些特殊的地点来确定自己

的位置，或者使用天上的星星来为自己指引方向。近几年，随着科技的发达，一

些通讯设备都能够支持地图导航功能，越来越多人开始使用可视化地图界面。 
北斗卫星系统目前可用于三大范围，能够在任何天气，任何地域，为正在使

用的用户传达高质量的定位信息，目前已经初步能够开启在某个地域的引导、即

使的汇报时间的功能，同时在用户需要发送信息时，能通过短报文技术来发送重

要信息。北斗导航是世界全球4大卫星导航之一，目前已经具备39颗在轨卫星。

如今北斗开始提供RNSS服务，预计往后再发射几颗卫星来促成北斗的建设和完

善。 
在旅游途中利用北斗导航系统显得极为重要，它能为用户提供定位服务、气

象应用、交通管理与治理、铁路智能交通、海路运输、野外应急救援等多领域。 
三维实景导航，它是智能导航的一种有效变现形式，是在真实场景的基础上

进行3D建模，并以当前的地理位置和当前位置所处的实际宽度和高度为模型，进

行三维实景导航。与之前的导航相对比，三维实景导航由于模型中增加了当前位

置所处的实际宽度和高度，使当前位置成为了三维结构，无论道路网络多么交错，

都可以清楚地显示出来，所以不会出现导航错误的问题，使用户更直观地理解正

确的路线。由于其对城市导航优越性，三维导航技术在智能导航市场上有着前所

未有的发展前景。因此，研究大数据技术下三维实景导航技术给当代科学研究提

供了特别大的好处，特备是在智能导航方面。 
本方案创新性地应用上述的“北斗+三维实景”技术来实现旅游过程当中的

智能导航问题。通过构建基于“北斗+三维实景”的智能导航旅游系统，首先，

在用户旅游前，用户在搜索框输入景区地点，基于三维可视化、Android等相关技

术，利用Google服务框架、北斗开放实验室数据、百度地图API的地图定位等功

能，对景区进行定位，用户在定位之后，系统在二维地图的基础上展示出景区三

维实景地图，这样能让用户足不出户的预览到景区的大致景物，同时游客还可以

切换各种场景，对旅游景点进行一个提前的熟悉，在游客旅游前就能激发游客旅

游的兴趣，并做好旅游规划；其次，本方案在技术层面利用SketchUp技术搭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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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地理信息的三维场景，并通过北斗定位技术获取了网络基础数据源的网络数据

集，以Java为底层调用ArcGIS Engine二次开发的组件，设计三维实景导航功能，

以便创建出更逼近真实高清视野的智能导航画面，实现更加直观逼真的导航；在

者，在旅游途中，在游客确定根据精确推荐的结果确定旅游时间及地点后，根据

舒适度优先、最短到达时间、最少换乘等筛选条件为游客规划包括出行方式、出

行路线等的最优路径，同时，当旅游途中如果遇到了紧急情况时，通过安装了北

斗定位系统的终端，利用北斗的“短报文”功能，可以实现全天候全地域的野外

呼救的功能；最后，在旅游结束之后，用户可以分享实时感受的功能，并在该系

统上发布自己在旅游过程中所见的文化特色、美食等信息，并对景区进行评价。 

2.基本原理 

本项目是基于“北斗+三维实景”的智能导航旅游系统，该系统主要实现了

4个功能，分别是：基于北斗定位导航、360度全景图显示景区风景全貌、基于北

斗的景区内部三维导航、HBuilder论坛。主要的结构如下图本方案基本模块图如

下图所示： 

 
图1 系统功能模块图 

1.搜索 
用户在家中可通过搜索景区地名，获取景区所在地的二维地图，了解周边环

境、公共设施、餐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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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搜索景区后，通过点击“360度全景”可浏览景区风景全貌，让用户身临

其境，足不出户了解当时的环境，同时系统也能了解用户所处的位置。 
3.景区三维导航 
在景区内，通过点击“景区导航”可展现景区全方位的立体景象，其中还对

景点、厕所、安保点、小卖部等进行3D标记，并实现3D地图导航功能，使用户能

够实时导航景点、厕所等目的地，精确到一米以内，解决旅游盲，人三急等问题。

主要流程图如下。  

 
图2 景区导航流程图 

4.论坛 
论坛界面主要分为三大模块，设专门的管理员负责统筹运行。 
（1）景区介绍 
该模块包含照片、攻略、门票、酒店、车辆等信息。本系统可以完成所有旅

游准备工作，避免出现“在不同旅游景点来回切换”的繁琐过程，给用户提供极

大的方便。 
（2）官方置顶消息 
该模块主要是用于发布景点、旅游产品的主要介绍，景区可以在论坛上上传

vlog、图片、语音、文章等，来对本景区进行景点介绍、推荐、展示等，使消费

者能更详细的了解该景区的文化、最佳旅游方案以及最真实的景区现状。不限于

已开发的旅游景点，如特色小镇、非遗区等，同样可以在论坛上发布内容，扩大

知名度；商家则可以在论坛上发布商品信息，对自己的产品进行宣传。通过营业

执照对景区专业人员进行认证，同时开放消费者评论功能，允许消费者对景区专

业人员推文进行评价，并实现消费者对各评价的支持与反对功能。使消费者在这

里找到最真实的景区评价、最真实的景区状态、最符合大众的旅游方案和最贴近

人心的文化景点。 
（3）用户发布 
用户在旅游过程中所见识的文化特色、所品尝的美食等都可以通过上传小视

频、在评论区评论来彰显不同地区的文化，通过传播实现共享。 
（4）“我的” 
该模块由App管理员负责，做好景区与用户的沟通桥梁，通过与景区专业人

员联系，建立紧急事务处理系统，实时发布景区内消息，如厕所开放时间、寻人

寻物启事等，能及时调动景区内部所有工作人员及时进行救助，排除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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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内外发展现状 

1.北斗定位导航技术的国外研究现状 

（1）国外研究现状 
美国的GPS全球定位系统是目前世界上与GLONASS（格罗纳斯）定位系统、

伽利略定位系统和北斗定位系统并称的4大全球定位系统，该系统主要作用于三

大部分的范围：空间、地面以及用户。在空间上，GPS全球定位系统分布于6个轨

道平面上，运行时间能够维持12个小时，便于检测人员能够在任何时刻任何地点

都能够获取至少4颗卫星的信息；在地面控制上，能够操作运行中的系统，及时

的得到卫星所发射回来的信息；在用户上，用户可以无限制的以GPS接收机为介

质来获取自己的坐标信息，以定位系统的广播信号的方式发送信息。 
当前全世大多数人在用的是GPS，但是要用GPS就要的到美国国家局的同

意，美国政府担心SPS被其他的国家和组织用来袭击美国，于是在SPS在GPS中加

入了一种延迟那就是SA，SA是来降低GPS精确度的，让定位最终达到了大约100
米；然而PPS的精确度却在10米左右。目前的SPS精度也能达到10米左右的精度，

因为民用的干扰讯号被克林顿政府取消了。 
由苏联建造的GLONASS定位系统，目前正由俄罗斯来接替该系统的实施。

1993年开始建造的导航系统，在2007年完成开始用于国内的相关使用，随着进一

步的研究与发展，从2009年开始，GLONASS定位系统的范围已经扩展到全球，

其范围扩展到陆地、海上、空中等，并且能够获取其相关信息。 
俄罗斯的导航系统“格洛纳斯”目前有30颗卫星在轨道运行，俄罗斯航天打

算在2014年发射3颗卫星。同年，“俄航”公司表示，该司将于12月份开始在中国

部署剩下的两颗重要的卫星。 
总部位于捷克共和国的布拉格的伽利略定位系统是由欧盟国家一起建造，目

前该系统还处于发展和完善阶段。主要用于为欧洲的一些国家提供高精度的定

位，保障出现因为GPS的关闭而导致欧盟无法使用导航的问题。该系统是以伽利

略的名字命名，该系统包括德国的一个控制站和意大利的一个操控站，它们能提

供精度达1米以下的定位服务。 
（2）国内研究现状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由三段组成，可以在全世界所有范围内全天候的、全地域

的为各种用户提供高准确精度的定位，它基本拥有了一次完整的定位的能力，定

位能力非常准确。目前北斗导航卫星已达到了39颗最多它是继美国、俄罗斯、欧

洲拥有完整定位功能的导航系统，已经被列为世界上四大核心导航西永之一，往

后使用北斗导航卫星的人数肯定会更加多。 

2.智能导航技术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1）国外研究现状 
传统的导航在数据优化、故障检测、隔离与恢复等方面具有较高的容错性，

不利于用户的体验和使用，因此，在90年代初期开始对智能导航进行研究，通过

人工智能技术，不仅打破传统导航的束缚和解决了相关的缺陷，还能提供系统管

理与决策辅助等作用，同时在面对具有高容错的智能组合导航能够对其进行组

织、协调并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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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0年左右，美国发明了一种可以拍摄全景的摄像机，当时人们拿着这台

摄像机拍摄不同角度的图片，这就是全世界第一个使用全景相机的人，这也就是

早期的三维导航的模型之一。 
智能导航产品的一一问世推进了智能导航技术的发展，出现了很多导航系

统，2011年美国谷歌公司在自家的地图应用上增加了三维导航系统，使得智能导

航系统得到了很大的普及。 
（2）国内研究现状 
谷歌公司在地图应用里面推出了三维导航功能之后，国内的公司也开始了他

们的研究，他们随即推出了城市吧这一款街景产品，他很大意义上增加了三维导

航的实用性，并且让国内很多人开始了解了三维智能导航。 
当然国内的几家地图大公司比如百度和腾讯也不甘示弱，他们在第二年也推

出了街景模式，而且街景还覆盖了全国很多地区，当然前面推出的只是街景。并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三维实景导航。 
而后，国内大型地图导航公司高德公司推出了一款真正能实现三维实景导航

功能的地图，并且他们的不仅能覆盖一些常见的街道，还能覆盖全国很多地区的

交通网络，这让导航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三维实景导航，高德公司还利用三维建模

技术为一些地区建立了三维模型，很大程度上还原了当时所处的真实环境，该项

技术还能大大地解决导航中出现位置不准确的问题。 

3.研究现状述评 

基于北斗定位功能的智能导航技术是融合了大数据、数据挖掘、认知心理学

与管理学、机器行为学，人工智能等多学科理论实践技术，它能主动辨认用户所

需，并指引用户完成高效率的信息查询与获取，该技术在应用到旅游等诸多行业

有着非常重要的应用价值和商业前景。 

三、研究目标 

本文要实现一个基于“北斗+三维实景”的智能导航旅游系统，它具有以下

功能： 
1.旅游前，利用Google服务框架、北斗开放实验室开放平台与百度地图API的

地图定位功能，对景区进行地位，在用户定位到景区之后，系统利用360度全景

图技术对用户在搜索景区之后对游客进行一个全景图的展示，实现提前预览景区

效果的目的。 
2.旅游过程中，首先通过对市面上公司的地图API进行二次开发，获取景区

景点元素的具体位置，并对其进行3D标记，之后结合三维实景可视化技术快速生

成景区景点的三维实景地图，最后利用摄像头、定位、地图的智能导航信息和AI
识别技术，进行融合计算，以便呈现出更加逼近真实环境的导航画面；当遇到了

紧急情况时，通过安装了北斗定位系统的手机，可以实现景物野外一键呼救的功

能。 
3.与各大旅游平台及旅行社合作，做到互利互惠，我们可以从他们那里获取

最新的旅游资讯，同时也可以帮他们宣传和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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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创新性 

1.本方案基于北斗和GPS双定位导航技术，利用Google服务框架、北斗开放

实验室开放平台与百度地图API的地图定位功能，使定位更加精准。 
2.本方案是基于“北斗+AI+三维实景”的智能导航，利用人工智能技术、 
北斗定位导航技术、三维实景建模等技术，使定位加精准，导航画面更加精

准。 
3.就目前的行情，三维实景智能导航市场需求是很大的，而供应方却大大的

缺乏。据调查，目前智能导航的市场需求正处于供不应求以及在整体上缺乏品牌

效应的状态，因此，我们针对相关情况提出如下创新方案：1.实现虚拟部分和现

实部分的事实进行2.让用户处于由3D标记技术和三维实景技术所构建的三维虚

拟的环境当中，并通过AI算法的识别，提供让用户身临其境的三维场景3.在用户

界面构建一个三维的空间环境，从而实现屏幕内容与用户的移动相统一以及场景

的及时更新。 
4.本方案利用了360度全景图技术使得游客可以足不出户就能提前在家预览

到景区的景色，从而提前做好旅游规划。 
5.本方案利用北斗的短报文服务，给用户实现野外呼救的功能。旅游可能途

径到任何场所，包括航空航海出游、出游到任何手机覆盖不到的野外山地等场地，

这时北斗导航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北斗短报文服务，可以实现旅游途中紧急呼救

的功能。 

五、主要研究内容及实现思路 

智慧旅游的内涵是游客在旅游过程中所承受的泛在化 （Ubiquitous）的智能

旅游信息综合服务。智慧旅游的核心在于旅游数据的综合服务、泛在性以及旅游

者个体。 
当然把智能导航应用到旅游领域，就目前来看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为

旅游行业提供了诸多新的思路。旅游中包含最多的就是信息，只要我们抓住了信

息，将其好好地利用起来，就能为带着智慧旅游行业向前探索，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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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某景区的地图定位功能的实现效果图 

（1）在用户旅游前，用户在搜索框输入景区地点，我们利用所学的大数据

技术、数据挖掘、Android等相关知识，利用Google服务框架、北斗开放实验室开

放平台与百度地图API的地图定位功能，对景区进行地位，用户在定位之后，我

们在二维地图的基础上推出景区地图实景展示功能，这样能让用户足不出户的预

览到景区的大致景物，同时游客还可以切换各种场景，对旅游景点进行一个提前

的熟悉，在游客旅游前就能激发游客旅游的兴趣。其基本框架如下图所示 

 
图2 某景区360度全景效果展示图 

（2）在旅游途中，本方案在技术层面利用SketchUp技术搭建具有地理信息

的三维场景，并通过北斗定位技术获取了网络基础数据源的网络数据集，以java
为底层调用ArcGIS Engine二次开发组件，设计三维实景导航功能。 

在用户到达景区之后通过对百度地图API的二次开发，基本实现对景区景点

元素的3D标记，如对景点、厕所、安保点、小卖部等进行3D标记，在结合三维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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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技术把标记出来的景点进行融合，最后通过AI算法对比，展示出更加逼真的智

能导航功能，这样使用户能够实时导航景点、厕所等目的地，精确到一米以内，

解决旅游盲，人三急等问题，其基本实现框架图如下图所示： 

 
图3 基于北斗定位技术下的实景三位导航功能的实现效果图 

（3）在旅游结束之后：用户分享实时感受的功能：通过定位软件，在了解

用户离开景区之后，用户可以在APP上发布自己在旅游过程中所见的文化特色、

美食等信息，其基本模块功能设计图如下图所示。 

 
图4 论坛基本模块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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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应用前景 

基于北斗定位功能的智能导航技术是融合了大数据、数据挖掘、认知心理学

与管理学、机器行为学，人工智能等多学科理论实践技术，它能主动辨认用户所

需，并指引用户完成高效率的信息查询与获取，该技术在应用到旅游等诸多行业

有着非常重要的应用价值和商业前景。 

七、挑战性和不确定性 

1.普通的地图导航的主要问题：仅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大概的位置信息，却无

法提供真实的三维实景信息，无法保障城市导航系统功能的完整性。 
2. 基于360度全景图技术虽然在二维地图上进行了改进与解决，但对于制作

流程和周期都具有极高的要求与限制，其本身也存在着一些新的问题。就当前形

势，街道的全景技术迅速发展，但是市面上出现了诸多类似的产品，导致三维实

景技术得到了扭曲，与现实的差距还很大。 
3.三维实景导航：目前市面上很少公司推广三维实景导航功能，即便是高德

公司，也只是覆盖了一些大型的城市，对于错综复杂的交通网络，还需要消耗大

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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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浅－深层学习和北斗的滑坡灾害智能检测及实时监测方案 

作  者：李雨琛、李昕、姜跃锋 
指导教师：席江波 
学  校：长安大学 

 

【摘要】随着城市化进程和经济发展、森林砍伐以及气候变化引起的滑坡易发区

降雨量的增加，发生滑坡灾害的频率越来越频繁。在灾害管理领域，滑坡检测及

实时监测已变得至关重要。故本方案提出基于浅－深层学习的滑坡灾害智能检

测、基于北斗的高精度定位实时监测方案。 
分两步实现滑坡的高效准确检测，即通过快速的深度学习目标检测模型实现

大范围疑似滑坡区域的高效筛选，接着对疑似区域结合其异质特征通过浅层网络

进一步检测确认，得到滑坡检测分类结果及其敏感性图。随后通过基于北斗的高

精度定位监测实现滑坡的实时监测，从而结合滑坡因子可分析滑坡预警及灾后受

灾情况。 
最终通过搭建的分布式深度学习云平台，可实现滑坡灾害大数据的分布式存

储，滑坡检测模型的高效部署以及检测分类结果、滑坡敏感性图和受灾情况分析

等成果的更新及展示。 
 

 

1 目的意义 

滑坡是极具破坏性的自然灾害之一，重大的滑坡会导致比任何其他类型的自

然灾害更严重的伤亡。 
随着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森林砍伐以及气候变化，滑坡易发区域降雨量的明

显增加，发生滑坡灾害的频率增高。因此，在灾害应急管理研究领域，对滑坡进

行智能检测及实时监测已变得至关重要。 

 
12.20 深圳滑坡 

 
7.23 贵州滑坡 

遥感影像信息量大，观测范围广，分辨率高和速度快，其实时性和动态性更

是传统的地质灾害监测和预报方法所难以比拟的。同时传统机器学习的滑坡检测

方法只是利用了以滑坡因子为主的各类特征，没有充分考虑高分影像中滑坡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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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及纹理等特征。所以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在进行滑坡检测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及广

阔的前景。 
滑坡背景复杂多变，而且待检测的目标复杂多变，很难通过一般的抽象特征

完成对目标的检测，而深度学习可以提取同一目标丰富的特征，完成目标的检测。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丰富的数据，训练和测试深度学习模型，从而提高使模型更容

易应用于滑坡检测场景。 
本方案提出基于浅-深层学习的滑坡灾害智能检测、基于北斗的高精度定位

实时监测方案。通过高分辨率遥感图像、融合异质特征对各类滑坡目标的实时检

测监测、相应目标的特征提取和输出，可为灾前预警、灾后救援的快速响应及决

策提供切实可靠的技术支持。 

2 需求分析: 

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多变，三分之二的国土面积为山区，许多省、市、自治

区的山区面积达到90%以上；每年地质灾害频发，滑坡常常给第一产业、人民生

命安全及财产造成巨大损失，有的甚至是不可逆转的灾难，间接损失更是难以估

算。 
自 1968 年以来，甘肃黑方台塬边前缘形成令人震撼的带状滑坡群，累计发

生大小滑坡 131 次。数十年的滑坡灾害累计造成 41 人死亡，100 余人受伤，

直接经济损失巨大。2019 年 3 月 26 日，甘肃省黑方台党川 6 号和 7 号滑坡

体附近新发生了一起黄土滑坡，滑坡体积约 20000 立方米。但由于提前对滑坡

发出黄色预警，当地政府及时采取防范措施，避免了人员伤亡。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提高山洪、地

质灾害防治能力，加快建立灾害调查评价体系、监测预警体系、防治体系、应急

体系”。由此得知滑坡智能检测、实时监测以及灾后风险评价对于减轻损失具有

重要作用，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在滑坡体检测方面，多使用浅层算法以及机器学习中较为常见的算法如 

RF、SVM、GLM 等，这些模型的滑坡检测率在 79%－90%之间，而深层学习如

卷积神经网络（CNN）、Faster-RCNN、YOLO 等模型，并没有在滑坡检测上有较

多应用。因此，本方案基于 Faster-RCNN 模型提取高分遥感数据的空间特征，

使用浅-深层模型对 DEM 数据、地质、气象信息、高分遥感影像提取异质特征，

归一化后应用 SVM 模型进行分析，提高了滑坡检测的准确率。 
传统的滑坡监测主要通过建立不同等级的变形监测控制网，定期进行观测来

确定变形点的位移变化。但不仅易受到人为、气象等因素的干扰、费时费力，而

且采集的数据不能及时处理，换句话说就是无法实时动态反映滑坡的变形情况。

GNSS 观测的优点主要体现在测站之间无需通视、全天候观测、可同时获得监测

点的三维坐标、定位精度高、观测效率高等。故我国自主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高

精度定位对于地质灾害的实时监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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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总体框架 

3.1 技术路线 

 
图 3-1 技术路线图 

整个方案的总体技术路线如下图所示，主要包括高分遥感图像的预处理、深

层数据集建立、深度学习的滑坡检测、浅层数据集建立、归一化、机器学习的滑

坡检测、北斗高精度定位实时监测等部分。算法最终在云平台上，利用 Hadoop 
和 TensorFlowOnSpark 实现： 

3.2 系统组成设计 

此智能化目标提取系统包含五个分系统：图像预处理分系统、数据增强分系

统、算法分系统、北斗高精度实时监测分系统以及云平台分系统。每个分系统彼

此独立，通过数据流动实现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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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滑坡智能检测系统组成图 

4 概要设计 

4.1 影像预处理系统 

本方案遥感影像的预处理中，包括全色影像和多光谱影像的校正及配准、研究区

域的裁剪、以及研究区域的影像融合几个步骤，所有的预处理操作均在 Envi 中
进行。 

 
图 4-1 影像预处理流程图 

4.2 数据集的建立 

基于浅－深层学习模型在提取具有高分辨率的遥感影像以及其他数据如

DEM、气象图、地质图等资料过程前，需要对模型进行有效的训练，而有效的训

练取决于大量且可靠的数据集。数据集的数量对于模型来说至关重要，因此方案

根据浅—深层学习模型的不同原理，建立深层数据集以及浅层数据集，前者作为 
Faster-RCNN 的训练集和测试集，后者作为 SVM 的训练集与测试集，都包含相

应正样本与负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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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数据集建立流程图 

4.2.1.1 浅层数据集 

浅层数据集包含坡度、坡向、高程、降雨量、建筑物指数、道路指数、河流

指数等。其中从 DEM 图中提取坡向、坡度、高程等，气象图中提取累计降水指

数、降水强度指数，对于道路指数、河流指数、植被指数等从遥感影像中通过面

向对象的方法进行提取。 
浅层数据集获取的特征向量进行归一化处理形成的数据集合，作为 SVM 

的训练集以及测试集。 
 

 
数据集的 建立 

Faster-RCNN SVM 

异质特征 

浅层数据集 

气象图 

地质图 

DEM 

标准化的影像数据 

深层数据集 

GAN生成 

基于文献-报道的滑

坡影像 

图像增强后的滑坡

数 

 

已有滑坡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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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浅层数据集概图 

1．面向对象多尺度分割提取 
遥感影像分割的过程就是创建多边形实体即最小单元的过程。多尺度分割出

的对象大小不同是由于分割尺度的不同。通过分析目标地物的一系列相关特征来

设置相应尺度，不同的地物需要与目标地物进行合适的尺度分割才能准确的分割

出地物，创建出纯对象。 
地物分类规则的建立主要参考的是光谱特征与空间特征，也可以充分运用高

分辨率影像的纹理特征。利用纹理特征提取，区分地物之间纹理特征的差别时，

通常利用灰度共生矩阵（GLCM）熵值去。在该函数熵值较小，目标对象纹理较

为粗糙或较为平滑；相反，熵值较大，目标对象纹理比较密集。 
提取地物的过程中，提取规则要添加多种函数或算法，同时充分利用规则将

要提取的目标地物与其他地物区分开，尽可能的提高地物提取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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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面向对象多尺度分割流程图 

 

 
 

图 4-5 尺度分类图 

2．ArcGIS提取 

利用 ArcGIS 空间分析模块（Spatial Analyst），对目标滑坡地的方向进行评

价，以图形分析图为单元，将初始数据变更为栅格，经过独特的空间分析技术再

将栅格中的数据计算出来，进而完成目标滑坡地浅层特征的提取，例如坡向、坡

度等。 
（1）坡度特征 
坡度是评估滑坡敏感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对于不同种类的危险山区山坡的

稳定有着巨大的影响。我们可以利用 ArcGIS 软件从 DEM 中提取坡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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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坡向特征 
由于朝向不同的山坡接受不同量的直接太阳辐射和降雨，从而导致不同的斜

坡地形、湿度和植物覆盖，坡向也可作为调节因素。 

 
（3）海拔特征 
某些地区的滑坡灾害常常发生在中间海拔处。因为高海拔地区的山通常有薄

的土壤覆盖层和稳定的岩石结构，而低海拔地区有缓坡，两者都不易发生滑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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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平面曲率特征 
曲率是指坡角随平面变化的速率。排水线路走向受平面曲率类型的影响，河

流侵蚀是影响山坡稳定性的关键因素。 

 
3．异质特征的提取 
引发滑坡的一个重要的诱发因素是降雨，因为它降低了土壤吸力，增加了土

壤中的孔隙水压力。所以在判断滑坡时，降水是一个极重要的参考因子根据 
Faster RCNN 滑坡检测器所得出的滑坡区域位置，我们可以通过当地的气象网站

或气象数据库等途径，获取某一区域气象数据。 
我们用两个指标来量化降水特征：累积降水指数（CPI）和降水强度指数

（PII）。 
CPI 采用一段时间内前期降水量的线性组合计算，PII 代表每小时的降雨

量，这有助于我们了解滑坡触发的降雨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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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2 深层数据集 

深层数据集的来源如下图所示，有四个来源，分别为已有滑坡影像、文献－

报道中获取滑坡数据集、图像畸变后的滑坡数据集、生成对抗网络模型生成数据

集，深层数据集用于训练以及测试 Faster-RCNN 深度学习模型。 

 
图 4-6 深层数据集概图 

1．已有滑坡影像 
Google Earth 卫星图像、百度地图影像 
2．基于文献—报道的滑坡影像 
1）文献资料 
本方案围绕中国近二十年内的滑坡文献进行收集，以地理省份进行区分并进

行收集，对于已收集文献进行筛选与分类。以浙江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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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浙江省滑坡部分文献汇总表 

 

2）报道相关资料 
在地质灾害服务应用网站上搜索滑坡信息。 

 

图 4-7 地质灾害服务应用网站图 

报道基于百度搜索展开，以贵州省部分报道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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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贵州省部分滑坡报道表 

 
 
3）建立 Excel 表并提取文献—报道中信息  
Excel 表格内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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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Excel 内属性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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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cel 表格内形成数据为： 

 

 

 
4）数据的筛查与扩充 
图 4-8 Excel 表成图 
在以上步骤收集数据表的过程中，可以发现，数据表内的信息并不完全，对于部

分信息如降雨量、坡度、经纬度信息等数据，可依据报道、气象图、地质图提取

数据表内空缺数据。 
对于文献、报道中提及相同的滑坡点位数据，进行删减。  
对于文献、报道中对于滑坡不同时间点位的报道，取合理的时间点位进行数据表特

征的获取。 
5）获取滑坡点位经纬度 
这个过程分为三种类型的滑坡点位： 
在文献收集过程中，部分滑坡点位已知精确的经纬度，则在 Google Earth 上

直接导入。如：《湖南宁乡王家湾滑坡特征与变形机制分析》中滑坡中心地理坐标东经 
112°00′40.0″，北纬 28°11′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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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于没有经纬度的滑坡点位，先进行粗略的定位，再通过遥感影像的滑

坡前后不同时期的对比，能够得出明确的滑坡影像对比图，得到其经纬度，并在 
Google Earth 定点标注。 

如以下： 

 

浙江 
 

浙江 
 

浙江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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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一些没有精确地理位置描述的点位，或 Google Earth 上无法明确滑坡发

生的点位，在 Excel 表格内进行经纬度的数据表输入，不在 Google Earth 上定

点标注。 
6）难点 
难点其一在该阶段的难点在部分文献描述模糊，如： 

 

佛山某别墅群后山滑坡成因分析及治理方案 陈泽萍 

广州打捞局某培训中心滑坡机理研究 黄丰发 

广东省韶关某黏质土坡滑坡治理方法 潘健 
地点描述不清，会使得后期在 Google Earth 上无法定点标注，也不能成为完整

的训练样本，而数据的数量是训练的关键，因此本方案还融入其他三种方法作为

数据集有效的补充。 
难点其二，基于文献—报道的数据集获取过程较复杂。 

湖南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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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图像增强后的滑坡数据集 
通过对已知滑坡点位的影像数据进行图像操作如旋转、对称等操作。 

 

原图

像  

 

旋

转  

  

 
4．GAN 生成滑坡影像 
在进行滑坡模型训练时，需要大量的实验模型。大量的数据基于前三种数据 
源仍显得单薄，因此本方案应用深度学习的模型 GAN 网络。GAN 作为一

种生成模型，是解决样本不足、生成质量差、提取特征难度大等问题的一种较好的方案。 
GAN 框架的基本思想，就是通过一个生成神经网络去模拟最大似然估计，

从而达到生成的目的。优化生成器是通过引入判别器后，进行判别器的更新，从而进

行反向传播优化的。GAN 在生成模块可以生成足以“以假乱真”的图片； 判别模

块难以判定生成模块生成的图片是否是来自真实样本。方案应用 GAN 自动模拟

生成滑坡模拟数据集进行模拟，以此增加可用数据集的数量。 

 
图 4-9 GAN 网络生成原理图 

4.2.1.3 数据集的处理 
对于以上四种已收集的数据集，其属性特征不统一，因此需要对已收集的实

验数据集进行预处理。数据集包含训练集和测试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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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案将所有深层数据集内的遥感图像标准化为 500×375 像素，并将数据集

格式统一为 Faster-RCNN 算法均适用的 VOC2007 格式。对训练数据集进行统

一标记，标记内容区分正样本与负样本，保证标记框不重叠，对滑坡区域大于 
100×100 像素的图像一致取中间位置标注 100×100 像素标记框。 

 

 
正样本 

 

 

 
负样本 

 

 
 

将浅层数据集内的异质特征进行归一化处理，并对异质特征进行标记，标记

区分正样本与负样本两大类型，使其适用于 SVM 的模型训练以及测试。 

4.3 大区域疑似滑坡快速检测分系统 

在此方案中，搭建基于深度学习的卷积神经网络模型，采用 Faster RCNN 算
法对图像进行处理。首先通过图像增强、归一化等预处理过程，制作数据集训练集；

然后搭建神经网络模型，将每幅目标滑坡图片进行卷积处理，计算出每个滑坡的

识别概率值，进行对目标滑坡的分类；最后得到候选框位置坐标，对目标滑坡进行检测。 
 

 
图 4-10 大区域疑似滑坡快速检测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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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ter RCNN 网络将特征提取和候选区域生成部分融合进一个网络模型，通

过共享卷积层对各幅图片进行特征提取，特征矩阵直接在 RPN 网络批量生成候选

区域，解决了候选框批量生成时间太长的问题。由卷积和池化等层次组成的共享卷积层

通常采用 VGG16 网络来批量提取每幅图片的特征，生成特征矩阵，由于层数较

深可更多的提取目标的特征，对小目标的识别也有较高的识别精度。 

4.4 滑坡重点区域的检测及识别系统 

基于支持向量机（SVM）的动态大数据，针对有效信息特征进行挖掘、减少

去噪处理对仿真结果的影响，提高了信息时代背景下的动态大数据有效信息特征

提取性能。 

 
图 4-11 SVM 分类流程图 

特征训练部分是将输入到网络模型中的像素块进行目标滑坡的特征提取，再将

提取出的深度特征输入到 SVM 分类器中训练，提取滑坡的高维特征，保存训练

好的 SVM 分类器。分类部分利用训练好的 SVM 对待分类的像素块的滑坡深度

特征进行分类，分为滑坡敏感区和滑坡非敏感区。遍历所有的像素块，得到最终的分

类结果。 

4.5 可推广的北斗/GNSS 高精度实时滑坡监测系统 

滑坡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地表的滑动变化。在各种滑坡工程中，地表位移的监

测被认为是监测重点。滑坡监测中最为重要的实时监测手段之一是位移计，利用滑坡中

稳定区和变形区的相对位置变化来监测滑坡运动变化的方法。目前位移计价格便

宜，布设简单，技术较为成熟、量程大、精度高，已得到大量的应用。 
实际工作时，位移计通过监测时发生相对位置变化的数字信号，导致开关闭合，电

路触发进行预警预报。该类位移计使用了无线传输，使用基于 BDS 的无线传输模

块。BDS 接收机支持 3G/4G 等无线传输功能，同时具有了体积小、性能稳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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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等优势。GNSS 短距离（小于 10KM）实时监测的精度平面优于 5mm，高

程方向的精度优于 1cm，完全满足滑坡监测的精度要求。 

4.6 spark+tensorflow 集群+Hadoop 滑坡灾害并行检测云平台 

 

图 4-12 云平台构建图 

4.6.1.1 基于 spark 平台的 tensorflow 集群平台 
我们结合TensorFlowOnSpark 开源框架，构建了一个分布式的深度学习平

台。这样我们就能够实现更好的分布式训练和数据传输。所有的 TensorFlow 核
心组件部署在 Spark Executor 中分布式执行，由一个参数服务器 PS 和若干个

计算节点 Worker 组成。 
4.6.1.2 Hadoop 构建大数据分析及成果展示平台 
Hadoop 是一种可扩展、开源、容错的虚拟网格操作系统架构，用于数据存

储和处理。它运行在普通硬件上，使用 HDFS，这是一种容错的高带宽集群存储体系

结构。它运行用于分布式数据处理的 MapReduce，并与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一起工

作。 
利用 Hadoop 搭建的云平台可以向用户输出由 spark+tensorflow 集群平台进

行滑坡检测后的结果。 
4.6.1.3 受灾情况分析 
滑坡对城乡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消极意义，它的影响范围不利于城乡空间环境的

生态稳定性．滑坡受灾情况是转移、重建等规划建设的重要步骤，滑坡灾害区域性分析

又是人类撤离的依据．本研究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技 术，选取坡度、植被、

水体、交通、居住区、人口、社会经济等７个评价指标，对目标滑坡点的整个生

态环境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并得出研究区滑坡灾害分析结果。 

 
图 5-13 受灾情况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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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4 三维空间显示 
在滑坡发生后，及时把应急基础数据库中各种丰富的灾区数据通过图件展示

出来，是了解灾区背景资料最为直观的方式。若将滑坡应急专题图表达出三维实

体的效果，会强化滑坡应急救援人员对目标滑坡点相关信息的空间认知，帮助对

实地信息的准确判断，提高滑坡应急救援工作的开展效率。 
 

 
 

图 4-14 滑坡三维专题图制作流程图  

5 创新点 

5.1 建立基于异质特征的浅-深层滑坡检测的数据集 

针对能更多的训练样本训练模型，本方案的数据集来源有三个部分。一是搜集文

献内已有的滑坡，根据异质特征进行提取，建立数据表；二是已有数据集的整理，

已有公开数据由地质灾害服务应用、Google Earth、百度地图等；三是使用生成式

对抗网络(GAN)进行滑坡训练集的生成；四是用传统手段将图像发生畸变得到的新数据。

这四个数据来源提供了大量的数据量保证了模型的准确性。数量文件格式则使用 HDF5，用 
HDF5 来存储数据集。该格式在多维数据应用比关系型数据库有较大优势，而且更

适用于单机大规模数据应用。 

5.2 提出基于异质特征融合和浅—深层学习的滑坡灾害检测方案 

使用深度学习提取高分辨率遥感影像的空间特征，使用机器学习模型对归一

化后的特征进行分析，提高了模型的准确性。 

5.3 设计北斗/GNSS 高精度实时滑坡监测系统 

实时监测系统的一个关键环节是 GNSS 实时数据传输。位移计通过监测获

取的数字，转化为形变区监测点的相对位移量，从而监测形变区域的位置变化进

行预警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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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设计基于 Spark+TensorFlow 集群+Hadoop 技术的滑坡灾害检测智能云

平台实现方案 

云平台使用 Spark 技术，模式采用私有云，嵌入深度学习的模块可以进行处

理 MLLAB、DL4J。云平台有规模大、虚拟化、可靠性高、通用性强、高可扩展性和廉

价的优点。Spark 技术具有高速、易用、通用性和可融合性高；Tensorflow 不仅支

持深度学习，而且编译速度快；Hadoop 优点则是高扩展、低成本、成熟的生态

圈。云平台实现的三大功能：储存数据、在线获取、输出成果。储存数据形式为

分布式存储，该方法利用位置服务器定位存储信息，利用多台存储服务器分担存储负荷，

提高了系统的稳定性、扩展性、实际操作性和存取效率，将不稳定因素降到最低。成果分为

两大块，其一为受灾情况分析，对于空间特征进行缓冲区分析为救灾方案提供帮助，其二为

滑坡敏感性图以及图表的输出，提供滑坡三维建模显示。两种成果能满足用户不同需求。 

6 预期效益 

6.1 社会效益分析 

滑坡是一种突发性强、分布范围广、危害程度大的自然地质灾害，常给交通

运输、农业生产、工业建设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巨大的损失。 
从地质灾害发生地区分布来看，中南地区、西南地区地质灾害发生频率最高，

可以占到总地质灾害数量的 60%以上。三峡库区地质条件复杂，区域内有长江

及其众多支流，河流侵蚀作用强烈，易形成高陡岸坡。且位于亚热带气候区，夏

季多暴雨、大雨，滑坡等地质灾害广泛发育，极易发生。而在山地与丘陵分布较

多的地区，滑坡灾害造成的危害更大。常常会破坏通信设施、损毁居民房屋、与

此同时，还会堵塞河道水域、淹没田地，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严重制约着我国

丘陵山地地区的经济发展，影响社会繁荣与稳定。 
滑坡灾害发生后，灾后救援的首要工作是准确、快速获取滑坡信息。最早的

滑坡信息获取方式以现场调查为主，但滑坡灾害大多发生在山区，地形复杂，交

通不便，次生灾害时有发生，在短时间内依靠人力进行现场调查获得滑坡灾害发

生的准确位置、数量及大小等信息非常困难，灾后救援及灾后重建工作也难以快

速展开。 
国家“十三五”规划中，把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作为优先主题，要求在地质灾害

易发地区加快建设监测预警、综合防治和应急救援体系。滑坡信息提取受到各灾

害应急部门的高度重视，是灾害科学治理工作的必要前提条件。我们有必要开展

滑坡信息提取新方法、新技术的探索，从而解决目前滑坡信息对人工依赖度较高、

提取精度低，无法大面积推广应用的现实问题，。 
遥感技术成为灾害及环境监测的最有效手段是因为其具有成像速度快、覆盖

范围广、成本低等优势。同时借助深度学习的研究与应用经验，对工业和生活的

进步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本系统利用高分遥感影像，通过深度学习识别检

测滑坡，丰富数据集中的滑坡模型，人们可以从云平台、直观、快速、准确地获

取滑坡灾害信息，对灾后救援获滑坡灾害信息有重要意义。 
1. 灾害监测及应急救援部门：通过高分辨率遥感图像、融合异质特征对各

类滑坡目标的实时检测、相应目标的特征提取和输出，可为灾前预警、灾后救援

的快速响应及决策提供切实可靠的技术支持。 
2. 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和国家林业局等部门：通

过 Faster-RCNN 对高分辨率遥感图像的目标智能化检测，结合 ArcGIS 做缓冲



第十一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91 

区分析，可为城市规划，路网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林业资源规划提供高效的方

法及技术手段。 
3. 有实时需求及特定目标需求的客户：结合云平台的浅—深层学习模型，

对目标滑坡智能化提取，为用户的不同需求提供解决方案。 

6.2 经济效益分析 
滑坡对经济的直接危害主要包括：毁坏城镇、村庄、铁路、公路、航道、房

屋、矿山企业等，造成财产损失。滑坡的次生灾害是阻塞河道、使上二游江河溢

流或者堵河成湖后溃决，发生洪水；有时受暴雨或洪水诱发进一步形成泥石流，

造成更严重的破坏损失。 
据统计，2007～2016 年滑坡灾害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发现平均每年造成

经济损失 44.46 亿人民币。据 2016 年国家发布的地质灾害年终调查报告显示， 
全国范围内大型地质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高达 31.7 亿元。给国家和人民

生命财产带来巨大损失，甚至还影响到国家的技术经济政策。 

6.3 生态效益分析 
滑坡在造成人类生命财产损失的同时，也会造成大江大河断流，森林、草地、

农田、河流等生态系统严重受损，珍稀动物栖息地破碎化、珍稀动植物死伤严重、

原生植被遭到破坏。野生动物也遭到严重破坏，水源涵养功能下降，主要生态功

能、水土保持功能受到极大破坏，从而影响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检测滑坡系统提供的滑坡模型对滑坡易发地有一定的监测作用，从而对可能

发生的生态破坏提前做好防护工作，为地方或者国家制定生态保护方案、加强生

态安全及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提供有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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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研究背景 

载体姿态信息是导航系统的重要参数之一，姿态测量技术几百年来都有着广

泛的应用，当今更是各国在导航与控制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上世纪70年代后，

基于导航卫星的测姿技术得到了快速的发展，随着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BDS）
的不断完善，利用BDS进行姿态测量的技术逐渐兴起。BDS测姿技术具有误差不

随时间累积、组成简单、灵活通用、成本低等优点，但也有许多不足，如容易受

天气、遮挡物影响、更新频率低、存在跳点等，对使用时的环境要求很高。特别

的，卫星测姿技术用于姿态控制领域时，若受到障碍物影响或接收信号不正常而

姿态跳变很大时，可能直接摧毁所控制的载体。 
在此研究背景下我们设计了基于惯性测量单元（MIMU）的北斗导航倍增器

即北斗导航倍增器，将三/两天线北斗与内置的惯性导航系统进行松组合，优势互

补。 

1.2作品简介 

北斗导航倍增器主要由DC-DC电源模块、MEMS惯性测量单元、滤波隔离模

块、串口收发模块、中央处理器等部分组成，该产品基于惯性测量单元的北斗导

航倍增器，将三天线北斗与北斗导航倍增器装置进行组合，优势互补。降低成本

的同时，具备精准测速定位功能。该产品能够将北斗信号的输出频率提高到

200Hz以上，测高精度控制在10cm左右，同时也可以使北斗导航系统更准确（在

有北斗信号时增强北斗的导航信息）、更可靠（无北斗信号时，短时间内可以继

续导航）、更智慧（具有防欺骗、防干扰功能）。北斗导航倍增器作为北斗导航系

统的接受终端和辅助器，将导航与测姿功能相结合，可应用于大多需要导航测姿

的平台。如于各类直升机，飞行器，水下机器人，车载导航系统，水面平台等等，

应用范围广泛，社会效益很高。 
本说明文档主要阐述了北斗导航倍增器装置所完成的工作及创新性，实现的

任务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采用高精度惯性测量单元与多天线北斗卫星信号进行组合。该装置可以

提升北斗导航的输出频率，可用于稳定平台、中小型无人飞行器的姿态测量。 
2、采用自适应算法。采用优化的自适应算法，首先进行运载体机动判定，

当加速度计测得的合加速度值在一定范围内，即判断运载体是在一个静止或者低

机动状态下，就可以用加速度值来修正陀螺仪的测量误差。可以在飞行器进行大

幅度机动时准确地测量飞行器的姿态。 
3、采用独创的减振结构设计。最大幅度的降低飞行器高频振动对系统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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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产品主要基于MEMS的北斗导航倍增器研制，用以辅助三天线北斗测姿系

统测量车辆的三维姿态，并控制车载三自由度稳定平台在车辆运动过程中保持稳

定。采用ADIS16445惯性传感器作为本装置姿态测量的基础，研制了成本低、体

积小的辅助测姿装置，实时输出横滚、俯仰、航向等信息，能够提升北斗测姿的

精度，增强其环境适应性，并将数据更新率提升至200Hz。基于MIMU的北斗导

航倍增器与三天线BDS测姿系统组合可以提升系统的输出频率，增强环境适应

性，提高动态性，提升测姿精度。北斗导航倍增器的指标如下： 
1）启动时间； 
2）与三天线北斗测姿系统组合后的静态精度：俯仰、横滚、动态精度； 
3）组合后的数据更新频率为200Hz； 
4）组合后能提供姿态、速度、位置信息； 
5）在北斗失锁时能维持 姿态输出； 
6）温度环境：  ； 
7）抗振动冲击。 

第二章 项目特点 

2.1 创新性 

十六大以后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核心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

力作为发展科技的战略基点。在前文已经阐述了北斗导航系统的不足与我们的目

标。本产品基于这些问题进行设计，其创新点主要有： 
1）采用高性能惯性测量单元与多天线北斗卫星信号进行组合。随着软硬件

技术的发展，组合测姿的技术愈加成熟。该装置可以提升北斗导航的输出频率，

可以用于稳定平台，中小型无人飞行器的姿态测量。 
2）采用自适应算法。采用优化的自适应算法，首先进行运载体机动判定，

当加速度计测得的合加速度值在一定范围内，即判断运载体是在一个静止或者低

机动状态下，就可以用加速度值来修正陀螺仪的测量误差。可以在飞行器进行大

幅度机动时准确地测量飞行器姿态。 
3）采用独创的减振结构设计。最大幅度的降低飞行器高频振动对系统的影

响。 

2.2 科学性 

北斗导航倍增器利用MIMU辅助BDS测姿方案的设计思路和软硬件的具体

实现，基于MIMU的数据率提升装置与三天线BDS测姿系统组合可以提升系统的

输出频率，增强环境适应性，提高动态性，提升测姿精度。利用STM32F4处理芯

片，同时采用先进的硬件系统，利用自主改进一种自适应的算法，将测姿与导航

技术相结合，实现功能的多样化，统一化。同时北斗导航倍增器符合我国建设北

斗卫星导航系统，提高我国国际地位的重大战略，符合我国军民融合的发展战略。

北斗导航倍增器本身采用最优化设计，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应用空间巨

大。 

2.3 先进性 

北斗导航倍增器利用信息融合技术，将接收到的北斗卫星数据与惯性导航得

到的信息进行融合，互相修正，得到最稳定可靠的导航信息，完成对目标的精确

导航。采用先进的高精度惯性传感器和高性能是STM32F4处理芯片，外壳应用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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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的功能材料，抗信号干扰。同时通过惯导系统对卫星信号进行差值矫正，提高

北斗卫星信号的输出频率，可以满足一些对导航信息输出频率要求较高的控制系

统和稳定平台的使用。 

2.4 实用性 

北斗导航倍增器具有很强的实用性，能够替代市场上同类型的GPS，满足军

事、交通、农业、无人机、智慧城市等领域的需求，利用北斗导航倍增器可以大

大提升北斗导航系统的导航精度，通过此装置可以将北斗数据输出频率提升数

倍，再结合北斗国产的背景和更低的费用，一定可以大大开拓北斗系统的市场。

目前北斗导航倍增器已经应用在某型防化车北斗导航倍增器、船用北斗罗经、军

用无人飞行器、农用植保无人机上，除此还有很多领域可用到此装置，所以北斗

导航倍增器具有广泛的市场和应用空间。 

第三章 系统总体设计与实现 

3.1系统总体设计 

3.1.1方案设计 
考虑成本与精度，本产品选用了性价比很高的MIMU来辅助三天线BDS进行

姿态的测控。为了更清晰地描述北斗导航倍增器装置的设计方法，首先介绍北斗

导航倍增器装置的应用背景、控制设备的组成。测姿、导航、控制系统由三天线

BDS测姿系统、北斗导航倍增器、三自由度稳定平台和显控PC机组成。三天线

BDS测姿系统为湖南某公司的设备；北斗导航倍增器是针对北斗测姿系统不足而

设计的辅助装置，是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为本文的设计重点；稳定平台的控

制系统接收姿态控制命令从而在防化车行径过程中保持稳定；PC机用于导航信

息显示和稳定平台控制。 
整体大系统的工作流程为：北斗导航系统主机接收并解析三个天线北斗卫星

的导航报文，然后将姿态、速度、位置等导航信息发送至北斗导航倍增器，北斗

导航倍增器融合两者数据后将导航信息以200Hz发送给显控PC机，由PC机完成对

稳定平台的控制。 
3.1.2 系统组成 
北斗导航倍增器主要由DC-DC电源模块、MEMS惯性测量单元、滤波隔离模

块、串口收发模块、中央处理器等部分组成。DC-DC电源可以给系统提供±3.3V、

±5V的电压，滤波隔离模块可以降低电源的纹波、对各芯片的电压源进行隔离，

MEMS惯性测量单元用于测量敏感加速度和角速度，中央处理器进行导航信息解

算，串口用于与上位机通讯，同时，为了功能的扩展，预留了无线通讯、I2C等
接口，各模块之间的关系如图3.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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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1北斗导航倍增器构成图 

北斗导航倍增器对外包含三个通信接口，均采用航空接插件对外连接，分别

用于接收北斗测量系统的导航信息，接口用于接收上位机命令、发送导航数据。

为了节省空间资源，将三个接口包含在了一个圆形11星接插件中。另有一个3星
的电源接口，用于接收24V直流电源。电路板采用四层板设计，能够紧凑合理地

利用板上面积，北斗导航倍增器实物图如图3.1.2。 

 
图3.1.2 北斗导航倍增器实物图 

3.2 关键硬件设计 

3.2.1 惯性测量单元概述 
惯性器件的精度直接决定着装置的测姿精度，ADI公司的MEMS-IMU特点鲜

明：在同类传感器中精度高、稳定性强、性价比高，其生产的高精度的MEMS-
IMU指标能达到战术级，完全可以满足中低精度的姿态测量要求。本产品选用

ADI公司的ADIS16445 MEMS-IMU。它满足系统的指标要求且价格十分便宜，具

有很好的性价比。传感器实物图如图3.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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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1 ADIS16445实物图 

3.2.2 中央处理器概述 
本产品采用嵌入式系统设计方案，选用STM32作为主控芯片。本产品选取的

STM32F407是一款高性能、低功耗的处理器。它片上资源丰富，内置10个16位定

时器和2个32位定时器、3个高速SPI接口、6个USART接口、192K字节的SRAM、

1M字节片上闪存FLASH，并且IO复用功能强大，虚拟增加了端口数目。集成

MCU、DSP、FPU性能与一体，最高工作频率可达168MHz，集成灵活的外部存

储器接口FSMC，可以外扩存储器SRAM、SDRAM、NAND Flash、NOR Flash。 

3.3 系统关键电路设计 

3.3.1 MEMS采集电路设计 
加速度计、陀螺仪数据的采集是后续组合导航的基础，准确无误的采集传感

器数据至关重要。ADIS16445集成度高，为数字信号传输，对外引出20个引脚供

用户使用。其采用SPI串行通讯协议，3条总线分别为DOUT、DIN、SCLK，片选

线为 ，低电平作为开始信号，高电平作结束信号。另外，引脚作为复位引脚，

在传感器工作异常时，可给复位引脚发送一个低电平信号重新启动传感器。

DIO1～DIO4为可配置的输入输出引脚，可配置其中任一个引脚作为传感器数据

准备好时的标志信号。 
如图3.3.1所示，ADIS16445传感器只用到了10个引脚，与STM32微处理器之

间通过两个10PIN接插件相连接，4线SPI连接至中央处理器的SPI控制器端口，复

位和片选信号连接至中央处理器的空闲I/O引脚。STM32中央处理器便通过这样

几根线实现对传感器数据的采集。 

 
图3.3.1 MEMS采集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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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STM32F4最小系统设计 
（1）时钟与复位电路 
STM32F4系列微处理器有内置振荡电路，可以产生时钟频率，虽然这样节省

了成本和电路空间，但它的精度比外置晶振差，在时钟精度要求较高的场合，入

本设计中计算量大、定时精确，可能会产生乱码芯片工作不正常等现象。因此本

文采用ST官方公司提供的方案，外接高精度的8MHz无源晶振，两个20pF的电容

为负载电容，是晶振起振的必要条件。时钟电路如图3.3.2所示，通过OSC_IN和

OSC_OUT两个引脚接到微处理器对应引脚，上电后，可用软件手动配置所需要

的时钟频率。 

 
图3.3.2 时钟电路 

复位电路的作用是使系统恢复到初始状态ST系列微处理器常见的复位方式

有两种：软件复位和硬件复位。本产品采用的是硬件复位，是一种上电复位，如

图3.3.3所示：当微处理器NRST引脚检测到由高电平到低电平的跳变时，将重启

系统。按键开关就起到电平变换的作用，电容的作用是过滤杂波，可以减轻按键

的抖动，防止误复位或多次复位。 

 
图3.3.3 复位电路 

（2）配置下载电路 
STM32F4的程序下载有多种方式，USB、JTAG、串口、SWD等。本产品采

用简单高效的SWD下载方式，如图3.3.4所示。将接插件的复位引脚NRST、时钟

线SWDCLK、数据线SEDIO分别连接至微处理器，在PC端使用Keil uVision5软件，

它是ST公司推荐的编译环境，程序编译完成后，便可通过SWD下载器将生成

的.HEX文件烧写至中央处理器内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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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4 配置下载电路 

（3）BOOT模式选择 
所谓启动，一般来说就是指我们下好程序后，重启芯片时，SYSCLK的第4个

上升沿，BOOT引脚的值将被锁存。用户可以通过设置BOOT1和BOOT0引脚的状

态，来选择在复位后的启动模式。 
每个STM32的芯片都有两个管脚BOOT0和BOOT1，这两个管脚在芯片复位

时的电平状态直接决定了芯片复位后开始执行程序的位置，本设计中采用主闪存

存储器模式，将BOOT0与BOOT1引脚通过10K的下拉电阻接地。 
3.3.3数据收/发单元设计 
北斗导航倍增器与外部的通讯接口有两个：接收来自北斗测姿系统的导航信

息、发送导航信息至导航上位机软件和接收上位机命令。串口有很多种串口通讯

协议的标准，应用最为广泛的是RS232和RS422标准。RS422较RS232标准的优势

明显： 
1）RS422采用差分平衡发送和差分接收，因此具有更强的抗干扰能力 
2）传输距离远 
3）传输速率快 
4）驱动能力更强，可以同时连接多个串口设备。 
因此本文采用RS422串口传输标准，以增强装置在各种复杂环境下的应用。 
北斗导航倍增器选用信号与电源隔离的RS422/485收发器ADM2587E芯片作

为串口收发模块的核心，其内部集成了DC-DC隔离电源和RS422/485收发器，具

有开路、短路、故障保护功能，是一款安全、稳定、高效的串口通讯芯片，非常

适合在环境较为恶劣的情况下使用。 
串口电路设计如图3.3.5所示，RXD、TXD两个引脚连接至STM32微处理器的

UART端口，A、Y引脚为接收/发送正相端，B、Z引脚为接收/发送反相端，四个

引脚直接连接至电路板上的串口接插件上，为全双工的设计方法，在发送导航信

息的同时可以接收来自上位机的命令。在电源VCC和地GND之间并联有0.1uF和
10uF电容，这些电容为滤波电容，是有必要存在的，能够滤除电源的杂波，保证

数据传输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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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5 串口收发模块 

3.3.4供电电路设计 
（1）电压转换 
北斗导航倍增器的供电电压为±12V，在外部电压接入芯片前先用公模电感

对其进行滤波处理，去除部分杂波。电源模块将±12V转换为一个+5V和两个

+3.3V，+5V与+3.3V1共地，另一个+3.3V2单独工作。MEMS惯性传感器和中央处

理器的供电电压为+3.3V，工作状态指示灯、程序下载接口、串口收发单元等电

路模块的供电电压为+5V。电源模块的设计如图3.3.6所示。在+5V与GND之间、

+3.3V与GND之间并联一个10uF的滤波电容，以减少电源的噪声。 

 
图3.3.6 电源模块设计电路 

（2）电源隔离电路 
如果不在供电电源做隔离处理，电源之间的相互干扰可能会引起的数据传输

异常，在意外短路情况下甚至会烧毁整个电路系统，因此，本设计采用多片

ADuM1201芯片对电源进行隔离，电源隔离模块的电路设计除电压不同外均如图

3.3.7所示。 

 
图 3.3.7 数字电源隔离电路 



第十一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101 

3.4 系统软件设计 

搭建好了北斗导航倍增器的硬件平台后，为了尽可能利用STM32微处理器的

优异性能，良好的软件设计是必不可少的。北斗导航倍增器的软件设计也属于嵌

入式软件设计范畴，嵌入式软件设计的核心是高效、稳定！软件采用执行效率非

常高的C语言来实现。北斗导航倍增器软件的主要功能是对片上资源进行初始

化、采集MEMS数据、接收三天线北斗测姿系统的导航数据、初始对准、数据滤

波融合以及与上位机之间的数据收发通讯。主要功能需求及模块划分如图3.4.1所
示。 

 
图3.4.1北斗导航倍增器软件功能划分 

3.4.1 原始数据采集 
（1）传感器数据采集 
传感器采用串行通信的方式来进行数据的传输，因为其内部集成了转换电

路，输出数据为数字信号。包含片选、时钟、数据输入、数据输出4根信号线。

其时序图如图3.12所示。 

 
图3.4.2 ADIS16445传感器时序图 

在进行数据采样前首先要配置好SPI驱动，开启SCSK，配置主从模式、同时

发送地址和命令等；然后需要对控制寄存器进行配置，如配置传感器的采样周期、

输出方式、带宽范围、温度输出等；配置完毕后主控芯片便可以读取输出的X、

Y、Z三轴陀螺、加表寄存器数据至内存中，然后对原始数据进行实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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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天线北斗测姿系统数据采集 
北斗测姿系统能够提供完整的导航信息，北斗导航倍增器同过RS422串口通

信协议与其进行数据传输，发送频率为1Hz。串口的底层驱动很容易，配置串口

以中断的方式来接收数据，北斗发送来一帧命令则触发外部中断，然后进入中断

解析北斗报文。当没有收到北斗报文时，北斗导航倍增器单独工作；当正确接收

北斗报文后，两者进入组合模式。一帧报文包含62个字节。需指出的是，北斗系

统的周期数和基线长度对系统精度的影响很大，因此北斗导航倍增器在接收到差

别较大的周期、基线数据时需有不同的解决策略。对于北斗失锁判断也来自于北

斗测姿系统的最后一字节报文，进而在失锁时进行不同的算法处理。 
3.4.2 数据同步 
组合系统的数据同步主要是指时间上的同步。时间同步是为了将同一时刻

BDS测姿系统和北斗导航倍增器的导航信息值送进卡尔曼滤波器中进行数据融

合。BDS接收机可输出精度高达到200ns的秒脉冲信号，较其他芯片的时钟基准

都更为准确，因此将这个PPS脉冲信号作为两个系统的时间基准。接收机在 PPS
脉冲的上升沿严格地进行BDS数据更新，但由于北斗导航倍增器装置的采样频率

为800Hz，转换成时间为1.25ms，故在数据率提升转置中央处理单元STM32F407
中采用一个独立的32位定时器控制MIMU的数据采样与发送，并在北斗测姿系统

的PPS脉冲上升沿对该定时器进行校准，实现装置与BDS测姿系统在整秒时刻的

导航数据时间同步。当BDS信号失锁时，在无PPS脉冲信号输出的情况下，定时

器仍可单独工作，保证系统正常运行，但此时的定时精度较有PPS校正下略差。 

第四章 功率提升装置 

北斗导航倍增器设计了基于惯性测量单元（MIMU）的功率提升装置，将三

天线北斗与北斗导航倍增器进行松组合，优势互补。降低成本的同时，主要提供

三维姿态信息，并实时控制车载三自由度稳定平台保持稳定，同时具备测速定位

功能。 

4.1 系统总体设计 

4.1.1 方案设计 
北斗导航倍增器选用了性价比很高的MIMU来辅助三天线BDS进行姿态的

测控。测姿、导航、控制系统由三天线BDS测姿系统、北斗导航倍增器、三自由

度稳定平台和显控PC机组成。三天线BDS测姿系统为湖南某公司的先研设备；北

斗导航倍增器是针对北斗测姿系统不足而设计的辅助装置，是大系统中的一个子

系统，为本文的设计重点；稳定平台的控制系统接收姿态控制命令从而保持稳定；

PC机用于导航信息显示和稳定平台控制。上述几个系统的整体应用环境如图

4.1.1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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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导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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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线2

天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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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

PC机显控端

车载三自由度

稳定平台

 
图4.1.1 数据率提升装置应用背景 

整体大系统的工作流程为：北斗导航系统主机接收并解析三个天线北斗卫星

的导航报文，然后将姿态、速度、位置等导航信息发送至数据率提升装置，数据

率提升装置融合两者数据后将导航信息以200Hz发送给显控PC机，由PC机完成对

稳定平台的控制。 
4.1.2 系统组成 
数据率提升装置主要由DC-DC电源模块、MEMS惯性测量单元、滤波隔离模

块、中央处理器、串口收发模块、中央处理器等部分组成。DC-DC电源可以给系

统提供±3.3V、±5V的电压，滤波隔离模块可以降低电源的纹波、对各芯片的电

压源进行隔离，MEMS惯性测量单元用于敏感加速度和角速度，中央处理器进行

导航信息解算，串口用于与上位机通讯，同时，为了功能的扩展，预留了无线通

讯、I2C等接口，各模块之间的关系如图4.1.2所示。 

 
图4.1.2 数据率提升装置构成图 

PC端上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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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率提升装置软件的主要功能是对片上资源进行初始化、采集MEMS数
据、接收三天线北斗测姿系统的导航数据、初始对准、数据滤波融合以及与上位

机之间的数据收发通讯。主要功能需求及模块划分如图4.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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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3 数据率提升装置软件功能划分 

4.2插值法及其他导航系统辅助的组合导航方式 

插值法的思想是不改变接收天线及接收机的硬件结构，对北斗接收机输出的

报文进行软件插值处理：在相邻的两帧北斗报文之间插入若干组导航信息，相同

间隔时间内增加报文数以提升数据更新频率，如假设北斗接收机的输出频率为

10Hz，在上一帧报文输出之后，插入9帧相同的报文，便可以将数据更新频率提

升至100Hz，如图4.2.1所示。 

前一时刻
BDS报文

后一时刻
BDS报文

插入9帧相同BDS报文

T+ T∆T T /10∆  
图4.2.1 插值法提升BDS输出频率 

这是一种纯软件的方法，简单易实现，目前已有公司应用自己编写的上位机

软件来配置接收机的输出。该方法虽然提升了北斗接收机的输出频率，在低动态

情况下可以用作控制系统中，但它只是一种导航信息的重复发送，并没有解决高

动态、卫星失锁、卫星受到遮挡、干扰等情况下授时定位存在误差大的问题，因

此工程应用场景很受限。 
BDS可以与惯性系统、多普勒、雷达、地磁等进行组合测姿，组合测姿系统

具有互补、协同超越、余度功能，以它们作为辅助设备来与BDS进行组合，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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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补北斗的不足。惯性测姿系统与北斗测姿系统优势互补，两者进行组合测姿是

最为理想的方式，工程应用最广泛。 
惯性测姿系统与北斗的数据融合基本原理可以概述为：在同步两者的测量信

息后，根据系统误差与先前时刻的报文来修正当前的导航信息、预测下一时刻的

导航值，由于惯性测姿系统的数据更新率高，可以在北斗报文间隔 内插入姿态

信息，并相互修正误差，如图4.2.2所示。本文应用了惯性系统辅助测姿的方案。 

前一时刻
BDS导航信息

后一时刻
BDS导航信息

滤波器修正、预测、
更新BDS导航信息

INS导航信息

T+ T∆T

 
图4.2.2 惯性系统辅助提升BDS输出频率的方法 

4.3 三天线BDS测姿原理 

BDS测姿技术是通过在待测载体上放置多根天线组成多副基线，通过获取各

天线测量BDS载波信号的相位差，实时测定载体坐标系相对于当地地理坐标系的

角位置信息，再由数学推导解算出载体的姿态参数。要测量载体的三维姿态（俯

仰、横滚、航向），则至少需要两副基线，即三根BDS天线。 
如在载体为车辆时，假设车体为理想刚体，将右前上坐标系记作车辆的载体

坐标系，如图4.3.2所示，将三个BDS天线组成直角三角形状置于车辆的车顶，天

线1和天线2组成的基线与车辆的正前方向重合，记作Y轴，基线长度为 ，天线2
和天线3组成的基线与车前方向垂直，记作X轴，天线1和3组成的基线长度为 ，
记Z轴为指天方向，记天线1为车辆载体坐标系的原点。那么，可以记三个BDS天
线的坐标位置为： (0,0,0)、 12(0, L ,0) 、 13 13(L sin ,L cos ,0)α α 。 

12(0,L ,0)

(0,0,0)

O α

bZ

bX

bY

13 13(L sin ,L cos ,0)α α

 
图4.3.2 天线布局及坐标系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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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RTK载波相位技术，能够得到三个天线的精确位置，将三个天线坐标做

差得到三个基线的基线向量，天线1、2之间的基线向量用 表示，天线1、2之间

的基线向量用 表示，可以推得： 

 
12, 2, 1,

12, 12, 2, 1,

12, 2, 1,

e e e

e e e e

e e e

x x x
S y y y

z z z

   −
   = = −   
   −   

 （4-1） 

 
13, 3, 1,

13, 13, 3, 1,

13, 3, 1,

e e e

e e e e

e e e

x x x
S y y y

z z z

   −
   = = −   
   −   

 （4-2） 

将以上两式转换到导航坐标系可得： 12, 12,
n

n e eS C S= ， 13, 13,
n

n e eS C S= ，设原点天

线的经度为λ，纬度为Φ，可由原点天线的经纬度计算得： 

 
sin cos 0

cos sin sin sin cos
cos cos sin sin sin

n
eC

λ λ
λ λ
λ λ

− 
 = − Φ − Φ Φ 
 Φ Φ Φ 

 （4-3） 

12S 和 13S 在载体坐标系下可表示为： 

 
12,b 12

13,b 13 13

S (0,L ,0)
S (L sin ,L cos ,0)

=

= α α
 （4-4） 

将基线 12,nS 从载体坐标系映射到导航坐标系，可以得到两者的关系为： 

 12, 12, 12,( )n b T
n b b n bS C S C S= =  （4-5） 

将式（4-1）代入式（4-5）可得两者关系为： 

 
12,

12,

12,

cos sin
cos cos

sin

n

n

n

x
y
z

θ ψ
θ ψ
θ

   
   =   
     

 （4-6） 

由上式可以推得俯仰角为： 

 12,

2 2
12, 12,

= arctan n

n n

z

x y
θ

 
 
 + 

 （4-7） 

航向角为： 

 12,

12,

= arctan n

n

x
y

ψ
 
  
 

 （4-8） 

同理可得：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sin cos 0 sin cos sin
cos 0 1 0 cos sin cos cos sin
0 sin 0 cos sin sin sin cos cos

n n

n n n

n n n

L x y
L x y z

x y z

α γ γ ψ ψ
α θ ψ θ ψ θ

γ γ θ ψ θ ψ θ

 − −   
    = + +    
     − − +     

（4-9） 

可以推得横滚角为： 

 13, 13, 13,

13, 13,

sin sin sin cos cos
= arctan

cos sin
n n n

n n

x y z
x y

θ ψ θ ψ θ
γ

ψ ψ
 − − +

−   − 
 （4-10） 

北斗导航倍增器使用的BDS测姿系统由三个BDS天线和一个北斗接收机组

成，其工作流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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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3 多天线北斗测姿原理 

需指出的是，卫星测姿技术作为一种逐渐发展起来的新测量技术，其更多应

用于环境平和、干扰很小的情况下，其应用范围还有待改进。从以上卫星测姿原

理的推导过程可以看出，卫星的定位精度直接影姿态测量的准确性，当遇到环境

恶劣、障碍物遮挡、噪声干扰、卫星失效等情况时，将难以保证精确定位；并且，

于本课题而言，导航信息不仅用于显示，姿态还作控制信息使用，由于高精度卫

星定位解算复杂，解算时间长，数据更新频率较低，难以在高动态情况时做到实

时响应。因此，需要一个新的测姿装置来增强卫星测姿的稳定性和提高测姿精度。

当然，三天线BDS测姿系统除了可以提供姿态外，还可以输出可靠的速度、位置

信息。 

4.4惯性测姿系统基本算法 

4.4.1姿态转换矩阵 
在车体导航系统中，一般选取导航坐标系作为参考坐标系，载体的姿态则为

载体坐标系（b系）相对于导航坐标系（n系）的角位置。可通过3次旋转来实现n
系到b系的变换：如图4.4。其中ψ 为航向角，θ为俯仰角，γ 为横滚角，构成一

组欧拉角，称为载体的姿态角。 

' ' ' " " "
'

n n n
n n n b b bn n n n n n

YZ XO O X Y Z O X Y Z OX Y Z X Y Zψ θ γ
−− → − → − → −

"绕 轴绕 轴 绕 轴

 
载体的姿态可用姿态角和姿态矩阵来表示，载体的姿态矩阵即为 n系至 b系

的坐标变换矩阵 b
nC 。因为 n 系和 b 系均为直角坐标系，所以姿态矩阵是正交矩

阵，姿态阵的逆等于其转置，即 1( ) ( )b T b
n nC C −= ，若将 b系至 n系的坐标变换矩阵

记为 n
bC ，则 1( ) ( )n b b T

b n nC C C−= = 。 
n系与b 系的转换关系为： 

cos 0 sin 1 0 0 cos sin 0
0 1 0 0 cos sin sin cos 0

sin 0 cos 0 sin cos 0 0 1

b n

b n

b n

X X
Y Y
Z Z

γ γ ψ ψ
θ θ ψ ψ

γ γ θ θ

−         
         = −         
         −         

 （4-11） 

其中，[ ]b b bX Y Z 为b 系下的向量，[ ]n n nX Y Z 为 n系下的向量。b 系到

n系的转换矩阵用 n
bC 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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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 cos sin sin sin cos sin sin cos cos sin sin
sin sin sin cos sin cos cos sin sin cos sin cos

sin cos sin cos cos

n
bC

γ ψ γ θ ψ θ ψ γ ψ γ θ ψ
γ θ ψ γ ψ θ ψ γ ψ γ θ ψ

γ θ θ γ θ

+ − 
 = − − − 
 − 

（ 4-

12） 
4.4.2 初始对准 
初始对准的过程就是确定载体坐标系与导航坐标系之间姿态转换矩阵的初

值，这是导航系统运行的一个初始条件。由于MEMS器件陀螺噪声大，不能敏感

地检测到地球自转角速度，所以本系统采用如下了方法实现初始对准：用地磁传

感器测量地磁场值，将电磁场值用最小二乘法进行椭圆拟合，然后用三角函数获

取相对转动的角度，从而得到初始航向，用加速度计得到初始姿态。 
载体坐标系设为 b b bOX Y Z ，水平坐标系为 h h hOX Y Z  ，则载体坐标系到水平坐

标系的变换矩阵为： 

 
cos 0 sin

sin sin cos sin cos
sin cos sin cos cos

h
bC

γ γ
γ θ θ θ γ
γ θ θ θ γ

 
 = − 
 − 

 （4-13） 

其中γ 为横摇角，θ为纵摇角，MIMU 自身计算的航向角误差大，因此这里令

航向角ψ 等于 0。 
在静止条件下，通过系统三个加速度计得到载体的加速度矢量，即是当地重

力加速度 g 在载体坐标系 b b bOX Y Z 投影，设为
Tb b b b

X Y Zf f f f =   ，在水平坐标

系上各轴的分量为 [ ]0 0 Thf g= ，根据坐标变换的方程
h h b

bf C f= ，则有： 

 
0 cos sin
0 sin sin cos sin cos

sin cos sin cos cos

b b
X

b b b
X Y

b b b
X Y

Z

Z

Z

f f
f f f

g f f f

γ γ
γ θ θ θ γ
γ θ θ θ γ

 + 
   = + −  
   − + +   

 （4-14） 

根据（4-14）中的第一行 cos sin 0b b
X Zf fγ γ+ = ，可得： 

 arctan
b

X
b

Z

f
f

γ
 

= − 
 

 （4-15） 

将上式代入（4-14）中的第二、三行可得： 

 
( ) ( )

( ) ( )

2 2

2 2

sin cos 0

cos sin

b b b
X Z Y

b b b
X Z Y

f f f

f f f g

θ θ

θ θ

− + + =

 + + =

 （4-16） 

则： 
 ( )arcsin /b

Yf gθ =  （4-17） 
由上面的推导可得到横摇角γ ，纵摇角θ。 
北斗导航倍增器在进行初始对准时的航向角需要借助三天线BDS测姿系统

所提供的航向信息，航向角ψ 的计算依据式（4-8）。 
需指出的是初始对准是在静基座情况下进行的，三天线BDS测姿系统启动时

间较长，约为4分钟，数据率提升装置在利用BDS信息进行初始航向对准时需要

等待BDS启动完毕后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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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更新算法 
数据率提升装置的数学模型主要包括姿态方程、速度方程和位置方程。图

4.4.1所示为数据率提升装置更新算法的流程图。图中加速度计和陀螺仪分别输出

测量比力 bf 和角速度
b
ibω 。为了计算导航位置参数，首先将加速度计测量的比力

bf 通过姿态矩阵
n
bC 变换到载体坐标系中，得到比力 nf ；然后将比力 nf 用速度方

程对有害加速度和重力加速度进行补偿。并通过积分运算得到速度分量
n
env ：一方

面可以用作系统的输出；另一方面用作位置角速度计算的输入，经过位置角速度

方程计算，得到位置角速度
n
enω 。水平速度分量经过一次积分运算得到纬度、精

度和高度 L Hλ、 、 。位置角速度
n
enω 与地球角速度

n
enω 叠加得到 i

n
nω ， i

n
nω 经姿态

变换矩阵后与陀螺输出的角速度
b
ibω 一起构成姿态角速度（低精度的INS忽略地球

角速度），并通过姿态微分方程的积分运算，实时更新姿态矩阵
n
bC 。其中Q代表

四元数， (0)Q 为四元数的初值，可以通过初始对准时获得的捷联矩阵求得。姿态

矩阵
n
bC 除了可以进行从载体坐标系到地理坐标系的坐标变换，还可以按照姿态

参数计算公式，解算出载体的姿态角ψ 、θ、γ 。 

加速度计

陀螺仪

四元数的
归一化

四元数的
及时修正

提供纬
度高度

位置速度
的修正

速度的
修正

速度的计算

位置的计算

姿态的计算

ie
nω

n
enω

in
nω1( )b

n
−Cin

bω
nb
bω

ib
bω

(0)Q
Q

n
bC

pfbf
g

n
env

n
env

n
env

n
env

n
bC

  n n n
enx eny enzv v v

    L Hλ

ψ θ γ

ieω
g

 

图4.4.1 数据率提升装置更新算法流程 

更新算法如下： 
（1）姿态更新 
姿态更新的算法有很多种，如欧拉角法、旋转矢量法、四元数法、方向余弦

法等。其中四元数法的计算量较小，适合STM32微处理器进行运算，且易于操作，

因此文本选取此方法进行姿态计算。四元数法进行姿态更新的基本原理如下： 
选用姿态矩阵 作为姿态描述方式，导航坐标系为东北天坐标系，载体坐标

系为右前上坐标系，基于姿态矩阵的姿态更新微分方程： 
 ( )n n b

b b nbC C ω= ×  （4-18） 
由

b b b
nb ib inω ω ω= − ，有：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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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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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C C C C
C C C C C C

ω ω ω ω ω

ω ω ω ω

= × = − × = × − ×

= × − × = × − ×


 （4-19） 

其中 n n n
in ie enω ω ω= + ：表示导航系相对于惯性系的旋转，它包含两部分：地球

自转引起的导航系旋转，以及系统在地球表面附近移动因地球表面弯曲引起的导

航系旋转。 
 [ ]T0 cos sinn

ie ie ieL Lω ω ω=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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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tann N E E
en

M N N

v v v L
R h R h R h

ω
 

= − + + + 
 （4-21） 

其中 ieω 为地球自转角速率， L和 h分别是地理纬度和高度， Nv 和 Ev 分别为

地理北向速度和东向速度， MR 和 NR 分别为载体所处位置地球子午圈和卯酉圈曲

率半径。 

 
( )
( )

2

2

1 2 3 sin

1 sin

M e

N e

R R f f L

R R f L

≈ − +

≈ +
 （4-22） 

其中 eR 为地球这个参考近似椭球的长半轴， f 为参考它的扁率。 
四元数与方向余弦阵相比，四元数表示方法虽然比较抽象，但却十分的简洁，

其复数定义为 0 1 2 3Q q q i q j q k= + + + 。四元数法进行姿态更新的微分方程： 

 1 1
2 2

n n b n n
b b ib in bq q qω ω= −


 （4-23） 

由于MEMS陀螺相对于光纤陀螺等高精度惯性器件精度较低，且噪声较大，

无法敏感到地球自转角速度，因此在工程应用中，由于 n
inω 相对于其他项非常小，

为了计算方便，通常省略上式等式右边的最后一项，有基于四元数的姿态更新微

分方程： 

 

1 2 3

0 3 2

3 0 1

2 1 0

1 1
2 2

b
ibx

n n b b
b b ib iby

b
ibz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ω
ω ω

ω

− − − 
  −   = =   −     − 



 （4-24） 

按照（4.14）式中的四阶龙格库塔法对（4.13）式进行求解，其中， ( )Q t 为

当前时刻的四元数，T为计算步长，则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2 1

3 2

4 3

1 2 3 4

1
2
1
2 2
1
2 2
1
2

2 2
6

b
pb

b
pb

b
pb

b
pb

K Q t t

K Q t K t

K Q t K t

K Q t K t

Q t Q t K K K K

ω

τ ω

τ ω

τ ω

ττ

=

 = + 
 
 = + 
 

= +

+ = + + + +

 （4-25） 

对（4.14）式求得的值进行归一化处理： 

 
0 1 2 3

2 2 2 2
0 1 2 3

b b bq q i q j q kQ
q q q q
+ + +

=
+ + +

 （4-26） 

再进行姿态矩阵的求解，有： 

 
( ) ( )

( ) ( )
( ) ( )

2 2 2 2
0 1 2 3 1 2 0 3 1 3 0 2

2 2 2 2
1 2 0 3 0 1 2 3 2 3 0 1

2 2 2 2
1 3 0 2 2 3 0 1 0 1 2 3

2 2
= 2 2

2 2

n
b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C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 − − − +
 

+ − + − − 
 − + − − +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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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式可以得到，运载体的水平姿态角分别为： 

 

( )( )
( )

2 3 0 1

1 3 0 2
2 2 2 2

0 1 2 3

1 2 0 3
2 2 2 2
2 3 0 1

arcsin 2

2
arctan

2( )arctan( )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θ

γ

ψ

= +

− 
= −  − − + 

−
=

− + −

 （4-28） 

四元数采用迭代法进行计算，期初值为初始对准时得到的 (0)Q ，获取初值和

姿态更新矩阵后，便可进行姿态解算。 
通过对MIMU原始数的积分与二次积分也可以得到载体的速度和位置，为测

姿系统提供冗余信息，为了引出姿态、速度、位置全组合的滤波器设计，这里只

对速度、位置的更新原理做简单介绍。 
（2）速度更新算法 
速度更新微分方程： 

 ( )2n n n n n n
sf en ieV f g Vω ω= + − + ×  （4-29） 

其中： 

 
[0 0 - ]

n n b
sf b sf

n T

f C f

g g

=

=
 （4-30） 

b
sff 是加速度计测量的比力， g 为重力加速度大小，其近似的计算公式为： 

2 4
0 1 0.00527094sin ( ) 0.0000232718sin ( ) 0.000003086g g L L H = + + −   （4-31） 

其中 2
0 9.7803267714m /g s= ，H为海拔高度。 

针对MEMS系统，忽略地球转动引起的地理坐标系的角速度和载体运动引起

的地理坐标系相对地球坐标系的角速度之后的速度数字递推算法为： 

 
1

1 1 1( ) ( )m

m
m

tn n n n n n b n
m m sf g m b sf m mt

V V V V V C t f t dt g T
−

− − −= + ∆ + ∆ = + +∫  （4-32） 

（3）位置更新算法 
直接用导航系下解算的速度表示位置向量更新微分方程： 

 

n n
E E
n n

N N
n n

U U

P V
P V
P V

=
=
=






 （4-33） 

速度积分可以得到导航系下地位置，因此位置更新方程为： 

 

n n
E E m
n n

N N m
n n

U U m

P V T
P V T
P V T

=
=
=

 （4-34） 

由于 mT 时刻的速度在速度更新算法中已经求出，因此可采用 mT 和 1mT − 时刻速

度的平均值来代替上式中的速度量实现位置更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精度。

由于 GPS提供的位置信息为经纬度信息，在位置修正的时候需要将经纬度信息转

换到用直角坐标系表示。 



第十一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112 

4.5 卡尔曼滤波概述 

组合导航是将多个系统产生的数据进行优化，最终得到较高精度的导航系

统。而本系统就是要将捷联惯导信息，GPS信息和地磁信息进行合适的数据处理

以得到较高精度的系统，其中广泛采用的数据处理方法是卡尔曼滤波方法以及在

此基础上演变的其他方法。 
卡尔曼滤波，是一种最优线性滤波，是在系统噪声和量测噪声都存在的情况

下，使用观测数据对系统状态进行最小方差意义下的最优估计。 
设有离散随机线性系统，其数学模型为：  

 k k,k 1 k 1 k,k 1 k 1

k k k k

W
V

− − − −Χ = Φ Χ +Γ

Ζ = Η Χ +
 （4-35） 

其中 n 1Χ∈ × 为系统状态向量， m 1Ζ∈ × 为系统观测向量，W p 1∈ × 为系统过

程噪声向量， V m 1∈ × 为系统观测噪声向量， n nΦ∈ × 为系统状态转移矩阵，

n pΓ∈ × 为系统过程噪声矩阵， m nΗ∈ × 为系统观测矩阵，下标 k表示第 k时刻

的值。 
系统过程噪声W 、观测噪声V 和初始状态向量 0X 的统计特性假设为： 

 

[ ]
[ ]
[ ]

T T
k k j k k,j k j

T T
k k j k k,j 0 k 1

T
0 0 0 0 0 k

W 0 W W Q W V 0

V 0 V V R X W 0

X X var[X ] P X V 0

δ

δ −

    Ε = Ε = Ε =       Ε = Ε = Ε =    


 Ε = = Ε =  

 （4-36） 

其中 kQ p p∈ × 是系统过程噪声 kW 的非负定方差矩阵， kR m m∈ × 是系统观

测噪声 kV 的正定方差阵， 0P n n∈ × 是系统初始状态的方差阵， k,jδ 是Kronecker-δ
函数。 

则线性系统的卡尔曼滤波方法可描述如下： 
预测方差： T T

k,k 1 k,k 1 k 1 k,k 1 k,k 1 k 1 k,k 1Q− − − − − − −Ρ = Φ Ρ Φ +Γ Γ  

增益矩阵： ( ) 1

k k,k-1 k k k-1 k k
T TK P H H P H R

−
= +  

状态进一步预测： k,k 1 k,k 1 k 1
ˆ ˆ

− − −Χ = Φ Χ  

状态估计： [ ]k k,k 1 k k k k 1
ˆ ˆ

− −Χ = Χ +Κ Ζ −Η Χ  

估计误差方阵： [ ] [ ]T T
k n n k k k,k 1 n n k k k k kR× − ×Ρ = Ι −Κ Η Ρ Ι −Κ Η +Κ Η  

从随机线性离散系统的卡尔曼滤波方程可知，卡尔曼滤波算法具有如下特

点： 
1.卡尔曼滤波是一种时域滤波方法，采用状态空间方法描述系统，算法采用

递推形式，数据存储量少，不仅可以处理平稳随机工程，也可以处理多维和非平

稳随机过程。 
2.卡尔曼滤波的计算过程是一个不断“预测－修正”的过程，求解时不需要

存储大量的数据，并且一旦观测到新的数据，就会对已经解算出的滤波值进行修

正更新，因此卡尔曼滤波非常便于实时处理和计算机实现。 
3.卡尔曼滤波可以预先离线算出增益矩阵，从而减少实时在线计算量，提高

运算效率。另外，增益矩阵对角线上的元=滤波误差向量各分量的方差，增益时

可以实时解算滤波器的精度指标P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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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设计中所设计的导航系统为非线性系统，由于卡尔曼滤波针对的对象系

统只能是线性的，需要将非线性系统进行非线性化处理。这里采用如下方法：通

过泰勒级数展开，并取其一次项，可以得到下面的雅可比矩阵表示的线性化结果： 

 
1 1

, 1
ˆ ˆ ˆ

0 0

( , , ) ( ,  , ) ( )F G H
k k

k k
X X X X X X
W W

f X U W f X U W h X
X W X− −

−
= = =
= =

∂ ∂ ∂
= = =

∂ ∂ ∂  （4-37） 

F、G、H计算结果为： 

 

3 3 3 3 3 7

3 3

10 6

3 7

0 I 0
F 0

F
F F0

0

Vq

qq qb

× × ×

×

×

×

 
 
 =
 
 
  

 （4-38） 

其中 

 
0 1 2 3

3 2 1 0

0 3 0 1

F
Vq Vq Vq Vq

Vq Vq Vq Vq Vq

Vq Vq Vq Vq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 − − 
 − − 

 （4-39） 

 0 0 3 2 1 1 2 3

2 2 1 0 3 3 0 1

2( ) 2( )
2( ) 2( )

b b b b b b
Vq x y z Vq x y z

b b b b b b
Vq x y z Vq x y z

F q f q f q f F q f q f q f
F q f q f q f F q f q f q f

= − + = + +
= − + + = − − +

 （4-40） 

 

0
01

02
0

b b b b b b
ibx x iby y ibz z

b b b b b b
ibx x ibz z iby y

qq b b b b b b
iby y ibz z ibx x
b b b b b b
ibz z iby y ibx x

b b b
b b b

F
b b b
b b b

ω ω ω

ω ω ω

ω ω ω

ω ω ω

ω ω ω
ω ω ω
ω ω ω
ω ω ω

 − + − + − +
 − − − + =  − − + −
 

− − − +  

 （4-41） 

 

1 2 3

0 3 2

3 0 1

2 1 0

1 1( )
2 2qb

q q q
q q q

F q
q q q
q q q

− − − 
 − = − Ω = −
 −
 − 

 （4-42） 

 

3 9

3 3

7 3
4 3

3 6 3 3

0
0

0G 1 ( ) 0
2

0 I

n
bC

q

×

×

×
×

× ×

 
 
 

=  
Ω 

 
  

 （4-43） 

其中 

 

2 2 2 2
0 1 2 3 1 2 0 3 1 3 0 2

2 2 2 2
1 2 0 3 0 1 2 3 2 3 0 1

2 2 2 2
1 3 0 2 2 3 0 1 0 1 2 3

2( ) 2( )

2( ) 2( )

2( ) 2( )

n
b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C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 − − − +
 

= + − + − − 
 − + − − +  

 （4-44） 

 6 6 6 7

3 6 3 3

I 0
H

0 H 0Bq

× ×

× ×

 
=  
 

 （4-45）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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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2 3

3 2 1 0

2 3 0 1

H
Bq Bq Bq Bq

Bq Bq Bq Bq Bq

Bq Bq Bq Bq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 − − 
 − − 

 （4-46） 

 0 0 3 2 1 1 2 3

2 2 1 0 3 3 0 1

2( ) 2( )
2( ) 2( )

t t t t t t
Bq x y z Bq x y z

t t t t t t
Bq x y z Bq x y z

H q B q B q B H q B q B q B
H q B q B q B H q B q B q B

= + − = + +
= − + − = − + +

 （4-47） 

在上述推导得到的模型是一个连续时间系统模型，在导航计算机进行运算需

要对模型进行离散化，取状态方程的一阶近似 , 1 I+ Fk k T−Φ ≅ ， , 1 Gk k T−Γ ≅ ，假设

系统的噪声向量 kW 和量测噪声 kv 均为白噪声，协方差矩阵分别为QK 和R K ，假

设协方差矩阵是一个对角阵，即噪声之间是不相关的。得到离散线性数学模型如

下： 

 k k,k 1 k 1 k,k 1 k 1

k k k k

W

v
− − − −Χ = Φ Χ +Γ

Ζ = Η Χ +
  

4.6 系统模型建立 

导航系统安装在载体上，它的动态数学模型是一个六自由度的刚体运动模

型，包含三个角运动和三个线运动，状态量选取地理坐标系下的位置向量
n
enP 、

速度向量
n
enV 、姿态四元素 q和陀螺零偏b 这 13个量，这样选取的好处是可以使

系统的解算简化，提高系统的实时性。状态向量为： 
 n n n n n n b b b T

x y z x y z 0 1 2 3 x y z[                         ]X P P P V V V q q q q b b bω ω ω=  （4-48） 
本设计所选用的器件均为MEMS惯性器件，陀螺无法敏感到地球自转角速

度，则忽略地球自转角速度对姿态计算的影响，在速度更新方程中，不再进行哥

式加速度校正，姿态仅用陀螺测得的角速度来进行计算，则： 
 b t b

en b a
n n

b
nV C f g C W= + +  （4-49） 

 
1 ( )
2

b b b
ibq q b Wω ωω = Ω − + 

  （4-50） 

其中
b
aW 为加速度计的量测噪声，

b
f 为比力测量值，

b
W ω为陀螺量测噪声，

b
ibω 为陀螺测量值，均为在载体坐标系下的值，

b
bω为陀螺零偏。非线性系统的状

态方程为： 

 
[ ]T0 0

1 ( )[ ]
2

t
t et
et

bt b t
an b b

b b b
ib

b b
b

en

VP
C f g C W

q b W

b W

VX
q ω ω

ω

ω

+

  
  
   − +
  = =    Ω − +  
  
     









 （4-51） 

令
TT bT Tb b

a bW W W Wω =   为系统噪声，其中
b
bW 为载体系下的陀螺零偏噪

声，将其表示为： 
 ( , , )X f X U W=  （4-52） 

在本系统中的外部参考有 GPS信息和地磁信息，GPS量测出载体的位置𝑃𝑃𝑒𝑒𝑒𝑒
𝑒𝑒 𝑇𝑇

和速度𝑉𝑉𝑒𝑒𝑒𝑒
𝑒𝑒 𝑇𝑇

，地磁传感器测得载体当前的磁场强度值𝐵𝐵𝑒𝑒𝑒𝑒
𝑒𝑒 𝑇𝑇

，系统的量测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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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y v= +  （4-53） 

 ( )
en

en

n

n

n

P
y h X V

B

 
 = =  
  

 （4-54） 

其中观测值 T T TTn
en en
n n

enZ P V B =   ，观测噪声为
TT T T

P V Bv v v v =   
， Pv 表示

GPS的位置观测误差， Vv 表示 GPS的速度观测误差， Bv 表示地磁传感器的地磁测

量误差。 
本系统创造性地改变了原有将误差作为状态量的做法，直接以位置、速度和

姿态为状态量，简化了滤波器，提高了运行效率，也使系统解算速度得以增强。  

第五章 自适应算法设计 

飞行器想实现精准的控制，姿态测量的高精度是必须的。而作为姿态测量的

核心内容，算法的优越是十分重要的。下图为北斗导航倍增器的算法设计图 

 
图5.1 北斗导航倍增器姿态解算算法设计 

5.1惯性导航基本算法 

5.1.1水平对准 
系统刚开始工作，要先确定自身的位置。此文档地平仪只有水平角，故只需

要本文中设计的地平仪系统输出的只有水平姿态角，故对水平姿态进行对准。 
cos cos sin sin sin cos sin sin cos sin cos sin
cos sin sin sin cos cos cos sin sin sin cos cos

cos sin sin cos cos

n
bC

γ ψ θ γ ψ θ ψ γ ψ θ γ ψ
γ ψ θ γ ψ θ ψ γ ψ θ γ ψ

θ γ θ θ γ

− − + 
 = + − 
 − 

（5-1） 

在这里，令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33

n
b

C C C
C C C C

C C C

 
 =  
    

惯性导航系统在静止状态或者匀速状态下，不考虑外界噪声，理想情况下有 
 0 n b n

bC f g= +  （5-2） 

其中，为三轴加速度计测量值，有上式拓展可以得到 

陀螺仪

加速度计

水平对准

姿
态
解
算

模
拟
量
输
出

角速度

加速度

初始横摇角

        纵摇角

    横摇角 、纵摇角、

角速度、加速度、

时间等

RS232

串
口
输
出

    横摇角 、纵摇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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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33

0 0

T

TT b b b
x y z

C C C
C C C g f f f
C C C

 
   =   
  

 （5-3） 

化简得： 

 
31

32

33

/
/
/

b
x
b
y
b

z

C f g
C f g
C f g

  
   =   
     

 （5-4） 

根据 31

33

cos sin tan
cos cos

C
C

θ γ γ
θ γ

−
= = − ，可得： 

 arctan
b

x
b

z

f
f

γ
 

= −  
 

 （5-5） 

根据 32
2 2 2 2 2 2

31 33

sin tan
cos sin +cos cos

C
C C

θ θ
θ γ θ γ

= =
+

，可得： 

 2 2
arctan

b
y

b b
x z

f

f f
θ

 
 =
 + 

 （5-6） 

由上面的推导，可得到横摇角γ ，纵摇角θ。 
5.1.2姿态更新算法 
导航坐标系为东北天坐标系，可以得到运载体姿态的微分方程： 

 ( )n n b
b b nb= ×C C ω  （5-7） 

由 b b b
nb ib in= −ω ω ω ，有：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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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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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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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式中 n n n
in ie en= +ω ω ω ，又 

 [ ]T0 cos sinn
ie ie ieL Lω ω=ω  （5-9） 

 
T

tann N E E
en

M N N

v v v L
R h R h R h

 
= − + + + 

ω  （5-10） 

ieω 为地球自转角速率， L和 h分别是地理纬度和高度， Nv 和 Ev 分别为地理北向

速度和东向速度， MR 和 NR 分别为载体所处位置地球子午圈和卯酉圈曲率半径。 

 
( )
( )

2

2

1 2 3 sin

1 sin

M e

N e

R R f f L

R R f L

≈ − +

≈ +
 （5-11） 

其中 eR 为地球这个参考近似椭球的长半轴， f 为参考它的扁率。 
四元数替换后的微分方程 

 1 1
2 2

n n b n n
b b ib in bq q qω ω= −


 （5-12） 

在工程应用中，
n
inω 和其他项相比微不足道，故省略。则得到四元数的姿态更

新微分方程： 

 

1 2 3

0 3 2

3 0 1

2 1 0

1 1
2 2

b
ibx

n n b b
b b ib iby

b
ibz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ω
ω ω

ω

− − − 
  −   = =   −     −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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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上式解算，式中， ( )Q t 为此时刻的四元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2 1

3 2

4 3

1 2 3 4

1
2
1
2 2
1
2 2
1
2

2 2
6

b
pb

b
pb

b
pb

b
pb

K Q t t

K Q t K t

K Q t K t

K Q t K t

Q t Q t K K K K

ω

τ ω

τ ω

τ ω

ττ

=

 = + 
 
 = + 
 

= +

+ = + + + +

 （5-14） 

对上式进行归一化处理： 

 2 2 2 2
0 1 2 3

QQ
q q q q

=
+ + +

 （5-15） 

然后，有： 

 ( ) ( )
( ) ( )
( ) ( )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33

2 2 2 2
0 1 2 3 1 2 0 3 1 3 0 2

2 2 2 2
1 2 0 3 0 1 2 3 2 3 0 1

2 2 2 2
1 3 0 2 2 3 0 1 0 1 2 3

2 2
2 2
2 2

n
b

C C C
C C C C

C C C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  
 
 

 + − − − +
 

= + − + − − 
 − + − − + 

 （5-16） 

通过上式，可以得到： 

 
( )( )

( )
2 3 0 1

1 3 0 2
2 2 2 2

0 1 2 3

arcsin 2

2
arctan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θ

γ

= +

− 
= −  − − + 

 （5-17） 

5.2改进型自适应Mahony互补滤波姿态解算设计 

从下图中可以看出，当敏感器处于强震动环境下，理想Mahony算法误差较

大，而且随时间不断发散，不能达到测量姿态的精度要求 

 
图5.2.1 三轴加速度计测得的合加速度 

对于以上出现的问题，我们对算法进行了优化，优化后的算法可以智能调节

ik 和 pK ，实现了算法的自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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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情况中，随着载体运动的变化，加速度数值会不断发生改变，这个时

候，需要调节PI，如下： 

 ( )
'

2 1p p
XK K

f g
=

− +  （5-18） 
'

pK ：为更新前的的 pK 值， f 和 g 是合加速度和重力加速度，X为常数。 
对于测量的合成加速度的变化率为： 

 ( ) ( )1accNorm i accNorm i
mmf

t
− −

=
∆

 （5-19） 

其中， ( )accNorm i 表示现在时刻的加速度计测量的加速度模值，

( )1accNorm i − 表示上一时刻的加速度模值， t∆ 表示采样周期，mmf 值跟 PI 调

节器中 pk 、 ik 参数取值有关。mmf 与 pk 、 ik 的具体取值应该呈现出负相关的关

系，即当mmf 值增大（说明运载体状态发生突变）， pk 、 ik 值会随着减小，当mmf
值减小（说明运载体机动状态减缓）， pk 、 ik 值会随着增大，所以mmf 反映运载

体的机动情况。如图所示为运载体分别在静止状态下和振动状态下的mmf 。 

 
图5.2.2 运载体分别在静止状态下和振动状态下的 

 
图5.2.3 运载体分别在静止状态下和振动状态下的（加表平滑后） 

由上图可以得到，就算运载体静止，由于加速度计的零偏，mmf 也会发生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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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变化，针对此问题，需要做一些平均滤波处理。系统输出频率为 100Hz,采用 20

个采样点，一定程度消除了噪声，如图 5.2.3。 
此外，对应运载体的不同状态，mmf 也会不一样，根据 a accNorm g∆ = − 可

将飞机的运动分成三种，增加测量姿态的准确度。 1 2 3 1 2 3, , , , ,ξ ξ ξ µ µ µ 为六个阈

值。在实际调试时可以确定这些参数 
（1）当 1mmf ξ≤ 且 1a µ∆ ≤ ，飞机处于静止状态或者匀速飞行状态； 

（2）当 1 2mmfξ ξ< ≤ 且 1 2aµ µ< ∆ ≤ ，飞机处于低加速飞行状态； 

（3）当 3mmf ξ> 且 3a µ∆ > 飞机处于高机动飞行状态。 
可以得到系统的传递函数： 

( ) 2 2
p i

p i p i

k s k sG s f
s k s k s k s k

ω
+

= +
+ + + +

 

 
其中

2 2 22p is k s k s sβ β+ + = + + 。 mmf 近似为一个马尔科夫过程，设tau为
mmf 相关参数。通过试验仿真得到tau与mmf 的关系通过矩阵GT 来实现的。通

过线性插值可以实现由mmf 到tau的求解。 

0 0.03 0.05 0.1 0.2 1 1e5
        GT= *2

1 3 20 50 70 100 100
 
 
   

此二阶临界阻尼系统的相关时间常数定义为 2.146 / tauβ = 。可以得到： 

 2

2

/ 4
p

i p

k

k k

β

β

=

= =
 （5-20）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推算出最后算法的框图 

 
图5.3.4 改进型自适应Mahony互补滤波算法的原理图 

算法设计流程为： 
1）通过上式得到ω、 f 、 1n−q ，引入后面的计算。 

2）利用测量出的20次 f 计算出 f∆ 和mmf ，进而得到 pk 、 ik 值。 
3） f 归元化计算。 
4）在四元数矩阵中估计出重力场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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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0 2

0 1 2 3
2 2

0 3 1/ 2

q q q q
2 q q q q

q q

− 
 + 
 + − 

d =  

5）计算 ×e = f d 。 
6）利用 1n−I 和 e，计算积分项 1n n i ik t k−= + ⋅ ⋅ ∑I I e = e 。 
7）计算新息 p nk= ⋅ +e Iδ 。 
8）补偿后的 =ω ω δ- 。 
9）利用 1n−q 和ω，更新四元数 1 11/ 2n n n t− −= + ⋅ ⊗ ⋅∆ωq q q ； 
10） nq 计算；求出姿态角 ,γ θ 。 
11）重复以上十个步骤。重新更新数据，计算上式十个步骤 

5.3扩展卡尔曼滤波器姿态解算设计 

验证新算法的可行性和效果，先设计对比滤波算法。此算法框图如下 

 
图5.3.1 扩展卡尔曼滤波算法原理框图 

（1）参数方程的确定 
系统状态方程： 

 ( ) ( ) ( ) ( ) ( )X t F t X t G t W t= +  （5-21） 
根据四元数定理，上式可以化为： 

0 1 2 3 0 0 1 2 3 0

1 0 3 2 1 1 0 3 2 1

2 3 0 1 2 2 3 0 1 2

3 2 1 0 3 3 2 1 0 3

p p p p q q q q q p
p p p p q q q q q p
p p p p q q q q q p
p p p p q q q q q p

− − − − − −       
       − −       ⊗ = =
       − −
       − −       

p q  

微分方程式（更新姿态）为： 

 ( )1
2

b= ⊗Ω ωq q  （5-22） 

式中 

( )
0

0
0

0

b b b
x y z

b b b
x z yb
b b b
y z x
b b b
z y x

ω ω ω
ω ω ω
ω ω ω
ω ω ω

 − − −
 − Ω =  −
 
  

ω

 
故状态方程写成： 

MEMS陀螺仪

MEMS加速度计

误差
补偿

捷联矩阵

姿态四元数更新

导航解算

, 1 1 1 1k k k k k kX X Wφ − − − −= + Γ


k k k kZ H X v= +

0.5 ( )
b
nbq q w= Ω



n
bq

bf

b
nbω

,θ γ

姿态
n
bC



第十一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121 

 

0

1
0

2
1

3
2

3

1 2 3

0 3

0
01=

02
0

ˆ ˆ ˆ0 2 2 2
ˆ ˆ ˆ2 0 2 2
ˆ ˆ ˆ2 2 0 2
ˆ ˆ ˆ2 2 2 0

x y z

x z y

y z x
x

z y x
y

z

x y z

x z y

y z x

z y x

q
q

q
q

q
qX

q
eb

q
eb
eb

q q q
q q

ω ω ω
ω ω ω
ω ω ω
ω ω ω

ω ω ω
ω ω ω
ω ω ω
ω ω ω

 
 
 − − −       −     =   −      −      
 
  

− − −
− − −

=
−

−

  

  


  

  

0

1

2
2

3
3 0 1

2 1 0

+ ( )

x

y

z

q
q
q

q
q G t

q q q
eb

q q q
eb
eb

 
 
  
  
  
  − −   

− −    
 
  

 （5-23） 

式中， ˆ ˆ ˆ ˆ T T

x y z x x y y z zeb eb ebω ω ω ω ω ω ω   = = − − −      是实际角速度采

样， x y zeb eb eb  是零偏的不稳定性。 
通过上式，得到Kalman filtering的转移矩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ˆ ˆ ˆ1 ( ) ( ) ( ) 1 2 3
2 2 2 2 2 2

ˆ ˆ ˆ( ) 1 ( ) ( ) 0 3 2
2 2 2 2 2 2

ˆ ˆ ˆ( ) ( ) 1 ( ) 3 0 1
2 2 2 2 2 2

ˆ ˆ ˆ( ) ( ) ( ) 1 2 1
2 2 2 2 2

x y z

x z y

y z x

z y x

k k
T T T T T Tk k k q k q k q k

T T T T T Tk k k q k q k q k

T T T T T Tk k k q k q k q k

T T T T Tk k k q k q k q

ω ω ω

ω ω ω

ω ω ω

ω ω ω

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Tk

 
 
 
 
 
 
 
 
 ∆
 
 
 
 
 
    

然后，把运载体加速度当作观测值： 
 ˆ ˆ ˆ( ) x y zZ t a a a =    （5-24） 

运载体相对静止时，我们可以得到方程 

 
1 3 0 2

2 3 0 1
2 2 2 2
0 1 2 3

ˆ 2 ( )
ˆ( ) ( ) ( ) ( )= 2 ( ) ( )
ˆ ( )

x

y

z

a g q q q q
Z t H t X t V t a g q q q q V t

a g q q q q

−   
   = + = + +   
   − − +   

 （5-25） 

式中， ( )V t 是测量中产生的干扰。 
 𝑍𝑍(𝑘𝑘) = 𝐻𝐻(𝑘𝑘)𝑋𝑋(𝑘𝑘) + 𝑉𝑉(𝑘𝑘) （5-26） 

对上式线性化得矩阵 ( )H 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ˆ ( , 1)

[ ( )]( )=
( )

2 *2 3 *2 0 *2 1 *2 0 0 0
1 *2 0 *2 3 *2 2 *2 0 0 0
0 *2 1 *2 2 *2 3 *2 0 0 0

X k k

H X kH k
X k

q k g q k g q k g q k g
q k g q k g q k g q k g
q k g q k g q k g q k g

−

∂
∂

− − 
 =  
 − − 

 （5-27） 

（2）EKF滤波器设计 
用Kalman filtering进行设计，有下面五个公式： 

 , 1 1
ˆ ˆ( )= ( )k k k kX X− −− Φ +  （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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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1 , 1 1( )= ( ) T
k k k k k k kP P Q− − − −− Φ + Φ +  （5-29） 

 
1

= ( ) ( )T T
k k k k k k kK P H H P H R

−
 − − +   （5-30） 

 ˆ ˆ ˆ( )= ( )+ [ ( )]k k k k k kX X K Z H X+ − − −  （5-31） 

 ( ) [ ] ( )k k k kP I K H P+ = − −  （5-32） 
所以，当载体有十分大的加速度，用陀螺仪去测量和计算。在增益矩阵加入

判断，即： 

 
1

( , 1) ( ) ( ) ( , 1) ( ) ( ) 0.2
( )=

0 0.2

T T
b

b

P k k H k H k P k k H k R k a g
K k

a g

−  − − + <  
≥

（5-33） 

其中 2 2 2
b x y za a a a g= + + − 。 

（5-32）和（5-33）式可知：R 和K 成反比，Q和K 成正比，随着K 的增大，

这个量可信度越高；相反的，随着K 的减小，系统更相信测出的数据，将影响测

量姿态的精度。 
令Q和 R 为： 

[ ]
[ ]

Q diag a a a a b b b
R diag c c c
=
=

 

其中 , ,a b c是常数，可以由一些指标和实际情况来确定。 

5.4仿真试验 

我们来验证算法的效果，将其与传统Kalman filtering算法比较，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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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1 两种解算方案姿态对比图 

由仿真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在某些特殊领域，测量姿态的能力我们的算法比

以前的算法效果好一些。由上得出结论，EKF算法想提高测量姿态的精度，需要

增加很大的负担，而且在载体速度很快时，会有断点。改进型Mahoney算法完美

的解决了这一点，使性能更加优越。 

第六章 北斗导航倍增器减振结构设计 

惯性导航系统是海陆空环境下多数运载体的主要导航设备。惯性器件是惯性

导航系统的重要组成器件，其精度会对惯性导航系统性能产生很大影响。当运载

体工作时，载体的振动会使得惯性器件性能变差，进而降低导航精度。在这种情

况下，可选用物理减振，防止运载体与惯性器件的直接接触。 
减振装置在减小运载体角、线振动对惯性器件产生的不利影响的同时也使得

惯性器件对运载体各种信息的敏感度降低，导致在非静态环境中惯性器件的运动

特性发生变化，最终使得测量精度降低。所以，要测试分析减振装置增加前后惯

性导航系统各项指标。本章通过建立增加减振装置后惯性器件的误差模型，分析

了减振装置对惯性导航系统精度的影响，并通过实验与仿真验证了相应结论，最

终设计出独特的、性能良好的减振结构。 

6.1 减振装置对惯性器件的输出影响建模 

影响惯性导航系统精度的主要因素是陀螺精度。对于惯性传感器件，其主要

的误差源包括陀螺零偏、标度因数误差、非正交耦合误差和随机误差等，其误差

模型为： 
 ηωωωεωω θ +++++= Gs

bbb~  （6-1） 
式（6-1）中： bε 为陀螺零偏； sω 为标度因数误差； θω 为非正交耦合误差；

Gω 为加速度敏感误差；η为随机噪声项。增加减振装置后，陀螺在非静态环境下

的运动特性会发生变化，最终对此误差模型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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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引入减振装置后的陀螺零偏 
增加减振装置后，陀螺的敏感轴线可能会发生变化，就会增加额外零偏，而

且减振装置会干扰振动条件下陀螺的输出特性，进而造成零偏的变化。因此，可

以将加减振装置后的陀螺零偏表示为： 
 b b b b

x y zε ε ε ε′ ′ ′ ′ =    （6-2） 
6.1.2引入减振装置后陀螺的标度因数误差 
增加减振装置造成陀螺敏感轴线的改变会影响陀螺的标度因数，进而改变其

标度因数误差。因此，将引入减振装置后的标度因数误差表示为： 

 b

z

y

x

s

k
k

k
ωω •

















′
′

′

=′

00
00
00

 （6-3） 

式（6-3）中：

0 0
0 0
0 0

x

y

z

k
k

k

′ 
 ′ 

′  

是引入减振装置后陀螺标度因数误差的系数矩阵。 

6.1.3 引入减振装置后陀螺的加速度敏感误差 
增加减振装置会对振动条件下陀螺的加速度特性产生影响，进而改变了加速

度敏感误差。所以，将引入减振装置的陀螺加速度敏感误差表示为： 

 
0 0

0 0
0 0

xx
b

G yy

zz

G
G f

G
ω

′ 
 ′ ′= • 

′  

 （6-4） 

式（6-4）中：

0 0
0 0
0 0

xx

yy

zz

G
G

G

′ 
 ′ 

′  

是引入减振装置陀螺加速度敏感误差的系数

矩阵。 
6.1.4引入减振装置后陀螺的非正交耦合误差 
减振装置的扭转会对振动环境下各个陀螺间的正交性产生影响，造成各个陀

螺的敏感轴不符合正交安装的要求，进而造成非正交耦合误差。所以，将引入减

振装置后陀螺的非正交耦合误差表示为： 

 
0

0
0

xy xz
b

yx yz

zx zy

θ

θ θ
ω θ θ ω

θ θ

′ ′ 
 ′ ′ ′= • 
 ′ ′ 

 （6-5） 

式（6-5）中：

0
0

0

xy xz

yx yz

zx zy

θ θ
θ θ
θ θ

′ ′ 
 ′ ′ 
 ′ ′ 

是引入减振装置后陀螺非正交耦合误差的系数

矩阵。 
6.1.5 引入减振装置后陀螺安装误差的系数矩阵 
引入减震装置，但在安装途中会产生安装误差角，造成运载体的3个正交轴

与陀螺的3个敏感轴不能完美重合，进而产生安装误差。所以，引入减振装置后，

将惯性传感器组件误差模型表示为： 
 ( )b b b

A s GG θϖ ω ε ω ω ω η′ ′ ′ ′ ′= • + + + + +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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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6-6）中： bε ′ 为引入减振装置后的陀螺零偏； sω′为引入减振装置后的标度因

数误差； θω′为引入减振装置后的非正交耦合误差； Gω′ 为引入减振装置后的加速

度敏感误差；η′为引入减振装置后的随机噪声项； AG 为引入减振装置后的安装

误差系数矩阵。 

6.2 实验与仿真分析 

6.2.1陀螺误差参数测试实验 
对引入减振装置和未引入减振装置的陀螺进行误差标定，对比各项误差系

数，进而分析减振装置对陀螺的影响。对陀螺的随机误差（角度随机游走、零偏

稳定性），确定性误差（零偏、零偏重复性、加速度敏感误差、标度因数误差、

非正交耦合误差）进行测试。但是目前未出现能够同时模拟“动态”和“振动”

环境的设备。所以，对于引入减振结构的陀螺，应用动态测试、振动测试相分离

的方法，对其各项指标进行测试分析。测试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6.2.1 性能测试分析 

参数 
减振陀螺仪 陀螺仪 

X X Y Y 
角度随机游走

/( / )h

 
0.0252 0.04061 0.04763 0.0432 

零偏稳定性 /( / )h

 2.12 10.45 7.28 2.57 

零偏 /( / )h

 -232.06 -218.12 -277.74 -254.82 

零偏重复性 /( / )h

 4.64 1.336 0.544 38.30 

加速度敏感误差

/( / / )h g

 
23.61 47.31 45.27 29.72 

标度因数线性度误差
/% 0.0529 0.0797 0.0677 0.0522 

非正交耦合误差/% 0.110 0.110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在引入减振装置后，此惯性导航系统姿态解算的精度与

原系统大致相同，可满足陀螺在高动态环境下的使用需求。 
6.2.2惯性姿态解算仿真分析 
得出引入减振装置的陀螺误差系数后，需要深入分析其对惯性姿态解算产生

的影响。将高动态环境下仿真得到的模拟输出分别带入到增加减振装置后惯性导

航姿态解算算法中，就可得到这两种不同陀螺解算的姿态参数结果。在此基础上，

对引入减振装置、原始陀螺数据进行仿真。仿真的结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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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1未加减振（左）、加入减振（右）单次仿真姿态角误差变化曲线 

因此得出，引入减振装置后，惯性导航系统姿态解算的精度稍有降低，但此

精度仍可满足高动态环境下的应用刚需。 

6.3 减振结构设计 

 
图6.3.1 北斗导航倍增器结构图 

在传感器支架的四角部位上分别卡配安装由硅橡胶材料制做的弹性减振筒

体，在弹性减振筒体的上、下端面上分别设置吸振凸台，刚性支撑筒固装在弹性

减振筒体内孔中，在弹性减振筒体上端面上配置环形压板，安装螺钉依次插入在

环形压板和刚性支撑筒内孔中，通过安装螺钉底端部与槽式壳体底壁间的螺纹配

合将传感器支架安装在槽式壳体内部上，弹性减振筒体下端面的吸振凸台与槽式

壳体底壁面呈支撑接触配合；本仪结构简单、紧凑，吸振、减振、缓冲效果好，

输出检测数据精确度高，尤其适合在高频振动环境中应用。 

 
图6.3.2 北斗导航倍增器实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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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幅图片是传感器和减振装置的安装方式，惯性传感器的安装架配有四套

组合减振装置。加入减振装置后测姿精度提高了50%以上，具有良好的降噪、减

振效果，能够最大幅度地降低飞行器中、高频振动的影响。 

第七章 北斗导航倍增器实验研究 

为了验证北斗导航倍增器的可行性，针对其进行了系统温度环境试验、静态

试验、跑车试验以及机载试验以及仿真分析。经过系统试验验证与仿真分析得到，

该系统可靠性高、适应性强，其姿态测量静态精度在0.2°以内，动态精度在3°
以内，满足了系统各项指标。 

7.1温度环境试验 

在实际的应用当中，系统工作的温度环境往往是复杂且极端的，高空的温度

可低于零下45℃，地表温度可超过30℃，器件受不同的温度环境的影响，性能指

标会发生变化，精度可能大大降低，所以必须在不同的温度环境下进行测试。现

在对整个系统的温度特性进行测试与分析。测试现场如图7.1.1所示，测量结果如

图7.1.2所示。 

 
图7.1.1 温度试验现场 

 
图7.1.2 高低温试验输出姿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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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进行低温测试，将北斗导航倍增器放入-45℃低温箱进行保温，之后升

温至40℃进行性能检测，检测应能耐寒： 
a）机械零件不得出现显著变形、保护层起皮、锈蚀的情况； 
b）通电后进行电气性能检测，结果正常。 
高温试验将北斗导航倍增器放入55℃高温箱进行保温，保温后检测应能耐

热： 
c）机械零件不得出现机械损伤和显著变形的情况； 
d）通电后电气性能检测正常。 
在温箱中完成低温测试和高温测试后将设备通电检测其输出姿态角数据。通

过低温和高温试验，排除温箱电动机振动造成的影响，在严格的温度环境中，所

设计的姿态测量系统能够正常工作，并且温度对其的影响不大，因此可以在高空

低温的条件下进行作业。 

7.2地面静态转台试验 

为检验系统静态测姿精度，进行转台试验，试验结果见表7.1。 

表7.2.1 系统转台静态试验姿态测量结果 

序号 转台横滚角

基准值 
横滚角测

试值 

补偿安装误

差角后的横

滚角 

转台俯仰角

基准值 
俯仰角 
测试值 

补偿安装误差

角后的俯仰角 

1 0° 0.8083 0 0° 0.6973 0 

2 10° 10.8121 10.0038 10° 10.6756 9.9783 

3 30° 30.7725 29.9642 30° 30.7355 30.0382 

4 50° 50.8223 50.014 50° 50.5644 49.8671 

5 80° 80.8689 80.0606 80° 80.7220 80.0247 

6 -10° -9.1716 -9.9799 -10° -9.3424 -10.0397 

7 -30° -29.1081 -29.9164 -30° -29.2483 -29.9456 

8 -50° -49.0286 -49.8369 -50° -49.1689 -49.8662 

9 -80° -79.2689 -80.0772 -80° -79.4020 -80.0993 

 
由实验结果可知，在补偿安装误差角之前，静态最大误差都不超过1°，在

补偿安装误差角之后，静态最大误差不超过0.2°，完全满足姿态测量系统关于静

态指标设计的相关要求。 

7.3地面动态跑车试验 

在确保满足了静态下对系统精度的要求之后，还要进行试验，检验动态下系

统的性能。现用一套定型的测姿精度为0.02°的高精度航姿基准作为参考，验证

系统的动态测姿精度，跑车试验现场如图7.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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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1 跑车试验现场 

a）试验设备 
1.一套已定型的高精度航姿基准仪（基准设备，测姿精度0.02°）； 
2.一套北斗导航倍增器（待测设备）； 
3.一套数据记录设备； 
4.一辆试验车及配套电源、电缆等。 
b）试验步骤 
1.将待测设备与航姿基准仪一起安装于试验车上； 
2.检查电源、数据记录装置，确保其状态正常； 
3.在停车状态下，开启两套设备，启动对准，并开始对数据进行记录。 
4.完成对准后，缓慢试验车启动，在一段典型的公路上完成加速、减速、上

坡、下坡、迂回等试验； 

5.1小时后停车，并停止记数。 

比较待测设备和基准设备的俯仰、横滚姿态测量误差，数据曲线如图7.3.1图
7.3.2所示。计算两套设备俯仰、横滚姿态误差的均值和方差，计算结果见表7.2。 

 
图7.3.1 北斗导航倍增器与基准系统的俯仰角对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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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2 北斗导航倍增器与基准系统的横滚角对比情况 

表7.3.1 北斗导航倍增器跑车试验姿态测量结果 

序号 类型 误差均值 方差 

1 横滚 (°) 0.092 0.095 

2 俯仰 (°) 0.445 0.507 

 
从这次跑车试验结果来看，在加减速一般运动状态下，姿态最大误差角都在

3°以内，且姿态误差均值和方差都在1°以内。满足指标要求。 

7.4飞行实验 

为了验证经过改进的自适应Mahony互补滤波姿态算法的效果以及系统在飞

机飞行过程中的是否存在问题，进行了飞行试验，试验现场如图7.6所示。以高精

度航姿基准仪（FOG）作为基准设备，该设备的姿态测量精度为0.02°，另外用

市场上成熟的MEMS姿态测量系统MTi-G-710与本文设计的系统的测量精度作比

较。 

 
图7.4.1 飞行试验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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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步骤如下： 
1.在直升飞机上安装北斗导航倍增器、航姿基准仪（FOG），如图7.4.1所示； 
2.检查电源、数据记录装置，确保其状态正常； 
3.直升飞机起飞之前，打开所有设备，启动对准10min，并开始对数据进行记

录； 
4.直升飞机启动飞行，主要做盘旋与加减速运动，具体的飞行动作为：爬升、

直飞、向左绕圈5圈、直飞、向右绕圈5圈、直飞、加速、减速、加速、减速、加

速、减速、下降。其中，加速时间大约持续1min，飞行时间总共约48min。 
5.返回地面，停止记录。 

 
图7.4.2 试验设备安装位置情况 

 
图7.4.3 飞行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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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飞行轨迹如图7.4.3所示，红色五角星为飞行起点，纵轴表示经度，横轴

表示纬度，航姿基准仪与待测设备姿态对比情况图7.4.4所示，图中横轴表示时间，

纵轴表示姿态角（γ ：横滚角，θ：俯仰角）或姿态误差（δγ ：VG445与基准设

备FOG的横滚角误差，δθ ：VG445与基准设备FOG的俯仰角误差）。 

 

 
图7.4.4 待测设备与基准设备FOG姿态测量对比情况 

表7.4.1 北斗导航倍增器姿态角标准差以及RMS 

姿态精度指标 纵摇标准差 横摇标准差 纵摇RMS 横摇RMS 

指标参数 1.7628 1.5587 2.1483 1.5740 

 
从图7.4.4中得知，采用本文提供的算法可以实时提供飞行姿态角，且跟随性

较强。通过此次飞行试验，验证飞机在经过盘旋，加减速，大角度转弯，俯冲等

运动后，北斗导航倍增器的姿态角的测量误差最大不超过6°，其中最主要的误

差来源是长时间加速运动（长达1分钟），因为在此过程中加速度计没有修正效果，

系统只能通过陀螺来计算姿态角。从表7.3中可以得出，在大机动环境下（盘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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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减速等），姿态RMS指标小于3°，最大误差角小于6°，并且在飞机盘旋时，北斗

导航倍增器的精度比基准设备的精度还要高很多。 

第八章 总结及应用性展望 

8.1 总结 

本说明书主要阐述了北斗导航倍增器系统，我们所完成的工作及取得的研究

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开始简要分析了导航系统发展历程和我国北斗系统发展史，阐明了我国北斗

导航系统存在的一些问题，基于这些问题，我们研发一款接收终端专制来辅助北

斗导航系统实现更精确，更可靠的导航控制功能。 
通过对目前相关方面技术的查新，确定了我们要改进的功能，明确了我们产

品应具备的特点，再者，进行系统总体的设计，自适应算法设计和减振结构设计。

整体大系统的工作流程为：北斗导航系统主机接收并解析三个天线北斗卫星的导

航报文，然后将姿态、速度、位置等导航信息发送至北斗导航倍增器，北斗导航

倍增器融合两者数据后将导航信息以200Hz发送显控PC机，由PC机完成对稳定平

台的控制。本文设计的自适应算法的计算过程为：首先利用加速度进行初始对准，

得出初始姿态角，通过对陀螺数据和加速度计数据进行改进型自适应Mahony互
补滤波算法，得出飞行器的姿态角、三轴角速度信息、三轴加速度信息以及时间

信息。 
最后，通过温度实验，跑车实验和飞行实验进一步验证了北斗导航系统的性

能。北斗导航倍增器可达到精准测量，精确导航，更新频率高，可靠性高等性能

要求，能够提供稳定、精确的姿态测量和导航的功能。 

8.2 应用领域和前景展望 

随着北斗导航系统的进一步完善与提高，我国的卫星导航服务已经进入了一

个全新的层次，高精度的服务成为了可能。同时，在国家大力推动“一带一路”

建设的时代大背景下，基础设施建设是重点建设领域，这给北斗导航系统带来了

机会。由于北斗导航系统有着极高的国防任务使命，大量军用产品需要与北斗导

航系统完成交接，而且军用设备对技术精准度的要求又非常高，而北斗导航倍增

器能有效解决北斗系统精度低的问题，因此北斗导航倍增器有着广阔的应用前

景。近年来，北斗系统在交通运输、水文和气象监测等民用领域的应用也得到了

长足的发展。 
8.2.1应用前景： 
1、大型无人飞行器领域：由于北斗导航系统有着极高的国防任务使命，大

量军用产品需要与北斗导航系统完成交接，而且军用设备对技术精准度的要求又

非常高，所以北斗导航倍增器同样有着极大任务使命，可以完善北斗导航系统目

前精度低、连续性较差的问题，有着很好应用前景； 
2、民用无人机市场。在民用领域，其应用范围主要包含交通运输、水文和

气象监测等。在农用植保无人机领域，高精度的导航定位一直是困扰农药喷洒精

度的难题，目前常用的方式是以载波差分技术为主，但是该方式需要架设地面站，

具有较高的成本和复杂的实施方式，难以满足农用植保无人机快速作业、安全便

捷的需求。北斗导航倍增器利用内置的惯导系统与北斗系统相组合，能够持续不

间断的为无人机提供精确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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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海洋钻井平台。石油是工业的血脉，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

近年来，由于人们对地下油气资源的过度开采，油气储量大大下降，部分地区濒

临枯竭，于是开发范围从陆地转向海洋。然而，海上钻井平台由于工作环境恶劣，

对平台以及工作设备的稳定性、安全性要求更高，海上钻井装置的稳定与安全不

容小觑。而北斗导航倍增器具有体积小，精度高，使用灵活等特点，不仅能提供

精确的导航信息，更能实时监测，全天候的检测平台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为海上

作业增添一份安全保障。 
4、中小型船舶市场。长江中下游中小型渔船以及近海中小型货轮等领域常

用的导航定位设备多以GPS系统为主，同时单独的GPS导航系统也难为满足高精

度的定位定向需求，往往还需要一台高精度惯导系统组合使用。北斗导航倍增器

结合惯导系统和卫星导航系统的优点，可直接替换市面上常用的船舶导航设备，

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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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定位的车辆管理系统 

 
作  者：陈新奋、赵绮丽、钟南 
指导教师：王骥、徐国保 
学  校：广东海洋大学 

 
 
【摘要】针对目前电动车数量大大增加，但是电动车难以管理，一方面是因为电

动车不需要驾驶证，而导致的电动车行车素质的不高，另一个方面是由于电动车

没有编号而导致的管理困难，造成了当今社会上的电动车可以不遵守交通规则，

乱停乱放，随意行驶。但是，电动车轻便简约，节能而且价格便宜，是不少人名

群众出行的首选，是一种值得推行节能型的交通工具，在方便大众上有很大的功

劳。本文通过设计一套电动车管理系统，对指定区域内的电动车进行安全高效的

管理。 
【关键词】电动车，管理系统，指定区域 
【Abstract】In view of the great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electric vehicles at present, 
but it is difficult to manage them. On the one hand, the quality of electric vehicles is not 
high because they do not need driver's license. On the other hand, the management 
difficulties caused by the lack of number of electric vehicles result in that the electric 
vehicles in today's society can not abide by traffic rules, Park randomly and drive freely. 
Electric vehicle is simple, energy-saving and cheap. It is the first choice for many 
famous people to travel. It is a kind of energy-saving transportation which is worth 
promoting. It has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convenience of the public. This paper 
designs an electric vehicle management system to manage the electric vehicle safely 
and efficiently in the designated area. 
【Key words】electric vehicles, management system, designated area 
 
 

一、项目背景 

针对社会电动车辆使用数量的激增，如送外卖的电动车，校园电动车，共享

电动车。电动车辆使用方便，是广大人民群众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但是，由电

动车辆引发的交通事故也在与日俱增，本项目旨在提供一套安全高效的电动车辆

管理系统，降低交通事故发生率。 
由于电动车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广，目前国内外针对电动车管理系统的研究较

少，国内研究电动车管理系统主要从规章制度着手，没有真实可靠的管理应用设

备。目前国内对电动车方面的研究主要有电动车定位系统、电动车充电管理系统、

电动车信息查询系统等，一整套系统提供管理方管理区域内电动车的管理应用系

统在目前还没有普及。但是研究此项目的技术在同类课题研究中有相似之处，比

如定位技术，信息查询技术等。相对于技术而言，本项目更着重于实际应用价值，

给予管理方一个界面友好型管理系统。 
人力管理电动车不仅仅难度大，而且人力资源耗费比较大，对于景区，电动

车属于租借的产品，如果是定点借还，不仅仅对于游客来说可能要走一大段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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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景区来说不仅仅需要每个定点分派人手，而且还需要其他工作人员来对电动

车进行停放，这就造成了人力资源的增加。对于学校来说，强有力的整治就更加

的困难了，一方面的由于学生人数多，电动车也多，容易发生乱停乱放的现象，

另外一个方面学生是消费群体，扣留电动车或者罚款等强力的整治可能会让学生

怨言很大，也不适合学生群体。如果都安装上这个系统，不仅仅能够在人力资源

方面节省较大的资源，还能够通过网络将电动车的数据传回平台上。然后监控人

员可以对电动车进行监控，如果需要维修和维护的就派人前往停车区进行维护。 
通过GPS的定位接入百度地图，能够对地图进行区域块划分，在限停区，只

要车辆识别到位于禁止停止的区域，则继电器进行跳转，就算车主拔了钥匙，车

辆依然能够开动，在限速的区域则是利用电机驱动模块限制电压的输出，这样子

就能够限制电车的最大输出速度，达到限速的目的。 

二、硬件架构和开发环境 

2.1开发的背景 

STM32系列专为要求高性能、低成本、低功耗的嵌入式应用设计，作为系统

的硬件模拟部分，其涉及到的硬件比较多，需要比较强大快速的芯片，而作为一

款携带式的管理系统，其低功耗也是应该让开发者注重的一个方面，所以选择了

ST公司开发的103系列的芯片，能够处理强大的数据流，而且价格在可接受范围。 

2.2产品设计思路 

① 给电动车进行编号，利用RFID识别技术来对进入指定区域的电动车进行

智能化识别，类似于景区门口的车牌识别，每个购买电动车的同学必须登陆平台

进行注册才可以在指定区域内使用电动车，且实行扣分制。 
② 利用GPS技术对区域内电动车进行规范停车，管理方安排固定的停车区

域，电动车只有检测到在对应的区域内才可以拔钥匙进行停车，否则电动车将不

会断电。 
③ 管理方划定对应的区域限制电动车的速度，当电动车速度超出了限制的

范围将会对电动车进行扣分，分没有后将不能够再次在该区域内行驶对应的车

辆。 
④ 电动车将对驾驶员进行在位检测，利用压力传感器，只有当压力传感器

的压力大于20kg，电动车才能够进行正常的行驶，能够有效防止小孩子驾驶电动

车以及电动车误操作等。 
⑤ 电动车配置了声波传感器，通过物理的分析构建，当电动车前方的位置

是悬空的时候，电动车将不能够使用向前档位，能够有效防止电动车高空坠落的

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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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制作流程及整体架 

2.3特色与创新 

① RFID进行车辆标记，电动车不同于汽车，电动车因为速度不快，购买便

宜，国家还没有出台相对应的电动车上牌管理，所以利用车牌识别电动车的可能

性不大，再加上车牌容易被阻挡或者肆意更改，RFID直接对车辆进行编号，能够

有效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且编码方便，准确度高，技术较新颖。 
② 无站台式电动车实时定位系统，相对于共享电动车的站台式结合GPS定

位，无站台式定位更加适合景区或者学校这些非盈利的机构，其主要是利用上位

机配合GPS和百度地图，利用二次级联的方式而达到的准确定位，耗费资源较少。 
③ GPS区域限制划分，对于市面上共享电车利用的站台式来对电动车进行

区域划分，利用GPS定位可能准确度比不上站台式的定位，但是利用GPS来进行

区域划分比较方便，而且操作简单，修改禁止区域会比较方便，结合驾驶员计分

制度能够有效管理电动车。 
④ 驾驶员在位检测，市面上的电动车是只要拧动转把就可以让电动车行驶

起来，利用重力传感器在驾驶员的位置对驾驶员进行在位检测，能够有效防止电

动车因为系统失控或者硬件损坏造成的人员伤害，还能有效防止儿童驾驶电动

车。 
⑤ 前方公路状态检测，利用超声波传感器，对电动车斜前方的道路状态进

行检测，当电动车前面是悬空1.5米的状态的时候，电动车将不能转动行车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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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硬件组成 

3.1外形结构 

 
图2 整体外形 

 
图3 模拟电动车 

3.2功能模块 

 
图4 RFID射频识别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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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光敏传感器 

 
图6 超声波传感器 

 
图7 压力传感器 

 
图8 北斗定位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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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原理图及其PCB 

 
图9 主控制器原理图 

 
图10 主控制器PCB电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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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遥控手柄原理图 

 
图12 遥控手柄PCB电路图 

四、软件架构与开发环境 

4.1 Web端需求分析 

由于电动车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广，目前国内外针对电动车管理系统的研究较

少，国内研究电动车管理系统主要从规章制度着手，没有真实可靠的管理应用设

备。目前国内对电动车方面的研究主要有电动车定位系统、电动车充电管理系统、

电动车信息查询系统等，一整套的提供管理方管理区域内电动车的管理应用系统

在目前还没有普及。但是研究此项目的技术在同类课题研究中有相似之处，比如

定位技术，信息查询技术等。相对于技术而言，本项目更着重于实际应用价值，

给予管理方一个界面友好型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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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web端的开发 

Web端的开发环境包括JDK（Java Development Kit），Tomcat，Maven，IntelliJ 
IDEA，MySQL，Spring Boot，Spring Data，HTML，百度地图JavaScript API。JDK
（Java Development Kit）是ORACLE公司针对Java开发者的产品，是整个JAVA的

核心，它包括了JAVA运行环境、大量的JAVA工具和JAVA基础类库。Tomcat是一

个免费的开放源代码的轻量级Web 应用服务器，用于发布信息和将应用程序加

载到网站上。Maven是 Apache 下的一个纯 Java 开发的开源项目，是一个项目

管理工具，可以对 Java 项目进行构建、依赖管理。IntelliJ IDEA是Java编程语言

开发的集成环境，在业界被公认为最好的java开发工具之一。MySQL是一个关系

型数据管理系统，所使用的SQL语言是用于访问数据库的最常用标准化语言。

Spring Boot是目前最流行的用于开发微服务的Java框架，其设计目的是用来简化

基于Spring技术栈的应用/微服务开发过程。Spring Data是一个用于简化数据库访

问，并支持云服务的开源框架。其主要目标是使得对数据的访问变得方便快捷。

HTML即超文本标记语言或超文本链接标示语言，是由HTML命令组成的描述性

文本，是一种简单、通用的解释性标记语言。百度地图JavaScript API是一套由

JavaScript语言编写的应用程序接口，可在网站中构建功能丰富、交互性强的地图

应用，同时支持HTTP和HTTPS，免费对外开放，可直接使用。接口使用无次数

限制。 

4.3数据库设计 

依托该web平台所设计的数据库主要包括以下的表： 
（1）记录车主信息的t_carinfo 

 
（2）记录车主定位信息的t_gpsinformation 

 
（3）记录地理围栏的具体信息的t_polygon 

 
（4）记录当前所定位的车主的位置信息和个人信息的t_car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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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Web系统界面的实现 

 
图13 主页界面展示 

 
图14 点击进入地图首页 

 
图15 地图首页（地图上每一个跳动的标记代表着一辆电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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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通过点击标记可以查看电动车编号、车主姓名和车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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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可以通过搜索电动车编号，取得电动车的当前位置 

手动定位：通过点击“刷新”按钮，可以得到电动车目前所在的位置 

 
图18 手动定位界面 

实时定位：在下拉状态框中选择“自动刷新”后，手动刷新的按钮将会被隐

藏起来，自动为我们进行实时定位跟踪。 

 
图19 实时定位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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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该界面为判断电动车辆是否超出管理系统预先划定的区域，管理系统

可以对预先划定的区域进行限停，限速等操作。 

 

 

 
图20 规划界面 

终端控制信息：图中箭头指向为系统的终极管理功能，管理方可通过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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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输入各种控制信息。操作示例如下： 
1、输入“38：STOP”，编号为38的电动车就被锁死 
2、输入“38：LIMIT_SPEED 30”，编号为38的电动车行驶的最高速度为30km/h 

 
图21 控制终端界面 

4.5 用户界面设计 

（1）首页设计 
开发人员采用了清新亮丽的界面作为首页，给用户一种很亲近的感觉，醒目

的大字标题让用户对该系统有了第一印象。通过在首页简要地介绍该系统，让用

户在浏览主页的时候对于该系统的应用首先就有了一定的了解。 
（2）地图首页设计 
用户在进入地图首页后，可以通过地图上跳跃的小红标记获知当前校园内的

正在运行地电动车位置。在用户点击标记的时候，后台会从数据库搜寻出该电动

车的具体信息并反馈给前端，从而通过消息窗口的形式将信息呈现在用户面前。 
（3）远程监控及控制界面设计 
在该页面，用户可以远程监控电动车的具体运行轨迹。当电动车的速度超过

规定的范围时，用户可以在输入框输入指令来远程操控电动车的行为。 
同时，用户可以选择划分各种不同形状的地理围栏，当电动车进入或者离开

围栏时，系统会以警告弹窗的方式通知用户。用户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做出不同

的应对措施。 

五、APP端的设计与开发 

5.1 APP的开发环境 

智能手机Android应用程序开发环境包括JDK（Java Development Kit，Java开
发工具包）、Android SDK（Software Development Kit，软件开发包）、Android Studio
和Gradle。在搭建Android开发环境时，首先要安装支持Java程序开发和运行的

JDK，还需要有JRE（Java Runtime Environment，Java运行环境）的支持；Android 
SDK是Android开发工具包，它提供Android相关的API；Android Studio是谷歌推

出的一个Android集成开发工具，基于IntelliJ IDEA，提供了集成的Android开发工

具用于开发和调试；Gradle是一个基于Apache Ant和Apache Maven概念的项目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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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化构建开源工具，支持传递性依赖管理，以面向Java服务为主。SQLite，百度

地图android sdk。 

5.2用户界面设计 

（1）启动界面和主页设计 
启动界面选择了ProgressBar作为主要的组件，当用户点击APP图片进入APP

时，可以看到不断更新的进度条，当进度条更新到100%时，便可以进入主页。采

用该启动界面给APP增添了一丝活泼俏皮的气息。  
用户在主页可以选择点击不同的按钮，进入不同的界面以获取不同的使用体

验。 

 
图22 APP启动界面 

（2）地图页面设计 
用户在进入地图首页后，可以通过地图上红标记获知当前校园内的电动车位

置。在用户点击标记的时候，后台会从数据库搜寻出该电动车的具体信息并反馈

给前端，从而通过消息窗口的形式将信息呈现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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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显示工作界面 

（3）监控页面设计 
用户通过点击开始服务以及开始采集按钮，后台服务便可以获取当前监控的

电动车的具体位置，并通过百度鹰眼采集轨迹，同时在界面上把轨迹展示出来。 

 
图24 监控界面 

（4）地理围栏和警报界面设计 
用户在地图上通过点击屏幕，可以自定义生成任意直径的圆形围栏，如此一

来，当监控的电动车进入地理围栏以及离开地理围栏时，会向用户发送信息。用

户也可以通过点击红色标记，以达到删除围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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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地图围栏界面 

（5）管理页面设计 
开发人员采用了RecyclerView来展示各位车主的具体信息，当点击每一行

时，可以选择进行编辑或者删除的操作。同时通过点击右下角的悬浮按钮，可以

添加新的车主及具体信息。 

 
图26 管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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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目应用前景 

电动车对于现代社会上来说是不可缺少的，一方面由于电动车价格低下，节

能，驾驶方便，另外一个方面由于私人小汽车逐渐增多，出行变得越来越困难，

而很多地方得公共交通并不是那么得发达，所以电动车成为了大部分上班族的选

择。一套完整的电动车管理系统正是当代社会必须要的。另一方面，目前社会上

电动车行业的竞争也比较激烈，电动车是交通行业的一块大蛋糕，而电动车管理

系统是需要加入在电动车内才可以的使用的，这势必给社会带来经济效益。 
再者，当电动车管理系统在校园内能够在校园内为电动车保驾护航，可以将

该系统推向我国大部分景区，这样子能够使我国景区增加景区的服务程度，提供

更加优质的服务。总的来说，该系统的发展前景可观市场分析和经济效益预测：

当前市场上的电动车的管理系统主要为 RFID 系统，主要是车辆识别，用于车辆

防盗，然而对于电动车行驶区域的规划及实时监控电动车是否违章却很少。另外，

电动车管理系统大部分主要面向社会上的。然而校园内的电动车的数量日益增

长，因此，施行校园电动车管理系统是很有必要的。该系统造价便宜，学校能够

结合电动车销售商进行合作，进入校园的电动车必须要安装电动车的管理系统，

学生购买的电动车只能够在指定的地方购买，能够促进校企合作，促进经济发展。

中国高校 1219 所，大学生数量接近 800 万，市场巨大，加上本作品的原材料

价格低廉，一套系统造价大概为 300 块，批量化生产能够达到更加低的价格，

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市场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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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定位的智能水产养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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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钟伦陇、胡铁乔 
学  校：中国民航大学 

 
 
【摘要】我国水产养殖量大，极大地满足了人民生活需要，但较少开发和使用“智

能”养殖工具。目前养殖问题主要集中在：水产养殖人工投喂劳动强度大、生产

效率低、投喂区域不适宜、对水体质量响应不快等问题，大大降低了水产品的生

产效率，严重时还会导致惨重的经济损失。本文基于北斗定位系统设计一种智能

水产养殖平台，整个平台由若干智能水产养殖船和充当控制中心的上位机组成。

系统工作时，北斗双模定位模块和传感器模块将获取到的北斗数据、水质数据等

发送给单片机。单片机与上位机之间进行无线通信，将数据传送给上位机，随后，

上位机发送指令控制平台运动，平台通过北斗导航数据和目标数据计算得到自动

导航路线和运动情况。同时，根据所得水质数据，平台上的单片机对投饵器下达

指令，合理化饵料投放，实现平台的自主导航以及智能水产养殖的功能。测试结

果表明，本系统可有效实现对水质的监测、智能规划投饵路径和投饵量，预期本

系统的应用可有效提高水产养殖的智能化和生产效率。 
【关键词】北斗定位系统；智能水产养殖；水质监测；自主导航；无线通信 

Intelligent Aquaculture Platform Based on Beidou System 

【Abstract】China has a large amount of aquaculture, which greatly meets the needs 
of people's lives, but it has less developed and used "smart" aquaculture tools. The 
current aquaculture problems a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aquaculture manual feeding 
labor intensity, low production efficiency, unsuitable feeding area, unsatisfactory 
response to water quality, etc., greatly reducing the production efficiency of aquatic 
products, and in serious cases will lead to severe Economic losses. This paper designs 
an intelligent aquaculture platform based on the Beidou positioning system. The entire 
platform consists of several intelligent aquaculture vessels and a host computer that acts 
as a control center. When the system is working, the Beidou dual-mode positioning 
module and sensor module send the obtained Beidou data and water quality data to the 
single-chip microcomputer. The single-chip computer communicates with the host 
computer wirelessly, and transmits data to the host computer. Then, the host computer 
sends instructions to control the platform movement. The platform calculates the 
automatic navigation route and movement through the Beidou navigation data and 
target data calculation. At the same time, based on the obtained water quality data, the 
single-chip computer on the platform issues instructions to the bait feeder, rationalizes 
the feeding of bait, and realizes the platform's autonomous navigation and intelligent 
aquaculture functions. Th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system can effectively monitor 
water quality, intelligently plan the feeding path and the feeding amount, and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ystem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intelligence and 
production efficiency of aquaculture. 
【 Keywords 】 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intelligent aquaculture;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autonomous navigation; wireless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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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近年来，水产养殖业发展迅速，不仅极大地满足了人民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而且节约了土地资源，实现集约化生产[1]。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对水产品的

需求特别是高品质水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而高品质水产养殖技术要求高，对于

水体、水质、饵料种类和投放频次等方面有很高的要求。传统型水产养殖户缺乏

相关知识，况且市场上也缺乏相应的智能养殖支撑设备，导致当前水产养殖人工

投喂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投喂区域不适宜、对水体质量响应不快等问题，

大大降低了水产品的生产效率，严重时还会导致惨重的经济损失[2]。 
针对目前传统型人工水产养殖中的问题，本项目提出利用北斗定位系统实现

智能水产养殖。在水位、pH值、浊度检测等水体信息传感器数据的基础上，结合

北斗定位系统的传感数据，实现对水产养殖水体的实时监测，并在水质监测和投

食区域数据库的基础上，智能规划投食路径与投食量，提高水产养殖的自动化、

智能化。 

2.系统与硬件设计 

2.1系统设计方案 

基于北斗定位的智能水产养殖平台系统组成如图 1 所示，可以分成两个部

分：智能水产养殖船与上位机。其中上位机主要完成设备监控和航行路径规划，

而智能水产养殖船则完成导航信息、水体信息的采集，主要由主控器、北斗导航

模块、水位、pH值以及浊度检测传感器、负责喂食的舵机和投饵器、驱动养殖船

的电机、无线通信模块等组成，上位机和智能水产养殖船之间通过无线通信交换

传感信息、命令信息等。 

 
图1 基于北斗定位的智能水产养殖平台系统方框图 

系统工作时，北斗双模定位模块和传感器模块将获取到的北斗数据、水质数

据等发送给单片机。单片机与上位机之间进行无线通信，将数据传送给上位机，

随后，上位机发送指令控制平台运动，平台通过北斗导航数据和目标数据计算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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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自动导航路线和运动情况。同时，根据所得水质数据，平台上的单片机对投饵

器下达指令，合理化饵料投放，实现平台的自主导航以及智能水产养殖的功能。 
各个组成部分功能： 
（1）上位机：用GPS+北斗双模定位模块的定位功能，根据投喂需求和水质

状况进行路径规划，基于云平台配套软件和可视化 GUI 界面，实时监控水体质

量和各部分设备运行情况，实现对养殖船运动轨迹、投食动作的控制和养殖水域

的动态水质监测功能。 
（2）投饵器：自主设计机械结构，实现饵料均衡化投洒。 
（3）养殖船：以小型水上载具模型作为载体，搭载水位、pH 值以及浊度检

测传感器和投饵器，获取水质数据，实现自动投饵。 
（4）主控器：养殖船的控制中心，基于单片机等嵌入式控制器，负责定位

数据、水体信息的收集，控制命令的生成，以及和上位机的通信。 

2.2机械结构设计 

2.2.1养殖船模型 
在养殖船模型设计时，首先考虑饵料存放区域和各模块的安装区域。整个船

体呈流线型，前尖后宽，可有效减小水的阻力。为了最大化饵料存放区域，将方

向舵置于船头，动力马达置于船尾，投饵器置于右侧靠下。在 SolidWorks 中设

计养殖船模型机械结构[3，4]，将二维形体对象作为沿某个路径的剖面形成三维

对象，通过 3D 打印的方式制作而成，如下图所示，此为水产养殖平台的各方位

视图。 

 
图2 智能水产养殖船模型主视图 

 
图3 智能水产养殖船模型 3D 效果图 

2.2.2投饵器 
将四片叶片的桨叶（如图 4 右侧图片所示）置于左侧形似漏斗的投饵器中

部，饵料置于漏斗上部，舵机置于投饵器外侧夹板上。使用单片机控制 JX6221 
数码舵机的转动，进而控制桨叶转动。为实现可控数量、可控速度的智能投饵，

此投饵器的结构设计显得尤为重要。选用乳酸（PLA）材料打印此投饵器，桨叶

直径与投饵器中部直径一致，防止饵料漏撒，解决了投饵随意性问题，舵机按照

既定速度控制桨叶旋转，饵料均匀下放，实现了智能规划投食量的功能，实体结

构本身轻巧又抗压，减少对于船体的压力，还可放置较为充足的饵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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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智能水产养殖投饵器模型设计图 

 
图5 智能水产养殖投饵器模型实物 

2.3电路设计 

2.3.1主控器 
主控器电路由单片机 STM32F103RCT6 最小系统、显示电路、人机接口电

路、降压电路组成。北斗模块获得北斗数据并解码后通过串口通信发给主控器[3]。

液位传感器、PH 传感器、浊度传感器采集到数据发送给主控器，主控器通过 
ADC 转换数据并进行分析判断。主控器同时通过无线通信 GPRS 无线网络将处

理后的北斗数据与传感器数据传输到 PC 端上位机监控软件，当数据超过设定

的阈值范围，则会触发报警模块报警，并在上位机上发出警告信息。 

 
图6 智能水产养殖船主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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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智能水产养殖船主控制器电路图 

2.3.2水质传感器 
（1）水位传感器 
将水位传感器放置于船体平台内侧底端，使用此传感器可以实时监测到船体

内部进水的深度，以便及时处理。水位传感器利用红外光学原理，将检测的水位、

液面信号通过光学传递，转换为电信号输出，通过传感器采集的电压信号进行判

别水位情况。使用 A/D 口来实现水位开关的正常工作，将采样的电压数据进行

分析，每 0.1 秒采样一次，连续 10 次采样的电压都大于 0.15V 时，则认为没

水；连续 10 次采样的电压都小于 0.15V 时，则认为是有水。主控器可以通过 
IO 口检测水位传感器高低电平的方式采集水位传感器的输出，也可以通过 
ADC 转换成模拟电压值。由于模拟电压精度较高，因此采用 ADC 转换采集的

方式。硬件连接图中 A 为传感器的模拟输出端。 

 
图8 水位传感器硬件连接图 

（2）浊度传感器 
将浊度传感器放在船体外侧，及时检测水质及污染情况。利用光学原理，通

过液体溶液中的透光率和散射率来综合判断浊度情况，由于浊度值是渐变量，通

常在动态环境下检测传感器采集的浊度值，外接控制器进行 AD 转换，进而换

算得到对应环境下的浊度情况。当光线穿过一定量的水时，光线的透过量取决于

该水的污浊程度，水越污浊，透过的光就越少。光接收端把透过的光强度转换为

对应的电流大小。通过测量接收端电流的大小，就可以计算出水的污浊程度。浊

度传感器与水位传感器的输出方式一样有两种，高低电平输出和 ADC 转换模拟

电压输出。我们仍然采用 ADC 转换采集的方式。 

A-PA2 
液位传感器 电源线5V 

 
STM32F103C8T6 

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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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浊度传感器工作原理示意图 

（3）pH传感器 
pH 传感器用来检测水质中氢离子浓度，并转换成相应可用输出信号，通常

由化学部分和信号传输部分构成。pH 传感器上自带温度传感器，既可以测试水

质的酸碱程度，又可以测试到水温，测量养殖鱼塘的 pH 值，能推断当前鱼塘的

环境。对 pH 传感器输出信号使用电压跟随、滤波和信号放大，输出满足系统需

要的电信号，如图 10 所示。 

 
图10 pH 传感器电路图 

2.3.3北斗双模定位模块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中国着眼于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自主建设、

独立运行的卫星导航系统，是为全球用户提供全天候、全天时、高精度的定位、

导航和授时服务的国家重要空间基础设施[5，6]。 
北斗导航模块与单片机之间使用串口通信。 

 
图11 北斗导航硬件连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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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软件设计 

3.1软件设计方案 

基于北斗定位的智能水产养殖平台的软件组成如图 12 所示，划分为两个部

分：上位机软件部分与下位机软件部分。其中上位机软件主要完成：监测船体上

各类传感器采集到的数据，通过无线通信的方式，给下位机软件发送船体导航信

息以及运动目标点。下位机软件则是完成：接收上位机发送的轨迹和投饵命令，

对船体运动进行控制，控制饵料投喂，对水质进行实时监测。 

 
图12 软件功能结构图 

3.2下位机软件设计 

下位机软件的设计实现了本智能水产养殖平台根据上位机所设定好的运动

轨迹前行，根据投喂需求进行可控速度、可控质量投喂饵料，并且对水质进行实

时监测，并通过无线通信模式传输到上位机软件，以实现对养殖水域的动态水质

监测功能，提高自动化程度。以下是对船体运动轨迹控制的流程说明。 
（1）在上位机的地图上划设好航行轨迹，提取多个航行轨迹上的参考点坐

标。 
（2）使平台（投饵船）从起点开始向第一个参考点坐标直线逼近，同时通

过北斗、GPS 多模定位将平台（投饵船）的实时位置信息及航行轨迹反馈给上位

机。 
（3）在（2）的过程中，利用下位机不断计算实时位置和既定参考点坐标之

间的偏差。若偏差大于所设定的阈值范围，则自动调整航向，继续逼近参考点坐

标。 
（4）依次按照上述步骤进行，直到航行完整个规划路径。 
（5）在完成第一次航行后，将平台（投饵船）的实际航行轨迹与上位机规

划的航行路径进行对比，如若偏离较大，采用插值法在过程（1）中增加参考点

坐标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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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船体运动轨迹控制流程图 

3.3基于云平台的上位机设计 

运用 C#语言编写程序，通过通信模块将平台（投饵船）的航行轨迹、传感

器测试得到的数据信息以及投饵器的投喂情况实时传送到上位机上。 

 
图14 智能水产养殖平台的上位机界面 

通过可视化 GUI 界面，用户可以在上位机终端上通过平台配套软件，实时

监控各部分设备运行情况，养殖环境水温、pH 值、浑浊度等监测数据，并可远

程控制和调节相关设备如自动投饵器、舵机等。监测的传感器数据传输到云平台

上，进行大数据融合与分析，结合鱼虾蟹等不同的生长周期，适配出科学的“投

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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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智能水产养殖云平台组成 
基于北斗导航的智能水产养殖云平台的具体组成可分为两部分：硬件及软件

部分。硬件如前所述，软件可包括如表 1 所示的组件。软件部分主要包括水质

查询和远程控制，其中 APP 软件可以实时查询温度、气温、pH 值、浑浊度等；

PC 端的上位机软件由蓝牙和 WIFI 进行通信，控制远程投饵、调整速度等。 

表1 智能水产养殖云平台组成 

组件名称 功能细分 

智能硬件 水质监测 水位检测、pH 值检测、温度检测、浊度监测 

 设备控制 投饵器、经纬度 
智能软件（APP
和PC端软件） 水质查询 查询温度、气温、pH 值、浑浊度等； 

 远程控制 远程投饵、调整速度等； 
 
3.3.2智能水产养殖云平台架构 
为了更贴近养殖实际，规划了水产养殖云平台的一系列功能，如表 2 所示，

此时，云平台不仅可应用于水产养殖业，对于养殖过程中的监测及操作均可起到

一定作用，在养殖业的市场调研及数据分析方面，也可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

平台可根据实际情况或用户需求，搭载更为广泛的传感器。也可用于大数据分析

场合，例如对于鱼类的疾病预防即可起到积极作用[7，8]。 

表2 智能水产养殖云平台架构 

 
用户 APP 上位机 

应用层 养殖场 食品养源 大数据分析 疾病预防 

平台层 数据采集 智能控制 数据挖掘 人工智能 

通讯层 GPRS 蓝牙 蓝牙 WIFI 

终端层 
水温检测器 溶解氧浓度检测器 pH 值检测器 位置定位 

自动投喂  浊度监测器 北斗模块 
 

4.系统测试 

通过解读北斗定位系统所传递的数据，实时获取平台的经度、纬度、速度，

进而调整船体的运动轨迹，从而更加科学的获取水质监测的各个数据。构建水域

水质样点图，服务于局部水质改善和投饵路径规划，减少资源浪费，提高生产效

率。由下图所示四个区域不同浊度以及四个区域投喂量可知，水的浊度越高，该

区域的投喂量越少。 
利用所选传感器测量鱼塘中的水，经过一段时间的波动，pH 值稳定在7.4。

根据养鲤鱼水质标准可知，pH 值应设定在 6～8.5 的水中，在弱碱性水中，鱼

的生长会较好。如果鱼长期生活在弱酸性水中，如 pH 值为 6，则鱼会出现食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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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振、体力减弱、体色变差等现象，此时可往水中添加增碱物质，如碳酸氢纳，

或加入沸石、珊瑚砂、牡蛎壳以提高 pH 值。 

 
图15 水质浊度测试样图 

 
图16 投喂量测试样图 

 
图17 pH 值测试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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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总结 

5.1创新点 

（1）相较于传统的人工投饵和投饵器定点投饵方式，本项目基于自主导航

进行无人投饵，降低劳动强度，提高工作效率，具有很强创新性和实用性。 
（2）此动力及控制平台采用多功能模块化设计，可根据渔业养殖的不同需

求搭载投饵器、水质监测传感器等装置。 
（3）基于C#语言设计并开发了上位机监测软件，方便投饵和水质监测的智

能化操作和管理，为自动化设备及技术在水产养殖方面的应用，提供了预研基础

和工程实践。 

5.2应用前景 

（1）基于物联网技术，开发系列水质参数原位在线监测传感器，集成了多

种水产养殖专用传感器，解决了传统传感器“测不准，用不长”的难题。水质监

测效果和测量精度得到大幅提升。 
（2）基于人工智能技术，设计了基于实时数据和历史数据、知识库联合驱

动的鱼类生长优化调控模型，开发了水产养殖实时精准管控平台和水产养殖互联

网云平台，实现增氧、投饵的精准调控及病害早期预警。 
（3）研究无线传输技术，实现大规模集中连片池塘养殖的精准测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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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极端天气无人驾驶改进方案 

作  者：张丽平、李航、张岭峰、张虎 
指导教师：崔林林 
学  校：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摘要】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极端天气无人驾驶改进方案主要是基于现目前的无

人驾驶技术和5G网络的信息快速传输基础之上的。在此基础之上我们拓展了无

人驾驶的极端天气监测判断、车辆之间位置共享、故障车祸求助、红外探测成像、

交管远程调控等功能。旨在极端天气下为无人驾驶提供更准确地判断，保证其行

驶的安全性。通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提供车辆定位，显示实时位置共享信息，并

结合测距雷达，准确显示车辆间距。在发生故障或车祸时通过向附近车主或交管

系统的求助，可以提高故障和车祸的解决效率。红外探测成像保证其在能见度低

的情况下能够准确地判断周围的环境，保证行驶的安全。通过短报文的远程调控

则能及时控制车辆，调整路线封锁路段，安排救援。以上功能地服务于现目前的

无人驾驶系统，可以极大提高无人驾驶车的安全性能，便利人们的日常生活。 
【关键词】极端天气、位置共享、远程调控、无人驾驶、北斗系统 
【Abstract】The improvement scheme of extreme weather unmanned driving based 
on 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is mainly based on the current unmanned technology and 
fast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of 5G network. On this basis, we have expanded the 
functions of unmanned extreme weather monitoring and judgment, location sharing 
between vehicles, help in case of a broken car accident, infrared detection imaging, and 
remote control of traffic management. It aims to provide more accurate judgment for 
unmanned driving in extreme weather and ensure its driving safety. Provide vehicle 
positioning through 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display real-time location 
sharing information, and combine with ranging radar to accurately display vehicle 
distance. In the event of a malfunction or a car accident, by asking for help from nearby 
owners or traffic management systems, the efficiency of troubleshooting and car 
accidents can be improved. Infrared detection imaging ensures that it can accurately 
judge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under low visibility conditions and ensure safe 
driving. Remote control through short messages can control vehicles in time, adjust 
routes, block roads, and arrange rescue. The above functions serve the current driverless 
system, which can greatly improve the safety performance of driverless cars and 
facilitate people's daily life. 
【Key words】Extreme weather, location sharing, remote control, unmanned driving, 
Beidou syste 
 
 

1. 背景及意义 

从两百多年前的第一辆蒸汽驱动的三轮汽车开始，到现在汽车已经走进了千

家万户，人们的出行已经几乎离不开汽车了。汽车的动力来源也从最初的蒸汽机，

发展成了现在的动力、性能越来越好的内燃机，直至近年来的电动力。随着经济

的快速发展和科技的不断进步，新的概念被不断提出，新的技术（如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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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等）不断涌现，之前不敢想的无人驾驶汽车也在逐渐出现在人们的视野，改变

着人类的认知。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开始进行无

人驾驶汽车的研究，在可行性和实用化方面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中国起步稍晚，

但发展较快：该技术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而国防科技大学在1992年成功研

制出中国第一辆真正意义上的无人驾驶汽车。 
汽车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但也带来了许多问题，随着汽车数量的不断增加，

车祸的发生也越来越频繁，造成了太多人员的伤亡和重大的财产损失，尤其是在

大雨、大雪、大雾和沙尘暴等极端天气下，由于能见度降低，驾驶员视线受阻，

不能准确地判断前方的路况，导致车祸的发生。极端天气对有驾驶员驾驶的汽车

的影响尚且如此之大，就更不用说如今技术尚未完全成熟的无人驾驶汽车了，在

极端天气下，保障无人驾驶汽车安全行驶的各种车载传感器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影

响，对汽车周围情况的感知出现错误，进而在计算汽车位置、规划行驶路线时出

现误差，最终可能导致车祸的发生。 
针对极端天气下的汽车行驶，本项目利用北斗导航系统的快速定位和第五代

移动通信技术（5-th generation，简称“5G”）的低延迟特点实现一定范围内的汽

车位置共享，辅助驾驶员和无人驾驶系统判断车况，选择最佳路线。同时结合北

斗导航系统特有的短报文通信服务功能，为出现故障的汽车和有突发情况的人员

提供求助功能。 

2. 项目设计 

2.1系统结构设计 

 
图1 系统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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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系统主要是基于目前的无人驾驶汽车的基础之上，对其功能进行进一步的

拓展，让其更加完善。于是该系统基于以下几个功能进行展开： 
（1）通过获取天气信息，对天气类型以及状况进行判定。同时将判断结果

返回给客户端。如遇极端天气（暴雪、雾霾、沙尘暴等）检测周围车速，保持距

离，减速慢行。 
（2）出现故障时，将故障反馈给客户端，通知乘客，并发出警告告知周围

车辆，让他们注意避让。同时发出求助信号，向周围车主和交管部门寻求帮助。 
（3）在能见度低的情况下，摄影成像具有一定的弊端。因此，这是我们主

要通过红外成像仪对周围进行扫描成像，来判断周围的环境和物体位置，避免发

生意外。 
（4）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同时返回车辆附近周围多车的位置，系

统将车辆位置显示于客户端上，实现多车位置共享。 
（5）在交管部门远程调控时，可通过短报文发送信息，客户端可将其文字

转化为语音，而车主们也可通过短报文想交管部门反馈具体情况。而车辆之间距

离较近时，可通过车载对讲机进行交流。 
（6）客户端是接收系统给予的指令，将部分信息显示在屏幕上，如：天气、

共享车辆位置、他车求助信息等。 
（7）由于发生车祸的位置是不可知的，因此交管部门不可能立即到达现场

进行指挥疏散。所以远程调控系统成为必要。远程调控通过北斗短报文功能可以

及时的对事故现场进行指挥，避免救援的不及时以及交通拥堵等情况。 
综上，该系统可以很好地对无人驾驶目前在极端天气下存在的一下问题进行

弥补，同时也增加了多用户多对象的交互功能，提高了信息流通的速度和解决事

务的效率，减少了不必要的损失。我们也会继续进一步对现目前的系统进行改进

和完善，使其更好地应用于无人驾驶之中。 

2.2主要功能介绍 

2.2.1主系统部分 
主系统主要负责界面成图，及几个其他主要系统的集成作用。他嵌入了包括

数据库系统、人工智能识别及判断系统、天气系统、北斗导航系统四个主要系统。

主要完成了数据可视化的功能，该系统会先从天气系统中获得天气状况，根据情

况而进入不同的模式，比如：在极端天气下（如大雨、大雾、大霾等导致能见度

较低的天气情况下），本系统会通过北斗导航系统，及自身完成的位置共享功能

得到周围车况，并且调用数据库得到周边车型，使得雾霾天气车主也能安心驾驶。 

 
图2 主程序截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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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程序框架图 

2.2.2人工智能系统 
该系统主要完成对车辆周边信息的识别并自动做出反应。该系统主要包括硬

件部分和软件部分。硬件部分包括：测距传感器、热红外传感器、北斗芯片等，

软件部分主要是分为：人工智能神经网络模块、数字图像处理模块、热红外成像

模块等。该部分为本系统的核心部分，其为无人驾驶提供了有效支持。 

 
图4 人工智能主要功能图 

2.2.3数据库系统 
本数据库系统主要方便存储车主及车辆的基本信息，在车主完成注册后，本

系统便可对其进行功能开放。对车主信息进行存储主要是为了本系统某些功能的

使用，如：车辆呼救、信息提供等功能。其次是建立车辆车型数据库，通过对每

种车辆车型的入库方式，从而得到车辆的相应参数，主要参数包括：车长、车宽、

车高，保障车辆在不同路况下的安全行驶，与此同时，也能够在无人驾驶途中实

现对于车辆间的精准定位，使导航达到厘米级误差。该数据库是基于SQL-Sever
软件开发的，系统将使用SqlConnection对象连接数据库，再建立SqlCommand对
象，负责SQL语句的执行和存储过程的调用，最后对SQL或存储过程执行后返回

的“结果”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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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数据库结构图 

数据库连接部分代码： 
string path = ""； 
    OpenFileDialog openFD = new OpenFileDialog（）； 
    openFD.Title = "打开Access数据库"； 
    openFD.Filter = "Access数据库（.mdb）|*.MDB"； 
    if （openFD.ShowDialog（） == DialogResult.OK） 
      { 
        path = openFD.FileName； 
        txtPath.Text = path； 
      } 
    IWorkspaceFactory wSF = new AccessWorkspaceFactoryClass（）； 
        workspace = wSF.OpenFromFile（path， 0）； 
 
    IEnumDataset enumDataset = workspace.get_Datasets
（esriDatasetType.esriDTTable）； 
    IDataset dataset = enumDataset.Next（）； 
     while （dataset ！= null） 
     { 
       cmbTables.Items.Add（dataset.Name）； 
       dataset = enumDataset.Next（）； 
     } 
 

2.2.4天气获取系统 
本系统需要的天气系统主要分为两部分，线上及线下。线上获取天气主要通

过python程序编写爬虫系统，每隔相应时间对车辆所在位置的天气进行更新，获

取当天天气情况，从而能够判断当前是否需要开启应急状况（系统开启极端天气

运行状态），将重心从自动驾驶的人工智能部分转移至北斗系统中，通过车辆信

息获得得到周边路况。线下主要通过无人驾驶车辆的传感器获得，当前能见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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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及其他状况，对线上数据进行校正，得到准确天气状况的同时，能够对天气系

统的天气进行校正，通过信息共享，得到高精度天气数据。 

 
图6 获取的区域性天气及可见度信息（以可见度信息、污染信息为例） 

核心代码实现部分（信息获取网站：https：//pm25.im/ ） 
requests.packages.urllib3.disable_warnings（） 
        res=requests.get（url，headers=tou，timeout=200，verify=False） 
        soup=BeautifulSoup（res.text，'html.parser'） 
        try： 
            station=soup.find_all（'span'，class_="location"） 
            PM25=soup.find_all（'span'，class_="pm25num"） 
            PM10=soup.find_all（'span'，class_="pm10num"） 
            time=soup.find（'span'，class_="time"）.text 
            year=time[：4] 
            month=time[5：7] 
            day=time[8：10] 
            houre=time[12：14] 
            # aqi=soup.find_all（'div'，class_="usaqi"） 
            aqinum=soup.find_all（'strong'） 
            aqiz=soup.find_all（'b'） 
            aqi=[] 
            for i in range（0，len（aqinum））： 
                aqi.append（aqinum[i].text+'·'+aqiz[i].text） 
            local=soup.find（'span'，class_="cityname"）.text 
            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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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m25=[] 
            pm10=[] 
            rows=[] 
            aqi2=[] 
            count=0 
            for st in station： 
                sta.append（st.text） 
                count+=1 
            for p25 in PM25： 
                pm25.append（p25.text） 
            for p10 in PM10： 
                pm10.append（p10.text） 
            if count ！= len（aqinum）： 
                sz = count-len（aqinum） 
                for i in range（0，sz）： 
                    aqi.append（'No date'） 
                 
            for i in range（0，count）： 
                row=[] 
                row.append（sta[i]） 
                row.append（local） 
                row.append（year） 
                row.append（month） 
                row.append（day） 
                row.append（houre） 
                row.append（pm25[i]） 
                row.append（pm10[i]） 
                row.append（aqi[i]） 
                rows.append（row） 
            with open（dir+year+month+day+houre.zfill（2）+local+'.csv'，'w'，
encoding='gbk'，newline=""）as f： 
                csvwriter=csv.writer（f，dialect='excel'） 
                csvwriter.writerow（head） 
                for row in rows： 
                    csvwriter.writerow（row） 
        except： 
            continue 
 

表1：以成都11月12日9时部分站点可见度信息为例 

station local year month day hour PM25 PM10 AQI 

都江堰市环保大楼 成都 2019 11 12 9 26 43 80·良 

都江堰灵岩寺 成都 2019 11 12 9 30 46 89·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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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北斗导航系统 
北斗导航系统主要为本系统系统提供了高精度定位，以及实现车辆的位置共

享信息，包括车辆位置信息，车辆速度信息等。该系统与数据库中的车辆信息（车

长、宽）匹配，得到很高精度的车辆距离信息。除此之外，北斗导航系统还为本

系统的信息交互提供了可视化界面，通过北斗系统，可以完成车辆之间的通信功

能（非短波通信，利用无人驾驶内部嵌入的对讲系统完成车辆之间的交流）。通

过北斗的精确导航结合网络分析和路况信息，为系统规划出最优路径，减少路段

拥堵。 

3.项目应用 

3.1无人汽车 

该系统根据目前市场大环境下的研发趋势，其主要的应用面如下： 
（1）在恶劣天气下，如：大暴雨、雪、雾霾、沙尘等。利用天气监测系统判

断当前的天气状况，并结合云、雪、沙尘等颗粒的体积和密度，正确判断出当前

的最大能见度根据前后车距为无人驾驶车提供合理的车速调整，并发出提醒，警

告车内的乘客注意安全。同时开启热红外传感器，探测周围物体，避免因能见度

过低而造成摄像机无法拍摄的盲行状况。 
（2）利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结合北斗芯片，为每一位用户提供实时共享。

通过卫星收集每一个车载系统的位置，系统端接收同路段前后50m的车辆定位信

息，并将其显示在界面上，便于乘客观察车辆状态。 
（3）应用于求助信号的发送。在车辆遇到故障、车祸等情况时，自动通过

实时共享通道向周围的车辆发出警告和求助，乘客也可以通过该通道向周围车辆

州市彭州延秀小学 成都 2019 11 12 9 38 52 107·轻度 

锦江区河滨印象 成都 2019 11 12 9 42 63 117·轻度 

新都区新都地税局 成都 2019 11 12 9 44 69 122·轻度 

金堂县金中外实校 成都 2019 11 12 9 44 58 122·轻度 

新都区石板滩镇政府站 成都 2019 11 12 9 61 99 154·中度 

新津县新津永商 成都 2019 11 12 9 62 93 154·中度 

大邑县建行家属楼 成都 2019 11 12 9 63 89 155·中度 

锦江区沙河铺 成都 2019 11 12 9 65 79 156·中度 

简阳市简阳印鳌路 成都 2019 11 12 9 66 92 156·中度 

青羊区大石西路 成都 2019 11 12 9 67 78 157·中度 

金牛区青少年宫 成都 2019 11 12 9 67 85 157·中度 

双流县双流防震减灾局 成都 2019 11 12 9 67 91 157·中度 

武侯区成都武侯监测站 成都 2019 11 12 9 70 83 158·中度 

双流县双流永安小学 成都 2019 11 12 9 70 96 158·中度 

天府新区华阳镇 成都 2019 11 12 9 73 92 160·中度 

青羊区君平街 成都 2019 11 12 9 74 95 161·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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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自己的需求。并在用户端界面可选择是否报警，报警信息直接发送给交管部

门，由交管部门合理安排119和120救援路线。当车体遇到重大撞击，发生严重形

变时，系统会自动报警，并发出警告提醒乘客已报警。 
（4）帮助他人解决突发事故。在他人遇到危险，通过共享系统寻求帮助时，

会显示在用户界面上。而乘客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是否帮助他人，如果用户

选择帮助之后会在用户端显示，同时也会显示已有选择帮助的人数。以供参考，

避免因人数过多造成的拥堵等问题。 
（5）应用于普通车辆。在无人驾驶还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这些功能也完

全可以应用于普通车辆之中，为安全出行保驾护航。降低事故的发生率，减少人

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图7 无人驾驶系统 

3.2无人飞机 

（1）分析更加复杂的天气状况。虽然飞机一般都在气流稳定、天气状况良

好的平流层飞行。但如果是进入平流层和离开平流层时都要通过天气变化莫测的

对流层。在短途飞行中可以较好地确保降落地的天气状况，但在长途飞行中中就

很难保证目的地的天气情况。并且，也不能完全确保平流层的天气情况。因此，

我们先利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为飞机提供精准的航线以及实时的跟踪定位。再利

用遥感卫星时刻监测航线上的天气情况，并及时反馈给航线上的飞机。如遇特殊

天气，及时规划航程，更新的航线，改变航向，保证飞机的安全和正常飞行。 
（2）与其他飞机实时共享位置信息。在同一片空域中，每一架飞机都有自

己固定的航线。但在遇到特殊情况是很难保证自己的航线改变不会影响到其他飞

机。因此，通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实时共享同一航线、同一空域的飞机飞行定位。 

3.3无人船 

（1）显示航向，精确定位。虽然海面幅员辽阔，一般能见度较高。但是船

舶相撞事件近年来还是频频发生。而无人驾驶船则更需要精准的定位来保证船在

行驶时相撞的情况。因此，我们采用北斗系统为无人船提供精确的定位，并且获

取他的航速、和航向，将这些信息传递给附近的船只，提醒他们相互避让，确保

行驶安全。 
（2）实时更新气象信息。海上风暴、海啸、气流等也是造成轮船失事的一

个重要原因。因而，我们利用遥感实时监测航线方向以及轮船周围的天气、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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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等情况。并实时的向无人船系统反馈天气状况。如果遇到特殊天气，及时改

变航向，避开危险。 

4.市场前景 

本次“基于北斗的无人驾驶系统”主要意在加入北斗系统而降低传统无人驾

驶系统在网络上的刚需，从而也大幅度减小无人驾驶对于5G的依赖，使其能够加

快进入日常生活的步伐。本系统拟采用北斗的高精度导航与普通传感器的结合，

完成超高精度定位，实现道路“毫米误差”的目标。本系统将采用传感器与基于

北斗卫星的共享位置来实现位置的相互校正，进而提高导航精度，与此同时，我

们还会融合北斗的“转发用户短信”的方式与对讲机机制相结合，进而达到万物

互联中的道路全联通。当车主在有需要的时候不仅可以通过该功能完成紧急的呼

救行为，还能够因此而向最近的车主发送求救信息。 

4.1优势一：极端天气 

极端天气下的精准导航：每年到了冬天，雾霾天便向我国各地铺天盖地的袭

来，浓雾不仅危害人们的呼吸系统，更容易造成视距变短而引发交通事故。例如：

在2018年11月19日造成，大广高速驻马店段28车连环相撞，造成了9人死亡，9人
受伤。而这次触目惊心的交通事故，正是因为突发性的团雾造成的。不仅在此处，

G3京台高速宁阳段也发生了多车相撞事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诸如此类的

因大雾天气而造成的事故还有很多。究其原因，皆是因为能见度较低，影响了驾

车人的判断，或者影响驾车人的反应时间而造成的。而这些情况，我们完全可以

通过车辆之间的信息交互来解决，即使前方的能见度再低，电子导航那一双十分

清亮的眼睛，都时刻为驾车人注意周围的车辆状况。 

 
图8 极端天气界面 

4.2优势二：车辆应急 

在高速公路上会经常见到有车辆占用应急车道，而很多时间都是因为车辆的

一些小故障，但是由于驾车人自身并不能及时发现故障，因而会浪费很多时间。

不仅如此，长时间占用应急车道，极大可能会为应急车辆造成时间上的延误，后

果更是不敢想象。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车辆互联数据，紧急车辆（警车、救护车）

在开始导航时就规划好路线，系统中便会显示紧急车辆路线信息，提前让出这一



第十一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174 

条“生命通道”。而对于普通车辆，在遇到小情况是也可以联系就近的车辆来帮

助自己解决问题，不仅经济，同时也节省了时间。 

 
图9 应急车道显示界面 

4.3优势三：路上故障，交管部门应急 

很多时候，路上的交通事故不可避免，但是，如果没有及时提醒后方车辆，

很有可能会增大事故的严重程度。在后期的北斗系统中，可以更多的和交管系统

完成联系。当自己的车辆或者他人的车辆发生故障时，能够及时在客户端系统中

显示。交管系统也可以直接通过“短信”、和系统的提醒下完成对车祸路段的全

局掌控。能够增大效率的同时也减小交通人员的伤害。 

 
图10 他人车辆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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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自己车辆故障 

4.4优势四：自动为路障地区划分速度区域 

在有路障或者其余的紧急情况（路面结冰、大雾、大雨、冰雹等），交管部

门可以实时对路段划分速度区域，通过北斗完成每辆车在该路段的速度、间距信

息的收集。在遇到路障或者车祸的情况下，自动将车祸近50米设为红色区域，100
米为黄色区域，更远的为绿色区域，并且为每个区域划分速度限制。 

 
图12 重新规划路线 

4.5优势五：万物互联之车辆“互联” 

在未来的生活中，万物互联，将是一个大的趋势，万物互联时代的到来，将

会极大程度上的影响到人们的生活。目前，因为物流业的快速发展，大部分货物

已经能够实现物联，但由于车辆的单独属性，目前仍然很难实现互联。基于此，

本系统可以利用内置的导航功能实现车辆的位置共享，与此同时，考虑到车主的

信息隐私消息，具体信息，将不在个人平台展示。该功能只提供给相关部门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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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优势六：提高导航作用进而降低无人驾驶的硬件操作性能 

目前的无人驾驶系统已经较为成熟，但是由于过度依赖于人工智能，而导致

车辆的整体价格偏高。要运行神经网络等模型的硬件需要的配置条件也偏高，本

系统将导航的作用提升后，能够有效降低无人驾驶的计算机操作系统的负荷。通

过位置共享，能够让该系统直接获得周围车辆状况，进而直接作出相应的调整。 

4.7优势七：人工智能方向顺应时代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标准很多都以人工智能为其中的一个方向，中国在5G技

术上已经走上了世界前列，势必会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脱颖而出，因此，人工智

能必定将是大的发展趋势。通过北斗系统与人工智能的结合，大大提高了人工智

能的工作效率，更是符合了我国国情的科技强国战略，走出“中国式无人驾驶新

系统”。 

5. 未来展望 

在北斗系统逐渐完善的今后，该系统将会陆续更新更多的功能。该系统会结

合5G甚至6G实现信息、数据的快速传输，完成真正的万物互联。与此同时，该系

统将不局限于车辆，更会应用在船只、飞机、无人机等设备。 
与此同时，将该系统最大的特色—“信息共享”，继续深入。每个车辆都将

会作为我国各重要科技部门的信息采集器而驰骋在中国大江南北。通过每辆车的

传感器，实时构建属于中国的气象、地质、道路信息等数据网络。该系统后期将

更加注重信息采集与传送功能，每位车主都不仅仅会成为新时代科技革命下的受

益者，也会成为新时代科技进步下的贡献人。基于该系统对无人驾驶性能方面的

完善下，包括我国的人工智能在内的各个领域必将实现一个全新的跨越。 

附件系统端部分代码： 

1.位置共享 

 
    public RealTimeLocationErrorCode getRealTimeLocation
（Conversation.ConversationType conversationType， String targetId） { 
        if （sS == null） 
            throw new RuntimeException（"RongIMClient 尚未初始化！"）； 
 
        if （mLibHandler == null） { 
            return 
RealTimeLocationErrorCode.RC_REAL_TIME_LOCATION_NOT_INIT； 
        } 
 
        if （conversationType == null || targetId == null） { 
            RLog.e（this， "getRealTimeLocation"， "Type or id is null！"）； 
            return null； 
        } 
 
        int code = -1； 
        t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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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de = mLibHandler.setupRealTimeLocation
（conversationType.getValue（）， targetId）； 
        } catch （Remote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return RealTimeLocationErrorCode.valueOf（code）； 
    } 
 
    /** 
     * 发起位置共享。 
     * 
     * @param conversationType 发起位置共享的会话类型。 
     * @param targetId         发起位置共享的 targetId。 
     */ 
    public RealTimeLocationErrorCode startRealTimeLocation （ final 
Conversation.ConversationType conversationType， final String targetId） { 
        if （sS == null） 
            throw new RuntimeException（"RongIMClient 尚未初始化！"）； 
 
        if （mLibHandler == null） { 
            return 
RealTimeLocationErrorCode.RC_REAL_TIME_LOCATION_NOT_INIT； 
        } 
 
        if （conversationType == null || targetId == null） { 
            RLog.e（this， "startRealTimeLocation"， "Type or id is null！"）； 
            return null； 
        } 
 
        int code = -1； 
        try { 
            code = mLibHandler.startRealTimeLocation
（conversationType.getValue（）， targetId）； 
        } catch （Remote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return RealTimeLocationErrorCode.valueOf（code）； 
    } 
 
    /** 
     * 加入位置共享。 
     * 
     * @param conversationType 位置共享的会话类型。 
     * @param targetId         位置共享的 targetId。 
     */ 
    public RealTimeLocationErrorCode joinRealTimeLocation （ final 
Conversation.ConversationType conversationType， final String target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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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sS == null） 
            throw new RuntimeException（"RongIMClient 尚未初始化！"）； 
 
        if （mLibHandler == null） { 
            return 
RealTimeLocationErrorCode.RC_REAL_TIME_LOCATION_NOT_INIT； 
        } 
 
        if （conversationType == null || targetId == null） { 
            RLog.e（this， "joinRealTimeLocation"， "Type or id is null！"）； 
            return null； 
        } 
 
        int code = -1； 
        try { 
            code = mLibHandler.joinRealTimeLocation
（conversationType.getValue（）， targetId）； 
        } catch （Remote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return RealTimeLocationErrorCode.valueOf（code）； 
    } 
 
    /** 
     * 退出位置共享。 
     * 
     * @param conversationType 位置共享的会话类型。 
     * @param targetId         位置共享的 targetId。 
     */ 
    public void quitRealTimeLocation （ final Conversation.ConversationType 
conversationType， final String targetId） { 
        if （sS == null） 
            throw new RuntimeException（"RongIMClient 尚未初始化！"）； 
 
        if （conversationType == null || targetId == null） { 
            RLog.e（this， "quitRealTimeLocation"， "Type or id is null！"）； 
            return； 
        } 
 
        mWorkHandler.post（new Runnable（） { 
            @Override 
            public void run（） { 
                if （mLibHandler == null） { 
                    return； 
                } 
                try { 



第十一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179 

                    mLibHandler.quitRealTimeLocation
（conversationType.getValue（）， targetId）； 
                } catch （Remote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 
        }）； 
    } 
 
    /** 
     * 获取参与该位置共享的所有成员。 
     * 
     * @param conversationType 位置共享的会话类型。 
     * @param targetId         位置共享的 targetId。 
     * @return 参与成员 id 列表。 
     */ 
    public List<String> getRealTimeLocationParticipants
（Conversation.ConversationType conversationType， String targetId） { 
        if （sS == null） 
            throw new RuntimeException（"RongIMClient 尚未初始化！"）； 
 
        if （mLibHandler == null） { 
            return null； 
        } 
 
        if （conversationType == null || targetId == null） { 
            RLog.e（this， "getRealTimeLocationParticipants"， "Type or id is null！
"）； 
            return null； 
        } 
 
        List<String> list = null； 
        try { 
            list = mLibHandler.getRealTimeLocationParticipants
（conversationType.getValue（）， targetId）； 
        } catch （Remote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return list； 
    } 
 
 
    /** 
     * 获取位置共享状态。 
     * 
     * @param conversationType 位置共享的会话类型。 
     * @param targetId         位置共享的 target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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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turn 正在进行的位置共享状态。 
     */ 
    public RealTimeLocationStatus getRealTimeLocationCurrentState
（Conversation.ConversationType conversationType， String targetId） { 
        if （sS == null） 
            throw new RuntimeException（"RongIMClient 尚未初始化！"）； 
 
        if （mLibHandler == null） { 
            return null； 
        } 
 
        if （conversationType == null || targetId == null） { 
            RLog.e（this， "getRealTimeLocationCurrentState"， "Type or id is 
null！"）； 
            return null； 
        } 
 
        int state = 0； 
        try { 
            state = mLibHandler.getRealTimeLocationCurrentState
（conversationType.getValue（）， targetId）； 
        } catch （Remote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return RealTimeLocationStatus.valueOf（state）； 
    } 
 
    /** 
     * 添加位置共享观察者。 
     * 
     * @param conversationType 位置共享的会话类型。 
     * @param targetId         位置共享的 targetId。 
     * @param listener         位置共享监听。 
     */ 
    public void addRealTimeLocationListener（final Conversation.ConversationType 
conversationType， final String targetId， final RealTimeLocationListener listener） 
{ 
 
        if （sS == null） 
            throw new RuntimeException（"RongIMClient 尚未初始化！"）； 
 
        if （conversationType == null || targetId == null） { 
            RLog.e（this， "addRealTimeLocationListener"， "Type or id is null！
"）； 
            retur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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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WorkHandler.post（new Runnable（） { 
            @Override 
            public void run（） { 
                if （mLibHandler == null） { 
                    return； 
                } 
                try { 
                    mLibHandler.addRealTimeLocationListener
（conversationType.getValue（）， targetId， new IRealTimeLocationListener.Stub（）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tatusChange（final int status） { 
                            if （listener ！= null） { 
                                mHandler.post（new Runnable（） { 
                                    @Override 
                                    public void run（） { 
                                        listener.onStatusChange
（RealTimeLocationStatus.valueOf（status））； 
                                    } 
                                }）； 
                            }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ReceiveLocation（final double latitude， 
final double longitude， final String userId） { 
                            if （listener ！= null） { 
                                mHandler.post（new Runnable（） { 
                                    @Override 
                                    public void run（） { 
                                        listener.onReceiveLocation
（latitude， longitude， userId）； 
                                    } 
                                }）； 
                            }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ParticipantsJoin（final String userId） { 
                            if （listener ！= null） { 
                                mHandler.post（new Runnable（） { 
                                    @Override 
                                    public void run（） { 
                                        listener.onParticipantsJoin（userI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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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ParticipantsQuit（final String userId） { 
                            if （listener ！= null） { 
                                mHandler.post（new Runnable（） { 
                                    @Override 
                                    public void run（） { 
                                        listener.onParticipantsQuit（userId）； 
                                    } 
                                }）； 
                            }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final int errorCode） { 
                            if （listener ！= null） { 
                                mHandler.post（new Runnable（） { 
                                    @Override 
                                    public void run（） { 
                                        listener.onError
（RealTimeLocationErrorCode.valueOf（errorCode））； 
                                    } 
                                }）； 
                            } 
                        } 
                    }）； 
                } catch （Remote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 
        }）； 
    } 
    public void updateRealTimeLocationStatus （ Conversation.ConversationType 
conversationType， 
                                             String targetId， 
                                             double latitude， 
                                             double longitude） { 
 
        if （sS == null） 
            throw new RuntimeException（"RongIMClient 尚未初始化！"）； 
 
        RLog.d（this， "updateRealTimeLocationStatus"， "latitude=" + latitude）； 
        if （conversationType == null || targetId == null） { 
            RLog.e（this， "updateRealTimeLocationStatus"， "Type or id is nu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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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 
        } 
 
        if （mLibHandler ！= null） { 
            try { 
                mLibHandler.updateRealTimeLocationStatus
（conversationType.getValue（）， targetId， latitude， longitude）； 
            } catch （Remote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 
    } 
 
    /** 
     * 实时位置共享监听。 
     */ 
    public interface RealTimeLocationListener { 
        /** 
         * 位置共享状态发生改变。 
         * 
         * @param status 空闲、加入、退出、建立连接等状态 
         */ 
        void onStatusChange（RealTimeLocationStatus status）； 
 
        /** 
         * 接收到位置共享信息。 
         * 
         * @param latitude  维度 
         * @param longitude 经度 
         * @param userId    发送者 id 
         */ 
        void onReceiveLocation（double latitude，  double longitude，  String 
userId）； 
 
        /** 
         * 对方加入位置共享。 
         * 
         * @param userId 加入者 id 
         */ 
        void onParticipantsJoin（String userId）； 
 
        /** 
         * 对方退出位置共享 
         * 
         * @param userId 退出者 id 
         */ 
        void onParticipantsQuit（String use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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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位置共享过程出现错误。 
         * 
         * @param errorCode 错误码 
         */ 
        void onError（RealTimeLocationErrorCode errorCode）； 
    } 
 
 
 
 
核心代码： 
public interface RealTimeLocationListener { 
        void onStatusChange（RealTimeLocationStatus status）； 
 
        void onReceiveLocation（double latitude，  double longitude，  String 
userId）； 
 
        void onParticipantsJoin（String userId）； 
 
        void onParticipantsQuit（String userId）； 
 
        void onError（RealTimeLocationErrorCode errorCode）； 
    } 
 

2.天气获取 

import requests 
from bs4 import BeautifulSoup 
import re 
import csv 
from apscheduler.schedulers.blocking import BlockingScheduler 
from datetime import datetime 
import csv 
import os 
import datetime 
import random 
dir='E：\\Desktop\\11111111111111\\'#位置为双斜杠，最后两根斜杆不要去掉，添

加需要将爬取的表格放入的文件夹位置。 
 
url='https：//pm25.im/city/' 
res=requests.get（url） 
soup=BeautifulSoup（res.text，'html.parser'） 
count=0 
citys=soup.find_all（'p'） 
bbbb=[] 
for city in cit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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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city.find（'a'）['href'] 
    count+=1 
    if count>416： 
        break 
    else： 
        bbbb.append（cc） 
 
header=["Mozilla/5.0 （ Windows NT 6.1 ；  WOW64 ）  AppleWebKit/537.1 
（KHTML， like Gecko） Chrome/22.0.1207.1 Safari/537.1"\ 
        "Mozilla/5.0 （X11；  CrOS i686 2268.111.0）  AppleWebKit/536.11 
（KHTML， like Gecko） Chrome/20.0.1132.57 Safari/536.11"，\ 
        "Mozilla/5.0 （ Windows NT 6.1 ；  WOW64 ）  AppleWebKit/536.6 
（KHTML， like Gecko） Chrome/20.0.1092.0 Safari/536.6"，\ 
        "Mozilla/5.0 （Windows NT 6.2） AppleWebKit/536.6 （KHTML， like 
Gecko） Chrome/20.0.1090.0 Safari/536.6"，\ 
        "Mozilla/5.0 （ Windows NT 6.2 ；  WOW64 ）  AppleWebKit/537.1 
（KHTML， like Gecko） Chrome/19.77.34.5 Safari/537.1"，\ 
        "Mozilla/5.0 （X11； Linux x86_64） AppleWebKit/536.5 （KHTML， 
like Gecko） Chrome/19.0.1084.9 Safari/536.5"，\ 
        "Mozilla/5.0 （Windows NT 6.0） AppleWebKit/536.5 （KHTML， like 
Gecko） Chrome/19.0.1084.36 Safari/536.5"，\ 
        "Mozilla/5.0 （ Windows NT 6.1 ；  WOW64 ）  AppleWebKit/536.3 
（KHTML， like Gecko） Chrome/19.0.1063.0 Safari/536.3"，\ 
        "Mozilla/5.0 （Windows NT 5.1） AppleWebKit/536.3 （KHTML， like 
Gecko） Chrome/19.0.1063.0 Safari/536.3"，\ 
        "Mozilla/5.0 （Macintosh； Intel Mac OS X 10_8_0） AppleWebKit/536.3 
（KHTML， like Gecko） Chrome/19.0.1063.0 Safari/536.3"，\ 
        "Mozilla/5.0 （Windows NT 6.2） AppleWebKit/536.3 （KHTML， like 
Gecko） Chrome/19.0.1062.0 Safari/536.3"，\ 
        "Mozilla/5.0 （ Windows NT 6.1 ；  WOW64 ）  AppleWebKit/536.3 
（KHTML， like Gecko） Chrome/19.0.1062.0 Safari/536.3"，\ 
        "Mozilla/5.0 （Windows NT 6.2） AppleWebKit/536.3 （KHTML， like 
Gecko） Chrome/19.0.1061.1 Safari/536.3"，\ 
        "Mozilla/5.0 （ Windows NT 6.1 ；  WOW64 ）  AppleWebKit/536.3 
（KHTML， like Gecko） Chrome/19.0.1061.1 Safari/536.3"，\ 
        "Mozilla/5.0 （Windows NT 6.1） AppleWebKit/536.3 （KHTML， like 
Gecko） Chrome/19.0.1061.1 Safari/536.3"，\ 
        "Mozilla/5.0 （Windows NT 6.2） AppleWebKit/536.3 （KHTML， like 
Gecko） Chrome/19.0.1061.0 Safari/536.3"，\ 
        "Mozilla/5.0 （X11； Linux x86_64） AppleWebKit/535.24 （KHTML， 
like Gecko） Chrome/19.0.1055.1 Safari/535.24"，\ 
        "Mozilla/5.0 （ Windows NT 6.2 ；  WOW64 ）  AppleWebKit/535.24 
（KHTML， like Gecko） Chrome/19.0.1055.1 Safari/535.24"] 
def j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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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c=['chengdu'，'zigong'，'panzhihua'，'luzhou'，'deyang'，'mianyang'，'guangyuan'，
'suining'，'neijiang'，'leshan'，'nanchong'，'meishan' 
    # ，'yibin'，'guangan'，'dazhou'，'yaan'，'bazhong'，'ziyang'，'aba'，'ganzi'，
'liangshan'] 
    head=['station'，'local'，'year'，'month'，'day'，'houre'，'PM25'，'PM10'，'AQI'] 
    # url1='https：//pm25.im/' 
    for u in bbbb： 
        url=u 
        global year，month，day，houre 
        header_1=random.choice（header） 
        tou={'User-Agent'：header_1， 
             'Connection'：'close'} 
        requests.packages.urllib3.disable_warnings（） 
        res=requests.get（url，headers=tou，timeout=200，verify=False） 
        soup=BeautifulSoup（res.text，'html.parser'） 
        try： 
            station=soup.find_all（'span'，class_="location"） 
            PM25=soup.find_all（'span'，class_="pm25num"） 
            PM10=soup.find_all（'span'，class_="pm10num"） 
            time=soup.find（'span'，class_="time"）.text 
            year=time[：4] 
            month=time[5：7] 
            day=time[8：10] 
            houre=time[12：14] 
            # aqi=soup.find_all（'div'，class_="usaqi"） 
            aqinum=soup.find_all（'strong'） 
            aqiz=soup.find_all（'b'） 
            aqi=[] 
            for i in range（0，len（aqinum））： 
                aqi.append（aqinum[i].text+'·'+aqiz[i].text） 
            local=soup.find（'span'，class_="cityname"）.text 
            sta=[] 
            pm25=[] 
            pm10=[] 
            rows=[] 
            aqi2=[] 
            count=0 
            for st in station： 
                sta.append（st.text） 
                count+=1 
            for p25 in PM25： 
                pm25.append（p25.text） 
            for p10 in PM10： 
                pm10.append（p10.text） 
            if count ！= len（aqi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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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z = count-len（aqinum） 
                for i in range（0，sz）： 
                    aqi.append（'No date'） 
                 
            for i in range（0，count）： 
                row=[] 
                row.append（sta[i]） 
                row.append（local） 
                row.append（year） 
                row.append（month） 
                row.append（day） 
                row.append（houre） 
                row.append（pm25[i]） 
                row.append（pm10[i]） 
                row.append（aqi[i]） 
                rows.append（row） 
            with open（dir+year+month+day+houre.zfill（2）+local+'.csv'，'w'，
encoding='gbk'，newline=""）as f： 
                csvwriter=csv.writer（f，dialect='excel'） 
                csvwriter.writerow（head） 
                for row in rows： 
                    csvwriter.writerow（row） 
        except： 
            continue 
     
    with open（dir+'运行记录.txt'，'a'，encoding='utf-8'） as p： 
        nowTime=datetime.datetime.now（）.strftime（'%Y-%m-%d %H：%M：%S'） 
        year=nowTime[：4] 
        month=nowTime[5：7] 
        day=nowTime[8：10] 
        houre=nowTime[11：13] 
        p.write（year+month+day+houre+'已完成'） 
    print（year+month+day+houre+'已完成'） 
scheduler = BlockingScheduler（） 
scheduler.add_job（func=job， trigger="cron"，day="*"， hour='0-23'，minute='01'）
#从每天每个小时的01分开始爬取 
scheduler.start（） 
# root.withdraw（）   # 隐藏窗口 
# root.mainloop（）  # 消息循环 

#我们可以通过命令行输入如下，比如此处的这个程序 pyhon E：\Desktop\爬
虫实例（空气污染）\crowd.py 控制程序定时运行 



第十一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188 

GNSS-R海面风速快速反演算法研究及北斗系统应用 

作  者：刘思琦、张邦辉 
指导教师：林文明、王金虎 
学  校：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摘要】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反射计（ 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Reflectometer, GNSS-R）是一种用于接收导航卫星在地球表面反射的信号进而开

展地球物理参数遥感的新型传感器。近年来，GNSS-R技术在海洋遥感领域、特

别是海面风速遥感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在我国，基于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北斗

卫星导航系统（Beidou system，BDS）的GNSS-R海面风速遥感研究方兴未艾。由

于目前还没有开放共享的北斗GNSS-R观测资料，本文使用美国的旋风全球导航

卫星系统的（CYGNSS）观测数据开展面向GNSS-R的海面风速快速反演算法研

究。首先，对CYCNSS观测数据进行严格的质量控制，剔除各种噪声引起的显著

异常观测资料以保证数据分析的可靠性。其次，根据双站雷达散射截面和风速的

负指数关系，拟合风速反演的经验模型，并利用CYGNSS观测数据和全球浮标观

测风速来验证经验模型的反演精度。结果表明，在 0～20 m/s 的风速范围内，反

演风速的均方根误差为3.47m/s。这种风速反演算法快捷方便，可进一步修正后用

于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反射计的海面风速反演中。 
【关键词】北斗应用；海面风速；CYGNSS；经验模型 
【Abstract】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Reflectometer (GNSS-R) is a new 
microwave remote sensing technique, which is used to measure the GNSS signals 
reflected from Earth's surface, and in turn to retrieve geophysical parameters. GNSS-R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ocean remote sensing, such as sea surface wind speed 
observation. In China, there is a growing amount of researches focusing on the remote 
sensing of sea surface wind speed based on the self-developed Beidou System (BDS). 
However, due to the lack of BDS reflectometer data, the Cyclone 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CYGNSS) observation data are used to develop the wind inversion 
algorithm in this study. Firstly, a rigorous quality control is applied to the CYGNSS 
data in order to remove the noise-induced outliers and to ensure the accuracy of wind 
analysis. Secondly, an empirical model of wind speed inversion is developed to bridge 
the Bistatic Radar Cross section and the sea surface wind speed. The accuracy of the 
empirical model is verified by collocating CYGNSS satellite data with global buoy 
wind spe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MSE of wind speed inversion is 3.47 m / s in 
the range of 0 ～ 20 m/s. The GYGNSS wind algorithm can be easily adapted to 
retrieve sea surface wind from the BDS reflectometers. 
【Key words】Application of Beidou;Sea surface wind speed;CYGNSS;Empirical 
model 
 
 

1.引言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NSS）遥感是指运用传感器接收GNSS卫星在地球表面

反射的电磁波信号，进而反演地面目标的地球物理参数信息的过程。GN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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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ometer （反射计）等效于一个双站雷达，包括接收器和发射源。通过对

GNSS源调制，接收器可识别不同的发射源，其中，接收的信号既有发射器的直

接信号也包括——原信号穿过大气层传播到地球表面，地表进而散射的信号。因

此可通过两个天线分别接收直射和反射信号，再通过分析直接信号与反射信号不

同的参数，进而可对目标地物进行反演。那么，GNSS-R核心工作原理是分析GNSS
直射信号和反射信号的参数来估算目标状态，包括相位、极化方向、频率等。 

GNSS-R目前投入海洋研究领域的应用包括反演海表面风速、海面粗糙度、

海洋测高、海水盐度以及海冰探测等，新型应用还有涡流监测[1]和快速正压波的

跟踪等。在海面风速遥感研究领域，1997年以来，美国NASA与科罗拉多大学联

合开展了关于GNSS-R的海表风速反演算法的研究，发现了GPS反射信号相关功

率波形与风速的关系[2-4]。2000年，Zavorotny&Voronovich推导出GPS海面散射

信号相关功率模型[5]。此后，欧空局（ESA）、西班牙Starlab研究所和NASA兰利

研究所&科罗拉多大学联合进行大量机载试验之后使得风速反演精度达2m/s[6，
7]。萨里卫星科技公司（SSTL）与英国国家海洋中心（NOC）合作研发的飞行卫

星TechDemoSat-1（TDS-1）[8]于2014年7月发射。更值得关注的是，NASA的旋

风全球导航系统（CYGNSS）已于2016年发射运行，CYGNSS观测系统不仅可以

对热带区域进行快速重复观测，而且还具有几乎不受降水影响和价格低廉等优

点。 
而我国在利用GNSS-R探测海表风速的研究起步较晚[9]，但近年来，不断有

学者在反演海洋和陆面参数方面开展了大量观测试验。随着中国北斗导航系统

（Beidou system，BDS）的完善成熟，基于北斗的GNSS-R探测技术也将会有更

加广阔的应用空间。由于目前还没有开放共享的北斗系统反射计观测资料，本文

利用CYGNSS观测数据开展GNSS-R海面风速反演研究，并与全球浮标风场数据

进行对比，为进一步提高海面风速反演的精度提供了方向。这种简单快捷的海面

风速探测技术可通过进一步完善之后应用到北斗导航系统反射计中，进一步开拓

北斗导航系统在海面风速探测中的研究应用。 
本文简述了GNSS-R海洋遥感原理，并着重使用CYGNSS观测数据开展面向

GNSS-R海面风速快速反演的预处理算法研究。其中研究步骤包括：数据质量控

制，拟合风速反演的经验模型，验证模型的反演精度等。 

2.1 GNSS-R海面风速反演原理 

海面风速反演原理是风对海表面作用，产生风生海表面波，由此海面粗糙度

改变，风速越大，海面越粗糙。而GNSS海面散射信号相关功率后沿斜率与海面

粗糙度相关[10]——海面风速越大，波形的后沿变化越趋于平缓，反之陡峭。 

 
图1 GNSS-R海洋遥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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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面反射信号理论上是获取从反射区的反射信号中路径最短的点，即镜像反

射点。但实际上，接收机接收的海面反射信号还有来自镜面反射点周围闪烁区的

信号。考虑时间延迟和多普勒频率两个影响因素，如下： 
（1）由于接收机接收反射信号的时间不同，所以会产生时延效应，因此定

义等延迟线：具有相同延迟时间的反射点所组成的椭圆曲线。 
（2）不同反射信号具有的多普勒频率可能不同，因此定义等多普勒线：具

有相同多普勒频率的反射点所组成的二次曲线。 
因此，相关功率是关于时延和多普勒频率的二元函数。 
Zavorotny&Voronovich推导出GPS 海面散射信号相关功率模型，其为时延 ，

多普勒频率 的函数： 

  （1） 

式中， 为相干积分时间， 和 伍德沃德模糊函数在延迟和多普勒频率

上的分量， 是散射面积的表面微元， 为归一化双站雷达截面。 

2.2 GNSS-R双站雷达遥感原理 

GNSS-R有双天线模式（DAP）和单天线模式（SAP） 两种观测模式。本文

研究内容是基于GNSS-R双天线的观测模式。 
双天线模式主要观测量为信号功率，而反射功率波形会受地表状态的影响发

生变化。因此可利用双站雷达方程，得到峰值功率、波形后沿、时间延迟等数据，

进而对陆表参数估算。双天线模式同时适用于地基和空基观测平台，而且对空基

甚至星载观测更适用于获取目标参数的空间分布特征。 
设GPS发射信号功率为 ， 和 分别表示发射、接收天线增益， 和

分别表示卫星到海面、海面到接收机之间的距离，发射信号波长为 。根据雷达

方程[11]，海面上某反射点到达接收机的信号功率 为： 

  （2） 

式中： 为海面上某个反射点单位面积上的散射系数。 

 即，  （3） 

其中，双站雷达截面积 =归一化双站散射系数 (nbrcs)×反射元对应的面

积A。雷达探测原理是发射电磁波到地表面，再接收反射波，而电磁波照射到地

表面按原路径返回的电磁波越少，雷达截面积就越小。所以，雷达截面积可以作

为表征海表面某一反射点的散射强弱的物理量，因此，双站雷达截面是反演海表

面风速的重要物理量，如图2。图3及图2均为2017年4月3日CYGNSS Level2数据，

共545663行，即图3可反映出图2数据的密度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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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风速值与归一化双站雷达散射系数的关系图 

 
图 3  密度分布图 

3.1 CYGNSS星载观测数据 

3.1.1数据描述 
本文使用美国的旋风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的（CYGNSS）观测数据，以CYGNSS

星座中的第一颗卫星，2017年4月2日至2017年4月7日期间的Level2（L2）数据作

为观测量。如图4，是4月6日一天内CYGNSS全球海表面风速分布。现阶段全球

浮标的风场数据是CYGNSS海面测风研究中的良好同比数据源，观测数据的匹配

条件是与CYGNSS目标反射点的观测时差在0.5小时之内，观测距离在25 km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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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17.4.6 CYGNSS全球海表面风速分布 

3.1.2数据质量控制 
对于海洋遥感观测数据需要进行严格的数据质量控制，以保证海面参数反演

的精度。对于数据的质量控制分为以下两步： 
（1）CYGNSS L2 延迟多普勒图像（Delay Doppler Map，DDM）存在系统

热噪声和斑点噪声，利用非相干累加理论可以减弱噪声影响。CYGNSS观测系统

是以SGR-ReSI （延迟多普勒测绘仪）作为有效载荷来收集GNSS的反射信号。而

SGR-ReSI设备已经在卫星上完成1s非相干累加处理了 [12]，所以，本文反演研究

建立在星上1s非相干累加基础上。 
（2）由于文中的风速反演技术是针对充分成长风浪的，所以数据质量控制

参考了L2 DDM数据中的Sample status flags for Fully Developed Seas wind speed 
retreval标记。该标记是一项十进制数，可转换为13位二进制数，每个数位上的取

值用以表征13个数据质量的评判标准，包括接收天线功率增益，入射角和反演风

速为负数等。本文数据筛选的规则是保留flag bit masks=0或1024的DDM数据，即

二进制第十位（升降轨）数值为0或1，其他位数值均为0的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源为2017年4月2日至4月7日期间的L2 DDM数据，共630490

行，经过数据质量控制后剔除241129行异常值。最终用以拟合回归的为389361行
观测数据，该数值符合 CYGNSS 系统产品的要求，即在0～20 m/s的风速范围

内，其风速反演精度为2.0 m/s。 

3.2 风速反演 

3.2.1拟合回归 
把DDM异常数据剔除之后，将经过数据质量控制的DDM数据按照3：1分成

训练集和测试集。先根据训练集得到双站雷达散射截面和风速值的反演经验模

型，再利用测试集进行结果分析。 
图2反映训练集中双站雷达截面和风速值的关系，呈负指数相关，由此设定

风速反演拟合经验公式： 
  （4） 

式中， 为归一化的双站雷达截面， 为反演风速， ， ， 为待定参数拟

合参数。 
利用训练集数据，最小二乘法拟合，式中的待定参数用残差平方和最小来确

定。计算得到反演经验模型中的待定参数分别为， 624.7， 1.005， 25.17。
反演结果如图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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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负指数拟合曲线叠加密度图像 

3.2.2浮标数据验证及结果分析 
根据负指数模型经验公式以及拟合参数，利用测试集的nbrcs对海表面风速

值反演验证，把全球热带系泊浮标阵列计划的锚系浮标风场的同期数据作为真

值，将反演风速与同比风速比。利用均方根误差度量反演风速误差，其公式为： 

  （5） 

式中， 为反演样本数量， 和 分别表示 时刻海表风速的反演值和真值。

计算得到利用负指数经验模型反演风速的均方根误差为1.4334m/s，两种数据源

在空间和时间上未严格匹配可能引起这些误差。另需说明，经过数据筛选之后，

观测数据的空间覆盖率降低，使得高风速的观测数据相对中低风速较少，对高风

速数据的拟合不佳。若进一步扩大观测数据的时间覆盖率和空间覆盖率，可进一

步提高反演精度，使反演结果更加理想。 
由已求的负指数经验公式得出 是 的单调函数，因此将数据集中的nbrcs取

对数后不会改变数据的性质和相关关系。将nbrcs数据进行对数变换后有以下作

用： 
（1）图6是nbrcs的直方图，可以发现nbrcs数据动态范围大且分布相对集中；

若对nbrcs对数变换后，图7则可实现更好的数据可视化  
（2）确保参数拟合具有良好的收敛特性，提高windspeed-nbrcs相关模型参数

拟合的可靠性。对数变换之后，高风速条件下的模型具有更高的可靠性和反演精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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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nbrcs的直方图 

 
图7  

由以上两点，得到优化模型： 
  （6） 

式中， 15.85， 0.3502， 12.35。可根据此优化模型，将风速按2m/s
的间隔分段，统计各风速段的反演精度，结果如图9所示。由图9可见，模型对低

于8m/s的风速反演效果好，其反演不确定度小于2m/s；而当风速高于8m/s时，反

演误差随着风速增长而增大。使得误差存在的可能原因有： 
（1）当风速值增大时，nbrcs数据的敏感性降低。 

（2）由于数据质量控制，高风速数据的覆盖率低，影响反演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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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各风速段的反演精度 

4.讨论与展望 

本文论述的风速反演技术是针对充分成长风浪进行的，而实际的海浪状态并

不是单一的，G.Grieco等提出一种经验分类模型[13]，利用风速与有效波高之间

的关系区分出成长海浪、充分成长海浪和涌浪这三种海况。海况区分条件如下

[14]： 
 

 
 

其中： 为浮标观测的有效波高， 为散射计数据反演的有效波高。这三

种不同的海况条件会对观测数据产生不同的影响，即，充分成长风浪比成长风浪

具有更低的信噪比[15]。除此之外，成长风浪的不确定性比其他海洋状态条件更

大。 
另外，由于本文研究是建立在CYGNSS L2数据基础之上，而L2数据则是

CYGNSS对L1数据进行处理之后的结果，所以基于L2数据的研究空间相对有限。

而在实际应用中，海面散射信号相关功率也应考虑风向、卫星高度角、接收机高

度、接收机速度等影响因素。今后将基于CYGNSS L1数据，利用数值积分等手段

分析上述参数对散射信号相关功率的影响。 

5.结束语 

本文对GNSS-R海表面风速反演技术进行了研究。首先本文系统阐述了

GNSS-R探测原理及海洋遥感应用；然后利用 CYGNSS海表风场的观测数据和全

球浮标同比观测风速建立了归一化的双站雷达截面与风速值之间的负指数经验

模型。研究结果显示： 
（1）当风速小于20m/s时，反演风速与同比全球浮标风速测量值之间的均方

根误差为1.4334m/s。而浮标数据和CYGNSS 风场产品的均方根误差为：1.1955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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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m/s风速段的均方根误差小于2m/s，负指数经验模型的反演精度较

好；而在高于8m/s的风速范围，反演误差增加呈发散趋势，反演精度不及CYGNSS
官方产品。 

本文阐述的风场反演技术，适用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并为其海面风场反演

的研究领域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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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社会持续高速的发展，国家对环境保护和人民安全也越来越重视。

人们又或多或少的与具有放射性的物质有所接触，或者受到其辐射。然而核废料

管理不当却有可能对环境、人类的生活与生命安全带来极大的问题与隐患。针对

该问题，本文充分分析核废料（即放射性废料）的产生、存放、运输、处理这一

完备的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全过程，研究如何高效科学地进行核废料全生命周期中

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类型的时空数据共享、多部门多业务协同、可视化智

能管理的关键技术，设计了基于北斗、物联网、GIS等技术的全生命周期核废料

可视化智能管理系统，包括实时数据采集、实时数据分析与管理、实时通讯等功

能模块，贯彻核废料管理系统全生命周期各个专业应用领域。基于北斗与物联网

的核废料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从源头上开始核废料的监管，实现“互联网+物联

网+核废料”的全过程、全方位的监管，从管理流程中杜绝核废料遗失带来的潜

在危险，为核废料全生命管理系统的可视化智能监测与管理提供实时高效的决策

支持。 
【关键词】BD/GPS；物联网；核废料；全生命周期管理；GIS； 
【Abstract】With the continuous and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he state pay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people's security.People are more 
or less in contact with or exposed to radioactive substances.However, improper 
management of nuclear waste may bring great problems and hidden dangers to the 
environment, human life and safety.In view of this problem, this paper fully analyses 
the whole life cycle management process of nuclear waste (i.e. radioactive waste) 
generation, storage, transportation and treatment, and studies how to scientifically and 
efficiently carry out the key technologies of space-time data sharing in different periods, 
different stages, different types of time and space, multi-department and multi-business 
cooperation, and visual intelligent management in the whole life cycle of nuclear 
waste.Design a life cycle nuclear waste visualization intelligent management system 
based on Beidou, Internet of Things, GIS and other technologies, including real-time 
data collection, real-time data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real-time communication and 
other functional modules, to implement the nuclear waste management system life cycle 
in various professional applications.The nuclear waste life cycle management system 
based on Beidou and Internet of Things starts from the source, implements the whole 
process and all-round supervision of "Internet+Internet of Things+Nuclear Waste", 
eliminates the potential danger of nuclear waste loss from the management process, and 
provides real-time and efficient decision support for the visual intelligent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of nuclear waste life management system. 
【key words】BD/GPS; Internet of things; nuclear waste; life cycle management; 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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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及意义 

我国是核能开发和利用大国。核能利用已经发展到生活的很多方面，如核电、

医疗放射检测、医疗放射治疗等。伴随着核能的使用，必然产生各种形式的放射

性废料。放射性废料对人类的身体健康和生态环境是一个巨大的威胁。1947年9
月，前苏联的马雅克核燃料后处理厂其中一个储罐发生了爆炸，威力相当于70-
100吨TNT。一股放射性废料被高高喷射到空中，大约90%的物质直接落回地面，

污染了该地区。2013年2月22日，美国华盛顿州州长发言人称，汉福德核设施的6
处地下容器发生泄漏，并且泄露仍然没有被制止。基于一次次发生的事故，各国

都针对核废料（即放射性废料）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来指导和规范核废料的

运输和处理。但是，由于我国核能的利用起步较晚，核废料监管制度较为落后，

故核废料的处理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风险。为了最大化地降低核废料在使用单位使

用过程中的安全风险，必须建立健全核废料全生命周期安全管控的法律法规和相

对应的核废料全生命周期安全管控的模式，指导核废料使用单位在整个核废料使

用过程中的规范操作，确保国家财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为此，我国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全法》、《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管理

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这些规章制度

虽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对于核废料生产、加工、储运等企业而言，其可操作

性较差。在当前社会条件下，采用车辆监控系统对核废料运输车辆及物资进行动

态定位和科学管理，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为交通运输的安全提供有力保障势在

必行。目前，国外如美国、欧盟、日本等都在投入巨资研究、探索核废料车辆监

控技术。国内也已有很多车辆定位、导航产品投入使用，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

主要体现在位置信息的稳定性和可靠性、管理的自动化和系统化等方面。利用物

联网，并将核废料位置服务与核废料监控结合在一起，既促进了物联网和GIS的
发展，又加强了核废料监控的力度。所以，建立核废料监控与管理系统势必有着

广阔的市场前景、良好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核废料的主要来源： 
（1）核武器试验的沉降物（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的情况下，核弹爆炸的瞬

间，由炽热蒸汽和气体形成大球（即蘑菇云）携带着弹壳、碎片、地面物和放射

性烟云上升，随着与空气的混合，辐射热逐渐损失，温度渐趋降低，于是气态物

凝聚成微粒或附着在其它的尘粒上，最后沉降到地面。 
（2）核燃料循环的“三废”排放原子能工业的中心问题是核燃料的产生、

使用与回收、核燃料循环的各个阶段均会产生“三废”。 
（3）医疗照射引起的放射性污染，由于辐射在医学上的广泛应用，过期的

放射源也是一类核废料。 
（4）其它各方面来源可归纳为两类：其一是工业、医疗、军队、核舰艇，或

研究用的放射源；另一个是一般居民消费用品，包括含有天然或人工放射性核素

的产品，如放射性发光表盘、夜光表以及彩色电视机，环境造成的污染很低。  
基于上述存在的问题，我们开发的系统将试图改善和解决如下问题： 
（1）核废料运输过程中的位置信息不够完善。核废料物流车辆GPS虽然能

监控车辆的即时行车状态，但在移动通讯中断，电力中断或移动通信无法覆盖北

斗终端的情况下，会出现监控盲区。 
（2）核废料的管理缺乏系统化的位置服务。很多时候核废料的管理只是给

予了核废料属性信息的管理，但并不能及时将核废料属性信息与具体的位置信息

相关联，获取信息的途径还比较繁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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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核废料的管理还缺乏更加完善的可视化管理。在核废料整个生命周期

的管理过程中，还存在某些管理上没有可视化，或者缺乏系统的可视化。 
研究核废料全生命周期管理的意义： 
（1）本项目将全生命周期管理的理念引入到核废料的管理当中，完成核废

料产生、存放、运输、处理这一完备的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实现了核废料的全过

程、全方位的管理，从管理流程中杜绝核废料带来的潜在危险。 
（2）基于全生命周期管理的理念，本系统在基于北斗定位导航的基础上，

利用物联网技术，从源头上开始核废料的监管，实现“互联网+物联网+核废料监

管”。 
（3）通过对核废料全生命周期的可视化管理，可以促进对核废料合理清晰

的管理，减轻行业内部负担，给管理人员一个方便舒适的管理平台。 

2. 研究内容与方法 

本文采用物联网、BD/GPS以及GIS等技术，设计一套集定位、通信、数据库、

可视化为一体的，较为完善的核废料管理系统，以实现对核废料整个生命周期状

态等情况的可视化安全管理、实时动态监控，更加系统科学的管理核废料，最大

程度地减少核废料引起的事故及其危害。 
（1）核废料全生命周期管理的含义 
核废料全生命周期管理是指核废料从来源、规划、运输、直到处理的全生命

周期中的信息与过程管理。 
（2）核废料全生命周期管理的系统科学管理方法 
由于核在核武器试验、工业、医疗、军队及民用等领域需求量比较大，可能

产生核废料，带来安全隐患。故需对核废料进行系统化管理。所以自具有核放射

性的产品产生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为每一种核废料贴上唯一可辨识的射频码识

别标签。我们可以在每个具有核管理能力和具有核废料处理能力的机构的核废料

仓库的出入口加上一个射频码识别标签的识别装置，同时再在运输车辆上加上

BD/GPS定位芯片，每当核废料搬离运输车辆时，用射频码识别标签扫描仪器或

装置扫描搬离运输车辆的核废料，将扫描到的核废料信息以及当时车辆的停靠位

置信息上传到数据库。当需要处理车辆上的核废料时，就由司机发出“请求处理

核废料”指令，通过发出指令时间和北斗实时定位的时间就可以知道运输车辆上

的核废料被处理掉了。再让车辆返回仓库监测检查车辆内核废料是否处理完全。

通过这种方法以及北斗与物联网等技术手段，实现了对核废料的实时监测与管

理，精确系统地解决了“核废料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了？”，以便后期对核废料

进行各种管理工作，最终完成了核废料产生、存放、运输、处理这一全生命周期

的管理系统的设计。 
核废料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内容与方法路线如下图所示。 

 
图2-1 核废料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内容与方法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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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技术路线 

核废料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在理解全生命周期含义基础上，分析核废料不同

生命阶段的管理需求，进行需求分析。核废料的生命过程主要包括：产生、存放、

运输、处理。产生阶段，需要明确产生的单位，进行核废料身份编码；然后进入

存放阶段，建立核废料与存放地点（仓库）之间的联系，实现核废料存放地点的

查询以及存放地点存放核废料的查询统计；在运输阶段，关联物品与车辆，实现

基于北斗的车辆定位，由于关联了核废料和车辆，所以同时实现了核废料的定位

追踪；处理阶段，利用物联网技术关联核废料与处理地点，从而实现核废料的全

生命全程管理。 
在管理过程中，需要利用物联网技术完成核废料、存放地点、运输车辆之间

的关联。在运输阶段，利用北斗定位车辆，由于车辆与核废料之间具有关联关系，

从而实现核废料的定位。管理中产生大量空间数据和时间数据，尤其在运输管理

当中。高密度的时空数据，对数据存储和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研究基于GIS
技术，实现时空数据的一体化管理。 

技术路线如下图所示。 

 
图3-1 核废料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技术路线 

4. 关键技术 

4.1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核废料物—库—车联动 

核废料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包括产生、存放、运输、处理等环节。在这些环节

中，核废料与仓库、车辆等之间发生关联关系。常规的方式是在数据库中通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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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外键建立对象之间的联系。但这种方式操作步骤繁琐，容易遗漏，无法实现无

缝全程的管理。 
物联网技术（Internet of Things，IoT）是指通过信息传感设备，按约定的协

议，将任何物体与网络相连接，物体通过信息传播媒介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以

实现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管等功能。已广泛应用于工程物流管理[1]。物

联网技术为本研究提供了技术基础。 
本研究中，通过物联网技术，基于核废料的唯一身份编码，在入库阶段，利

用射频信号、条形码、二维码等形式实现核废料与仓库之间的关联，回答核废料

存放在哪里、某个仓库存放了哪些核废料等问题。出库阶段，识别核废料身份，

完成仓库存储信息的自动更新，并建立核废料与运输车辆之间的联系。 
如下图所示。 

 
图4-1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核废料物—库—车联动 

4.2 基于北斗的实时定位与短报文功能 

在核废料的全生命周期管理的产生、存放、运输、处理等环节中需对核废料

进行无缝隙实时定位。 
北斗实时定位技术是指基于北斗的网络PTK实时定位技术[2]。此技术能够达

到相关技术规范标准且满足用户实际生产需求。北斗实时定位技术为本研究提供

了技术基础。 
北斗系统的短报文通信，是指北斗地面终端和北斗卫星、北斗地面测控总站

之间能够直接通过卫星信号进行双向的信息传递，通信以短报文（类似手机短信）

为传输基本单位。此技术已广泛应用于远程终端监控[3]。北斗短报文功能完备了

实时定位，也为本研究提供了技术基础。 
本研究中，在核废料出库后，车辆在运输过程中会按照规定的路线前进，但

如若遇到突发状况如核泄漏、意外车祸、道路阻塞等，监控中心需及时做出指令，

以便进行及时救援或运输路线的重新规划，保证运输车辆能安全准时抵达目的

地。此时需通过在车辆上搭载北斗芯片，运用基于北斗的网络PTK实时定位技术，

来实时监测运输车辆的位置信息。当在偏远山区等移动通讯中断，电力中断或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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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通信无法覆盖北斗终端的区域便以北斗短报文进行信息交互，实现实时定位的

功能。 

4.3 时空数据一体化 

在核废料的全生命周期管理的运输环节中需对核废料运输车辆实现时空数

据一体化管理。 
时空数据一体化是指利用GIS-T的数据模型解决动态交通信息与道路网几何

数据的一体化时空建模问题的方法。现阶段的技术已经能够较好地解决路网信息

中的静态信息，但是对于动态信息的实时传输与同步，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时

空一体化的研究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技术理论基础。 
本研究中，运用交通地理信息系统（GIS-T）建立起数据模型，来存储、管

理和更新交通网络的空间数据，辅助监控中心进行运输车辆的线路规划、管理，

并实现车辆信息的存储、检索与实时发布。 

5. 系统设计 

5.1 系统架构设计 

核废料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架构整体上可分为过程管理、数字化网络、可视

化管理三部分。过程管理包含核废料的产生、存储、运输和处理。通过射频识别

技术、北斗定位导航系统、北斗短报文通信和移动网络技术记录过程管理中产生

的数据于时空数据库中，完成数字化网络。可视化管理由Web和GIS技术应用及

开发人员利用时空数据库完成过程管理的可视化。 
核废料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架构如下图5-1所示。 

 
图5-1 核废料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架构 

5.2 系统结构设计 

核废料全生命周期管理采用5层结构对系统进行设计，分别为采集层、网络

传输层、数据库层、支撑层、应用层、用户层，其中采集层通过北斗卫星、物联

网技术、移动终端完成对基础据的采集，经由网络传输层传入数据库中存储。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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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层包括Web服务、数据库服务、GIS应用服务、GIS组件服务，其为应用层打下

了承担用户层查询分析、规划设计、可视化管理功能的基础。 
核废料全生命周期管理平台以核废料全生命周期管理的基础数据库为基础，

通过商业智能技术（BI）、地理信息技术（GIS），基于REST风格、J2EE平台规范

和面向服务架构（SOA）的Web服务技术[5]，以及图层切片（TILED）技术，构

建了核废料管理空间图形与业务数据高度集成的B/S结构核废料信息管理平台。

实现对核废料基础数据和业务数据的管理、查询、统计、分析、展示、共享等功

能[6-7]。 
Web服务：主要包括Web前端和后端两部分。Web前端基于HTML定义网页的

结构，利用CSS描述网页的样子，进行JavaScript编码框架的开发，达到与用户交

互的视觉效果。Web后端需写Java代码和简单的SQL语句，做简单的数据库设计，

搭建Sping和iBatis的开发框架，巧用一些设计模式，达到与数据库交互的效果，

以便处理相应的业务逻辑，实现相应的功能、数据的存取、平台的稳定性与性能

等。 
GIS组件服务：在ArcGIS中就将空间数据获取、数据存储、数据查询、坐标

转换、图形编辑、数据分析、制图表示等若干功能单元分放于独自的组件中，这

些组件既可以集成在一起，更能拆开使用，提高了系统的效率。 
核废料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结构如图 5 - 2所示。 

 
图5-2 核废料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结构 

5.3 数据库设计 

由于此次数据信息既有属性特征又有位置信息，所以此次数据库的设计采用

基于ArcGIS的数据库设计[8]和一般数据库（如SQL数据库）相结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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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需求分析 
（1）仓库管理员管理仓库中核废料的位置与属性； 
（2）仓库管理员管理仓库的位置与属性； 
（3）监控中心监控和管理运输车辆的运输状态。 
数据库应实现的具体功能如下： 
（1）数据库操作功能：包括数据录入、数据更新、数据删除等； 
（2）数据检索统计功能：主要包括图形交互检索、坐标检索、统计等； 
（3）图形显示功能：应能够对核废料的位置信息数据进行实时的显示；  
（4）控制点管理功能：包括添加控制点、删除控制点和控制点查询； 
（5）安全管理：包括用户管理、权限管理和日志管理。 
5.3.2关系视图 

 
图5-3 核废料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数据库关系视图 

5.3.3关系模型 
仓库管理员：（管理员ID，姓名，性别，年龄，职称，工资） 
仓库工作人员属性：（职工号，姓名，性别，年龄，职称，工资） 
核废料属性：（核废料ID，名称，特征） 
车辆位置信息：（车牌号，车辆位置，时间） 
司机：（司机ID，车牌号，姓名，性别，年龄，工资） 
监控中心管理员：（监控中心管理员ID，姓名，性别，年龄，职称，工资） 
通信中心人员：（通信中心人员ID，姓名，性别，年龄，职称，工资） 
车辆中的核废料：（车牌号，核废料ID） 
通信中心人员联系司机：（通信中心人员ID，司机ID，内容） 
处理核废料：（车牌号，车辆位置，处理内容方法，备注，时间） 

5.4功能设计 

基于北斗与物联网，核废料全生命周期管理平台主要包括了三个分平台系

统： 



第十一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205 

① BDS平台，此平台可以管理仓库，处理厂以及运输车等物体的位置信息

并将其发送给处理部门进行实时更新，让处理部门随时可以知道核废料的去向。 
② 数据平台，数据平台的数据来自于数据库中经过智能数据处理后的数据，

在经过数据平台配套 
③ 管理平台，管理平台可以通过智能规划系统为运输部门规划最佳的运输

路线，除此之外，管理平台还可以实现多个部门单位的协调，提高运输效率，降

低运输成本，与此同时将事故率降到最低。 
基于北斗与物联网的核废料全生命周期管理平台如下图所示。 

 
图5-4 基于北斗与物联网的核废料全生命周期管理平台 

5.4.1 核废料位置的确定 
（1）核废料仓库中核废料的整体定位 
首先，我们能很容易的获得每一个仓库的地理位置。而后，按照其重要程度、

安放方便程度等因素，将核废料按单个或批量的形式贴上频射识别标签。在仓库

大门安装频射识别标签的识别装置。我们便可以获知核废料进出仓库的情况。进

入仓库中的核废料，就以仓库的地理位置信息作为其位置信息。 
（2）运输途中核废料的定位 
在仓库大门安装频射识别标签的识别装置的前提下，在每辆运输车辆上贴上

一个频射识别标签，同时在车辆上安装北斗BD/GPS双模系统。当载有核废料的

车辆驶出仓库时，在仓库大门处安装的频射识别标签的识别装置将会记录下车辆

的频射识别标签信息和车辆上核废料的频射识别标签信息。经程序处理，便可得

知某运输车辆上正载着哪些核废料。由此，在运输过程中，我们便可以凭车辆上

的BD/GPS双模定位系统确定这么一批核废料的位置。而且即使在移动通讯中断，

电力中断或移动通信无法覆盖北斗终端的情况下，会出现监控盲区，可以通过北

斗短报文功能与运输车辆司机取得联系，即时得到行车状态。 
（3）核废料被处理时的定位 
由于核废料在出仓库时就已经把位置信息交由运输车辆位置信息表示，当运

输车辆到达处理场所时，司机发送“请求处理核废料”指令，记录下当时车辆的

位置信息（即为车辆上要处理的核废料位置信息）。由此，得知这辆运输车辆上

的“哪些核废料？在什么时候？哪个位置？”被处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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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核废料运输车辆运输监控与管理 
（1）核废料运输车辆运输路线监控与管理的重要性 
通过对核废料运输车辆的实时监控，避免了司机私自载货和为了偷逃过路桥

费而绕道行驶的问题，减少了发生事故的概率，提高了核废料的安全系数；通过

对核废料运输车辆的实时监控，改变了以往对核废料物流安全监控过多依赖于人

的局面，实现了无人值守工作方式，降低了人为因素导致的企业损失，为企业带

来了经济效益；通过对核废料运输车辆的实时监控，可以对核废料发生事故时可

能带来的核污染等危险制定应急方案，从而带来良好的社会效益。 
（2）核废料运输车辆运输路线规划 
从一个仓库到另一个仓库的路线需要提前进行路线的规划，尽量远离繁华商

业区或居住人口稠密区等。需要对路线进行推演，筛选出远离繁华商业区或居住

人口稠密区、路段较平且宽敞事故少等安全且行程短的线路。当给出了大概的路

线后，分段处理，根据道路附近没有繁华商业区或居住人口稠密区的范围内再给

与一个适当的车辆运行的安全缓冲区。 
（3）对核废料运输车辆的监控与管理方法 
在核废料运输车辆上安装北斗芯片，将车辆的位置实时的传回信息采集中

心，当运输车辆驶出安全缓冲区或者车辆位置时，提醒或警告司机已经驶出安全

驾驶范围。当运输车辆的位置信息在地图上信息消失时，移动通讯中断，电力中

断或移动通信无法覆盖北斗终端，此时可以利用北斗短报文功能与司机取得联

系，询问车辆所处位置的概况，及时建立信息中心与司机之间的联系，信息中心

并给予其合理的部署与安排。当核废料运输车辆在行驶途中，信息中心若获知核

废料运输车辆在预设路线上因滑坡、车祸等原因引起道路阻塞，便可以通过移动

通讯通知司机转换安全通畅的路线。如若在偏远山区等移动通讯中断，电力中断

或移动通信无法覆盖北斗终端的区域便以北斗短报文进行信息交互。 
5.4.3 核废料的处理 
由于核废料在出仓库时就已经把位置信息交由运输车辆位置信息表示，通过

对车辆运输终点的监测，当运输车辆到达处理场所时，司机发送“请求处理核废

料”指令，记录下当时车辆的位置信息（即为车辆上需要处理的核废料在处理前

的最后位置信息），也可以同时人工实测一个位置数据备份，上传到互联网，存

入数据库。与此同时，我们可以打包当时的地形地貌、水体分布、人文等数据，

连同核废料处理工作人员以文本方式记录的核废料处理方法和其他备注的内容，

一同上传到互联网，存入数据库，存档管理。由此，得知这辆运输车辆上的“哪

些核废料？在什么时候？哪个位置？做了怎样的处理？”  
5.4.4 核废料相关信息的录入 
采用物联网技术中的射频识别技术、北斗定位导航技术和数据库等技术完成

对核废料相关信息的录入。当采集核废料的位置信息的同时，获取时间信息，并

赋予其属性特征，以便于管理者洞悉核废料的调度情况、管理流程等相关问题。 
5.4.5 核废料完备的监测 
当核废料出库和入库时能同时得到核废料的属性、位置和数量等基础信息，

运输途中有北斗定位导航，便可以实现对核废料的来源、运输路线、存储和处理

的位置进行实时监测及完成属性等其他相关信息的记录，以实现对核废料的全生

命周期管理。 



第十一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207 

5.4.6核废料全生命周期管理数据可视化 
可视化的管理方法可以使管理者能更加清晰明了核废料的相关信息，减轻管

理者的管理难度。根据可视化过程中对时间和空间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将核废

料全生命周期的可视化管理分为三部分，分别为静态、半动态和全动态可视化管

理。 
（1）静态管理方案 
基于GIS数据，建立“图元—单位—集装箱表—核废料表—核废料”一体化

的业务数据模型[9]，并将业务信息与“核废料”相挂接，实现“以图管理核废料”。 
例如，查询核废料图元，则显示核废料所在区县、地址、单位名称、负责人

等信息：在查询单位后，显示单位的地址、名称、负责人等；在查询集装箱表后，

显示集装箱内的核废料的分装情况；单击集装箱表的单个集装箱，可以查询该箱

内核废料列表；单击核废料编码，可以查看该核废料的名称、特性、来源地、现

处位置等信息。 
（2）半动态管理方案 
核废料数据集成可视化。系统管理核废料专题数据、电子地图数据、政务文

件数据，可用于叠加分析。对于核废料专题数据，展示来源、特性和数量等方面

不同的核废料在不同时间段的调度情况。动态展示当月各地核废料产生、存放单

位和处理地点的流动信息。监控核废料各地、各仓库的数量，对核废料调度情况

进行按月统计分析。全面掌握各地全生命周期中的核废料情况。 
（3）全动态管理方案 
主要用于核废料全生命周期中运输过程的动态监测与管理。写一个APP每隔

一定的时间，向指定的信息中心发送坐标。通过北斗定位导航系统获取核废料运

输车辆的坐标，在需要展现的软件上将这些坐标导入到百度地图或其他电子地图

上，同时嵌入在存储单位通过射频识别采集的“车辆—集装箱表—核废料表—核

废料”四级相关信息。车辆行驶途中，单击车辆图标显示车辆位置、时间和车牌

号等相关属性信息。双击击车辆显示集装箱编号信息列表。单击集装箱编号，弹

出核废料列表。单击核废料编号，弹出对话框，显示箱内核废料编号、特性、位

置等相关信息。 

6. 结束语 

核废料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是一个围绕核废料（即放射性废料）的产生、存

放、运输、处理这一完备的全生命周期的管理理念，基于北斗定位导航和物联网

技术，利用GIS等技术手段，集合北斗平台、数据平台、管理平台的安全的优质

管理平台，从源头上开始核废料的监管，实现“互联网+物联网+核废料”的全过

程、全方位的监管，从管理流程中杜绝核废料遗失带来的潜在危险的可视化智能

监测与管理系统。不仅加强了对核废料的监测与管理，实现了不同平台综合处置

和智能可视化管理，更能够实现不断完善核废料监测与管理机制，给管理者一个

更加舒适方便的管理平台，保障核废料安全优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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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5G的安全驾驶管理系统 

作  者：韦梅芬、张江曜、郑婉怡、黄佳欣 
指导教师：林宇洪、张园园 
学  校：福建农林大学 

 
 
【摘要】为了保障道路交通安全，设计安全驾驶管理系统。行驶车辆配置智慧行

车记录仪，记录仪应用5G技术与云端连接，应用北斗技术实现定位，应用蓝牙接

收行车电脑OBD接口数据。行车记录仪内置双目视觉摄像头能记录车辆前方交通

场景，配置车尾摄像头拍摄的车辆后方交通场景，通过WIFI发送给记录仪。车辆

前后的交通场景视频，及行车电脑的OBD数据，采用5G技术实时上传到私有云

中，在检测到车辆发生剧烈碰撞时，私有云将碰撞前30s的视频发送给报警中心，

固定证据，并实现自动呼救。在公路沿线每隔3km设置一个智能物联网节点，节

点上集成了小型气象站和雷达测速仪等传感组件，实现对交通微环境的实时检

测，交通微环境数据通过5G技术上传至云端。云端接收到行车记录仪上传的驾驶

数据和物联网节点上传的交通微环境数据，采用数学模型为每个车辆量身定制最

安全的驾驶策略，并通过行车记录仪语音播报给驾驶员，同时也可通过物联网节

点的扬声器、限速板、警告灯的方式告知驾驶员。该系统实现了在事故发生时自

动开展应急指挥，组织救援，避免发生连环追尾事故，提醒后续车辆减速慢行的

功能，达到保障交通安全的设计目标。 
【关键字】智慧交通；公路；云计算；卫星定位；大数据 

Safe Driving Management System Based on BDS + 5G 

【Abstract】 In order to ensure the road traffic safety, design the safe driving 
management system.The driving vehicle is equipped with intelligent dash CAM, which 
is connected to the cloud by 5G technology, locates by beidou technology, and receives 
data from OBD interface of the driving computer by bluetooth.The built-in binocular 
vision camera of the dashcam can record the traffic scene in front of the vehicle, and 
the rear camera of the vehicle can send the traffic scene to the recorder through 
WIFI.The traffic scene video before and after the vehicle, as well as the OBD data of 
the driving computer, are uploaded to the private cloud in real time using 5G 
technology. When the vehicle is detected to have a severe collision, the private cloud 
will send the video of 30s before the collision to the alarm center to fix the evidence 
and realize the automatic call for help.An intelligent Internet of things node is set every 
3km along the highway. Sensor components such as small weather stations and radar 
speed detectors are set on the node to realize real-time detection of the traffic 
microenvironment, and the traffic microenvironment data are uploaded to the cloud 
through 5G technology.Cloud driver receives the vehicle traveling data recorder to 
upload the data and data upload traffic microenvironment iot node, the mathematical 
model for each vehicle to tailor the safest driving strategy, and through the speech to 
the driver, vehicle traveling data recorder can also through the Internet of things of the 
speaker, the speed limit told the driver board, warning lights.This system can 
automatically carry out emergency command and organize rescue in case of acc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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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oid serial rear-end accidents, and remind subsequent vehicles to slow down to achieve 
the design goal of ensuring traffic safety. 
【 Key words 】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highway;cloud computing; satellite 
positioning; Hadoop 
 
 

1. 研究背景 

公路系统已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动脉，随着机动车保有量的增加，公路交

通繁忙，事故频发，提高公路交通运营质量（特别是高速公路）已成为社会高度

关注的热点问题。调研发现，高速公路管理方缺少对车辆个体的信息通信和应急

指挥能力，发生交通事故后，检测报警手段落后，而后续车辆无法及时获得警示

信息，容易形成惨烈的连环追尾二次事故。同时后方车辆加塞或占用应急车道，

影响了事故救援效率。特别是在不利于交通安全的气候因素出现时，往往只有宏

观上的应急预案，无法在微观层面上对车辆个体行为实现有效引导。基于上述背

景，本研究研制了一套高速公路安全驾驶系统，由云计算中心、驾驶员手机移动

APP、公路沿线的智能物联网节点组成。移动APP和物联网节点采集交通数据上

传至云端，云端通过大数据分析安全隐患，为每一位驾驶员提供私人订制化的安

全驾驶策略，通过手机APP语音指令和物联网节点的声光警示，引导驾驶员安全

行驶。系统从微观层面着手，规范驾驶员的个体行为，从而达到宏观层面上的优

化效果，保证交通安全，提高公路的吞吐效率。 

2. 研究现状 

为了保障公路交通的驾驶安全，从20世纪60年代起，国内外建立了许多交通

事故预警系统。例如美国建立了道路雾区预警系统、车道偏离预警系统等道路交

通预警管理系统。A.Hamish等[1]通过基于停车距离算法的碰撞预警及仿真实验

证明了停车距离算法应用于预警中的可行性； M. boschung [2]发明了路面结冰

预警装置。目前，我国对公路安全预警系统的研究主要是交通事故的检测与预测，

恶劣气象预测等。陆华普等[3]通过预警事件自动算法并将其使用于城市道路预

警系统，实现了对交通拥堵进行检测预警。陈晓东[4]提出了基于交通流理论的高

速公路安全预警系统设计、系统的信息采集与处理技术、数据管理技术。 
我国虽已将交通事故预警理论应用于交通管理，构建了宏观层面自顶向下预

警体系，但是微观层面上的车辆个体行为监测能力弱，不能实现为各个驾驶员量

身订制安全驾驶策略。交通部在“十三五”期间的公路交通技术创新重点中就已

指出开发高速公路交通事故紧急救援和事故预防系统的重要性，因此本研究将从

高速公路微环境检测、车辆个体状态检测、驾驶员行为规范引导着手，自底向上，

构建公路安全驾驶管理体系。 

3. 设计原理 

设计系统架构图见图1。南方高速公路路程长，周边地形复杂，同一时间不

同路段的气象条件和交通状态往往差别很大。故将高速公路进行分段管理，每

3km设置监测交通微环境的“智能物联网节点”，节点集成了小型气象站、雷达测

速仪等传感组件和LED限速板，警告灯，扬声器等信息输出组件。这样既可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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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预警信息与路段状况的契合度，提高预警信息的有效性；提高了集成化和标准

化，减少了建设和维护成本。“智能物联网节点”能感知微环境的气象因子，并

通过多种方式向驾驶员发布安全驾驶指令。 
驾驶员手机安装“基于AI的公路安全驾驶移动APP”，APP记录车型，对驾驶

员实现人脸识别，基于加速度传感器与陀螺仪传感器，判断车辆是否发生剧烈碰

撞，实现了在疑似发生事故时自动发出呼救信息，并警示后续车辆减速。 
云计算中心接收物联网节点和驾驶员手机移动APP上传的数据，通过多种数

学模型计算每部车辆最优的安全驾驶策略，通过物联网节点和移动APP把安全指

令发布给驾驶员。 

 
图1 系统架构图 

4. 系统设计 

4.1 智能物联网节点设计 

为了使智能物联网节点实时语音播报警告语音，需要基于语音合成技术进行

语音开发[5]。TTS是“Text to Speech”（文字到语音）英文缩写，是语音合成技术

的简称，TTS架构在COM组件基础之上，用对象的方式提供编程接口。云端应用

TTS技术生成语音文件后存入数据库，智能物联网节点下载语音文件，并通过扬

声器实时播报语音指令，车辆驾驶过程中车速快，智能物联网节点语音指令播报

应在3s内，并设计多个扬声器接力播报。 
物联网节点的MCU型号为Raspberry Pi 3，采用LinuX系统，检测气象因子，

将通过5G模块将交通微环境数据上传至云端，云端调用数学模型，计算安全限速

值，推送给物联网节点。在安全环境下，物联网节点的LED限速板显示为“绿底

黑字”，表示安全状态。例如检测到侧风过强时，云端根据当前微环境计算最高

限速推送给物联网节点，LED限速板显示为“黄底黑字”，表示警示状态，黑字60
表示此时本路段临时限速为60km/h，并通过扬声器播报“侧风过强，小心侧滑”。

当发生交通事故时，云端推送限速指令给物联网节点，LED限速板显示为“红底

黑字”，引导后续车辆限速为40km/h，通过扬声器播报“前方事故，减速慢行，

小心追尾，不得占用应急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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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驾驶员手机移动APP设计 

为了加强公路指挥中心对在途车辆的监控，及时救援遇险车辆，移动APP应
具有定位、显示轨迹、语音播报、免提通话、上传数据等功能。通过卫星定位，

在屏幕地图上显示车辆轨迹，循环检测各传感器状态，APP按1Hz频率上传位置

和传感器信息，并下载云端反馈信息，以语音方式和驾驶员交互。当APP检测到

加速度传感器、陀螺传感器的数值发生剧烈变化，判断遇到了剧烈碰撞，则将事

故发生点标识为红色，并将车辆位置信息和传感器信息上传至云端，云端自动开

展救援工作。 
考虑到行车安全，为了避免驾驶人员在公路上驾驶车辆并同时操作APP时发

生交通事故。系统包含一个简易的AI模块，AI实现了语音识别、语义识别、语音

合成的功能，AI模块使得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能和系统实现全程语音交互操作。

语音识别流程图如图2所示，AI语音识别通过使用梅尔倒谱技术实现，将声音进

行傅立叶变换得到解析后的频谱，将频谱进行二维转换得到梅尔倒谱，通过梅尔

倒谱属性值进行语音辨认识别转换为文字。当语音识别的文字结果反馈至语义解

析系统后，语义解析系统将文字进行拆分，识别单字、单词，之后将识别到的单

字、单词转换为逻辑符号，通过特定的规则将文字转换为正则表达式，通过将正

则表达式送入逻辑执行部分，从而实现系统对自然语言的理解。云端发布驾驶指

令时，通过语音合成将执行结果进行文字声音转换，并把声音对外播放，从而提

醒驾驶员。 

 
图2 语音识别流程图 

4.3 云端设计 

云端以省为单位建设，采用简化的云计算体系结构，接收从手机APP、物联

网节点传输来的数据信息，判断各手机APP的传感器状态，掌握各车辆的微观交

通行为，计算出各路段的安全行驶车速和安全间距，基于大数据分析宏观交通态

势，向驾驶员发送安全行驶指令，并向公路各部门发送应急预案指令，实现对公

路的智慧管理。 
云端由一个数据库服务器、多个计算服务器组成，如图3所示。数千个智能

物联网节点将采集的微环境信息存入环境信息数据表，数万个手机移动APP将采

集单车交通行为信息存入车辆行为数据表，每个计算服务器从数据库中提取待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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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记录，锁定该条记录，调用数学模型，计算限速和安全行驶间距，根据计算

结果从专家知识表中获取相应的安全指令，向锁定记录回写计算结果，对记录解

锁。手机APP和智慧物联网节点下载安全指令，以可视化方式、语音播报方式告

知驾驶员。 
云端采用多个计算服务器架构的优点是：（1）当外部节点的数量超过现有计

算能力时，可以在云端简单挂入新的计算服务器，无限制地扩展计算能力。（2）
在云端承担计算工作的支持下，手机端、物联网节点端无须具备强大的计算能力，

只需要具有通讯能力即可，因此终端硬件成本降低。（3）空闲服务器进行大数据

挖掘，发现公路上的事故黑点，及时警示驾驶员。 

 
图3 云端结构图 

4.4 风雨天气安全限速模型 

南方台风天气影响公路（特别是高速公路）车辆行驶主要因素是风因子和雨

因子，因此需要建立风雨作用下导致车辆侧滑的“风—雨—车—路”相互作用数

学模型。 
（1）模型分析 
本文从基本的道路情况进行分析，即车辆在平坦无弯道的公路上行驶的时

候，车辆主要受到重力、路面附着力、侧力和升力的作用。在此种情况下的车辆

简单受力分析图4所示： 
以车辆在行驶的过程不发生侧滑为目的，当侧力 大于车辆的附着力 ，车辆

会发生侧滑，在正常行驶条件下，车辆安全行驶的条件为： ； 但在风雨天气的

行驶过程中，更容易失去正常行驶能力，即路面附着力 会小于正常值，由于忽

略了很多影响发生侧滑的因素，故本文按实测结果估算修正值为0.9。 
由此，新车辆安全行驶公式为： 

 0.9z fF F≤  （1） 
 = mg )f yF Fµ（ －  （2） 

即：
2 21 10.9 mg )

2 2z yC AW C AWρ µ ρ≤ （ －  （3） 

式中：g——重力系数，9.8N/kg； µ——路面附着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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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车辆纵向面受力分析图 

将相关公式代入式（3），为了得到车辆不发生侧滑的临界安全行驶车速，可

将其表示为：  

 
0.9 mg

2.75 (sin ) 0.45 0.75(1.5 0.9cos 4 ) 0.6cos 2 ]
W

A A
µ

ρ θ µρ θ θ
=

+ − −[
 （4） 

假定车辆以恒定速度V在直线道路上行进，且风直接作用于车辆的质心（重

心），车速V、风速U和相对速度W的矢量关系见图5： 
在已经风速、风向及行车速度的情况下，相对速度的表达式为： 
相对速度： 2 2 2 cosW U V UV φ= + +  （5） 

相对速度的偏角：
sinarcsin U
W

φθ  =   
 （6） 

 
图5 风速与车速示意图 

同时由式中：φ ——相对风向角，即风向角与行车方向的夹角；θ ——相

对速度的偏角。 

由式（5）可得： 2 2 2+2 cos + =0V UV U Wφ －  
对轮胎进行有限元分析[5]，并选择最常用的轮胎，综合轮胎在各种工况的受

力情况，以降雨为前提（即水膜厚度不为零），利用回归分析得到路面附着系数、

水膜厚度和安全行车速度三者间的经验关系式[6]： 
 =0.6603 0.0057h 0.0037Vµ － －  （7） 

式中： µ ——路面附着系数；V ——行车速度， hkm ； h ——水膜厚度，

mm，h>0mm。 
由于V应大于零，故可将安全行驶车速 sV 表达为： 

 ( )2 2 2

s

2 cos + 2 cos 4( )
2

U U U W
V

φ φ−
=

－ －  （8） 

为了使其尽可能的体现行车过程真实性，考虑影响行车的主要因素，采用

对上式计算获得的安全行驶车速进行修正系数处理，两个主要修正系数为路面

条件修正系数η、能见度修正系数λ。 
根据公路的路面情况来决定路面条件修正系数η，假设当路面静摩擦系数

下降为最低时，由历史数据可得汽车在正常行驶的条件下的最大安全行驶车速

为95km/h；当没有出现降雨的情况时，h=0mm，且路面静摩擦系数为正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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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由式（7）可计算得：最大安全行驶车速为145km/h，则此时路面条件修正

系数
95 0.65

145
η = = 。 

通过大量文献分析的研究表明，一定的降雨量不但会缩短驾驶员的视程还

会缩小两侧视野[7]，那么这就牵涉到降雨所引起的能见度问题，由于有关降雨

强度与能见度之间关系的这方面研究资料比较匮乏，加之时间和实验条件有

限，故本文人为的将此值界定为λ＝0.9。 
那么综上可得，最终安全行驶车速 sV 的表达式应为： 

 s s s= =0.585V V Vη λ• •  （9） 

 

( )2 2 2

s

s s

0.9 mg
2.75 (sin ) 0.45 0.75(1.5 0.9cos 4 ) 0.6cos 2 ]

=0.6603 0.057h 0.0037V
sinarcsin

2 cos + 2 cos 4( )
2

=0.585

W
A A

U
W

U U U W
V

V V

µ
ρ θ µρ θ θ

µ
φθ

φ φ


 =

+ − −


  =   


− =



[

－ －

－ －

 （10） 

从以上模型可知：除了确定某种车型，得知车辆受风作用的面积（即车辆

侧向面积）的因素之外，只要获得现有的风速、风向角和降雨强度等数据，就

能计算出车辆不发生侧滑的最终安全行驶车速 sV 。为了能便于当受恶劣的风雨

天气影响的时候对高速公路实施交通管制，将最终得到的安全行驶车速划定为

五个等级的限速值，即120km/h、100km/h、80km/h、60km/h、40km/h。 
安全行驶间距是由车辆紧急刹车的制动距离和车辆在刹车结束后离危险点

或前车所保持的安全距离组成，即： 
 S D d= +  （11） 

式中： S ——安全行驶间距，m；D ——车辆紧急制动距离，m； 
d ——安全距离，m。 

当驾驶员意识到前方有危险或者前车紧急制动，实施紧急制动行为时，会

有一个反应时间（取1s）。当驾驶员踩下制动踏板后，车辆制动系统需要一段协

调时间（取1.2s）[6]。当车辆采取紧急制动时，那么 a将达到最大制动能力，其

表达式为 a gµ= • ；在以往相关的研究中安全距离一般取2m~5m[7]，但考虑到

风雨天气等环境因素也会对车辆产生一定的作用，结合实验数据本文将安全距

离取为10m；即可以将安全行驶间距表达式设为： 

 
2

2.2 10
2
VS V

gµ
= + +  （12） 

式中：V ——车辆行驶速度，m/s； µ ——路面附着系数； 
g——重力加速度，9.8kg/N. 

云端发现某交通微环境存在着危险隐患，把计算后的限速值和预警信息发

送给智能物联网节点和移动APP。物联网节点点亮报警灯，按不同的危险级

别，显示不同的警示颜色，发出警告语音。移动APP则能给驾驶员更准确的驾

驶指令，引导驾驶员执行安全的驾驶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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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端发现某交通微环境存在着危险隐患，把计算后的限速值和预警信息发送

给智能物联网节点和移动APP。物联网节点点亮报警灯，按不同的危险级别，显

示不同的警示颜色，发出警告语音。移动APP则能给驾驶员更准确的驾驶指令，

引导驾驶员执行安全的驾驶行为。 

5. 创新特色与应用前景 

本系统创新点在于设计了“适宜交通微环境监测的智能物联网节点”、“基于

AI的高速公路安全驾驶移动APP”，推导了“风雨天气安全限速模型”。系统通过

手机摄像头完成对驾驶员的人像采集，应用机器视觉实现实名身份认证，可进一

步规范驾驶行为。在发生事故时能主动呼救，能减少连环追尾事故。根据交通微

环境为驾驶员量身定制安全驾驶策略。本系统通过规范微观个体行为，从而提高

公路的宏观吞吐能力，目前已获得四个公路驾驶安全的相关专利，如能广泛应用，

将能产生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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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图1 驾驶员手机移动APP界面 

 
附图2 云端安全限速计算程序界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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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边缘计算与伪卫星技术的北斗复杂山体滑坡监测应用 

 
作  者：刘天朗 
指导教师：刘志耘 
学  校：北京理工大学 

 
 
【摘要】在我国山体滑坡每年都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通过地表位移

实时监控，可以提前判断滑坡的发生，预防滑坡灾害。而GNSS定位技术手段以

其连续、实时、精度高、全天候和自动化等优点已经被广泛的应用于地质变形监

测中，但是对于一些复杂环境的山体滑坡监测，却存在局限性。由于应用环境恶

劣，要求GNSS接收机皮实可靠，功耗及维护量小；另外，峡谷、峭壁、植物等

遮挡严重，严重影响卫星可见数量及几何分布，造成卫星信号失锁，导致定位精

度大大降低，无法满足形变监测的需求。为此，本项目采用边缘计算技术简化北

斗监测终端硬件架构，更好满足恶劣环境无人值守需要，每个监测终端只需要输

出卫星信号的原始观测数据，将十多个终端原始观测数据传送到边缘计算终端，

集中实时差分解算这些原始数据，获得精准定位结果，改变传统RTK技术方式解

算集中在监测终端侧的方式。同时，采用伪卫星技术，解决遮挡现象严重造成的

卫星信号失锁等问题。通过满足复杂山体滑坡监测的实际应用场景，让我国自主

发展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地质灾害防治中发挥主导作用，提高对卫星导航定位

应用市场的贡献率。 
【关键词】北斗卫星导航系统、GNSS、边缘计算、伪卫星、滑坡监测 
【Abstract】Landslides cause huge economic losses and casualties every year. GNSS 
positioning technology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geological deformation monitoring. 
However, it has limitations for landslide monitoring in some complex 
environments.This project uses edge computing technology to simplify the hardware 
structure of Beidou monitoring terminal and better meet the needs of unmanned in harsh 
environment. Each monitoring terminal only needs to output the original observation 
data of satellite signals, and transmits more than ten original observation data of Beidou 
monitoring terminal to the edge computing terminal. At the same time, pseudo-satellite 
technology is used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satellite signal lock-out caused by serious 
occlusion phenomenon. By satisfying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scenarios of complex 
landslide monitoring, 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which is developed 
independently in China, plays a leading role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geological 
disasters, and improves the contribution rate to the market of satellite navigation and 
positioning application. 
【Key words】 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GNSS, Edge Computing, Pseudo-
Satellite, Landslide Monitoring 
 
 

1.研究背景 

我国是世界上地质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截至2016年底，全国共调查确认地

质灾害隐患点28.3万处，威胁人员1782万，威胁财产4000多亿元。在地质灾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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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地震外，崩、滑、流灾害最为严重的，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2017 
年 6 月 24 日 6 时左右，四川茂县叠溪镇新磨村突发山体高位垮塌。造成 46 
户农房上百人被掩埋。这是去年最惨重的一次灾害。 

 
图1 我国地质灾害分布图 

对地质灾害的隐患点，特别是对危害极大的如：山体滑坡、泥石流、地质断

层等等地质危害地带进行长期的有效的监测，并能够及时地将这些灾害的发生实

时现况反映到应急中心，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减少人民群众的财产损失，已成为

地质监测人员和相关地质灾害应急管理部门的当务之急。 
可以通过互联网、物联网、无线通信技术等，实现全天候、自动化的地表位

移实时监控，为预防滑坡灾害提供第一时间数据分析资料，以提前判断滑坡的发

生。而GNSS定位技术手段以其连续、实时、定位精度高、全天候作业和自动化

程度高等优点已经被广泛的应用于地质变形监测中，利用GNSS技术观测结果能

反映滑坡的全方位活动性，是监测滑坡变形及发展规律的切实可行的技术，而在

GNSS定位技术中目前最被广泛应用的是GPS定位技术。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中国着眼于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自主建设、

独立运行的卫星导航系统。截止2019年年底，我国已发射53颗北斗导航卫星，中

圆地球轨道卫星发射完毕。而在明年六月份之前，北斗三号卫星系统卫星有望全

部组网完成，北斗将成为覆盖全球的卫星导航系统。 
北斗系统是国家重大空间和信息化基础设施，承载着国家独立掌握自主时空

基准和位置信息控制权的战略意图。国家已经将北斗卫星导航产业作为国家战略

性新兴产业，落实到“十二五”发展规划和各种专项规划中。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将使我国摆脱对GPS的依赖，打破美国对卫星导航定位技术的垄断，确保国家安

全，直接体现我国的技术实力和综合国力。 
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不确定性增加，美国政府对中国挑起贸易战，对部分中国

进口产品征收关税，加征关税的清单大多瞄准的是《中国制造2025》中十大重点

领域，实际是美国针对中国高科技行业的阻击战，延缓中国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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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伐，维持美国高技术产业龙头地位。在当前复杂国际背景下，更应该加速推进

北斗系统在国民经济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提高对国内卫星导航应

用市场的贡献率，增强国际竞争力。 
GNSS定位技术在山体滑坡等形变监测方面得到较广泛应用，但是对于一些

复杂环境的山体滑坡监测，却存在局限性。由于山体险峻及自然环境恶劣，无法

提供供电及便利支撑保障条件，要求简化GNSS接收机，提高接收机可靠性及耐

受性，降低产品功耗以采取太阳能等供电方式。同时，复杂山体中峡谷、峭壁、

植物等遮挡严重，严重影响卫星可见数量及几何分布，造成卫星信号失锁，导致

定位精度大大降低，无法满足形变监测的需求。为此，本项目研究将采用边缘计

算及伪卫星技术来解决这些问题，适应实际场景模式，从应用角度来提高北斗系

统对GPS定位产品的替代性。 

2.总体架构 

2.1总体思路 

滑坡的发生分三个阶段：蠕动变形阶段、滑坡破坏阶段和渐趋稳定阶段。在

蠕动变形阶段，斜坡内部某一部分首先变形，产生细微移动；随着变形发展，坡

面出现拉张裂缝；随着拉张裂缝的出现，渗水作用加强，变形进一步发展，后缘

拉张，裂缝加宽。逐渐发展到滑坡破坏阶段。基于此滑坡变化规律，通过北斗卫

星高精度定位技术，实时监测滑坡变形程度，实时分析滑坡体位移变化信息。实

现为预防滑坡灾害做好预测预报。 
针对复杂环境的的山体滑坡监测，考虑到设备供电条件及维护困难，将采用

边缘计算技术，监测点布设的北斗监测终端仅输出原始观测数据，利用边缘计算

终端对这些监测终端原始数据实时处理，差分解算后获得高精度定位结果，改变

传统RTK方式在终端侧处理数据方法，从而达到简化监测终端硬件设计、降低成

本及功耗、提高可靠性的目的。另外，针对遮挡现象严重的复杂山体环境，将布

设北斗伪卫星，来提高可见卫星数目及几何分布，保证定位精度及完备性。 

2.2系统架构 

滑坡监测系统主要由传感采集层和数据处理层构成。传感采集层主要由测量

表层形变位移的北斗监测终端与边缘计算终端，以及深部位移监测的岩土钻孔变

形测量仪、地下水水位监测的投入式液位计、雨量监测的ARN 雨量计、支护结

构倾斜变形监测的倾斜变形测量仪等设备构成。所有监测设备能够在无人值守环

境下，自动监测坡体表面和内部位移变形情况、地下水位变化情况、场区的降雨

情况和支护结构的倾斜位移变化状态，并将监测数据传送到监控中心。数据处理

层主要由滑坡监测软件系统构成，部署在云端，是集数据采集、设备控制、集中

存储、统一管理、分级调用于一身的采控存一体化数据管理平台。 
系统总体架构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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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系统架构图 

2.3系统功能 

系统主要功能如下： 
 实现对滑坡体重要运行数据的实时采集、传输、计算、分析，包括北斗

北斗GNSS形变沉降、山体降雨量、地下水动态、内部位移、土压力以及

滑坡体视频等，实时监测滑坡体安全状态。 
 直观显示各项监测数据当前状态及变化过程，为安全管理人员提供简洁

高效的信息参考。 
 一旦出现异常灾害情况，如特大暴雨、地下水位快速上升、滑坡体内部

异常形变、沉降或位移变化速率超预警值等，系统能及时发出预警信息，

并通过互联网及移动通信网络发布。 
 实现滑坡安全监测系统的远程操作功能，如登录、访问、管理、控制和

维护，实现多级管理与信息共享。 

3.关键技术与实现 

3.1边缘计算技术 

边缘计算是指在靠近数据源一侧，集网络、计算、存储、应用等功能一体化

的开放平台，利用就近优势提供最近端服务。随着物联网的发展，边缘计算技术

发展迅速，其应用程序在边缘侧发起，产生更快的网络服务响应。边缘计算本身

是分散的云计算，除了有云计算的优势外，还具有低延时、高使用和更安全。 
本研究项目基于边缘计算技术，将安放在滑坡监测目标体上的十多个北斗监

测终端输出的原始观测数据进行集中处理，每个监测终端只需要输出卫星信号的

原始观测数据和星历等，通过无线通信网络把这些数据传到边缘计算终端，计算

终端依据每台监测终端对应的IP地址和端口号，区分不同监测终端的原始实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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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实时差分解算这些原始数据。在进行数据处理方面支持非线性Kalman滤波算

法、电离层改正模型、支持多基站解算等功能，提高定位精度。 
本项目边缘计算技术与传统的RTK技术相比，具有如下特点： 
 硬件简单。传统的RTK技术算法固化在监测终端的GNSS接收机内部，对

GNSS接收机内处理器的计算性能要求高，监测终端结构复杂，成本高、

功耗大，产品耐受性低。边缘计算直接应用监测终端的北斗GNSS原始观

测数据，通过计算终端集中差分解算处理，实现各个监测终端高精度定

位，对监测终端硬件要求不高，成本低、功耗小，减少维护量。 
 定位精度高。边缘计算监测终端和计算终端保持数据同步，可以最大程

度地抵消大气层延迟造成的公共误差，动态定位数据中的各种随机误差

可采用滤波方法消除，保证输出的定位结果真实性，可以保证毫米级的

定位精度。 
 系统可靠。卫星信号发生失锁时，传统RTK接收机需要重新初始化，求

解整周模糊度，造成定位解输出的中断。而边缘计算软件运行在高性能

处理器上，整个计算功能可以设计成冗余模式，增加系统的可靠性，软

件能长时间持续稳定运行，克服RTK方式下重新初始化中断、需要人工

干预静态解算、时效性弱等缺点。 

3.2 Kalman滤波算法 

北斗GNSS动态定位数据中的各种随机误差可采用滤波方法消除，保证输出

的定位结果真实性，利用Kalman滤波器等最优估计的方法，消除各种随机干扰，

将真实的状态实时最优地估计出来。建立系统模型和观测模型，应用Kalman滤波

器进行最优估计，如下为动态定位离散状态空间模型： 
( 1) ( 1, ) ( ) ( )

( 1) [ ( 1), 1] ( 1)
k k k k k

k X k k k
+ = + + 

+ = + + + + 

X Φ X W
Y h V  
式中X为 n维状态向量， ( )h  为状态的m 维非线性函数，Y 为m 维输出

量， ( 1, )k k+Φ 为 n n× 维系统转移矩阵。 ( )kW ， ( )kV 分别为 n，m 维随机向量

序列，满足如下统计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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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Q 为 n n× 维半正定对称阵， ( )kR 为m m× 维正定对称阵。设初始状态

(0)X 为满足如下统计特性的随机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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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线性系统在其标称轨线上，进行泰勒展开，近似取线性部分，并用

Kalman滤波器进行状态估计时，得到扩展Kalman滤波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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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伪卫星技术 

伪卫星可以发射仿卫星信号，增强复杂环境中卫星导航定位性能，伪卫星采

用与卫星信号基本一致的导航电文格式，安装在适当的位置，改善卫星信号分布

及数量，接收来自GNSS卫星和伪卫星的信号时，不需改动现有的定位终端硬件。

在遮挡现象严重的复杂山体环境中，若采用卫星定位进行变形监测，可见卫星数

量及其分布是需要克服困难，如果不解决将不能满足安全监测可靠性。采用布设

伪卫星方法，可以改善卫星分布几何条件。伪卫星载波相位可以表示如下： 
 

是伪卫星与接收机之间距离； 是伪卫星时钟误差，

接收机时钟误差，定位误差对流层延迟，信号多路径，以及观测噪声； 和 分

别是波长和零差整周模糊度，c是光速。对于伪卫星单差之间的协调参考站和一

个观察站R相线性方程如下： 

其中 是从测站r单位向量到一个PSL, ,更正到近似坐标站,r和△表示微

分算子。 
由于伪卫星信号靠近地面，传播带来的多路径效应比卫星信号严重得多。只

有消除伪卫星的多路径误差，才能保证卫星与伪卫星组合观测数据的处理效果。

考虑到在静态定位的环境下,伪卫星与观测站的位置是固定不变的，用较好观测

时段推求多路径误差，得到多路径效应影响的估计值，来改正伪卫星原始载波相

位观测值，对伪卫星多路径误差进行校正，满足GNSS与伪卫星组合系统的高精

度定位需求。 

4.方案设计 

4.1北斗监测终端设计 

北斗监测终端将采集到的北斗GNSS原始观测数据发送到边缘计算终端，解

算出监测点的高精度位置信息。北斗监测终端主要由北斗高精度模块、无线通信

模块、MCU控制、电源管理、MEORY储存、卫星及无线通信天线、太阳能板及

电池等构成，可以满足无人值守的野外作业环境需求。主要构成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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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北斗监测终端结构图 

4.1.1北斗高精度模块选型 
北斗高精度模块需要输出原始数据及星历等观测信息，本项目基于上海司南

导航公司的K705 GNSS高精度板卡来设计，该板卡是司南导航自主研发的一款紧

凑型高精度定位板卡，满足全系统全频点导航卫星系统板卡需求，支持L-band和
北斗全球信号的接收，可增加捕获加速模块，优化板卡首次定位时间。 

该板卡主要参数如下： 

 
图4 K705板卡主要参数 

基于K705 GNSS高精度板卡的安装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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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K705高精度板卡的GNSS接收机开发板 

主板配置与保存： 
A、unlogall 清除所有端口数据输出  
B、fix_auto自动获取基站启动坐标  
C、log_com2_rtcm1004b_ontime_1       串口2发送1004 报文（GPS）  
D、log_com2_rtcm1104b_ontime 1       串口2发送1104 报文（BD2）  
E、log_com2_rtcm1005b_ontime_5       串口 2发送1005 差分报文（基站

坐标）  
F、com_com2_9600          将串口2波特率设置为9600与数据链匹配  
G、saveconfig  保存设置  
用 COM1发送数据 

 
图6 COM1发送数据 

采集原始观测数据  
log com1 rangecmpb ontime 1  
log com1 rawephemb onchanged  
log com1 bd2rawephemb onchanged  
log com1 rangecmpb ontime 1  



第十一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226 

log com1 gpsephemb onchanged  
log com1 bd2ephemb onchanged  
输入以上命令后，主板直接输出原始数据（北斗、GPS 观测、星历文件等），

可以用串口软件等保存数据也可以通过板卡内部存储进行存储原始数据，然后通

过司南转换软件转换成RINEX 格式，进行后续其他分析。 
4.1.2无线通信模块选型 
无线通信模块选用芯讯通（SIMCom）公司的  WCDMA/HSDPA 模块

SIM5320。该模块为城堡式 SMT 封装，具有紧凑的尺寸、支持下行速率达

3.6Mbps，SIM5320 支持嵌入式LUA脚本，是一个可编程模块，在多种应用场景

中客户无需外部AP。 

 
图7 SIM5320无线通信模块 

SIM5320模块参数： 
 80 PIN SMT 贴片封装 
 支持GSM/GPRS/EDGE 4频：850/900/1800/1900MHZ  
 支持HSDPA 3.6Mbps  
 丰富的应用接口：UART 串口、USB、GPIO、ADC、PCM、电源等  
 模块内嵌 LUA脚本，支持多线程编程  
 支持MMS，内嵌 FTP/FTPS/HTTP/HTTPS/SMTP/POP3/DNS/TCP/IP  
 全面支持WINCE/LINUX/ANDORID 等操作系统  
 尺寸：  30*30*2.9mm.  重量： 5.6g  
 耗流低：睡眠电流小于  2.5mA 
野外环境太阳能板供电方式供电能力较低，需要大电容补偿，以免电压下降

造成模块重启。采取2000uf以上容量电容和一些nf、pf级电容并联，靠近电源入

口放置，滤除干扰。在模块电源入口加100uf电容。为了减少线路阻抗，增强VBAT 
稳定性，供电电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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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模块供电电路 

天线走线需要50ohm阻抗控制，线尽可能短、走直线、不要换层。匹配电路

如下： 

 
图9 天线匹配电路 

4.2边缘计算终端设计 

4.2.1边缘计算终端主板选型 
对应每台监测终端的IP地址和端口号，边缘计算终端获得每个监测点的原始

实时数据，实时差分解算这些原始数据，得到各个监测站的三维位置信息。针对

野外恶劣环境、成本及维护性等方面考虑，边缘计算终端采用树莓派Raspberry Pi3
电脑板来开发，树莓派又称卡片式电脑，外形只有信用卡大小，却具有电脑的所

有基本功能，成本非常低廉，售价不足40美元，主要参数如下： 
 64位的1.2GHz四核ARM Cortex-A53 
 1GB内存 
 10/100自适应网卡 
 802.11n WiFi无线网卡 
 低功耗蓝牙4.1 （BLE） 
 HDMI接口 
 USB 2.0接口 x 4 
 MicroSD 卡插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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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PIN GPIO接口 
 支持ARM GNU/Linux发行版，及Windows 10 IOT版等 
基于Raspberry Pi3电脑板（见蓝色框线）设计的边缘计算终端原型机如下图： 

 
图10 基于Raspberry Pi3电脑板的边缘计算终端 

树莓派的安装使用。要安装一个开源的SSH工具OpenSSH，安装 openssh-
server。登录路由器界面，得到树莓派的IP。烧录新系统，在boot里面建ssh文件，

在boot文件夹下面创建一个文件/boot/wpa_supplicant.conf，输入下面代码： 
country=CN 
ctrl_interface=DIR=/var/run/wpa_supplicant GROUP=netdev 
update_config=1 
network={ 
ssid="admin"  #无线网络的名称 
psk="admin"   #无线密码 
key_mgmt=WPA-PSK 
priority=1 
树莓派GPIO管脚定义： 

 
图11 树莓派GPIO管脚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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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边缘计算终端数据处理 
边缘计算终端能同时处理多个基站和监测终端的数据，实时差分处理监测终

端输出的原始观测数据，通过OTF解算、卡尔曼滤波、三差解算等算法，实时解

算三维位置，达到毫米级精度。主要功能如下： 
 实时差分处理北斗GNSS原始数据，可达1Hz、5Hz、10Hz、20Hz数据更

新率； 
 可根据系统参数设置，对各个监测终端的实时差分数据进行Kalman滤

波，达到预设的不同动态要求和精度； 
 可同时处理多个基站和18个监测终端的数据； 
 支持RS232、CAN、TCP/IP等输入接口协议； 
 支持TCP/IP等输出接口协议； 
 自动保存原始数据、解算结果； 
 对监测终端的远程设置功能，可更改参数如：采样间隔、高度截止角等； 
 软件和硬件完备性监测功能，如出现监测终端死机现象，通过信号触发

的方式实现系统自动重启； 
 用户可设置每个监控终端的监控范围，调整相应的精度，调整监测站的

位置数据更新率； 
 通过连接数据库，对需要保留信息进行记录。 
基线由两台接收机的同步观测数据形成，对基线处理过程如下图： 

 
图12 基线处理过程 

对基线解算控制参数进行设置，确定观测数据及星历、起算坐标等。对原始

数据中星历部分进行提取，或者从相关网站下载精密星历，来提高解算精度。读

取原始观测数据：起始站和终点站的观测数据、单点定位坐标、观测时刻、C/A
码伪距、载波相位等。相减双差观测值和历元，得到三差观测值，建立观测方程

进行解算，从而获得三差解。对载波相位观测值出现的周跳进行修复。进行双差

浮点解算，得到未知点坐标和浮点数整周模糊度。对整周模糊度进行分解，在同

步观测时间足够长和观测数据足够多条件下，可以通过取整得到整周模糊度。在

整周模糊度得到正确的固定后，进行双差固定解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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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滑坡监测软件系统设计 

滑坡监测软件系统实现对监测数据的分析，在存储数据库的同时也将解算结

果传输给分析模块，进行实时分析。通过调用数据库的历史数据，实现历史统计

分析。将监测数据在点面的各方向以时间为横轴生成曲线，来进行分析。可提前

设置预警限值，当监测数据达到限值时，便启动报警功能，可根据不同条件来设

置的报警级别。 
主要功能有：  
 支持各类通讯协议：根据用户需求定制数据通讯协议接口，无障碍接收、

解； 
 译发自监测现场的各类监测数据包；  
 实时监测历史追溯：对坡体监测数据进行实时查看，并可对历史数据进

行追溯和分析，从而初步分析坡体病害情况；  
 生成在线评估报告：根据监测数据，采用已有分析模型和算法，按照定

制格式，在线自动生成病害坡体稳定性、风险性评估报告；  
 提供自动阈值报警：设置低、中、高报警阈值，一旦监测数据超过设定

阈值， 
 将自动通过微信、短信向坡体相关责任人发送报警通知；  
 通过PC、手机、平板等终端设备，随时随地了解病害坡体的稳定状态与

风险等级。 

 
图13 评估分析软件功能图 

评估分析软件主要功能：显示测区信息及数据详表，对速度过程线、加速度

过程线等变化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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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综合北斗GNSS监测值的表面位移以及辅助监测手段的深度位移等数

据，来进行分析。可以分为实时、历史、单点和面状等数据分析。 
可以分为X、Y、Z三个方向进行表面位移分析，各方向向量值以时间为变量，

可以生成与时间相关的线性函数。如下图，纵轴表示监测值，横轴表示时间，按

照报警级别设置监测值不同预警限值。 

 
图14 实时表形曲线 

通过调用数据库历史数据，生成变形曲线，得到历史时间段变形趋势。 

 
图15 历史变形曲线 

对比两段时间的变形趋势，统计出两段时间的变形速率并进行比较，分析变

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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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项目展望 

5.1主要创新点 

GNSS定位技术在山体滑坡等形变监测方面得到较广泛应用，但是对于一些

遮挡严重、条件恶劣的复杂环境山体滑坡监测，却存在局限性。为满足实际应用

场景的需要，让北斗GNSS定位技术在复杂山体滑坡监测的应用方面发挥积极作

用，提高北斗系统在定位应用中的贡献率，本项目在如下方面做了创新研究： 
 采用边缘计算技术简化北斗监测终端硬件架构，更好满足恶劣环境无人

值守需要。基于边缘计算技术，每个监测终端只需要输出卫星信号的原始观测数

据，将监测终端原始观测数据传送到边缘计算终端，集中实时差分解算这些原始

数据，具有OTF解算、卡尔曼滤波、三差解算、电离层改正模型等处理算法，保

证每个监测点的三维位置毫米级解算精度。 
而传统的RTK技术解算发生在监测终端侧，算法固化在监测终端GNSS接收

机内，对处理器的计算性能要求高，监测终端结构复杂、成本高、功耗大。在边

缘计算方式下，解算发生在计算终端侧，对监测终端硬件要求不高，监测终端可

以做成瘦终端，成本低、功耗小，减少了维护量。在边缘计算方式下，保持监测

终端和计算终端数据同步，最大程度地抵消大气层延迟造成的公共误差，采用滤

波方法，消除动态定位中的各种随机误差，使定位结果输出更加精准。而传统RTK
技术在卫星发生失锁时，接收机需要重新初始化，求解整周模糊度，造成正常输

出定位解中断；在边缘计算方式下，由于解算集中在高性能计算终端上，整个计

算功能可以设计成冗余模式，软件能长时间持续可靠工作，增加系统的可靠性。 
 采用伪卫星技术，解决复杂山体滑坡监测环境遮挡现象严重造成的卫星

信号失锁等问题。不需改进现有接收机硬件，便可同时接收来自卫星和伪卫星的

信号，可以满足GNSS可视卫星被遮挡、卫星几何分布差等环境下，滑坡监测精

准定位需求。针对伪卫星应用中多路径效应影响，将较好观测时段推求多路径误

差，将得到的多路径效应影响的估计值作为已知值改正伪卫星的原始载波相位观

测值，对伪卫星多路径误差进行校正，提高北斗GNSS与伪卫星组合使用效果。 
 采用树莓派电脑板来开发边缘计算终端，提高方案性价比和适用性。针

对野外恶劣环境、成本及维护性等方面考虑，边缘计算终端采用树莓派Raspberry 
Pi3电脑板来开发，该电脑板外形只有信用卡大小，却具有电脑的所有基本功能，

成本非常低廉，售价不足40美元。树莓派支持ARM GNU/Linux、Windows 10 IOT
版等多种操作系统，有丰富开源软件可以选用，现有的GNSS高精度解算算法软

件移植方便。 

5.2进一步改进 

本项目针对复杂山体滑坡监测设计了一套系统，由于涉及产品多、技术复杂、

工作量大，受能力及知识储备等方面影响，只是完成了原型初步设计，进一步改

进空间有： 
 对北斗GNSS高精度板卡进一步选型，选择成本更低的甚至是消费级板

卡，只需输出GNSS原始观测数据，来设计监测终端，提高监测终端的可应用性。 
 本项目通过边缘计算终端对监测终端采集的原始观测数据进行实时差分

解算，涉及到OTF解算、卡尔曼滤波、三差解算、电离层改正模型等处理算法，

受专业所限，并没有达到深入了解程度，只是应用现有软件，今后要加强相关技

术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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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伪卫星技术，受制于伪卫星实物及环境，距离实际应用还有很大差

距。 
 岩土力学等方面知识储备不足，对于深部位移监测设备、地下水水位监

测设备、雨量监测设备、地表位移监测设备、地表裂缝监测设备、支护结构倾斜

变形监测设备等要进一步调研了解。 
 滑坡监测软件系统进一步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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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攀岩运动是一项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体育运动，随着国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攀岩运动的受众逐渐广泛。然而，攀岩运动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和技术难度。

为了减少攀岩运动造成的伤害事故，提高运动员对周围环境的判断能力、对攀岩

路径的规划能力以及攀岩技术水平尤为重要。本文研究的基于北斗导航定位系

统，集成惯性传感器、生物传感器、RTK 定位模块、WBee 通讯模块的 AR 野
外攀岩智能辅助系统可为攀岩者提供位置坐标、攀岩路线、岩石抓点、运动员生

理数据，辅助攀岩者根据实时环境做出运动判断。在定位方面使用 RTK 实时动

态定位技术将定位精度提高至厘米级，并利用基于高度角定权模型的 BDS/GPS 
组合定位算法解决岩壁半遮挡环境下定位的精度问题。岩壁的 GIS 地理信息三

维模型运用无人机拍摄像片的方法提供岩壁数据建立 GIS 数据库，并通过结合

坐标转换实现增强现实的效果。另外，通过自组网技术建立通信网络，实现攀岩

运动员与地面人员通信。本系统能够将北斗定位信息、运动状态信息和运动员生

理信息通过 AR 系统可视化后呈现给使用者，为其提供攀岩技术上的帮助，使

攀岩运动可以安全，高质量的进行。对于水平较高的攀岩运动员，该系统还可以

帮助提升运动员的攀岩技术水平。 
【关键词】北斗导航系统定位，BDS/GPS 融合，RTK，GIS 航片建模，攀岩运

动辅助 
【Abstract】Rock climbing is a kind of sport with great development prospects. With 
the im- provement of national living standards, the audience of rock climbing has 
gradually become wider. However, rock climbing has certain dangers and technical 
difficulties. In order to reduce injuries caused by rock climbing,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improve athletes’ ability to judge the sur- rounding environment, the ability 
to plan climbing paths, and the level of climbing technology. The AR field climbing 
intelligent assistance system based on Beidou navigation and positioning system, 
integrated inertial sensor, biosensor, RTK positioning module and WBee 
communication module can provide climbers with position coordinates, climbing 
routes, grabbing points of rocks, and athlete physiological data to assist climbers in 
making sports judgments based on real-time environments. In positioning, RTK real-
time dynamic positioning technology is applied to improve the positioning accuracy to 
the centimeter level, and the BDS/GPS combined positioning algorithm based on the 
height angle fixed weight model is used to solve the positioning accuracy problem in 
the semi-occluded rock wall environment. The 3D model of the GI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of the rock wall uses the method of taking photos by drones to provide rock 
wall data to establish a GIS database, and achieves the effect of augmented reality by 
combining coordinate transformation. In addition, through the ad hoc network 
technology, a communication network is established to achieve communication 
between rock climbers and ground personnel. This system can visualize the Beidou 
positioning information, sports status information, and athlete physiological 
information to users through the AR system, and provide them with technical as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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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climbing, so that climbing can be performed safely and with high quality. For higher-
level climbers, the system can also help improve the climbing skills of athletes. 
【Key words】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positioning, BDS/GPS combining, RTK, GIS 
aerial photo modeling, Rock climbing assistance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20 世纪 90 年代，国家体委将攀岩运动列为我国正式开展的体育项目。攀

岩运动富有很强的技巧性、冒险性，是一项锻炼综合素质的极限运动。攀岩运动

在我国具有很好的发展前景，超过 7 成的高校学生认为开展攀岩运动具有意义。

由于攀岩运动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我国开展攀岩运动以来发生过数十起伤亡事

故，所以攀岩运动在国民中的普及度不高。我国的攀岩运动起步较晚，攀岩安全

保护技术的研究还处于萌芽阶段，相比于一些欧美国家还有很大差距，整体水平

处于世界较低水平。 
攀岩过程中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安全保护技术的不完善和对场地安

全性的错误判断。以往对于攀岩安全保护技术的研究大多在于改进运动员的攀岩

技术，缺乏对于攀岩设备的创新与提升。因此，设计能够辅助运动员做出环境感

知判断的设备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图 1： 攀岩运动 

1.2 研究意义 

本文所研究的系统通过北斗卫星定位对攀岩岩壁进行静态定位获取岩壁的

具体状貌，可以为攀岩运动员提供当前岩壁的状貌信息，气候信息以帮助攀岩运

动员更好的为接下来进行的攀岩活动做准备。在攀岩过程中，该系统通过北斗卫

星定位获取运动员当前在岩壁的位置和运动状态，通过 GIS 技术与已获取的岩

壁模型结合，将攀岩辅助信息和接下来的攀岩路线导航信息通过 AR 技术显示

出来，为运动员提供攀岩辅助。场外协助人员可以通过WBee 通讯技术实时获取

攀岩者的数据信息，包括位置信息、生理信息及气候信息，为攀岩者的生命安全

提供保障。此外，AR 技术与可穿戴设备的结合可以极大减小攀岩运动员在攀岩

过程中获取相关信息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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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岩运动员在攀爬前进行路线观察分析，做出攀爬计划，这一决策判断的准

确性与合理性对其完成攀爬路线具有重大影响。以往的研究结论表明，优秀的攀

岩运动员相比于新手攀岩运动员在攀岩过程中注视前方区域的次数少，但每次注

视停留的时间长。优秀的运动员在有限的观察路线时间过程中，能做出更准确的

行为预判，攀爬行为方式基本符合预期计划。因此本文研究的系统利用北斗系统

及 AR 技术可为攀岩者及时提供准确的路线引导，辅助攀岩者做出正确决策，

提高锁定攀爬目标的效率，这对于攀岩运动员技术水平和安全性的提升是极为必

要的. 

2 系统 

2.1 系统介绍 

本系统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的导航定位功能确定攀岩运动员的位置

与运动信息，结合 AR 技术为攀岩运动员提供攀岩信息和攀岩路线的辅助以及

其他运动员所需的信息。该系统主要可分为以下几部分：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

WBee 自组网通信系统，感知系统，GIS 地理信息系统和增强现实系统。系统架

构图如下图所示： 

 
图 2： 基于北斗和 AR 的野外攀岩智能辅助系统结构图 

北斗定位系统在攀岩环境中的应用需要考虑到两点： 
1）攀岩与其他定位很大的区别在于因为岩壁的存在，可以将该环境看作半

遮挡环境，即有一半的卫星信号无法接收，较为简单的定位方法在这里可能会产

生较大误差。 
2）攀岩运动作为一项危险性高，灵活性强的运动。为了提高运动的安全性，

为运动员  提供准确的定位信息。需要实时性高的定位算法。 
对于半遮挡环境，该系统采用了 BDS/GPS 融合定位方案，在接收 BDS 卫

星信号的同时，对可接收到的 GPS 信号做处理加以辅助，从而提高定位的精度。

对于定位算法实时性的要求，该系统采用了 RTK 载波相位差分算法，该算法精

读可达到厘米级，并具有高实时性，无误差积累的特点。 
攀岩运动中，运动员在攀岩路线上的移动速度较慢，可以视作准静态定位。

定位过程中，本系统获取 BDS 伪距观测值和载波相位观测值，并利用 BDS/G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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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算法，对可接受到的 GPS 数据做处理以增加观测值数量，提高系统稳定性

和定位精度。之后使用 RTK 算法进行定位计算并利用地面基站对定位结果进一

步修正。最后使用 UKF 无迹卡尔曼滤波算法对定位结果进行运动参数估计和预

测，实现对运动员的实时定位。 

2.2 GIS 地理信息系统与增强现实系统 

GIS 系统与增强现实系统在垂直岩壁中应用需要解决以下技术难点： 
1）传统卫星像片通过卫星拍照的形式绘制等高线地图，多用于水平地图的

测量，无法建立近乎垂直的岩壁的三维模型. 
2）为了保证攀岩者的安全和实现此辅助系统的实用价值，AR 增强现实中

需要呈现更准确的虚拟现实图像. 
GIS 地理信息系统通过储存与分析遥感图像采集所得图形数据，在数据库中

储存虚拟空间信息。建立出攀岩岩壁的三维模型，才能为增强现实的实现提供虚

拟场景。系统主要包含定位、遥感图像采集以及采集数据处理部分。在遥感采集

图像的部分不使用传统的卫星像片，而采用无人机航摄，生成航空像片。通过图

像处理技术，绘制等高线地图。之后将等高线地图矢量化，导入软件中实现可视

化，贴图之后即可建立出岩壁的三维模型，从而将采集得的地理空间信息以三维

立体形式表现出来，之后在模型中建立出虚拟物体辅助攀岩. 
增强现实系统需要与 GIS 系统结合将先前建立的模型与运动员的位置即视

角将虚拟空间信息景象叠加在运动员视野内。为了更准确的呈现图像，在真实坐

标、眼镜坐标、局部坐标和屏幕坐标中进行坐标转换。虚拟现实系统需要与定位

系统和加速度计等硬件结合，再结合软件特征点识别技术，通过跟踪特征点移动，

获取使用者的位置及视角，辅以加速度计修正之后，进行坐标转换，获得在虚拟

空间中的对应位置及视角，最后进行真实景象的叠加. 

2.3 ZigBee 组网技术 

ZigBee 是一种短距离无线通信技术，采用 IEEE802.15.4 协议，具有低功耗、

低成本、低延迟、安全性高等优点.ZigBee 免执照频段为 2.4GHz、868MHz、
915MHz，相邻节点间传输距离一般介于 10 100m，增加发射功率后可达到 1 
3km.ZigBee 结构包含物理层、MAC 层、网络/安全层和应用/支持层，其中 IEEE 
协会与 ZigBee 联盟制定了物理层、MAC 层和网络/安全层的标准，用户可根据

自己的需求对应用/支持层进行开发，使组网通讯更加灵活. 
ZigBee 组网主要分为协调器初始化网络与节点加入网络两步.ZigBee 组网

节点数理论最大值为 65536。不同的 ZigBee 终端在满足通信范围的情况下，可

互联成为网络，动态路由结合 ZigBee 支持的 Star、Mesh、Cluster Tree 网络拓

扑结构，保证了数据传输的流畅. 

3 定位方法及数据处理 

3.1 RTK 载波相位差分算法简介 

攀岩是一项灵活性和危险性较高的运动，对攀岩辅助系统的高精度、高实时

性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因此，本系统采用的算法必须能满足上述要求。经查阅资

料，本系统最终采用实时动态 （Real-Time Kinetic，RTK） 定位技术实现对攀岩

者的定位. 



第十一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238 

实时动态定位 （RTK） 技术是以载波相位观测值为根据的实时差分定位技

术，该技术的基础是实时处理两个测站的载波相位，用以实时提供观测点的三维

坐标.RTK 技术的定位精度可达到厘米级。在一般地形下，作业效率高、高质量

的 RTK 经过一次设站可以测完方圆 5km 范围区域，考虑到攀岩的山地环境，

这一测区的半径会有所减少，但这不并影响本系统的使用。并且只要测量环境满

足 RTK 技术的基本工作条件，它具有定位精度、作业自动化和集成度高，且无

误差积累的特点. 
在 RTK 技术工作的情况下，基准站通过数据链将其观测的星历数据传送给

流动站。利用数据链，流动站可以接收到来自基准站的数据，同时采集卫星观测

的数据，并对数据进行处理，在一秒内给出厘米级的定位结果。载波整周未知数

解固定后，即可处理每个历元，只要能保持 5 颗以上卫星相位观测值的跟踪和

必要的几何图形，定位结果可由流动站给出. 
本系统使用单基站 RTK 技术提高精度。单基站 RTK 由一个连续运行基准

站，无线发射装置、移动站三部分组成。连续运行基准站通过软件实时向广域网

播发差分信息。移动站通过 GPRS、CDMA 网络通讯方式与基准站服务器进行

通讯，通过获得的差分信息进行相对定位，获取当前位置. 
3.1.1 观测方程 
GNSS 接收机一般会获取伪距观测值与 𝐿𝐿1 （𝐵𝐵1） 和 𝐿𝐿2 （𝐵𝐵2） 载波相位

观测值. 
伪距观测值模型为： 

 𝜌𝜌𝑠𝑠 = 𝑅𝑅𝑠𝑠 + 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𝑟𝑟 − 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𝑠𝑠 + 𝑐𝑐𝑐𝑐𝑟𝑟𝑡𝑡𝑡𝑡 + 𝑐𝑐𝑖𝑖𝑡𝑡𝑖𝑖 + 𝜀𝜀 （1） 
载波相位观测值模型为： 

  （2） 

式中 

  （3） 

所用到的参数含义如下表所示： 

表1：RTK观测模型所用到的参数含义 

参数 参数含义 

𝑅𝑅𝑠𝑠 接收机到卫星之间的几何距离，s为不同星座卫星 

𝜌𝜌 测量伪距 

𝜙𝜙 载波相位观测值 

𝑐𝑐𝑟𝑟 该星座系统下接收机钟差 

𝑐𝑐𝑐𝑐𝑟𝑟𝑡𝑡 𝑡𝑡 该星座系统下卫星钟差 
𝑐𝑐𝑖𝑖𝑡𝑡𝑖𝑖 该星座系统下对流层延迟误差 

𝑁𝑁 该星座系统下电离层延迟误差 

𝜀𝜀 载波相位整周模糊度 

𝑐𝑐 真空中的光速 
载波相位双差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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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该式表示基准站 A 与移动站 B 同时观测参考卫星 i 及非参考卫星 j。可

见，在测站和卫星的双差观测值中，接收机钟差、卫星钟差的影响已基本消除，

对流层和电离层的影响得到了进一步的削弱. 
基准站 A 的天线相位中心坐标为（𝑋𝑋𝐴𝐴，𝑌𝑌𝐴𝐴，𝑍𝑍𝐴𝐴）为已知值，设移动站 B 天

线相位中心的近似坐标为（𝑋𝑋𝐵𝐵0，𝑌𝑌𝐵𝐵0，𝑍𝑍𝐵𝐵0），其改正数为（𝑐𝑐𝑋𝑋2，𝑐𝑐𝑌𝑌2，𝑐𝑐𝑍𝑍2），

双差观测方程的线性化形式可写为 

  （5） 

式中， 采用单历元模糊度搜索固定，GPS/BDS 固定成功率可达到 
96%，设： 

  （6） 

基准站 A 与流动站 B 对同一组卫星进行观测，卫星数为 n，那么相应的误

差方程组为： 
 V = A𝑐𝑐X + l （7） 
其中： 

  （8） 

  （9） 

  （10） 

由最小二乘解算得出： 

  （11） 

最后，由移动站近似坐标加改正坐标得出真值坐标. 
根据查阅的资料可得，当流动站与基准站构成较短基线时，直接进行相对定

位可以得到厘米级的定位结果，极大地提高了攀岩过程中的静态定位精度. 
在消除电离层误差影响方面，通常采用双频观测值组合的形式消除一阶的电

离层延迟，通过对双频观测值 𝑃𝑃1 、𝑃𝑃2 进行线性组合，使组合系数 𝛼𝛼1 和 𝛼𝛼2 
满足： 

  （12） 

原则上，组合系数可以使任意一组值，但实际一般选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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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消除电离层后，伪距组合观测值为： 

  （14） 

同理载波相位组合观测值为： 

  （15） 

3.2 攀岩半遮挡环境下 BDS/GPS 组合定位算法 

3.2.1 半遮挡环境下的单 BDS 系统与 BDS/GPS 组合系统定位精度 
在卫星定位中，定位点的可视卫星数是影响单点定位精度高低的重要因素。

在单 BDS 系统对岩壁上的点定位时，由于高大的岩壁遮挡，BDS 系统的可视

卫星数会大量减少，导致对于岩壁的定位精度大幅度下降。一般情况下，岩壁环

境可以看作半遮挡环境，为解决半遮挡环境造成的定位误差，本系统采用了 
BDS/GPS 组合定位的解决方案。该定位算法通过 GPS 定位系统的辅助，可增

加定位点的可视卫星数. 

表 2： 所有历元可视卫星数平均值/颗 

模式 无遮挡 
半边遮挡 

东 南 西 北 

BDS 16.00 8.53 5.95 7.47 10.05 

BDS/GPS 24.48 12.78 10.54 11.70 13.95 

 
表  2 为一位于北半球测站在不同典型遮挡环境下单  BDS 系统与 

BDS/GPS 组合系统在所有历元可视卫星数平均值。可以看出，半遮挡情况下的

可视卫星数平均值远小于无遮挡情况下的可视卫星数平均值。其中，南方半遮挡

时的平均可视卫星数小于其他三种遮挡环境下的可视卫星数。这是由于 BDS 采
用了 GEO 和 IGSO 卫星对我国及周边地区实施了区域增强，其中 5 颗 GEO 
卫星在赤道上空。由于测站位于北半球，当半遮挡方向是南方时，5 颗 GEO 卫
星都不可见，此时 BDS 可见卫星数锐减。从表 2 中还可以看出，在所有典型

半遮挡环境中，BDS/GPS 组合定位的可视卫星数都多于单 BDS 定位的可视卫

星数. 

表 3： 典型遮挡环境下，不同方位角下 PDOP 值区间分布 

取值 模式 无遮挡 
半边遮挡 

东 南 西 北 

3>PDOP>0 
BDS 100 26.37 13.30 13.81 51.56 

BDS/GPS 100 63.29 40.08 54.77 96.70 

10>PDOP3 BDS 0 70.61 51.36 69.22 47.94 



第十一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241 

BDS/GPS 0 36.71 59.15 44.90 3.30 

 
PDOP 值是评价定位精度质量的重要参数。表 3 为该测站在不同环境下分

别使用单 BDS 系统定位和 BDS/GPS 系统组合定位的 PDOP 取值在 [0，3] 
和 [3，10] 两区间的分布百分比。从表 3 中可以看出，在四种半遮挡环境下，

BDS/GPS 组合定位的精度都远好于单 BDS 定位的精度。四种半遮挡环境中，

仍是南方半遮挡环境下精度最低，这也符合定位精度与可视卫星数之间的关系. 
3.2.2 半遮挡环境下的单 BDS 系统与 BDS/GPS 组合系统定位精度 
BDS/GPS 组合系统定位与单 BDS 系统定位算法的区别主要存在于两方

面. 
其一是 BDS/GPS 组合系统由于涉及到两种独立的卫星定位系统，在单点定

位伪距解算的过程中涉及到两个系统的钟差参数.3 个坐标参数和 2 个钟差参

数共 5 个参数，因此理论上对一点的定位至少需要 5 颗卫星的信息。如果可视

卫星数不足，应用最小二乘法求解伪距.其二是 BDS/GPS 组合定位时需要确定

两系统观测值组合的随机模型。在一般情况下， 
对单点定位的精度与该点可视卫星的高度角有关，卫星高度角越高定位精度

越好。因此，本系统采用高度角定权模型作为观测值组合的模型。观测权阵 𝑃𝑃 = 
𝑄𝑄−1，其中 Q 为高度角模型. 

  （16） 

3.3 无迹卡尔曼滤波算法 

3.3.1 算法简介 
攀岩运动的性质要求攀岩辅助系统有一定的实时性，且能够实现有效且较精

确的状态预测，同时本系统的 RTK 定位算法又存在不可忽略的非线性误差. 经
查阅相关资料，本系统最终采用无迹卡尔曼滤波算法 （Unscented Kalman Filter，
UKF） 进行参数估计. 

无迹卡尔曼滤波是一种离散化滤波方法。它可以看作是将非线性函数采样为

一系列采样点，通过采样点来近似非线性函数的概率分布，而不是直接近似非线

性函数来实现状态的预测。因此，相比同样是用于非线性系统状态预测的扩展卡

尔曼滤波算法 （EKF），它在同样的系统下能够得到更高的计算精度和更低的计

算难度. 
利用 UKF 估计算法估计非线性系统仍然使用卡尔曼滤波框架，但均值和协

方差的传递是基于无迹变换的。该变换的基本原理为：对 n 维非线性系统 y = 𝑓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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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而言，若已知其均值 𝑥𝑥¯和方差 𝑃𝑃（x），则可以按一定规律构造 2n+1 个关键

点 （称为 Sigma 点）𝜒𝜒𝑖𝑖，并对每一个关键点 
𝜒𝜒𝑖𝑖  分配两个相应的权值 𝑊𝑊𝑊𝑊 𝑖𝑖（用于计算均值） 和 𝑊𝑊 𝑐𝑐 𝑖𝑖（用于计算方差），

即能分别获取 y 的统计特性。求取 Sigma 点集及其对应权值序列的经验公式如

下： 
  （17） 

  （18） 

  （19） 

  （20） 

  （21） 

  （22） 

  （23） 
加权求取 y 的均值和方差的公式为： 

  （24） 

  （25） 

𝛼𝛼 确定 Sigma 点在均值周围的分布密度, 通常在 0.0001 ˜ 1 范围内取值; 
𝜆𝜆 通常取 0 或者 3-n; 
𝛽𝛽 为状态分布参数, 本系统中取 𝛽𝛽=2. 
3.3.2 算法实现流程 
对于非线性模型 

  （26） 
  （27） 

式中：𝑥𝑥𝑘𝑘 为系统在 k 时刻的状态向量； 
𝑦𝑦𝑘𝑘 为系统在 k 时刻的量测向量； 
𝐻𝐻𝑘𝑘 为量测向量 𝑦𝑦𝑘𝑘 和状态向量 𝑥𝑥𝑘𝑘 的关系矩阵； 
𝑤𝑤𝑘𝑘 和 𝑣𝑣𝑘𝑘 分别为 k 时刻的过程噪声和量测噪声，均为白噪声，分别符合

𝑁𝑁(0,𝑄𝑄𝑘𝑘 ) 和𝑁𝑁(0,𝑅𝑅𝑘𝑘)的正态分布。具体实现流程如下： 
1）初始化系统的状态变量： 利用过去阶段所测量到的状态变量求取均值

E[x0] 和误差方差矩阵𝑃𝑃0： 
 𝑥𝑥ˆ0 = E [𝑥𝑥0] （28） 
 P0 = E   （𝑥𝑥0 − 𝑥𝑥ˆ0） （𝑥𝑥0 − 𝑥𝑥ˆ0）𝑇𝑇 （29） 

2）采样：根据 UT 变换得到 Sigma 点集𝜒𝜒𝑖𝑖，𝑘𝑘−1，𝑖𝑖 = 1，2，. . . ，L 及相

应的权值序列𝑊𝑊𝑊𝑊，𝑊𝑊 𝑐𝑐，其中 L 为采样点个数，取 L = 2𝑖𝑖，𝑖𝑖 为状态变量的维

数. 
3）状态预测方程： 
先根据k-1时刻计算出k时刻Sigma点集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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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再据此得到 k 时刻的均值和方差预测值： 

  （32） 

  （33） 

  （34） 

4）观测更新方程： 
首先算出目标观测预测的均值 𝑦𝑦−𝑘𝑘  和方差 𝑃𝑃𝑦𝑦,𝑘𝑘 ,𝑃𝑃𝑥𝑥𝑦𝑦,𝑘𝑘 ： 

  （35） 

  （36） 

然后计算出卡尔曼增益阵 𝐾𝐾： 

  （37） 

最后计算出目标状态的后验均值和方差： 

  （38） 

  （39） 

至此，即为 UKF 算法的一个完整周期. 
3.3.3 UKF 算法的具体应用方法 
RTK 涉及的状态变量有位置 （x，y，z 等），航速，时间等，为了确保 UKF 

模型的收敛性，需要得到一个粗糙的初始值才能确保 UKF 模型正确收敛，这个

粗糙的初始值可以由第一个 RTK 测量周期给出； 同时，注意到 RTK 观测方

程存在一系列的误差项，在保证硬件算力的情况下，可以将这些误差项也作为状

态变量的一部分，从而得到更加精确的估计值. 

4 系统硬件组成 

4.1 北斗定位模块 

系统的北斗终端采用 UM442 高精度 RTK 定位定向模块，RTK 定位模块

适合本系统多应用于野外环境的情况.UM442 模块可同时跟踪 BDS、GPS 等全

系统卫星信号，符合 NMEA0183 协议，多卫星融合定位可提高山地等半遮挡地

区的定位精度.UM442 是贴片式模块，具有 30mmŒ40mmŒ4mm 的尺寸和 8g 的
重量，便于应用在嵌入式系统中。模块 RTK 水平定位精度 <1cm+1ppm，垂直

定位精度 <1.5cm+1ppm，速度精度 0.03m/s，定向精度 0.2 度/1 米基线，由于

本系统监测过程被看作准静态过程，所以该模块精度符合本系统设计要求。模块

定位更新率为 10Hz，功耗 1.4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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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UM442 高精度 RTK 定位定向模块 

4.2 WBee 自组网模块 

本系统通讯系统设计主要利用 WBee 无线自组网传输功能.WBee 自组网

原理与 ZigBee类似.ZigBee 结构分为物理层、MAC 层、网络/安全层和应用/支
持层，其中 IEEE 协会制定了物理层与 MAC 层的标准，ZigBee 联盟对网络/安
全层进行了标准化，用户可根据自己的需求对应用/支持层进行开发，使组网通讯

更加灵活.ZigBee 组网主要分为协调器初始化网络与节点加入网络两步。不同的 
ZigBee 终端在满足通信范围的情况下，可互联成为网络，动态路由结合 ZigBee 
支持的网络拓扑结构，保证了数据传输的流畅. 

WBee 设备主要分为 WBee 协调器、WBee 路由器和 WBee 自组网终端模

块，本系统主要采用协调器与自组网终端模块.WBee 协调器主要负责建立和管

理网络，形成子网；WBee 终端佩戴在攀岩者身上与协调器和其他终端连接组网，

形成通讯网络. 

 
图 4： Google Project Glass 

 
图 5： WbeeM 1102 无线通讯模块 

4.3 AR 眼镜 

AR 眼镜可以为攀岩者提供可视化的路线规划和身体状态信息，辅助攀岩者

做出决策。目前市场上 Google Project Glass 是较为技术较为成熟的 AR 眼镜. 
Google Project Glass 是一款增强现实型穿戴式眼镜，集成了 WIFI、蓝牙、

陀螺仪、扬声器、麦克风、照相机等功能，并且自身重量很轻，便于攀岩时佩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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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WBee 通讯系统设计 

本系统通讯系统设计主要利用 WBee 无线自组网传输功能.WBee 自组网

原理与 ZigBee 类似，通讯网络框架可设计分为物理网络层、信息传输层、网络

安全层、应用业务层。物理网络层主承担数据传输的物理媒体，为其余层提供物

理网络； 信息传输层定义数据在介质中传输的方式，同时向其余层传递信息； 
网络安全层保证信息传输的安全性；应用业务层提供通讯服务，可由使用者自由

开发. 
WBee 设备主要分为 WBee 协调器、WBee 路由器和 WBee 自组网终端模

块，本系统主要采用协调器与自组网终端模块.WBee 协调器主要负责建立和管

理网络，形成子网；WBee 终端佩戴在攀岩者身上与协调器和其他终端连接组网，

形成通讯网络. 

 
图 6： WBee 通讯系统结构图 

 
图 7： Wbee 组网示意图 

5 BDS/GPS 通信部分 

根据《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GNSS）接收机导航定位数据输出格式》规

定，本系统所用定位帧格式如下： 
$–GGA，hhmmss，ss，llll.ll，a，yyyyy.yy，a，x，xx，x.x，x.x，M，x.x，

M，x.x，xxxx*hh<CR><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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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用参数表如下： 

表 4： $–GGA 定位帧格式逐字段含义分析  

参数 含义 备注 

– 发送设备标识符 两位∗ 

hhmmss.s
s 

定位的时刻†, 格式为 

时 (2 位) 分 (2 位) 秒 (2 位). 小数 (2 
位) 

小数部分位数可

变‡ 

llll.ll,a 
定位的纬度, 格式为 

度 (2 位) 分 (2 位). 小数 (2 位), 南 (a=’S’) 
北 (a=’N’) 纬 

小数部分位数可

变 

yyyyy.yy,a 
定位的经度, 格式为 

度 (3 位) 分 (2 位). 小数 (2 位), 东 (a=’E’) 
西 (a=’W’) 经 

小数部分位数可

变 

x 模式指示字 具体含义见表 5 

xx 使用的卫星数  

x.x 水平精度因子  

x.x,M 大地高, 格式为米 (1 位). 米 (1 位),M 单位为米 

x.x,M 
大地水准面差距, 格式为米 (1 位). 米 (1 

位),M 
单位为米 

x.x 差分卫星导航系统数据龄期§ 
BDS 系统该字段

为空 

xxxx 差分基准站标识号 范围 0000-1023 

 

表 5： $–GGA 定位帧格式模式指示字表 

模式指示字 GPS BDS 

0 定位不可用或无效 定位不可用或无效 

1 GPS SPS 模式，定位有效 BDS 公开服务模式 (OS)，定位有

效 
2 差分 GPS SPS 模式，定位有效 差分 BDS 模式，定位有效 

3 GPS PPS 模式，定位有效 BDS 授权服务模式，定位有效 

4 RTK 固定解 RTK 固定解 

5 RTK 浮点解，系统处于 RTK 模 RTK 浮点解，系统处于 RTK 模

 
∗ 各系统及其标识符：GPS（GP），BDS（BD），GLONASS（GL），Galileo（GA） 
† 若时刻字段、经度纬度字段及高程字段过长，以至于超过了 82 字符总数的限制，则必须将该条 GGA 
语句分为多条相同时间标签的 GGA 语句发送，每个分语句将自己不发送的信息位留空处理 
‡ 根据不同的精度要求，可以调整小数点和小数部分 
§ 使用 GPS 系统时，该字段位 RTCM SC104 电文类型 1 或 9 更新后的时间 （单位为秒），BDS 该
字段留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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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整周模糊度是浮动的 式，整周模糊度是浮动的 

6 估算模式（航位推算） 估算模式（航位推算） 

7 手动输入模式 手动输入模式 

8 模拟器模式 模拟器模式 
 

6 GIS 系统与增强现实系统 

6.1 前期 GIS 地理信息的建立 

传统卫星像片通过卫星拍照的形式绘制等高线地图，多用于水平地图的测

量，在岩壁这样垂直的情况无法达到我们需要的精度，甚至无法对近乎垂直的岩

壁建立可以使用的三维模型，所以在建立 GIS 三维岩壁模型数据库前期需要利

用无人机航摄，生成航空像片，在建立模型时将岩壁坐标轴转换90ř，再利用生成

水平地图的方法建立三维模型，生成之后再重新转换到原坐标系。 
利用无人机完成航摄除了可以建立垂直岩壁的三维模型，还有以下优势：无

人机机动灵活，可快速进行测量、成像，适用于攀岩地区地形的多变性。无人机

低空作业能够获取大比例尺高精度影像，可以建议满足辅助应用精度的模型。无

人机可以获得高叠度的影像， 提高了后续处理的可靠性。 

 
图 8： GIS 与 AR 模块工作流程 

对对于获取的像片，需要综合应用基于面积灰度和基于特征的影像匹配技

术，自动识别同名像点，依据相对方位元素建立 DEM；利用像片控制点等资料，

用空间相似变换进行绝对定向，最后经编辑形成区域网格 DEM 数据，其格式以

列排列。 
再利用格网 DEM 数据来构建离散点 DEM 的主要应用形式不规则三角形

网 （简称 TIN），以充分发挥 TIN 在表述复杂地形特征的优势。再对 DEM 点
高程进行拟合与剔除、数据分块、建立 Delaunay 三角网，从而建立基于地性线

的 TIN，最终进行等高线跟踪，绘制出岩壁等高线地图。 
之后将得到的等高线地图矢量化，将 dwg 格式数据转换为 shape 格式导入

到 ArcGIS 中。接着在 ArcMap 中利用转换后的 shape 数据建立 TIN，然后用 
ArcScene 进行可视化显示。最后在利用 3DMax 将之前得到的航空像片对模型

进行贴图，细化其表面细节，即完成岩壁模型的建立并储存在数据库中。再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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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的攀登路线，在路径上添加醒目标识。以上便是攀岩前 GIS 地理信息系统

需要做的准备工作。 

6.2 GIS 系统辅助下的增强现实效果的实现 

由于本系统中增强现实效果不需要太多的交互环节，主要起到的作用是辅助

与提示运动员攀岩，以及使信息可视化显示在视野中，故在设备选用上我们选择

类似与 Google 眼镜的轻便型增强现实实现设备，保证信息显示的同时，不会给

攀岩者带来阻碍与负担。虚拟现实实现模块中需包括虚拟现实图像呈现模块，即 
AR 眼镜，通讯模块，BDS-GPS 接收机模块，以及惯性导航模块. 

1）攀岩者位置初始化 
首先在攀岩开始之前需要利用静态定位进行虚拟现实系统的初始化，实现方

法为 AR 眼镜中的定位系统接受模块与卫星通信获得精确位置，接着结合 AR 
眼镜中的惯性导航相关的传感器，如陀螺仪，加速度计等等获取眼镜的初始仰角，

再通过位置与姿态数据信息将AR 眼镜视野中的图像呈现在 AR 眼镜上。完成

虚拟现实系统的初始化. 
2）攀岩过程中的坐标转换 
由于攀岩过程中的运动可近似为准静态运动，故在定位过程中我们选择在运

动员攀岩过程中需要利用惯导实时记录与计算 AR 眼镜姿态的数据，攀岩运动

员的头部姿态计算数据包括 AR 眼镜的朝向、俯仰角及倾斜角，接着 BDS-GPS 
接收机工作获取运动员位置，并将姿态数据与位置信息对应到 GIS 系统建立的

虚拟场景中，将虚拟场景中提前标定的路线提示点显示在运动员视野中，以上步

骤循环运行，实时更新 AR 眼镜显示生成的图像，保证显示图像的连贯性. 
在获取显示图像过程中，涉及到四种坐标系的相互转换。其中包括真实坐标

系，即真实世界的基准坐标系；AR 眼镜坐标系，即观察者自身的坐标系，以 AR 
眼镜为原点，正前方为x 轴，满足右手系原则； 虚拟物体局部坐标系，即为创

建虚拟物体时以该物体为原点的坐标系； 屏幕坐标系，即显示画面正中为原点

建立的平面坐标系，也是 AR 眼镜坐标系中的 x0z 平面。真实坐标系为初始化

得到的坐标系，虚拟物体局部坐标系在攀岩前期准备添加标识时便已经确定了和

三维模型坐标系的关系，AR 眼镜坐标系与真实坐标系的关系是在实时变化的，

变换矩阵可通过 AR 眼镜的姿态求得，将坐标均统一到真实坐标系后，将所有

物体投影到屏幕坐标系中，呈现在攀岩者视野中. 
3）视野内虚拟现实图像显示 
视野内显示的图像应分为两种：一种是三维物体投影所得，在 GIS 系统建

立出的岩壁三维模型中添加的醒目提示，通过前文描述的坐标转换，投影到视野

中；一种为悬挂式 UI 提示，不需要根据坐标转换变化，固定在视野中的某一个

位置，即相对于屏幕坐标系是静止不动的，主要用于显示攀岩者的生理状况和环

境信息. 

7 仿真结果 

通过 UNITY 3D 完成对本系统的模拟仿真.AR 眼镜可以提供给运动员第一

视角和第三视角两种观察视角。第一视角中，AR 眼镜会显示运动员视觉范围内

预先规划的攀爬路线，并标注攀爬的关键位置；第三视角中，运动员可以总览全

部攀爬的路线，不同攀爬段上标注该段的攀爬难度等级。同时，运动员第一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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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会显示攀爬过程中自身的实时坐标，和自己的心率，用于辅助运动员做出合

理判断. 

 
图 9： 仿真结果——第一人称视角 

 
图 10： 仿真结果——第三人称视角 

8 本系统创新点 

本系统利用 GIS 地理信息数据库结合北斗定位辅助实现增强现实技术，为

攀岩运动员实时提供可视化攀岩路线，攀岩抓点等辅助信息，提高运动员运动过

程的安全性，帮助其完成高质量的攀岩运动. 
为了适应岩壁半遮挡环境，本系统采用了基于高度角定权模型的 BDS/GPS 

组合定位解决方案，增加了半遮挡环境下的可视卫星数，提高了半遮挡环境下的

定位精度. 
提出了解决岩壁近垂直面的 GIS 地理信息建模方法。利用无人机拍摄像片

的形式获取大比例尺高精度影像，再综合应用基于面积灰度和基于特征的影像匹

配技术获取等高线图，根据矢量化等高线图建立可视化 TIN 岩壁模型，之后再

进行贴图建模. 
为提高精度使用了 RTK 技术，将定位精度提高到厘米级，为攀岩者提供高

精度定位，保障安全的同时可以提醒攀岩者的行进路线. 
本系统使用北斗导航定位系统进行定位，相比于 GPS 系统，在我国范围内

定位精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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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结论 

本系统使用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对攀岩运动员定位，结合 GIS 系统与增

强现实技术，将运动员在岩壁的位置、攀岩路线、岩石抓点等重要信息在运动员

攀岩过程中实时的显示在智能眼镜上，为运动员提供攀岩辅助，使攀岩运动更高

质量、安全的进行。通过 BDS/GPS 组合定位技术与 RTK 实时动态定位技术减

小了岩壁半遮挡环境下的定位误差，将定位精度提高到厘米级，使该系统不仅可

以为运动员进行攀岩路线导航，还可以做到攀岩动作方面的指引。此外，为了保

障运动员的生命健康与安全，本系统还配备有生物信号传感器实时监测运动员心

率、血压、体温等信息。在通信层面，本系统使用了 ZigBee 自组网系统确保攀

岩运动员与地面人员的通信. 
目前我国攀岩运动的水平比欧美国家仍较为落后。在攀岩运动方面，目前市

场上也少有科技产品帮助提高运动员提高安全性和攀岩水平。本系统可在攀岩路

线方面和攀岩过程中具体的技术动作上为运动员提供指导，并通过检测生理信

号、使用 Zigbee 通讯系统等手段为运动员的生命安全提供保障，提高了攀岩运

动的安全性，降低了技术门槛，使更多的人可以参与进攀岩这项运动。而对于技

术水平相对更高的攀岩运动员，该系统也可以为他们提供技术动作上的指导，提

高运动水平。由此可见，该系统弥补了攀岩运动中的技术空白，并具有广泛的适

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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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和 RFID 的昆虫追踪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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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们对于活动范围大的林业害虫在野外飞行轨迹的观测一直缺乏有效手

段。据了解，林业害虫对于森林的危害带来的经济损失远远超过了森林火灾，生

态、社会损失更是难以估量。通过研究发现，大多数林业害虫的飞行轨迹及其扩

散距离对森林病虫害的自然扩散路径起决定性作用，然而目前对此知之甚少。国

内外针对林业害虫飞行轨迹的监测大都运用昆虫雷达、图像跟踪等技术，存在跟

踪范围受限、难以在夜晚进行跟踪、分辨率低、电子标签超重等问题。本文利用

北斗卫星导航技术与射频识别技术扫描采集林业害虫所带重量大约为 0.48 克
的信号源，应用数学建模计算其相应的空间位置，使用 RFID 模块、Zigbee 模
块、北斗模块和 NB-IoT 模块实现数据之间的通信，以基站为单位的组网部署模

式实现在大范围内对林业害虫位置进行实时追踪以及飞行数据提取，实现林业害

虫飞行轨迹的可视化展示。本研究成果不仅对揭示林业害虫传播森林病虫害的规

律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大量同种林业害虫飞行数据的整合分析可以得到同类林

业害虫的活动习性，还为其他昆虫飞行轨迹的自动监测研究提供一种有效的手

段，在未来还可运用于对部分林业害虫藏匿窝穴进行定位并进行定点清除，达到

清除病虫害的目的。 
【关键词】北斗卫星导航技术；昆虫飞行轨迹；射频识别技术；物联网；可视化  
【Abstract】There is a lack of effective means to observe the flight path of forest pests 
in the field. It is understood that the economic loss caused by forest pests to forest 
damage is far more than forest fires, ecological and social losses are difficult to estimate.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he flight path and diffusion distance of most forest pests play a 
decisive role in the natural diffusion path of forest pests. At home and abroad, insect 
radar, image tracking and other technologies are mostly used to monitor the flight 
trajectory of forest pests, which has limited tracking range, difficulty in tracking at 
night, low resolution, overweight electronic tags and other problems. Based on 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technology and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technology 
acquisition forestry pests with weight is about 0.48 grams of signal sent by a signal 
source, the mathematical modeling are used to calculate the corresponding spatial 
location, using RFID module, Zigbee module, beidou module and NB - IoT module 
implements data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units of the base station network 
deployment pattern implementation on a larger scale of forestry pests location in real-
time tracking and flight data extraction, realizing forestry pests visual display of the 
flying track. This research not only to reveal the law of the forestry pests spread of 
forest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a lot of 
the same forestry insect flight data integration can get similar action to forestry pests 
habits, also for other insect flight trajectory of the automatic monitoring research 
provides an effective means, in the future can also be used in fixing the part of the 
forestry pests hiding pothole and targeted, achieve the goal of removal of plant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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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technology, The Internet of things, Visualization 
 
 

1 背景与意义 

众所周知，如今对林业破坏最大的三大因素有：森林火灾、森林的乱砍乱伐、

森林病虫害。近年来，随着我国对于森林资源的保护工作的重视，前两大问题都

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但是森林病虫害对林业造成的破坏以及对生态环境、经济损

失带来的影响一直是我们需要去解决的痛点。据资料显示我国每年遭受病虫害危

害的森林面积约为 790 万公顷，损失木材的生长量约为 1690 万立方米，经济

损失约为 50 亿元[1]。通过研究发现，大多数林业害虫的飞行轨迹及其扩散距离

对森林病虫害的自然扩散路径和范围起决定性作用，然而长期以来由于缺乏有效

的研究手段，目前对此仍然知之甚少[2]。传统的昆虫飞行轨迹监测方法往往是通

过高速相机拍摄飞行过程中的昆虫图像或者是通过谐波雷达来检测昆虫的轨迹，

并对这些图像进行分析获取其轨迹，但这种方法仅能在极为有限的空间中进行，

难以模拟较大空间甚至野外昆虫的飞行轨迹监测，且高速相机拍摄不能实现对夜

行性昆虫飞行行为的监测[3]。随着物联网技术的发展应用无线传感装置监测大型

动物的飞行轨迹已成为可能，如已开发出用于鸟类的飞轨迹的传感技术。该方法

用于小型昆虫时则不适用，主要原因在于其发射信号源重量过大，小型昆虫难以

承受。为此，本研究提出将北斗卫星导航技术与 RFID 技术运用于林业害虫的飞

行轨迹监测，利用 RFID 模块获取信号源的信号强度，应用数学方法建模计算其

空间位置，再结合北斗模块的地图数据，应用可视化技术将林业害虫运动轨迹在

地图上展示。研究结果不仅对揭示林业害虫传播森林病虫害的规律具有重要意

义，还为其他昆虫飞行轨迹的自动监测研究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手段。  

2 解决方案与原理 

2.1 技术路线 

在平面上把接受信号的装置（基站）按正三角形布局如图1，其中，信号源

在该区域内对于三个基站均有一个信号强度值，信号强度和距离成正比，按信号

强度比例作圆，改变比例即可得到三圆相交的一点，即信号源所在的相对于三个

基站的位置。在平面上再加一个基站构成正四面体即可在空间内实现定位[4]。 

 
图 1 三点定位基本原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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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用四点定位算法得出相对位置基础上，结合北斗模块的获取的地图数据
[5]，在地图上实现精确定位。 

2.2 主体框架 

本设计方案中硬件部分主要由 STM32、北斗模块、RFID 模块、NB-IoT 模
块、以及 Zigbee 模块组成；软件部分分为软件部分则数据交换层、业务处理层

和展示层。方案流程如下： 
1、四个 RFID 阅读器发射特定的射频信号，扫描附近的 RFID 电子标签信

息。 
2、将信号源（RFID 电子标签 6mm×6mm，重约 0.48g）粘在林业害虫的

躯干部分，然后释放林业害虫让其自由飞行。 
3、微控制器通过 RFID 阅读器扫描并接收 RFID 电子标签信号信息，并将

数据其存储在缓冲区。 
4、每一个 Zigbee 模块都与周围的 Zigbee 模块自动组成一个无线多跳网

络。 
5、当监测林业害虫飞行时间结束时，将该时间段内微控制器缓冲区中的数

据通过 Zigbee 模块发送到主控上。 
6、由北斗模块收集北斗卫星发送的定位信息，并将它发送至 STM32 主控

上。 
7、主控将收到的 RFID 信号数据和北斗模块获取的定位数据，通过 NB-IoT 
模块发送到云端。 
8、PC 端用 HTTP 技术从云端获取相应的数据。 
9、PC 端用将传回的数据利用定位算法、可视化技术等进行相关处理。 
10、应用可视化技术将计算出的位置信息分别在 PC 端和手机 APP 展示。 

3 系统构建及原理 

3.1 硬件系统 

每一个基站由 STM32 主控制器、RFID 阅读器模块和 Zigbee 模块构成，

完成信号源信号的采集与发送。而每一个网关由STM32 主控制器、北斗模块、

Zigbee 模块和 NB-IoT 构成，完成对各基站数据的采集与对数据的上传。各模

块之间、基站与网关之间的关系如图 2 所示。  

 
图 2 硬件框架及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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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控模块 
采用 STM32F103C8T6 微控制器，控制 RFID 阅读器扫描信号源的信号强

度，获取北斗模块的位置信息；实现 Zigbee 模块、NB-IoT 模块的数据传输。  
2、定位模块 
使用北斗模块作为定位模块，通过 NMEA-0183 通信协议和串口通讯，将位

置数据传送到单片机，单片机机进行解析后，得到位置信息与地图的数据。 
3、RFID 模块 
通过 RFID 阅读器获取多个 RFID 电子标签的信号强度，实现对林业害虫

的追踪。 
4、NB-IoT 模块 
使用 NB-IoT 模块，通过物联网技术，可以实现单片机数据上传到服务器，

进而实现对数据的处理与呈现。  
5、Zigbee 模块  
每一个 Zigbee 模块都与周围的 Zigbee 模块自动组成一个无线多跳网络，

该网络为局域网络，该局域网实现基站与网关之间的数据传输。 

3.2 软件系统 

Android 应用，Android 端主要让用户通过手机直接观察林业害虫的飞行轨

迹。 
本项目采用 MVP 架构，这样能够极大地降低各模块之间的耦合度，并方 便 

后  期  的  维  护  和  二  次  开  发  。  在  网  络  请  求  方  面  ，采  用
Retrofit+OKhttp 向云端请求林业害虫查询数据 Retrofit 负责请求的数据和请求

的结果，使用接口的方式呈现，OkHttp 负责请求的过程。其流程如图 3  所 示。 

 
图 3 MVP 架构图 

使用者可输入实验林业害虫编号，APP通过请求云端数据库数据，查询林业

害虫的最新相关数据，如速度，经纬度，轨迹等等。在野外时可先根据经纬度到

达相关位置，然后通过 RFID 连接，实时获取林业害虫电子标签信息，不断调

整，进行精确定位，捕捉实验林业害虫进行研究。 
1、信标距离与三维坐标转化 
将 RFID 阅读器接受到的地址与数据信号强度信息进行预处理，通过 RS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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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强度），A（发射端和接收端相隔 1 米时的信号强度）和 n（环境衰

减因子），利用公式计算出林业害虫（信号源）与 4 点信标（基站）的距离 d： 

  公式 1  

再将信标距离转化为具体的三维坐标（x，y，z），并把它存放在.txt  的文件

当中并进行一系列字符串处理： 

  公式 2 

  公式 3 

 
图 4 信号强度转化为三维坐标几何模型 

2、北斗中经纬度与三维坐标转化 
将北斗模块获得的经纬度坐标转换成三维坐标，然后将三维坐标结合北斗模

块地图数据，在地形图上显示林业害虫的飞行轨迹[6]。 
假设经度角 AOB 用 Lng 表示，纬度角用 DOB 用 Lat 表示，半径 OD 用 
R 表示，坐标点 D 用（x，y，z），并且 R 已知。 

 𝑥𝑥 = 𝑅𝑅 ∗ cos（𝐿𝐿𝐿𝐿𝑐𝑐） ∗ cos（𝐿𝐿𝑖𝑖𝐿𝐿） 公式 4  
 𝑦𝑦 = 𝑅𝑅 ∗ cos（𝐿𝐿𝐿𝐿𝑐𝑐） ∗ sin（𝐿𝐿𝑖𝑖𝐿𝐿） 公式 5  
 𝑧𝑧 = 𝑅𝑅 ∗ sin（𝐿𝐿𝐿𝐿𝑐𝑐） 公式 6  

 
图 5 北斗模块中经纬度转化三维坐标几何模型 

3、飞行轨迹绘制 
将得到的离散的三维坐标，利用 B 样条曲线计算定理绘制拟合曲线。首先

选取 4 个控制顶点 P0、P1、P2、P3。根据三次 B 样条公式推导： 

  公式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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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式 8 

  公式 9  

  公式 10 

  公式 11 
写成矩阵形式为： 

  公式 12 

由此推导出一阶和二阶的导数：  

  公式 13  

  公式 14  

将 t=0、t=1 代入，可以得到以下的几何关系：  

  公式 15  

  公式 16  

  公式 17  

  公式 18  

  公式 19  

  公式 20  

由此可以看出 P0、P1、P2、P3之间的关系，并以此为理论基础将离散的点

绘制为一条曲线如图 6 所示：  

 
图 6 三次 B 样条模型 

根据求出的拟合曲线，通过求导计算切线，可以得出不同时刻林业害虫飞行

的方向。通过离散点，横纵坐标相减以及求和公式，可以得出平均速度 V1、瞬

时速度 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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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式 21  

  公式 22  

4、飞行轨迹可视化 

飞行可视化可以在 Android 端进行展示。 
在研究林业害虫飞行轨迹实验中，通过请求云端来获取数据，并进行数据预

处理（包括信号强度 RSSI，环境衰减因子等参数数据），划分格式规范化，然后

通过数学模型将其转化为离散的三维坐标（x，y，z），再利用可视化技术将离散

模型转化为 3D 飞行轨迹进行显示。数据可视化采用 Maplotlib mplot3d 来创建

3D 场景。此外，PC 端还可以进行交互式操作，提供旋转和缩放 3D 轨迹的功

能。 
在研究林业害虫的长时间长距离的飞行路径实验中，通过请求云端获取数

据，从中提取出林业害虫在某段时间的北斗经纬度信息，然后通过 数学模型将

其转化为离散的三维坐标（x，y，z），并在 Google 地球服务获取相关经纬度的

遥感图像数据，然后利用可视化技术将其转化为 RGB 渲染三维地形图，并显示

飞行路径。 

3.3 数据交换层 

我们的数据传递结构主要在云端，其中由三部分组成，网关端的通信模块-- 
NB-IoT 模块，NET 端上的 HTTP Server 和客户端 Client。 

NB-IoT 模块端的通信基于 TCP/IP 协议，使用 AT 指令构建一个 TCP，在
连接上 NET 端的 HTTP 服务器后，通过 Socket 与 NET 端的 HTTP 服务器

通信，通过 HTTP GET 和 HTTP POST 数据流交换数据。在上传的时候，构建 
16 进制的 HTTP POST，向云端服务器提交 JSON 表单，一种轻量级的数据交

换格式，用特殊的文本格式来存储和表示数据，其层次结构简洁明了，方便阅读

编写，易于机器解析生成，大大提高网络传输效率。所以 JSON 成为我们首选的

数据交换语言。在服务端响应后返回的数据也是 16 进制，用于在网关上进行判

断，计算解析等处理。 
NET 端的 HTTP Server 使用 Cent-OS 7.0 为服务器系统，选择 PHP 为主

要环境。根据实际需求，使用 HTTP1.1 协议来传输数据以节省带宽，选择 
Apache Http Server 开源网页服务器，使用 MariaDB 数据库储存数据，接收到来

自 NB-IoT 的数据后，经过预处理，计算，分析存入对应的数据库，供 Client 的
连接获取。 

Client 端主要有 Android，其运行的 APP 同样使用 TCP/IP 协议，构建 
TCP，建立连接后使用 Socket 访问，获取数据采取 HTTP GET 数据流，向 HTTP 
Server 获取所需信息，HTTP Server 的 Socket 进程接收到了请求报文后，从储

存里获取对应 URL 指向的对象，封装到对应报文后通过 Socket 返回给 Client 
端，完成数据请求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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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验结果与分析 

本解决方案以 STM32 控制器为核心，北斗模块作为地理信息来源，RFID 
模块负责接收林业害虫信号源的信号强度，Zigbee 发送数据以及多个控制器的

协同工作，利用 NB-IoT 完成数据的传输，由 Android 端进行数据可视化及硬

件管理等操作。 
通过手机 APP 不仅可以监测每个网关、基站以及标签的工作状态，所在位

置等设备信息，还可对某特定网关空间进行实时监控，可以对昆虫进出记录进行

统计，并结合北斗定位在地图上标注每个网关空间的位置以及每只昆虫身上的标

签经过的位置。 
主菜单内有各功能的预览，遵循 Google 的 Material Design 2 设计，可以随

时在侧边栏快速打开。用户可以根据需要在侧边菜单快速选择自己需要的功能，

也可以在搜索框输入任意设备的标签或者 ID 迅速找到相关信息—可以查看每

个被测昆虫的飞行轨迹，了解昆虫的停留坐标、高度以及停留时间，进而得到大

量的数据对昆虫的飞行习性进行评估。 

 
图 7 主菜单 

核桃扁叶甲作为枫杨、核桃、核桃楸树等树木的主要食叶害虫之一[7]，我们

团队选用核桃扁叶甲作为被测昆虫，如图 8 选择 6 号网关，在网关覆盖范围内

放置若干核桃扁叶甲标签。 
通过 APP 界面可以搜索网关 ID，找到特定的网关。在 6 号网关概况里可

将坐标数据转换成轨迹图。点击进入详情后可以查看被测昆虫飞行轨迹，通过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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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大量同类昆虫标签飞行轨迹数据，可推算该类昆虫大致活动半径、飞行习性等

昆虫特性。 

 
图 8 网关概况及数据可视化 

可通过对网关进行实时布防监控，从而获悉进入被测范围内的昆虫标签信

息，为网关区域监管提供信息保障。本系统涵盖多种布放方式，多种时间段分配

组合。不仅可以发送通知推送预警信息，还可以通过设置邮件来实现无人值守。 

 
图 9 网关布防及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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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网关的地理位置预览图（如图 10），可以得到网关所处位置的经纬度、

北斗卫星连接状态等基本信息。通过图像能够直观地了解网关空间的覆盖范围，

对需监测位置进行查漏，还可清晰地观测昆虫在地图上的飞行轨迹，支持类似

Google Earth 的“God Mode”，可以以 3D 视角自由观察轨迹在实景内的状态。 

 
图 10 网关地理位置预览图 

5 创新点以及应用展望 

5.1 创新点 

1、国内外的同类课题研究用的是谐波雷达探测或高速相机监测，但其缺点

明显，成本高，对设备要求高，大多数只能基于室内监测，野外监测也只是小范

围，尤其对于林业害虫这类昆虫无法观察，我们突破了传统研究方案的不 
足，可大范围自动监测昆虫的飞行轨迹，与此同时我们也解决了信号源重量

问题，我们将重量约为 0.48g 的 RFID 电子标签作为信号源，无需电源，重量

小，成本低，且易实现。 
2、 应用四点定位方法根据信号信息建立相应的位置预测模型，通过该模型

来计算不同时刻林业害虫的位置信息，结合北斗模块的地图数据，将运动轨迹在

地图上描绘。通过北斗模块的地图数据我们可以精确的监测到林业害虫的位置信

息，为林业害虫的诱捕以及森林病虫害传播的防治提供了思路。 
3、结合了北斗技术，在手机上即可对空间内的昆虫飞行轨迹查看，数据在

云平台内储存，还可利用于大数据挖掘分析，为林业害虫轨迹的研究提供重要参

考。 

5.2 应用展望 

在前期的基站搭建步骤会略复杂，因为需要不断的调整位置覆盖需要监测的

空间，还要考虑干扰对测距算法的影响，需对建站搭建位置进行合理的选址以达

到数据的准确以及利用率最大化。随着物联网行业以及无人机行业的发 展，我

们打算采用无人机作为移动的基站进行监测林业害虫的运动轨迹，这可大大提高

基站的利用率与减低基站搭建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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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实验我们打算不局限于林业害虫轨迹的监控，会尽可能推广到对所有昆

虫飞行轨迹的记录，并且记录其飞行速度、加速度等数据，对昆虫的行踪进行全

方位的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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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的高校迎新服务系统 

作  者：徐科峰、宋爱琳 
学  校：哈尔滨工业大学 

 
 
【摘要】当前我国高校普遍存在迎新工作繁杂，迎新管理不便等情况，结合我国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智能手机应用上的发展成果，设计一个基于北斗导航定位的

高校迎新服务平台APP方案，并以平台为中心，统筹各部门单位形成一个便捷、

高效的迎新系统，为新生、家长、学生志愿者、辅导员及班主任等提供个性化服

务，推动北斗导航系统在民用领域的应用开发。该系统为新生提供入校信息查询，

基于北斗定位的详细报到打卡流程、迎新服务查询、校园生活帮助、实时位置共

享交流等功能和服务；该系统为新生家长提供基于北斗的贴心生活服务和校园参

观计划，增进新生家长对学校的了解；为志愿者提供形式多样化的迎新志愿活动，

并记录志愿时长，基于北斗定位的志愿管理系统方便志愿组织者的管理调度；为

辅导员和班主任提供实时的新生报到情况和便利的师生联系渠道，便于学校保障

新生安全。系统还将记录历史数据，为今后管理迎新工作提供参考。借助应用制

作平台初步制作系统模型，论证方案可行性并将在后续完成系统制作。 
【关键字】北斗导航；高校；迎新系统；位置共享 
【Abstract】At present, in China'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re are usually many 
tasks such as complicated newcomer work and inconvenient newcomer management.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results of BDS in smart phone applications, we 
have designed a college welcome service platform APP solution based on BDS 
navigation positioning. Coordinate all departments and units to form a convenient and 
efficient welcome system, provide personalized services for freshmen, parents, student 
volunteers, counselors and class teachers, etc., and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BDS navigation system in the civilian field. This system provides 
enrollment information inquiry for freshmen, based on detailed registration and check-
in process of BDS positioning, welcome service inquiry, campus life assistance, real-
time location sharing and other functions and services; this system provides intimate 
life services and campus visits based on BDS for parents of freshmen Plan to improve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arents of new students to the school; provide diversified forms 
of orientation and volunteer activities for volunteers, and record the duration of 
volunteering; a volunteer management system based on BDS positioning facilitates the 
management and scheduling of volunteer organizers; provides real-time Freshmen 
registration and convenient teacher-student communication channels facilitate schools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freshmen. The system will also record historical data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future management orientation. With the help of the application 
production platform, the system model is initially prepared, the feasibility of the scheme 
is demonstrated, and the system production will be completed later. 
【Key words】BDS; College; Enroll system; Location 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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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设计背景 

在九月开学季之前，迎新工作便已被各大高校提上日程，学校后勤处、校医

院、财务处、保卫处等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在校园内开展紧张忙碌的迎新工作，

解决各种繁杂琐事。迎新期间，由于新生和家长对校园及周边环境的陌生，新生

和工作人员因奔波而身心疲惫，且由于校园内外来人流增多，新生和家长的安全

也存在隐患，同时校园内正常的生活工作秩序也将受到一定程度影响。传统的高

校迎新工作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效率低下，不适于当今追求快速

高效的社会背景[1]。 
与此同时，2019年12月16日15时22分，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以“一箭双星”

方式成功发射第五十二、五十三颗北斗导航卫星，至此所有中圆地球轨道卫星的

全部发射完毕。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成熟发展举世瞩目，其定位精度甚至可

以与美国的GPS相媲美。 
长期以来，人们使用的手机的定位系统仅支持GPS，为了摆脱这种导航技术

受制于人的现状，我国大力发展北斗系统并在近年来的智能手机应用上取得极大

进步：“麒麟”处理器系列，自海思 Kirin 950系列就已经支持北斗系统，而2018
年末尾北斗全球服务之时，华为手机已经是北斗的常客了。目前高通的处理器大

部分都是支持北斗的，如骁龙800系列、600系列以及400系列全都支持，甚至一

些更老的芯片也都加入了北斗卫星定位系统的支持。但由于GPS在我国民间市场

长期占有较大份额，民间导航设备仍以GPS为主，兼容北斗导航系统，我国北斗

系统在民用领域的极大潜力还亟待开发应用[2]。 
结合当下社会信息化快速发展的特点，支持北斗系统的智能手机的广泛应用

和5G等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北斗导航定位的高校迎新服

务系统APP方案，结合学生志愿活动为新生提供入学报到等便利服务，提高学校

迎新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同时也为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民用化提供推力。 

2 系统架构设计 

基于北斗的高校迎新APP是一种社区服务平台，连接学校数据服务器和支持

北斗的移动终端，其特点是充分利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提供的高精度位置和时间

信息，为迎新及相关工作提供技术支持，从内而外地创新传统迎新工作模式。该

系统的框架设计及基础功能如下图1所示。 

 
图1 基于北斗的高校迎新服务系统构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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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详细设计方案 

3.1 硬件支持 

学校应搭建服务器和数据管理平台，储存新生入学信息、校园地图、校内建

筑地理位置信息和相关迎新工作信息，用于新生和工作人员的终端访问；应用系

统的移动终端应支持北斗系统，并提供基于北斗定位的位置信息以及相关权限，

使用者可以通过访问学校官方网站下载安装APP，使新生在未正式入学时了解学

校并熟悉入学事宜[3]。 

3.2 身份认证与登录系统 

新生初次登录可使用通知书编号登入迎新服务系统，并获取个人的学号及相

关信息，便可以使用学号和初始密码登录系统；新生家长输入基本信息后便可登

入系统，并可以与新生扫码绑定，完成家长身份认定；系统服务器与学校统一认

证平台相连接，学生志愿者和辅导员班主任可以使用学工号等同一认证登录方式

登录。使用者可修改初始密码保证个人登录安全。 

3.3北斗导航系统定位原理 

根据北斗系统伪距观测方程，假设忽略卫星和接收端的硬件延时，接收端观

测到第k颗卫星时，其伪距可表示为 

 lk
′ = lk + cλtk

 （1） 

上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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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导航的健康户外跑路线规划系统 

作    者：马培龙、高丽娜、钱振、胡宇宸 

指导教师：周侗、陶菲 

学    校：南通大学 
 
 

【摘要】户外跑步运动作为一种方便、有效的锻炼方式，正在越来越多地融入到

普通百姓的生活当中，然而，以PM2.5为首要污染物的大气污染气体却会对“跑

友”的身体机能产生很大影响，PM2.5的短期暴露可显著增加居民的死亡风险，短

期内细颗粒物浓度和粗颗粒物浓度的增加，与总死亡率、心血管死亡和呼吸道疾

病死亡之间存在统计学的显著相关性。因此，为“跑友”规划出一条PM2.5浓度相

对较低的健康跑步路线，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方案基于空气质量最优原则，结合

高精度的北斗实时定位信息，研究了一种多因素协同影响的健康户外跑路线规划

方案。首先使用神经网络与遥感技术，反演出PM2.5在城市中的分布情况，然后使

用GIS技术将反演结果与城市路网进行叠加，得到PM2.5在街道中的空间分布情

况，最后，结合获取的北斗导航实时定位信息与相应的路径规划算法，规划出

PM2.5浓度含量最低的跑步路线，能最大限度的降低户外跑过程中空气污染对人

体的危害。同时结合了VGI（自发地理信息）模式下人人共享的地理数据进行实

时路况监测，当“跑友”发现某条路段存在路况较差等情况时，将相关信息上传

后，将会根据收集到的信息进行路网更新并重新进行路径规划，能够有效避免潜

在危险的发生。 
【关键词】北斗定位；户外跑；PM2.5 神经网络；路径规划；VGI模式 
【Abstract】As a convenient and effective exercise method, outdoor running sports 
are increasingly integrated into the lives of ordinary people. However, the air pollutants 
with PM2.5 as the primary pollutant will have a great impact on the health of "runners". 
The short-term exposure of PM2.5 can dramatically increase the risk of death for 
residents. The increase in the concentration of fine particles and coarse particles in the 
short-term is statistically related to total mortality, cardiovascular death, and death from 
respiratory diseases.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lan a healthy running route 
with relatively low PM2.5 concentration for "runner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optimal 
air quality, combined with high-precision Beidou real-time positioning information, this 
scheme researches a healthy outdoor running route planning scheme synergistically 
affected by multiple factors. First, use neural network and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to invert the distribution of PM2.5 in the city, then use GIS technology to overlay the 
inversion results with the urban road network to ge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M2.5 in 
the street. Finally, combine the Beidou navigation real-time positioning information and 
the corresponding path planning algorithm obtained by the scheme plan the running 
route with the lowest PM2.5 concentration, which can minimize the harm of air pollution 
to the human body during outdoor runn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scheme combines 
geographic data shared by everyone under the VGI(Volunteer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mode to perform real-time road condition monitoring. When the "runner" 
finds that a road section has poor road conditions, etc., after uploading relevant 
information, it will update the road network and re-plan the route according to the 
collected information, which can effectively avoid potential dangers. 
【Key words】Beidou Positioning; outdoor running; PM2.5; neural network;ro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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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VGI 
 
 

一、背景及意义 

1.1 研究背景 

近年来，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助推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人们更加注重

自我的发展与完善，健身锻炼正在越来越多地融入百姓的生活，健身热潮席卷大

江南北。其中，户外跑步是一种方便、有效且最为普及的锻炼方式，根据2018全
国田径工作会议公布的数据，截止到2018年11月2日，全国共举办800人以上路跑、

300人以上越野赛1072场，参加人数530万，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 
然而，以PM2.5为首要污染物的大气污染气体会对“跑友”的身体机能产生很

大影响。跑步是有氧运动，需要吸入大量的空气，所以空气质量不好会对人体产

生负面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超过跑步给身体带来的好处。研究表明，在运动过

程中暴露于空气污染物中会导致肺功能下降、哮喘等呼吸系统疾病[1]长期暴露于

PM2.5污染重将严重危害人体的健康[2,3]。除了空气污染之外，户外跑还存在以下

问题：1）不熟悉路况导致意外受伤。2）车流量大，交通事故易发。3）人烟稀少

地区易遭遇人身侵害等[4]。这些意外都时刻威胁着“跑友”的人身安全。 
因此，为“跑友”规划出一条PM2.5浓度相对较低的健康跑步路线并有效保障

跑步过程中的人身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前已有的跑步系统主要以保护人身安全[5]，规避人流量大、存在危险的路

径、提供健康饮食为主[6]。在空气质量方面仅是提供附近空气质量状况[7]，无法

真正做到规避高污染区域。要做到规避PM2.5浓度较高的区域，需要了解PM2.5在

城市中的空间分布情况。当前已有PM2.5监测站，但其分布稀疏且集中在城市建

成区，数据精度低难以分析道路PM2.5浓度分布情况[8]，而结合气象数据、时间、

分辨率较高的Landsat8遥感影像的波段反射率、经纬度等建立基于多层感知器的

BR-PMx的模型构造神经网络或其他深度学习神经网络，能够直接从Landsat8 OLI
遥感影像估算PM2.5浓度[9,10,11,12,13]，从而能够反演出PM2.5的空间分布情况。同时，

使用来自北斗定位系统的高精度、高可靠性的位置数据并结合相关的路径规划算

法，便能够规划出PM2.5浓度相对较低的健康跑步路线。目前VGI模式的应用广

泛，其数据的可信度较高[14],已有学者将其应用于突发事件发生初期的基本情况

收集并进行相关分析[15]。因此，将其应用于路况异常等其他突发情况的收集，能

一定程度上起到避免在户外跑过程中危险情况发生的效果。 

1.2 研究意义 

如今，人们越来越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而户外跑作为一种十分便捷有效的

锻炼选择，却使“跑友”时刻遭受着空气污染损害身体机能的风险，因此，为“跑

友”规划出PM2.5浓度相对较低的健康跑步路线，使这种锻炼方式更加健康、方

便、快捷，具有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随着本系统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市场应

用的普及，也会对北斗系统的完善以及发展起到积极正面的影响。 
1.健康跑 
以PM2.5为首要污染物的城市污染气体对户外锻炼者的身体机能会造成很大

影响，导致户外跑的健身效果适得其反。因此规划出污染气体较少的路线，在确

保了用户健康锻炼身体的同时，也推动了户外跑运动健康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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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安全跑 
户外跑过程中往往存在各种突发问题，道路可能正处于维修状态或者存在障

碍物等其他问题。在VGI模式下，用户主动上传自己在跑步途中所见至平台，从

而收集时效性强的实时路况，为户外跑提供了一定的安全保障。 
3.便捷跑 
综合考虑空气质量、路面情况、车流量等多项因素，自动为用户规划跑步线

路，保障了身体健康及人身安全的同时，免去了开跑前选择线路的纠结。 
4.推动北斗应用普及 
北斗建设了一套完整的地基增强体系，可以使北斗定位精度达到厘米级。

国内外主流芯片厂商均推出兼容北斗的通导一体化芯片。截至2019年第三季

度，在中国市场申请入网的手机有400余款具有定位功能，其中支持北斗定位近

300款。同时多款支持北斗系统的手表、手环等智能穿戴设备，不断涌现。使用

这些设备的用户可以获得北斗的精准定位。满足了户外跑路线规划方案高精

度、实时定位信息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VGI模式获取的数据精度。同

时可依托本系统广大的目标用户群体，进一步推动北斗系统的应用与完善。 

二、系统介绍 

2.1 系统简介 

本作品基于空气质量最优原则，结合高精度的北斗定位，研究了一种多因素

协同影响的健康户外跑路线规划方案，并最大限度的降低户外跑过程中空气污染

对人体的危害，同时结合VGI（自发地理信息）模式下人人共享的地理数据进行

实时路况监测，避免潜在危险的发生，同时为道路建设主管部门进行及时的道路

整治提供参考建议。 

2.2 系统设计 

本系统主要分为三个研究方向：①多因素协同影响的PM2.5反演模型研究②

户外跑路线规划模型研究③路况收集模块研究。系统设计流程如下： 

 
图1 设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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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多因素协同影响的PM2.5反演模型研究 
本系统基于多层感知器神经网络技术构建Landsat8 OLI遥感影像波段信息与

PM2.5浓度的反演模型，综合考虑气象因素、工业密度、道路密度等相关影响因

子，从而同时实现高空间分辨率与大范围空间覆盖的PM2.5浓度预测。 
1）模型特征选择 
PM2.5的反演模型主要包含三类影响因子，分别为遥感影像类，气象类以及

城市特征类。 
影像特征 
波段反射率：搭载陆地成像仪和热红外传感器的Landsat 8卫星于2013年2月

11日由美国国家宇航局NASA成功发射。其中的陆地成像仪OLI包括9个波段，涵

盖了ETM+传感器所有的波段，空间分辨率为30m，成像幅宽为185 km×185 km，

在中国大陆地区的重访周期为16天。Landsat 8卫星的蓝波段用于水体穿透，分辨

土壤植被；红波段用于观测道路，裸露土壤，植被种类等。红波段与蓝波段的反

射率与污染气体的分布有关。 
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NDVI是遥感领域中用来表征地表植被覆盖的简

单有效度量参数[16]，用于监测植被长势[17]、植被覆盖度[18,19]和消除部分辐射误差

等。当空气污染颗粒落在叶片上时，就被阻滞、吸附在凸凹的缝隙之中。因此，

植被对于PM2.5具有较好的吸附作用，植被覆盖度高的地区，空气质量通常较优。 
其计算公式为： 

 NDVI = （NIR−R）
（NIR + R）

 (1) 

其中，NIR是近红外波段反射率，R是红波段反射率。 
城市特征： 
工业密度：工厂作业过程中会产生各种废气与扬尘，这些工业废物排放到自

然环境中会对环境造成巨大危害，其中工厂废气的排放量对环境的影响是最大

的。工厂排放的废气中主要包含有二氧化碳、灰尘、一氧化碳、氮氧化物、碳氢

化合物、氟化物等。这些物质会严重威胁人体健康，影响工厂周围的环境，降低

空气质量。 
道路密度：机动车排放的污染包括氮氧化物、一氧化碳等。尾气中的氮氧化

物、一氧化碳、未燃碳氢化合物等成分污染空气，对人类和动、植物危害甚大，

损害身体健康，引起各种疾病，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环境。而一个城市的车流

量的大小与道路密度总体呈正相关，总体来说，道路越密集的地方，车流量越大，

对空气质量的影像也就越大。 
气象特征： 
PM2.5浓度大小与气象因素具有相关性[20]，风速变化会影响PM2.5浓度，降雨

能降低空气中的PM2.5浓度，日平均温度与PM2.5浓度呈现负相关；相对湿度值与

PM2.5值之间呈显著负相关，这说明空气湿度越大，PM2.5浓度相对越低，空气湿

度越小，PM2.5浓度相对越高。因此，风速、温度、降雨和相对湿度都能较好的反

映出当日的PM2.5值。我国2020年将完成气象基层台站的全部建设任务，届时将

会有更加全面与精确的气象数据用于空气质量监测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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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我国气象站点与空气质量站点分布 

2）模型训练与优化 
构建神经网络模型 
神经网络是用于模式识别和机器学习的重要技术。深度学习的基础是模拟人

脑的神经网络以实现人工智能。它已被广泛用于各种遥感应用[21,22]。神经网络由

许多相互连接的处理单元组成。这些单元通常线性排列成组，可以通过电子电路

或计算机程序进行模拟。多层感知器（MLP）是前向结构的ANN，其中输入向量

映射到输出向量，代表性模型包括多层BPN网络[23]，RBF网络[24]，Hopfield模型
[25]等。本方案中搭建的多层感知器神经网络模型由1个输入层，n（n≥1）个隐藏

层，1个输出层组成，每一个结点都称为神经元，且每个层的神经元都构成全连

接，即第N层的神经元与N+1层的神经元都是连接关系（N≥1）。首先将各个在输

入层输入对应的特征参数，输入层随即将特征值传入到隐藏层中，隐藏层则通过

相应的权重以及偏置在输出层中求出预计的PM2.5值，该预计值会与真实PM2.5值

进行比较，根据误差的大小以及方向，向隐藏层传回信号，重新调节权重与偏置，

并对预计的结果进行比较，以此来获得在误差最小情况下的隐藏层各层之间的权

重与偏置，达到最佳的输出效果。 

 
图3 神经网络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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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神经网络模型 
优化的方式包括：①增加或减少隐藏层的层数与每层所包含的神经元的个

数。②添加Dropout层并使用正则化，防止出现过拟合的情况。③调整迭代次数，

确定最优解情况下的大致迭代次数。④调整模型的学习率，学习率太小会导致训

练速度过慢或者出现局部最优解，学习率太大可能会导致模型错过最优解，需要

根据具体训练情况来确定。 
2.2.2 户外跑路线规划模型研究 
通过上述神经网络模型对所有特征参数进行训练，便可以得到PM2.5在空间

上的实时分布状况。 
获取反演区域的道路网数据，该数据在模型中被定义为线状要素，其包含

属性字段ObjectedID、Pollution与Length，其中ObjectedID的数据类型为整形，

用于存储每条道路的唯一编号，Pollution与Length字段都为浮点型，分别用于存

储道路的总PM2.5值与道路的长度。 

表1 数据存储结构 

字段名 类型 存储内容 
ObjectedID Int 要素编号 
Pollution Float PM2.5值 
Length Float 道路长度 

根据道路的岔路口将道路交通网分割为相互独立的线段，每条线段均为独立

的线状要素。将分割后的道路交通网与反演所得的PM2.5空间分布情况进行叠加，

以此来计算线状要素的Pollution字段。 
系统通过北斗定位模块，获取用户的初始位置，并匹配距离最近的线状道路，

根据用户设定的跑步距离范围，筛选出所有符合要求的路线，计算出所有预定路

线的总PM2.5值后与总长度后，得到单位距离内的PM2.5含量，并对该值进行排序，

挑选出单位距离内含量最低的路线，作为系统的推荐路线。单位距离内PM2.5值

的计算公式为： 

 Ave =  
� Pollution（i）

𝑛𝑛

i=1

� Length（i）
𝑛𝑛

i=1

 (2) 

其中，Ave为单位距离内的PM2.5浓度，Pollution(i)为道路编号为i的PM2.5浓

度，Length(i)为道路编号为i的长度。 
2.2.3 路况收集模块研究 
户外跑爱好者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当他们在跑步过程中遇到了如：①路况

较差，易摔倒。②建筑物防护，易高空坠物。③路段荒僻，易受侵害等问题时，

自发性地将自己所遇到的问题上传至平台，系统根据北斗定位模块所获取的点坐

标，自动匹配到和该点距离相近最小的线要素，若该线要素恰好包含于既定的跑

步路线中，则将实时的路况问题推送给用户，同时根据用户所在的位置与路线规

划模型，对路线进行更新，最大化保障“跑友”人身安全。 
同时，用户所上传的路况问题会向道路建设主管部门进行及时反映，以便进

行必要的道路维护等相关工作，避免其他意外情况的发生。 

2.3 系统创新 

1.北斗应用的创新 
将遥感影像反演研究，路径规划研究与北斗定位功能相结合，有助于北斗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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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应用的逐步完善。 
2.PM2.5预测模型的创新 
在神经网络模型的训练参数选择中，考虑了前溯气象条件的影响，并使用了

与PM2.5浓度同样关系紧密的道路密度与工业密度，并取得了良好的训练效果。 
3.跑步路线规划的创新 
与已存在的跑步系统相比，本系统增加了“健康”这一重要概念，能够根据

道路上PM2.5的空间分布情况，对户外跑路线进行评估与调整，同样取得了良好

的优化效果。 

三、系统实现 

3.1 选择训练样区 

选择实验样区为浙江省杭州市，该地区建设有空气质量监测站点15个，气象

站点13个，两类站点的数量较多，因此数据量较为充足，便于神经网络模型的训

练。 

 
图4 杭州市站点分布 

3.2 处理遥感影像 

实验的遥感影像数据来自于美国地质勘探局（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
简称USGS），依次对其进行辐射定标、大气校正、去云处理，以消除大气以及

云层等因素对于影像信息提取的干扰。 

3.3 计算城市特征 

使用网络爬虫技术批量获取杭州市的工厂名称并使用百度地图API获取其地

理坐标，根据点密度计算原理得出杭州市各地区工厂的分布密集程度。其计算

步骤为：在每个栅格像元中心的一定范围内定义一个邻域，将邻域内点的数量相

加，然后除以邻域面积，即得到工厂的密度。公式如下： 
 D = 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𝑒𝑒𝑐𝑐

𝑎𝑎𝑎𝑎𝑒𝑒𝑎𝑎
  (3) 

https://baike.baidu.com/item/USGS/2494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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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D为工厂密度，count为点数量之和，area为定义的邻域面积。 

 
图5 工厂密度 

杭州市道路数据来自于OpenStreetMap开源矢量路网，其要素类型为线状要

素，使用线密度计算原理得出杭州市道路分布的空间分布情况。其计算步骤为：

首先定义一个领域半径R，然后以栅格像元中心为圆心，绘制半径为R的邻域，计

算线状要素落入该邻域的长度之和，并与该邻域面积相除，得到道路密度。 
下图显示的是栅格像元与其圆形邻域。线L1和L2表示各条线上落入圆内部分

的长度。 

 
图6 线密度计算原理 

因此像元所对应的道路密度为： 

 D =
�𝐿𝐿1+𝐿𝐿2�

π𝑅𝑅2
 (4) 

其中，D为该像元对应的道路密度，L1，L2为经过该邻域的道路长度。 

 
图7 道路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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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计算气象特征 

气象站点与空气质量监测站点存在空间位置不对应的问题，因此采用构造泰

森多边形的方法将两组数据进行信息匹配。 
在泰森多边形中，每个多边形只包含一个点输入要素（气象站点）。泰森多

边形中的任何位置距其关联点的距离都比到任何其他点输入要素的距离近。对于

落在某一个泰森多边形内的空气质量监测站点，该站点的气象数据均使用该泰森

多边形关联点的气象站点数据代替。 

 
图8 数据匹配 

3.5 训练神经网络 

构造神经网络模型，采用机器学习中常用的“留出法”对数据集进行划分，

将80%作为训练集进行训练，20%作为测试集进行验证，最大训练次数为800次，

学习速率为0.01。训练结果显示，反演结果与真实值的相关系数为0.87，平均绝

对误差为9.74μg/m3，相关性较为显著。 

 

图9 真实值与预测值 

3.6 反演PM2.5浓度 

由于杭州市主要监测站点都分布在主城区，因此选取杭州市萧山区、西湖区、

上城区等主城区区域作为进一步研究区域，反演其PM2.5浓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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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研究区域 

以2017年10月2日以及2019年3月30日为研究日期，对上述实验区域分别使用

克里金插值以及神经网络模型来计算PM2.5在空间上的分布情况，以此来分析反

演模型在预测PM2.5空间分布时的优越性。实验结果表明，克里金插值法与神经

网络反演模型的预测结果在空间上的分布趋势基本趋于一致，呈现出中心高，四

周低的特点，符合PM2.5主要分布在工业地区和城市中心地区的特点。相对于插

值结果，使用神经网络模型的反演结果在精度上远远占优。 

 
图11 结果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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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规划户外跑路线 

1）数据准备 
本系统基于空气质量最优原则进行路径规划，因此需要将反演结果与城市路

网进行结合，从而得到PM2.5在道路上的分布情况。 

 
图12 道路污染分布 

2）路线规划 
本系统基于两种不同的户外跑情形提出了不同的路径规划方案： 
（1）固定目的地 
针对于固定目的地的情况，能够规划出路程最短路线与污染最小路线。 
首先，基于北斗定位系统获取用户所在位置P，计算该位置与周围道路节点

的距离D，并选取距离最小的节点作为路线的起点。 
 D(P，R)=�(𝑃𝑃(𝑥𝑥) − 𝑅𝑅(𝑥𝑥))2 + (P(y) − R(y))2  (5) 

其中，D为用户所在位置与周边道路节点的距离，P(x)为用户所在位置经度，

P(y)为用户所在位置纬度，R(x)为道路节点经度，R(y)为道路节点纬度。 
系统会根据起始点的位置，计算出两者之间路程最短的路线，同时也可以计

算出两者之间总PM2.5浓度最低的路线。实验随机选取40对不同的起始点，分别

求解出它们之间的最短路线，污染最小路线，以及一定路程范围内污染最大的路

线，分别对比了其总路程长度，总PM2.5浓度等指标，从而分析得出系统在规划污

染最小路线时的性能。 

表2 最短路程与最低污染路程 

日 
期 

起 
点 

终

点 
路线类

型 
总路程 
（m） 

总污染

（μg/m3

） 

平均污染

（μg/m3

） 

平均污染

降低量

（μg/m3

） 

总

污

染

降

低

幅

度 

平均

污染

降低

幅度 

2017

年10

月

 

A
1 

B
1 

最短路

程 
7253.9
0  457988.77  63.14 

10.44 5% 17% 
最低污

染 
8286.4
0  436628.90  5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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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起 
点 

终

点 
路线类

型 
总路程 
（m） 

总污染

（μg/m3

） 

平均污染

（μg/m3

） 

平均污染

降低量

（μg/m3

） 

总

污

染

降

低

幅

度 

平均

污染

降低

幅度 

A
2 

B
2 

最短路

程 
4406.7
0  265629.70  60.28 

10.60  9% 18% 
最低污

染 
4880.8
0  242474.40  49.68 

············ 

A
9 

B
9 

最短路

程 
8766.3
0  585310.80  66.77 

11.23  9% 17% 
最低污

染 
9560.0
0  530953.90  55.54 

A
1
0 

B
1
0 

最短路

程 
3548.8
0  244610.90  68.93 

12.11  4% 18% 
最低污

染 
4146.6
0  235605.50  56.82 

2019
年3

月30

日 

A
1 

B
1 

最短路

程 
7115.0
0  296968.95  41.74 

5.69  4% 14% 
最低污

染 
7888.1
4  284377.80  36.05 

A
2 

B
2 

最短路

程 
4478.2
0  199253.20  44.49 

5.07  8% 11% 
最低污

染 
4626.0
6  182372.40  39.42 

············ 

A
9 

B
9 

最短路

程 
4412.7
1  203991.76  46.23 

5.09  5% 11% 
最低污

染 
4704.1
2  193529.44  41.14 

A
1
0 

B
1
0 

最短路

程 
7437.0
1  353543.77  47.54 

5.69  6% 12% 
最低污

染 
7910.6
0  331082.18  4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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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最短路程与最低污染路程 

实验结果表明：①系统能够准确规划出起点与终点间的最短路径。②相比于

最短路径，污染最小路径虽然在路程长度上略有增加，但却仍然在路径总污染浓

度与平均污染浓度方面有所提升，总污染浓度降幅普遍位于5%-10%之间，平均

污染浓度降幅普遍位于10%-20%之间，效果明显。 
（2）固定跑步距离 
针对于固定跑步距离的情况，系统能够规划出污染最小的路线。 
系统会根据起始点的位置，遍历周围各条线状要素的Pollution字段，找到浓

度最低道路，然后以该条道路为基准，再搜索其周围浓度较低的道路，依此来规

划出固定距离情况下的污染最小线路。实验随机选取20个起点，求解出从该起点

出发，并回到该起点情况下，固定跑步距离的污染最小路线以及污染最大的路线，

对比其总PM2.5浓度等指标，从而分析得出系统在规划污染最小路线时的性能。 

表3 最高污染路程与最低污染路程 

日

期 
起 
点 

终 
点 

路线

类型  
总路程

(m) 
总污染

（μg/m3） 

平均污染

（μg/m3
） 

总污染降

低量 
（μg/m3

） 

平均污染

降低量

（μg/m3
） 

污染

降低

幅度 
2017

年10

月2

日 

A1 A1 

最高

污染 10000 542136.52 54.21 
176917.8
5 17.69 32% 

最低

污染 10000 365218.67 36.52 

A2 A2 

最高

污染 8000 393681.35 49.21 
93520.09 11.69 24% 

最低

污染 8000 300161.26 37.52 

············ 

A9 A9 

最高

污染 6000 391921.56 65.32 
143698.3
5 23.95 37% 

最低

污染 6000 248223.21 41.37 

A1
0 

A1
0 

最高

污染 5000 347601.32 69.52 91598.98 18.32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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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起 
点 

终 
点 

路线

类型  
总路程

(m) 
总污染

（μg/m3） 

平均污染

（μg/m3
） 

总污染降

低量 
（μg/m3

） 

平均污染

降低量

（μg/m3
） 

污染

降低

幅度 

最低

污染 5000 256002.34 51.20 

2019

年3

月30

日 

A1 A1 

最高

污染 10000 740862.31 74.09 
261409.9
4 26.15 35% 

最低

污染 
10000 479452.37 47.94 

A2 A2 

最高

污染 8000 510720.62 63.48 
224160.1
0 27.66 44% 

最低

污染 
8000 286560.52 35.82 

············ 

A9 A9 

最高

污染 6000 357785.30 59.63 
107824.2
8 17.97 30% 

最低

污染 
6000 249961.02 41.66 

A1
0 

A1
0 

最高

污染 5000 266053.21 53.21 
73401.96 14.68 28% 

最低

污染 
5000 192651.25 38.53 

 
图14 最高污染路程与最低污染路程 

实验结果表明：在路程长度相同的情况下，系统规划出的最小污染路线，其

污染浓度能够有较大幅度的降低，普遍位于20%-50%之间，效果显著，能有效降

低户外跑过程中空气污染对于人体的损害。 

3.8 路线规避 

当“跑友”在跑步过程中，遇到路况不佳等问题时，自发性地将自己所遇到

的问题上传至平台，系统根据北斗定位模块所获取的点坐标，自动匹配到和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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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相近最小的线要素，若该线要素恰好包含于既定的跑步路线中，则将实时的

路况问题推送给用户，同时根据用户所在的位置与路线规划模型，对路线进行更

新，最大化保障“跑友”人身安全。 

四、总结 

本作品基于空气质量最优原则，结合高精度的北斗定位，研究了一种多因素

协同影响的健康户外跑路线规划方案，最大限度的降低户外跑过程中空气污染对

人体的危害，同时结合VGI（自发地理信息）模式下人人共享的地理数据进行实

时路况监测，避免潜在危险的发生，同时为道路建设主管部门进行及时的道路整

治提供参考建议。 
通过杭州市的实验证明，PM2.5反演模块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反演结果与真

实结果的相关性达到0.87，呈显著相关。依据空气污染最小为准则规划出的户外

跑路线，其污染浓度能够有较大幅度的降低，降幅普遍在10%-50%之间，优化效

果显著，大限度地降低了户外跑过程中空气污染对人体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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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短报文的水库预警系统 

作    者：蔡定邦、徐浩恺、叶一阳 
指导教师：周海燕、李天松 
学    校：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摘要】本文设计研究的是基于北斗短消息的远程水库预警系统，总体可以分为

远程监测水文信息、北斗短报文通信模块、远程数据存储控制端三部分。远程监

测终端部分定时采集水库各观测点的最新水位、浊度、水温、当前降雨量、电池

电压等信息，并用无线通信节点组成监测网络，将所采集到的信息通过串口传输

给北斗短报文模块，再通过北斗短报文模块发送给服务器端进行处理，实现服务

端水文信息数据的存储和处理，再通过上位机定时显示远程监测数据，上位机可

实现水文信息波形的显示，同时如果出现指标超警戒情况，则进行预警[2]。 
【关键词】北斗，预警系统，远程水库监测 
【Abstract】 This paper designs and researches a remote reservoir early warning 
system based on Beidou short message,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remote 
monitoring hydrological information, Beidou short message communication module, 
and remote data storage control terminal. The remote monitoring terminal periodically 
collects the latest water level, turbidity, water temperature, current rainfall, battery 
voltage and other information at each observation point of the reservoir, and uses a 
wireless communication node to form a monitoring network. The collected information 
is transmitted to the Beidou short message through the serial port. Module, and then 
send it to the server for processing through the Beidou short message module, to realize 
the storage and processing of hydrological information data on the server, and then 
remotely display the monitoring data through the host computer at regular time. The 
host computer can display the hydrological information waveform, and if it appears If 
the indicator exceeds the alert situation, early warning will be performed [2]. 
【Key words】Beidou, Early warning system, Remote reservoir monitoring 
 
 

1、背景及意义 

对水库的管理能力决定着一个国家的防洪、蓄水与供水水平，中国作为世界

大国更不例外。然而，目前国内仅在大型水库与部分中型水库区域配置了监控系

统，其余大部分水库仍然靠人工实地监控，大多地处偏远地区，监控力度、精度

与速度都难以得到有效的保证，更关键的是这些中小型水库占据了我国水库的

98%以上[1]。如果发生自然灾害，将会严重危害到水库区域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因此，非常有必要对中下型水库实现智能化监控系统，以高效地获取水库讯息实

现防汛通信预警。 
水库预警信息系统主要针对水利工程维修养护项目，实现定时报送中小型水

库的水雨情信息服务。基于北斗数据传输的预警系统具有预警信息发布、信息收

集等传输功能，具有可靠信息传输，发布消息速度快，覆盖面广等优点，利用北

斗卫星通信还可以确保信息在许多特殊情况下都能传递出去，改善水利系统现有

有线传输的不足，扩大传输的范围，使得水利系统的监控更加有效，为水利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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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准确可靠的预警信息服务。 

2、引言 

远程水文监测系统是水利工程界公认的尖端难题之一,其工作环境的复杂

性、多样性,信息传输的非稳定性和艰巨性是其快速发展的巨大阻力。因此,这是

一个正在蓬勃发展而又有无限前景的技术及产业领域。传统的水文监测由于采用

人工的方法测量,测量精度低,工程量大,限制较多。 
本作品目的是设计出基于北斗短消息的远程水库预警系统，总体可以分为远

程监测水文信息、北斗短报文通信模块、远程数据存储控制端三部分。远程监测

终端部分定时采集水库各观测点的最新水位、浊度、水温、当前降雨量、电池电

压等信息，并用无线通信节点组成监测网络，将所采集到的信息通过串口传输给

北斗短报文模块，再通过北斗短报文模块发送给服务器端进行处理，实现服务端

水文信息数据的存储和处理，再通过上位机定时显示远程监测数据，同时上位机

可实现水文信息波形的显示，同时如果出现指标超警戒情况，则进行预警。本文

从以下几方面介绍该系统。 
第一，阐述了基于北斗短消息的水库预警系统的研究背景。本项目是经过对

现有水库监测预警具体实施状况的具体了解，并切实了解相关人员对水库监测的

需求后完成的。旨在建立一个智能化远程水库预警系统，从而使水库讯息的获得

更加快捷、迅速。 
第二，详细介绍了具体实物技术实现的软硬件基础、远程水库预警系统模型

整体构架、部分功能实现具体流程以及具体的实施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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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实现远程水库预警的功能。 
最后，对本研究获得的实物进行测试，并统计检测出其实现的性能。 

3．设计方案 

3.1 传输与控制系统原理及应用 

3.1.1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短报文通信机制 
每个北斗通信模块的ID号码都不相同且是唯一的，其由所购买的SIM 卡决

定，与平时打电话发短信时一致，每一张手机卡的号码都是不同却唯一的，所有

短报文通信均由地面中也收到后转发。具体的通信机制为： 
(1)北斗短报文通信模块发送端先通过发送申请指令将含有接收端ID号和短

报文内容的通信信号加密，然后通过卫星转发入站; 
(2)地面中心站接收到加密的通信信号，经过解密再加密过程后，加入持续广

播的出站广播电文中，再经过卫星广播给用户; 
(3)接收端接收到卫星广播的出站信号，解调解密接收到的电文，即可完成一

次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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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北斗短报文通信机制图 

3.1.2 监测节点通信功能与部署 
本作品采用一个LoRa作为通信的汇聚点，作用相当于一个网关[3]，因为LoRa

射频模块的传输距离最远可达到3km，用于中小型水库区域的组网以及足够了，

所以就不需要通过自组网来实现传输，普通的点对点定向传输已经足够了，在配

置LoRa时采用定向传输，三个采集节点的信号全部定点向汇聚点发送从而实现

组网的功能，发送方与接收方的地址和信道是不一样的，而速率要相同，若设备

A的地址为0xSSBB，信道为0x36；设备B的地址为0x2323，信道为0x66; 设备C的
地址为0xZZZZ，信道为0x99。此时设备A如果发送23 23 66 YI NG YI NG YI NG,
则设备B将会接收到YI NG YI NG YI NG，设备C则收不到信信号。且在配置时发

送与接收端的波特率与校验和得一致。图2为定点传输示意图： 

 
图2 定向传输（点对点） 

若A需要让除了它自身之外的其他节点发送信息给它时，其首先会搜寻附近

节点时，未搜寻到距离较远的F，则会发送指令，让以搜寻到的BCDE节点搜寻它

们附近的节点，若B可搜寻到F节点，则B会发送指令，则F会通过B将信息发送给

A。这就是自组网，只要在网络区域内，则所有的节点都可以相互通信，哪怕两

节点的实际距离以超过模块的传输距离。但本系统中并不需要自组网，普通的组

网即可实现各节点间的数据传输。 
根据以上相关原理，本文拟研发一款基于北斗短报文的远程水库预警系统。

该系统有远程监测、远程预警，收集水库相关信息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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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系统硬件结构设计 

硬件部分需要完成以下需求：一是可以定时采集水库的水位、浊度、水温、

降雨量等水文信息，二是能实现各观测点的无线通信的网络构建，三是可以通过

串口将信息传输给北斗并通过短报文形式发送给接收端。 
水位监测信息采用了超声波传感器[4]，浊度监测信息采用TS-300B浊度传感

器，水温监测信息采用DS1820水温传感器，降雨量部分的设计采用J45005雨量器

计量雨筒与超声波水位测量方法的结合。电压电量监测则采用了分压定理进行设

计电路。在芯片选择上，结合功能需求本文选择了STM32F103C8T6为主控芯片
[5]。 

3.3 系统设计方案 

本系统分为三大部分，主要由远程监控中心，汇聚节点和采集节点组成。 
远程监控中心主要功能：接收汇聚节点的信号，通过北斗模块将信号传输给

上位机和服务器进行处理。 
汇聚节点主要功能：接收采集节点的信号将信号进行处理，通过北斗通信模

块将信息传输给远程监控中心。 
采集点主要功能：接收实时的水位、浊度、水温、降雨量等信息并传输给汇

聚节点。 

 
图3 系统总体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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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系统主程序工作流程 

本系统的主程序主要是完成各模块的综合操作，完成水位、浊度、水温、降

雨量信息采集并发送接收的整体功能。主程序的功能主要是对各个观测点浊度与

电压电量采集模块ADC转换，超声波模块的测距调用，DS1820水温传感器的单

线端口通讯调用，LoRa无线通信模块和北斗卫星短报文通信模块发送信息的初

始化。初始化完成后则开始查询水位、浊度、水温、降雨量传感器与电压电量，

并将采集到的浊度数据进行ADC转换，然后调用LoRa无线通信模块节点程序进

行数据的发送，LoRa汇聚点依次向节点A、B、C发送查询申请，节点A、B、C收
到申请后立即将采集到的水文信息数据发送给LoRa汇聚点[6]，再将各个观测点汇

总的总数据通过北斗卫星短报文通信模块将各个接收到的小包信息打包成大数

据包利用“通信申请（$TXSQ）”指令对数据进行发送，控制端通过北斗卫星短报

文通信模块利用“通信信息（$TXXX）”指令对数据进行接收[7]，根据接收的数据

进行预警判断。主程序流程图如图4所示： 

 
图4 主程序流程图 

3.5 上位机设计 

Visual studio 2017是一款windows界面软件开发平台，C#是现在最为火热的

Windows上位机高级编程语言，Windows窗体可用于设计窗体和可视控件，以创

建丰富的基于Windows的应用程序，其界面美观且开发功能强大。包含在 .NET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A%97%E4%BD%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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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ework中的Windows窗体类旨在用于 GUI 开发。可以轻松创建具有适应多

变的商业需求所需的灵活性的命令窗口、按钮、菜单、工具栏和其他屏幕元素，

因此本作品中采用Windows窗体应用程序来搭建开发。 

 
图5 用户登录界面 

本系统中设置每次北斗接收端接收到的数据都先存储在水文信息数据中，然

后上位机再从数据库中调取数据，由于需要监测的水文信息比较多，要显示三个

观测点的四种类型的数据，合理的划分数据便于查看是关键，在上位机上划分水

位、浊度、水温、降雨量四种类型区域，每种类型每次都能接收并统一将三个观

测点的信息显示在界面，若要具体区分数据来自哪个观测点，则可自行选择，选

择好之后界面则只显示所选择的观测点的相关信息。 

 
图6 水文信息监测情况记录表 

4．系统测试 

本作品各部分的硬件电路需要进行单独调试，以保证各部分的功能可以实

现，先单独测试水位信息、浊度信息、水温信息、降雨量信息，LoRa无线通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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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模块，北斗卫星通信模块，最后将各部分模块连接起来组成整套系统，进行整

体调试。 

4.1 硬件测试 

首先要对硬件电路板进行调试。设计好各部分的硬件电路后，要对每个硬件

板子进行单独调试，再将各块硬件连接成整体后进行联合调试。具体的步骤如下

所示： 
先在仿真软件上进行仿真，确保能够仿真，得到正确的结果。 
设计并检查好原理图和PCB图，制作好板子后进行元器件的焊接，焊接时仔

细检查各种元器件的接法是否正确，焊接好之后先用万用表的蜂鸣器档，查看电

路是否连接完整，是否出现虚焊和短路等情况。 
确保电路没有连接错误之后，给电路输入合适稳定的电压和电流，确保上电

之后电路正常后，用万用表检查各个芯片和传感器所得到的电压是否为正常需要

的电压。 
电路上电检查无误后，可给STM32芯片烧入简单的指示灯程序，检查主控芯

片是否可以正常工作，电路确保无误后可对各个传感器模块进行调试。 
单个硬件部分调试完成后，将所有硬件部分连接起来，进行整体调试。 

4.2 软件测试 

本系统的软件部分调试主要是STM32微处理器的A/D转换、超声波测距的调

试、水温传感器的调试、LoRa无线通信模块发送接收的调试、北斗卫星通信模块

的调试、串口的数据发送，以及上位机界面软件的功能检验。具体的调试的步骤

及过程如下： 
先对浊度传感器用开发板进行使用ADC转换，并用TFT-LCD显示出其浊度

值，在测试浊度传感器时并没有直接将传感器放入水中测试，而是用透明度不同

的塑料袋放在传感器凹槽间，发现当没有放置透明带时浊度为0，逐步放入透明

度越来越低的塑料袋可观测到浊度的百分值越来越高，当放入一黑色塑料袋时浊

度为100%，以此测试浊度检测调试正确，确保调试没问题后才将浊度传感器放

入水中，分别在清水、滴入牛奶、滴入墨水的情况下检测浊度数据。 
再对超声波模块进行软件调试，用keil5的仿真器进行函数的查看，检查超声

波的返回值是否正确，同时也可用示波器观看波形是否正确，超声波测距正确后，

将超声波固定在已知的一高度，测量一量筒中已知水平面高度，对比二者相减的

高度是否与超声波最终的返回值一致，若一致则说明水位测量是正确的，后再设

置成输出的是超声波高度减超声波测距的高度，即为水位高度。 
水温模块的软件编写好之后，将水温传感器和温度计同时放入同一杯水中，

检测两者测出的温度是否一致，如果大致一致则说明水温传感器的调试是正确

的。 
本系统中设置了三组采集节点和一组汇聚节点,根据Lora无线通信协议，给这

四组节点都分配一个地址，A节点设置的地址是0x6231，对应的十进制地址为

25137，B节点设置的地址是0x6232，对应的十进制地址为25138，C节点设置的地

址是0x6233，对应的十进制地址为25139，汇聚点D设置的地址是0x6234，对应的

十进制地址为25140，信道统一都设置为18，用串口助手分别打开A、B、C Lora
节点所连接的串口，编辑语句62 34 12 AA BB CC以十六进制发送出去，再打开

另一个串口助手打开汇聚点D连接的串口号，查看是否分别接收到A、B、C Lora
节点发送的数据，若D点都接收到数据AA BB CC则说明A与D、B与D、C与D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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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通信设置成功。通信成功后自行设计Lora无线通信协议，先以一个节点的数

据为测试点，协议格式设计如表1所示： 

表1 Lora通信协议设计格式 

下标 0 1 2 3 … N-1 N 

描述 协议头 版本

号 协议类型 数据

长度 数据 数据归

属代码 校验 

示范 $ 123    1  
 
其中协议类型表示一个节点所要传输的四个传感器的数据，协议类型具体设

计如表2所示： 

表2 Lora通信协议中协议类型的设计 

协议类型 水温 降雨量 水位 浊度 
协议代码 1 2 3 4 

 
协议设计完成之后，编写好相对应的协议代码，代码编译完成后利用测试点

自动向汇聚点D发送，汇聚点D结合串口助手查看是否有收到数据，没有成功则

继续调试，成功接收一个节点的数据之后，则将三个节点的数据传输与汇聚点整

合设计，编写查询指令，先测试汇聚点向A节点发送查询指令，查看A节点是否

收到查询指令之后立即向汇聚点发送数据，若操作成功，则同理设计B、C节点，

让汇聚点依次查询三个节点，并准备接收三个节点发送的水文信息数据，以上操

作都成功后则LoRa通信协议调试完成。 
北斗卫星通信模块可以实现自发自收，可以通过自发自收来检测北斗卫星通

信模块是否能正常通信，也可用两个北斗模块相互通信查看通信情况，然后将北

斗卫星通信模块发送端二次开发，按照北斗4.0通信协议编写程序，任意设计一串

数据为测试数据，按4.0协议格式利用主控芯片自行通过北斗短报文模块发送数

据，查看北斗接收端的上位机测试软件是否成功收到数据，不断调试，直到接收

端成功接收到测试数据。 
LoRa间通信与北斗短报文间通信测试成功之后，则设计LoRa无线通信与北

斗间的通信协议，具体的通信协议如表3所示： 

表3 LoRa与北斗间的通信协议设计 

下标 0 1 2 3 … N 

描述 协议

头1 
协议

头2 
数据

长度 
数据

数量 数据 

异

或

校

验 

示范 # @ N M 地点
8bit 

数据类型
8bit 

数据
16bit 

数据
16bit  

 
“M”代表传输的传感器数据条数，“N”代表数据段的字节数。 比如A地点的

水温信息就是一条数据（M），一条水温数据有地点8bit+数据类型（8bit+数据1
（16bit+数据2（16bit=48bit=6字节（N)。 

此时LoRa间通信与北斗短报文间通信，LoRa无线通信与北斗间的通信的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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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都已设计完毕，利用北斗短报文模块上位机助手查看是否正常接收到各个节点

所发来的数据，同时利用单片机软件监控发送端的水文信息采集数据是否正常，

多方监控易于查清通信失败的原因出现在何处，若成功接收，只能表明通信完成，

不能保证数据的准确性，通信完成后接收端需要编写解析协议来查看解析是数据

是否有误，利用串口助手先查看，解析无误后，因为所有的数据都最终显示在上

位机上，所以须将有C语言编写的解析代码移植到上位机中换成C#语言，利用上

位机查看解析后的数据。 
解析完成后，利用腾讯云服务器数据库存储接收到的数据，实现上位机的各

个功能，利用上位机最终显示水文信息数据，显示内容主要包括节点名、时间、

当前累计降雨量。 
最后进行综合调试，不断调试系统以确保数据接收正确率及稳定性。 

5、总结 

基于北斗短报文的远程水库预警系统主要是为了满足人们对于水库智能化

管理的要求。本文给出了该系统的总体结构及软硬件设计的具体实施方案。试验

结果表明，该系统能够准确检测某一水库的最新水位、浊度、水温、当前降雨量

等水文信息，可以对该水域的水域情况进行快速的判断，通过无线通信节点组成

监测网络，将所采集到的信息通过串口传输给北斗短报文模块，再通过北斗短报

文模块发送给服务器端进行处理，可以实现远程实时监测水库水文信息情况并针

对水文信息变化进行预警，具有较好的实际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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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定位的工厂巡防机器人设计 

作    者：姚春鹏、程磊、唐意雯、杨谊 
指导教师：关威、闻新 
学    校：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摘要】随着我国制造业快速发展，工厂安全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投入一种能

满足当今时代的信息化，智能化控制要求且保证工厂安全的机械设备尤为重要。

针对工厂安全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北斗定位的工厂巡防机器人，该系统可

结合激光雷达进行路径规划，通过传感器将机器人所巡防位置的烟雾情况，火焰

情况，经纬度，图像等数据信息实时传输给电脑控制端。工厂管理者既可根据图

像对机器人进行远程控制，也可根据数据信息对意外事故进行及时处理。同时该

机器人具有报警功能，当监测烟雾值超过设定值时，会同时向电脑端和手机端发

生报警信息，并启动报警器。这使该机器人能第一时间定位事故现场，极大保证

了工厂的财产安全。 
【关键词】北斗定位，工厂巡防，路径规划，远程控制，自动报警 
【Abstract】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factory 
safety has become a topic of concern. A type of information equipment that is in line 
with the current era and intelligently guarantees factory safety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Aiming at factory safety issues, this paper proposes a factory patrol robot 
based on Beidou positioning, which can be combined with lidar for path planning, and 
transmits real-time data such as smoke, flame, latitude, longitude, and image to the 
computer control end. The factory manager can remotely control the robot according to 
the image, and can also handle the accident in time according to the data inform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robot has an alarm function. When the monitoring smoke value 
exceeds the set value, it will occur to the computer and mobile phone at the same time. 
The alarm information and the alarm are activated to locate the accident scene at the 
first time, which greatly guarantees the safety of the factory's property. 
【Key Words】Beidou positioning, Factory patrol, Path planning, Remote control, 
Automatic alarm 

 
 

1. 研发意义及应用背景 

近些年计算机技术在各行业得到了广泛运用。在重要的工业生产领域，为保

证安全生产，在厂房周围都安装着网络摄像头，以此保证意外情况发生时能够及

时处理。传统式工厂安防监控系统采用定点式烟雾报警器或摄像头，监控方式较

为固定统一且灵活性不高。随着生产加工企业的厂区占地面积不断扩大，厂区内

生产活动日趋复杂，传统的定点式安装存在监控死角，已经不能满足当代工厂的

安防需求。所以本文在传统的工厂安防系统的基础上设计了一种基于北斗定位的

可移动式巡防机器人，该机器人具有视频监控、烟雾检测、事故报警、远程控制

等功能，可对复杂的监控死角进行巡视，弥补了传统安防系统的不足，进一步确

保了工厂的生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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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统综述 

北斗定位工厂巡防机器人系统由机器人巡防部分和电脑端监控部分组成。机

器人巡防部分负责工厂内移动检测，将数据信息返回给电脑监控端；电脑端负责

显示及对机器人的远程控制。 

2.1 系统总体方案 

机器人巡防部分安装有负责机器人定位的北斗定位模块、激光雷达模块、正

交编码定位模块；负责数据传输的WIFI模块，图像传输的5.8G图传模块；负责检

测的烟雾模块，及报警器；电脑端与机器人通过WIFI的局域网TCP协议进行通信，

可将机器人采集到的数据传输给电脑端，电脑端也可以根据图传传回的图像对机

器人进行远程控制。系统总体结构图如图1所示： 

 
图1 系统总体结构图 

2.2 机器人巡防部分的设计 
由于工厂中可能存在噪声、粉尘、强电等不可确定的条件，所以机器人车

身结构一定要保证车体的安全。本项目机器人车体采用铝型材作为支架，车体

四周包覆硬质环氧板以保证车内各传感器的正常运行。由于工厂中机械设备众

多，仅依靠北斗定位的经纬度移动满足不了设计要求。所以，采用激光雷达和

车底定位轮实现高精度定位。运动方式采用两轮差动式可对障碍物实现快速壁

障动作，车体四周安装有导轮结构，可减小车体意外撞到障碍物的伤害。车体

前方开有方槽，用于安放各类传感器，让传感器直接与实际环境接触保证数据

的真实性。车体效果及传感器安装如图2所示： 

 
图2 车体正面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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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巡防机器人定位： 
车体的定位主要由北斗定位模块，激光雷达及车体从动编码定位轮实现： 
北斗定位模块采用GPS，北斗双模卫星定位的ATGM332D，该产品是基于中

科微第四代低功耗芯片AT6558，具有高灵敏度，低功耗，低成本等特点，跟踪灵

敏度度达-162dBm，定位精度达2.5米，采用UART作为输出通道，按照NMEA0183
协议格式输出。定位模式实物图如图3所示： 

 
图3 北斗定位模块实物图 

北斗定位原理是根据天空中模块能搜索到卫星的瞬间位置作为参考点，根据

卫星信号到定位模块的传播时间解算位置信息，理论上4颗卫星就可以精确确定

一点的位置，定位原理如图4所示： 

 
图4 北斗定位原理图 

𝑃𝑃12 = (𝑥𝑥 − 𝑥𝑥1)2 + (𝑦𝑦 − 𝑦𝑦1)2 + (𝑧𝑧 − 𝑧𝑧1)2 + 𝑐𝑐 ∗ ∆𝑐𝑐1 
𝑃𝑃22 = (𝑥𝑥 − 𝑥𝑥2)2 + (𝑦𝑦 − 𝑦𝑦2)2 + (𝑧𝑧 − 𝑧𝑧2)2 + 𝑐𝑐 ∗ ∆𝑐𝑐2 
𝑃𝑃32 = (𝑥𝑥 − 𝑥𝑥3)2 + (𝑦𝑦 − 𝑦𝑦3)2 + (𝑧𝑧 − 𝑧𝑧3)2 + 𝑐𝑐 ∗ ∆𝑐𝑐3 
𝑃𝑃42 = (𝑥𝑥 − 𝑥𝑥4)2 + (𝑦𝑦 − 𝑦𝑦4)2 + (𝑧𝑧 − 𝑧𝑧4)2 + 𝑐𝑐 ∗ ∆𝑐𝑐4 

注：c-电磁波的传播速度为已知量 
由上述公式，在4颗卫星定位时，4个方程对应4个未知量，只需测得卫星信

号到达定位模块的时间∆𝑐𝑐即可完成定位模块的位置信息。 
定位模块数据输出如下： 



第十一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293 

 
图5 北斗定位模块返回数据格式 

在北斗定位模块返回的数据中：“$”为一帧数据的起始位，“GNGLL”代表数

据为大地坐标信息，“4257.29860”代表纬度信息，“N”代表当前定位点位于北半

球，“12439.   01275”代表经度信息，“E” 代表当前定位点位于东半球，“024401”
代表UTC时间，“A”代表当前数据为有效定位，根据返回的数据进行解算： 

纬度：N  4257.29860 
精度：E 12439.01275 
解算：纬度= 4257.29860/100=42度 
4257.29860%100=57分 
0.29860*60=17.916秒 
经度=12439.01275/100=124度 
12439.01275%100=39分 
0.01275*60=0.765秒 
所以此时的机器人位置位于北纬：42度57分17.916秒，东经：124度39分0.765

秒。 
激光雷达模块采用的是思岚RPLIDAR A1型，每秒测距能达到八千次为机器

人扫描周围的障碍物，从而完成机器人的路径规划，激光雷达的通信采用报文模

式，处理芯片须向激光雷达模块发送请求报文，才能建立通信协议，如图6为激

光雷达开始扫描测距的命令的请求报文与应答格式，图7为激光雷达返回数据的

报文格式。 

 
图6 激光雷达数据请格式 

 
图7 激光雷达返回数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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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S—起始标志位，S=1—第一次扫描开始；𝑆𝑆̅—取反标志位，用于数据应

答报文的判断和数据校验；C—校验位，恒等于1；Quality—采样信号质量；

angle_q6—测距点相对于RPLIDAR朝向夹角；distance_q2—测距点距离激光雷达

的距离。 
根据实际测量激光雷达返回数据量庞大，如果将激光雷达数据交由机器人主

控芯片处理，可能会影响路径规划等进程的速度。考虑到机器人灵敏度，所以采

用一款STM32F103芯片专门负责激光雷达的数据采集工作，如图8为STM32F103
的电路原理图： 

 
图8 STM32最小系统原理图 

激光雷达连接STM32的串口1通过UART串口通信完成报文的传输。根据激

光雷达数据字节偏移格式进行解算，定义计数变量cNum，数据存储数组cData[]。
利用S位与𝑆𝑆̅位进行异或再与校验位C进行与运算，判断数据是否为报头： 

𝑐𝑐𝑐𝑐𝐿𝐿𝑐𝑐𝐿𝐿[𝑐𝑐𝑁𝑁𝑐𝑐𝑊𝑊] ⊕ 𝑐𝑐𝑐𝑐𝐿𝐿𝑐𝑐𝐿𝐿[𝑐𝑐𝑁𝑁𝑐𝑐𝑊𝑊] >> 1&&𝑐𝑐𝑐𝑐𝐿𝐿𝑐𝑐𝐿𝐿[𝑐𝑐𝑁𝑁𝑐𝑐𝑊𝑊 + 1] 
如果判断报头成立，则进行角度与位置解算： 

d𝐴𝐴𝑖𝑖𝐿𝐿𝐴𝐴𝐴𝐴 =  𝑐𝑐𝑐𝑐𝐿𝐿𝑐𝑐𝐿𝐿[𝑐𝑐𝑁𝑁𝑐𝑐𝑊𝑊 + 1] >> 1|𝑐𝑐𝑐𝑐𝐿𝐿𝑐𝑐𝐿𝐿[𝑐𝑐𝑁𝑁𝑐𝑐𝑊𝑊 + 2] << 7 
保存角度数据dAngle, 

d𝑐𝑐𝑖𝑖𝑠𝑠𝑐𝑐𝐿𝐿𝑖𝑖𝑐𝑐𝐴𝐴 =  𝑐𝑐𝑐𝑐𝐿𝐿𝑐𝑐𝐿𝐿[𝑐𝑐𝑁𝑁𝑐𝑐𝑊𝑊 + 3]|𝑐𝑐𝑐𝑐𝐿𝐿𝑐𝑐𝐿𝐿[𝑐𝑐𝑁𝑁𝑐𝑐𝑊𝑊 + 4] << 8 
保存距离数据dDistance， 
完成激光雷达的数据获取。 
正交编码定位轮是为了进行室内高精度巡防而设计的。由于北斗定位模块室

内信号较差，所以根据最后一次的定位信号。利用从动编码轮对机器人的移动距

离进行测量，从而定位机器人的当前位置。正交编码定位轮的实物图如图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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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正交编码定位轮 

编码轮定位的原理是利用积分法将小距离的移动拟合成车体的实际移动距

离。定位轮模块中集成了GY—25电子陀螺仪，可利用地磁场和角加速度积分，

获得当前模块的相对角度，这样通过某一时刻的角度及编码轮的位移就可在平面

中解算出机器人的当前位置。机器人定位的数学模型如图10所示： 

 
图10 编码定位轮的定位原理 

两个编码轮以90度角安装，车体的前进方向与两个编码轮的角平分线重合。

在图10中，OB代表的左侧编码轮的朝向；OC代表右侧编码轮的朝向；OA代表机

器人车头的前进方向。在极小的车体位移时，我们可以进行认为编码轮的朝向就

是它的位移方向，那么L就代表左侧编码轮的位移，R就代表右侧编码轮的位移。

根据向量的平行四边形法则，可以得到机器人的实际位移就是图中所绘的绿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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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Q。现在已知陀螺仪的相对角度∠𝑏𝑏，则∠𝐿𝐿 = ∠𝑏𝑏 − 45𝑐𝑐，∠𝑐𝑐 = ∠𝑏𝑏 + 45𝑐𝑐。 
OQ相对于X的位移： 

𝑂𝑂𝑄𝑄𝑥𝑥 = 𝑅𝑅 ∗ 𝑐𝑐𝑡𝑡𝑠𝑠∠𝐿𝐿 + 𝐿𝐿 ∗ 𝑐𝑐𝑡𝑡𝑠𝑠∠𝑐𝑐 
OQ相对于Y的位移： 

𝑂𝑂𝑄𝑄𝑦𝑦 = 𝑅𝑅 ∗ 𝑠𝑠𝑖𝑖𝑖𝑖∠𝐿𝐿 + 𝐿𝐿 ∗ 𝑠𝑠𝑖𝑖𝑖𝑖∠𝑐𝑐 
实际位移： 

X = �𝑂𝑂𝑄𝑄𝑥𝑥 

Y = �𝑂𝑂𝑄𝑄𝑦𝑦 

这样就解算出机器人相对X，Y轴的位移。由于采用的是从动编码计数，所

以只要机器人在地面运行，有其他设备推动机器人时，机器人也能完成在工厂中

定位功能。 
2.2.2 信息采集功能的实现 
机器人安装有烟雾传感器，光强传感器负责火焰烟雾的检测，以防发生火灾

情况；烟雾传感器选用MQ-2烟雾气敏传感器模块，采用是在清洁空气中电导率

较低的二氧化锡，当检测到可燃气时，传感器的电导率随空气中的可燃气浓度的

增大而增大，本设计中采用Arduino为数据采集芯片，Arduino芯片内部集成了AD
转换模块，可方便采集传感器的模拟量输出，数据采集连接电路图如图11所示： 

 
图11 数据采集电路连接图 

2.2.3 WIFI数据传输功能的实现 
为了方便工厂的统一管理，本设计中采用WIFI模块进行局域网组网，在工厂

中能搜索到WIFI的地方就能通过TCP协议进行数据通信，WIFI模块选用的是

ATK-ESP8266，无线传输速率可达54Mbps，采用串口通信方式与主控芯片相连

接。在开始通信前，在电脑端开启TCP服务器，这样在此局域网内的WIFI模块，

均可以客户端的身份与电脑进行数据交互，根据电脑操作系统的要求，系统保留

端口号1024以下的，用户使用包括1024-65535，这样在机器人设置时只要给机器

人分配不同的端口连接号，就能在检测数据时进行不同机器人的数据采集，如图

12，为TCP局域网连接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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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局域网连接示意图 

2.3 电脑端监控部分的设计 

电脑数据监控端采用Pyqt5编程语言实现显示页面。具有机器人第一视角监

控、远程控制机器人、机器人烟雾数据监测、机器人定位显示、及报警等功能。

软件具体运行流程及功能如图13所示： 

 
图13 电脑监控端功能图 

第一视角页面可将图传传回的图像显示出来。管理者可根据图像信息对工厂

情况进行巡视。同时具有图片抓拍功能，当图像中出现火灾或意外情况，可及时

抓拍取证。当机器人运行轨迹不符合观察者要求时，也可手动切换机器人运动模

式。通过前后左右控制按键完成对机器人的远程操控，第一视角页面监控图如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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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第一视角监控页面 

数据监控页面主要是对机器人传回的烟雾值进行显示，并绘制烟雾值的变化

曲线。当烟雾值超过工厂管理者得设定值时报警指示灯会变成红色，并向管理人

员发送手机报警信息，由管理员当即了解情况，规划决策措施，以保证财产安全。

如图15为数据监控页面： 

 
图15 数据监控页面 

发送短信机制采用的是Twilio云通讯，Twilio是美国知名的云通讯公司，向用

户提供数字化或可编程的语音和消息通信服务，本设计中采用Python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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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ilio.rest库中的Client完成发送短信的功能，发送格式及实际短信接收效果如下： 
message = client.messages.create(to="+xx xxxxxxxxxxx", # 区号+你的手机号

码 
from_="+xxxxxxxxxxx",     # 你的 twilio 电话号码 
body="烟雾值超标!!!!,请前往查看") 

 
图16 烟雾报警短信接收图 

北斗定位页面通过调用百度的静态地图API完成定位，可实时根据经纬度确

定机器人的所在位置。如图17为机器人位置显示，蓝色就代表机器人当前位置。

位置信息会根据机器人车身的WIFI客户端的数据进行更新。百度地图静态图

API，可实现把百度地图以图片的形式发送回来，在图片控件中进行显示，自需

发送HTTP请求，就可获取位置信息。HTTP指令如下： 
api.map.baidu.com/staticimage/v2?ak=E4805d16520de693a3fe707cdc962045&

mcode=666666&center=116.403874,39.914888&width=300&height=200&zoom=11 
ak为用户的注：ak—代码；center—地图的中心；width—返回地图的宽度；height—
返回地图的高度；zoom—地图放大倍数。 

 
图17 北斗定位电脑端显示页面 

http://api.map.baidu.com/staticimage/v2?ak=E4805d16520de693a3fe707cdc962045&mcode=666666&center=116.403874,39.914888&width=300&height=200&zoom=11
http://api.map.baidu.com/staticimage/v2?ak=E4805d16520de693a3fe707cdc962045&mcode=666666&center=116.403874,39.914888&width=300&height=200&zoom=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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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创新点 

基于北斗定位的工厂巡防机器人系统是在原有的工厂安防系统上加入一款

代替人工巡防,可移动式巡防机器人，可完成远距离的图像传输，巡视安防系统的

监控死角，及工厂的消防的巡视工作。利用激光雷达和编码定位轮可在室内进行

壁障式运动，并结合最后获取的北斗信号进行经纬度拟合，解决了北斗卫星系统

室内信号不良的问题。同时本系统配有电脑控制端，可减轻工厂管理者的体力负

担。在意外发生时，第一时间以短信的形式报告给负责人员，保证工厂的安全。 

4 总结 

在我国制造业飞速发展的同时，智能化设备的应用必不可少。本文的巡防机

器人结合北斗定位模块WIFI模块，实现了工厂局域网的建立，使管理者方便管

理，减轻了巡防人力的消耗，对工厂的安全生产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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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导航的交通工具驾驶状态监测装置 

作    者：马金毅、潘碧妮、田雨青、吴唐生 
指导教师：刘艳梅、闻新 
学    校：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摘要】目前，无人驾驶技术尚未成熟，而经典驾驶模式下存在的司机驾驶状态

不良所导致的问题仍亟待解决。近几年我国交通事故已成“中国第一害”，交通事

故死伤人数连续十年位居世界第一，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资料显示，世界每年有

一百二十万人死于交通事故。此外，随着全球变暖、汽车持有量的增加，夏季车

辆自燃的悲剧时有发生。研究表明，当车外气温达到35℃时，阳光照射15分钟，

封闭车厢里温度会迅速升至65℃。针对以上问题，本项目在北斗卫星定位系统的

基础上，研发一款交通工具驾驶状态监测装置。以Arduino单片机作为核心，外接

北斗导航模块、OPENMV视觉模块、预警模块与温度模块，并通过wifi模块，实

现将监测数据传至云端。当人眼闭合达到一定时长，预警模块将发出疲劳提示音

提醒司机，并将发送包含司机位置与状态的邮件，提醒家属关注司机状况。同时，

装置能够时刻监测车内温度，避免自燃类事故再次发生。本项目的设计理念贴切

实际生活，有利于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可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除此之外也可应用于飞机轮船等运输产业中，具有较高可推广性。 
【关键词】北斗定位系统 温度检测 人眼检测 Adaboost算法 物联网 
【Abstract】At present, unmanned technology is not yet mature, and the problems 
caused by poor driving conditions of drivers in the classic driving mode still need to be 
solved urgently. In recent years, China's traffic accidents have become "China's No. 1 
victim" and the number of traffic accident casualties ranks first in the world for ten 
consecutive years. According to information released by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1.2 million people die each year in traffic accidents in the world. In 
addition, with global warming and increasing car ownership, tragedies of spontaneous 
combustion of vehicles occur from time to time.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when the 
outside air temperature reaches 35°C, the temperature in a closed compartment will 
quickly rise to 65°C when the sun is irradiated for 15 minutes. In response to the above 
problems, this project develops a vehicle driving condition monitoring device based on 
Beidou satellite positioning system. The Arduino microcontroller is used as the core, 
and the Beidou navigation module, OPENMV vision module, early warning module 
and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module are connected, and the monitoring data is 
transmitted to the cloud through the wifi module. When the human eye is closed for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the warning module will issue a fatigue alert tone to remind the 
driver, and will send an email containing the driver's position and status to remind 
family member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driver's condi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device 
can monitor the temperature inside the car at all times to prevent spontaneous 
combustion accidents from happening again. This project can greatly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traffic accidents. In addition, it can also be applied to transportation 
industries such as aircraft and ships, and has high scalability. 
【Key words】Beidou positioning system  Driving condition monitoring  Adaboost 
algorithm  Internet of th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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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及意义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汽车保有量继续快速增长，汽车社会的到来以及

道路交通安全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交通事故已成为导致非正常死亡的首要

原因。中国恰好是世界上交通事故最多的国家之一，无人驾驶技术的发展还不够

成熟，充分使用民航尚需时日，因此未来几十年经典驾驶模式仍将占主导地位。

在经典驾驶模式下，交通事故的发生与驾驶员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根据交通管

理部门的相关统计，疲劳驾驶已成为交通事故的主要杀手。中国交通管理部门的

一项研究表明，有70％的驾驶员经历过疲劳驾驶，与酒后驾驶相比，缺乏睡眠可

能导致更多的道路交通事故。据统计，致命事故中有14.9％和致命事故中有20.6％
与疲劳有关。在货运业中，有57％的致命卡车事故是由于驾驶员疲劳引起的，这

也是导致重型卡车事故的主要原因。 
由于车辆扩散而导致的交通状况的迅速恶化将使这一问题更加恶化。驾驶员

疲劳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驾驶员可能会陷入“微睡眠”状态，这会削弱驾驶员

处理异常情况并做出决策的能力。该状态可能仅持续几秒钟，但是如果驾驶员恰

好执行一些关键的驾驶任务，则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驾驶员疲劳驾驶

通常会导致严重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因此，为了防止或避免事故，必须警告

驾驶员任何不安全的驾驶条件。在过去的十年中，为了避免由于不良的驾驶条件

而导致的事故，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开始关注驾驶员的安全问题，并调查与驾驶

员安全相关的状态因素。如今，国内外已达成广泛共识。如何有效避免疲劳驾驶，

可以帮助预防更严重的交通事故并保护人类生命。因此，从学术价值或实际意义

上，有必要对驾驶条件进行深入而详细的研究。 

 
图1 2019年交通事故成因 

2. 设计方案及原理 

2.1 功能设计及创新之处 

一、功能设计 
（1）驾驶状态监测：基于OPENMV视觉模块，从面部特征如眨眼频率、闭

眼时长等方面准确判断司机驾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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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疲劳驾驶报警：当检测到司机驾驶状态不佳时，进行语音报警，使司

机脱离疲劳驾驶状态。 
（3）温度检测：持续检测车内温度，防止夏季自燃类事故的频繁发生。 
（4）北斗定位：可以实时定位驾驶者位置信息，当多次报警时，立即将地

理位置通过邮件或短信的方式发送给家属或者是驾驶者自己设置的紧急联系人。 
（5）云端信息存储与可视化处理：当司机状态不佳或车内温度持续超过阈

值时，通信模块将驾驶状态信息传送至云端并记录，可以通过云端网页直接查看

司机的地理位置信息，以便提醒司机及时调整自身状态。 

 
图2 交通工具驾驶状态监测系统 

二、实用与创新之处 
（1）实时性：驾驶状态监测装置可以实时获取司机驾驶状态，此外北斗导

航模块可以及时获取驾驶者的地理位置。 
（2）智能性：基于改进AdaBoost 算法利用OPENMV视觉模块能够实现精准

的人脸识别与人眼定位功能。 
（3）准确性：将驾驶者的多种面部信号精准提取并进行数据融合，最终得

到的司机驾驶状态结论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可达95%以上）。 
（4）直观性：家属可在云端网页查看司机驾驶状态，如果发生意外直接读

取司机位置。 
（5）鲁棒性：驾驶状态监测装置能耗较低且能够适应复杂工况，因此可在

极端温度条件下实现长时间高效工作。 
（6）安全性：当检测到驾驶状态不良时，装置将直接对驾驶者进行语音提

示，并把司机地理位置信息以短信的形式发送给家属，可极大程度上减小由驾驶

状态不佳带来的严重后果。此外，当车内温度持续超过阈值时，装置将向客户端

发送短信，提高了驾驶者的安全性，以保护广大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2.2 系统设计方案 

系统的硬件平台采用模块化设计思想，以Arduino为核心，外接北斗导航模

块、OPENMV视觉模块、贝壳物联网模块、报警模块、通信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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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交通工具驾驶状态监测系统硬件组成框图 

（1）OPENMV视觉模块：执行人眼闭合检测，并基于改进的AdaBoost算法

构造用于人眼检测的双层分类器。该方法首先检测面部区域，然后根据“三眼五

眼”结构，将人眼搜索的区域变窄可以消除大部分未被识别的非人眼区域。 
人眼状态分析与处理方法：成功定位人眼后，采用基于最小二乘法的眼部轮

廓椭圆拟合方法，用人眼椭圆表示人眼的形状特征，然后根据椭圆的长轴和短轴

之比用于确定人眼的打开和关闭状态。最后，结合PERCLOS与驾驶相结合的方

法来判断驾驶状态，使驾驶状态监控系统更加稳定，准确。 
（2）北斗导航定位模块：基于北斗导航定位模块，可以实时定位驾驶者位

置信息，当多次报警时，可将地理位置信通过邮件发送给家属或者是驾驶者自己

设置的紧急联系人。 
（3）通信模块：通信模块可将实时检测到的驾驶状态数据上传云端，实现

数据显示、数据存储，数据发送等功能。 

2.3 技术创新及功能实现 

2.3.1 改进AdaBoost人眼检测算法 
一、改进AdaBoost 算法分析 
改进AdaBoost 算法能够构建双层分类器进行人眼检测，这种方法先检测到

人脸区域，然后根据人脸的“三庭五眼”结构缩小人眼搜索的区域，能够排除大部

分被误识的非人眼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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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改进AdaBoost 算法训练流程图 

上述训练过程可以理解为：对于每个分类样本，如果被提取的分类器正确分

类，则其权重降低；否则，其重量会增加并继续分类。级联分类器如图5所示。 

 
图5 级联分类器示意图 

如图5所示，矩形框中的分类器均代表强分类器。它们由几个分类器组成。 
弱分类器的数量越大，通过分类器检测到的图像就越少。此外，每个强分类器都

可以检测大多数人眼图像样本，但不包括大多数非人眼样本。 
二、人眼检测调试 
从下图可以看出，黄色矩形工具框标定出人眼区域，并且人眼定位效果比较

理想。接着将人眼进行灰度化处理，绘制出人眼轮廓，并进行开合度判别，输出

的判别结果显示在图像上方，人眼闭合判断调试结果如图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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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人眼定位子模块调试结果图 

 
图7 人眼闭合判断调试结果图 

2.3.2 北斗导航模块工作原理 
北斗导航模块是本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是整个系统的关键之处，系统基于

北斗导航模块对车辆进行定位，可以实时监测车辆具体位置，当驾驶员驾驶状态

不良或发生交通事故时，可以通过通信模块直接报警。因系统需安装至车上且要

求实时获取司机的精准位置，经过查阅资料决定使用ATGM336H-5N双模导航模

块作为本系统的北斗导航模块。其优点如下： 
（1）体积小、便于安装：ATGM336H-5N双模导航模块体积小，适用于车载、

可穿戴设备等。 
（2）功耗小、续航能力强：基于AT6558芯片，适宜使用在长时间驱车条件

下。 
（3）可兼容性强：支持多种卫星导航系统,包括中国的BDS (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美国的GPS以及卫星增强系统SBAS。 
（4）定位精准：它可以同时从六个卫星导航系统接收GNSS信号，并实现联

合定位，导航和授时。 
图8为北斗导航模块实物装置图；图9为北斗导航模块上位机显示结果图。 

 
图8 北斗导航模块装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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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北斗导航模块结果图 

 
图10 云端定位图 

2.3.3 OPENMV视觉模块工作原理 
OpenMV视觉模块是该系统中行驶状况监视的重要部分。它是一个开源，低

成本，功能强大的机器视觉模块。使用的STM32F427具有丰富的硬件资源，其中

USB接口用于连接到计算机。集成开发环境，可帮助进行编程，调试和固件更新。

此外，TF卡插槽支持大容量TF卡，可用于存储程序和保存照片等，并可存储检测

到的工作条件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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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OpenMV视觉模块装置图 

OpenMV上的机器视觉算法包括查找色块，面部检测，眼睛跟踪，边缘检测

和界标跟踪。在成功定位人眼后，使用基于最小二乘法的眼部轮廓椭圆拟合方法，

并使用拟合后的人眼椭圆表示人眼的形状特征，然后根据长度来判断人和椭圆的

短轴比例闭眼。 

   
图12 OPENMV视觉模块检测结果图 

OpenMV视觉模块检测结果如图所示（图12），当检测不到人眼或驾驶者闭眼

时间超过阈值时，装置红灯亮；当检测到人眼且闭眼时长未达到阈值时装置绿灯

亮。 

 
图13 OPENMV视觉模块检测结果上位机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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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信息可视化处理 

2.4.1 数据信号传输 
交通工具驾驶状态检测系统基于北斗导航系统，可采集到的原始数据有驾驶

者人眼闭合程度、交通工具经纬度数据等，首先利用一块单片机 Arduino作为处

理器进行数据的初步读取、解析、运算以及缓存等工作，将得到的数据传递给通

信模块并上传给云服务器端，云服务器端将对数据进行解析与存储，最后按照数

据可视化端的显示需求，将显示驾驶者具体的经纬度以及驾驶状态。最终数据将

存储于云服务器端的数据库中，进而得到连续性驾驶状态，方便驾驶者及时调整

驾驶状态。 
2.4.2 通信模块工作原理 
无线通信模块使驾驶状态监视设备终端设备具有发送联网信息的能力。 它

连接了物联网感知层和网络层的关键链接。 物联网传感层终端生成的所有设备

数据都需要通过无线通信模块聚合到网络层。 云管理平台对设备进行远程管理

和控制，同时通过数据分析，提高了管理效率。 

 
图14 通信模块设计原理框图 

2.4.3 云端数据可视化处理 
该系统使用Shell物联网云服务器。 该平台使用TCP协议作为主要协议，使

用UDP协议作为辅助协议进行通讯。 这两个协议相互通信。 基于TCP协议，您

可以直接使用TCP或websocket建立长连接并使设备保持在线状态。 在联机期

间，设备和服务器可以Json字符串格式的数据进行通信，或者使用http通信协议

上载图片并实现实时更新。 

 
图15 云端数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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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壳物联客户端可以发送指令，查看实时数据，跟实际需求设置报警条件，

通过APP、邮件、短信、微博等方式通知用户。 

 
图16 邮件图 

3. 实现成果视频展示 

通过在知网查阅相关文献知，当闭眼时长超过1.5s时，即可判定为疲劳状态。

在云服务器端口显示驾驶者经纬度信息以及驾驶状态信息，保证了信息的可视

化。 

 
(见附件) 

4. 发展前景及应用方向 

4.1 发展前景 

（1）由于一开始就不会发生驾驶疲劳，因此不会发生交通事故，因此，如

果可以开发一种疲劳预警系统来实时检测驾驶员在驾驶过程中的精神状态，那么

当驾驶员刚刚显示出疲劳迹象时，就会发出警报。这样可以有效地提高驾驶员的

安全系数。统计数据表明，当发生交通事故时，如果驾驶员的响应速度能够快至

半秒，则可以避免60％的交通事故，因此该设备的开发意义重大。 
（2）在无人驾驶汽车大趋势的影响下，人们对经典驾驶方式的产品投资行

为日益低迷。从可降低车祸发生的角度，本研究能够重新“唤醒”这一部分市场，

这是非常有必要的，经典驾驶方式仍是市场的主流趋势，此外，本装置体积小便

于车载，且成本低，性能好，适用于生产生活需要，所以本装置有着源源不断的

发展动力及极其广阔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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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应用群体 

（1）长途货运司机：由于一个人长时间坐姿固定，只做几个规定的动作，

而且动作的幅度受到某些条件的限制，供氧不足，从而产生疲倦，而且不容易恢

复，会产生力不从心的感觉。 
（2）轮班工作者：由于人的睡眠受人体生理节律的影响，如果睡眠的时间

不当或睡眠质量不高，也会引起疲劳。在凌晨和下午是一天中觉醒水平最低的时

段，因此，轮班工作者极容易发生驾驶时打瞌睡的现象。 

5. 总结与展望 

（1）检测系统还需要继续优化平台结构，减小硬件尺寸，以适应当前狭小

的机载空间，最终实现机载化并增强实用性。 
（2）随着不断的发展研究，我们将不断完善装置的功能，将蜂鸣器报警更

改成语音报警，并可通过语音提醒使系统更加的人性化、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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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BDS的精准救援水面救生装置 

作    者：刘媛媛、徐天泽、芶作昆、周之卓 
指导教师：吴恩铭、李滢 
学    校：中国民航大学 
 
 

【摘要】2019年10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实施《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水上

搜救工作的通知》，其第七项主要任务中强调“注重装备研发配备和技术应用，推

动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技术、卫星通信等在水上搜救工作中的应用”；为响应

国务院的号召，我们提出了这套“基于BDS的精准救援水面救生装置”构想。这是

一套由水面救生设备（如机载充气材料救生衣、船载浮力材料救生衣、景区浮力

材料救生圈等）、救生装置扩展动力系统、嵌入式卫星定位扩展板、救援信号接

收端、数据监测服务器等组成的普适性强、实用性高、可靠性好的立体化系统。

本系统被设计用于解决水面救生强时效性与强危险性背景下产生的定位难、施救

难等问题；因此，如何快速精准地找到遇险人员，并保证施救者在自身安全的情

况下实施救援，是本系统设计的关键。此外，考虑到系统量产后如需快速部署，

可能会遇到资金、操作复杂度等问题，安装于救生装置上的执行部分将被设计成

可拆卸式的模块化组件，救援信号接收端亦可由手机APP或小程序临时代替。 
【关键词】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精准救援；水面救援；动力救生装置 
【Abstract】On October 31, 2019,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issued and 
implemented the notice of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on strengthening the 
work of search and rescue on water. In its seventh main task, it emphasized "focusing 
on equipm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y application, promoting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ew gener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atellite 
communication, etc. in the work of search and rescue on water"; in response to the call 
of the State Council, we put forward this set of“ Based on BDS, the concept of precision 
rescue surface lifesaving device is proposed. This is a set of three-dimensional system 
with strong universality, high practicability and good reliability, which is composed of 
surface lifesaving equipment (such as airborne inflatable material lifejacket, ship borne 
buoyancy material lifejacket, scenic area buoyancy material lifebuoy, etc.), life-saving 
device expansion power system, embedded satellite positioning expansion board, 
rescue signal receiving end, data monitoring server, etc. The system is designed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positioning and rescu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trong timeliness and 
strong danger of surface lifesaving. Therefore, how to quickly and accurately find the 
people in distress and ensure the rescuers to implement rescue under their own safety 
is the key of the system design. In addition, considering that if the system needs rapid 
deployment after mass production, it may encounter problems such as capital, operation 
complexity, etc., the executive part installed on the lifesaving device will be designed 
as a detachable modular component, and the rescue signal receiving end can also be 
temporarily replaced by mobile phone app or small program. 
【Key words】BDS; Precision rescue; Surface rescue; Power lifesaving 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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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设计背景 

1.1 政策背景 

我国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高度重视水上搜救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李

克强总理多次对水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以对人民群

众高度负责的态度组织开展搜救工作，调集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采取一切可以

采取的措施，争分夺秒准确掌握相关情况，加大协调力度、把伤亡人数降到最低

程度，深刻汲取教训，强化维护公共安全的措施，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为此，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水上搜救工作的通知》，聚

焦破解水上搜救工作中的突出问题，推动水上搜救工作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服务

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通知》在第七项主要任务中强调，注重装备研发配备和技

术应用，推动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技术、卫星通信等在水上搜救工作中的应用。 

1.2 水面遇险案例分析（以空难水上迫降为例） 

常见水面遇险状况一般有船难、空难水上迫降、洪水水灾、游泳溺水等，这

里以时间最紧迫、救生最难的空难举例： 
2000年5月31日怀阿拉航空一架PA-31小型客机因两台发动机故障在澳大利

亚南部的斯潘塞湾迫降。机上1名飞行员及7名乘客全部遇难。受到这件事的影响，

澳大利亚现在要求所有搭载付费乘客的飞机在水上飞行时都必须搭载救生衣和

逃生设备。 
2002年11月11日，拉瓦格航空的585航班左侧发动机发生故障。飞行员尝试

驾驶海上迫降。飞机破裂并沉入60英尺的海下。机上34人中有19人遇难。 
2005年8月6日突尼西亚航空一架ATR72客机因燃油耗尽在西西里岛附近海

域迫降，飞机断裂为三段。机上共有39人，23人受伤。 
2011年7月11日，安加拉航空公司5007航班因发动机起火，在俄罗斯的鄂毕

河上迫降。在飞机碰触到水面时，尾翼及起火发动机脱落，37人中有7人遇难。 
这一个个触目惊心的数字背后都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的逝去，所以水上迫降

除了字面意思，也可能意味着极低甚至于0%的生存几率。而值得关注的是，美国

某大学数据分析显示：飞机刚在水面迫降时，如果没有发生爆炸等极端情况，机

上乘客大多处于生还状态，而大部分遇难人员却死于溺水。 
迫降后，飞机一般都会解体，飞机残骸虽可依据“黑匣子”的定位系统确定，

但由于发生水面迫降的地方大多处于海洋，因其面积辽阔，加上水流等各种不稳

定因素，人员以较大面积四散分布，使得搜救工作十分缓慢困难。迅速确定落水

乘客的位置是救援的首要任务。因此，如何快速确定幸存者的位置并反馈给救援

人员实施营救就成了一个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2.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BDS） 

2.1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概述 

北斗全球卫星和导航系统是目前中国正在建设和实施的第一套自主设计和

发展、独立研制和运行的北斗全球卫星和导航系统。按照国家规划建设的目标，

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具有独立性、开放性和兼容性、技术先进性、稳定性和可

靠性、全球覆盖性等特点。 
北斗卫星空间段导航系统由卫星空间段、地面段和全球用户段三个大部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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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系统组成，可在空间段和全球范围内每时每刻为各类卫星用户和空间段提供各

种精度性高、可靠性高的定位、导航、授时等信息服务，还具短报文通信传输能

力，已经初步地具备了区域性空间段导航、定位和授时信息传输能力，定位精度

10米，测速导航精度0.2米/秒，授时精度10纳秒。 
2014年11月23日，国际海事组织联合国海上安全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审议批

准并通过了对我国BDS系统和无线电卫星导航系统正式认可的可以保护我国航

行安全的通函，这也标志着我国北斗卫星无线电导航系统正式发展成为了全球领

先的无线电卫星导航系统的组成部分，取得了面向国际海事安全领域应用的航行

安全国际合法资格和地位。 

2.2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定位算法 

 
图1 北斗二代卫星导航三星定位原理 

 
如图1，以北斗二代三颗卫星为球心，三颗卫星到用户机的距离为半径分别

作三个球。三个球必定相交于两个点。设三颗卫星到用户机的距离为半径分别为

𝑅𝑅1、𝑅𝑅2、𝑅𝑅3，三颗卫星发射信号的时刻分别为𝑐𝑐𝑠𝑠1，𝑐𝑐𝑠𝑠2，𝑐𝑐𝑠𝑠3，三颗卫星的坐标分别

为(𝑋𝑋1, 𝑌𝑌1, 𝑍𝑍1)、(𝑋𝑋2, 𝑌𝑌2, 𝑍𝑍2)，接收机的坐标为（𝑋𝑋,𝑌𝑌,𝑍𝑍）,那么可以列出方程： 

3. 整体构造及各模块功能 

3.1 整体框架简介 

基于BDS的精准救援水面救生系统（以下简称系统）由水面救生设备（如机

载充气材料救生衣、船载浮力材料救生衣、景区浮力材料救生圈等）、救生装置

扩展动力系统、嵌入式卫星定位扩展板、救援信号接收端、数据监测服务器等组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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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系统构造示意图 

如图2，系统的核心为水面救生设备，其上将安装卫星定位扩展板与扩展动

力系统。险情发生时，求救人员可通过卫星定位扩展板发送求救信号，信号将传

递至调度中心服务器进行数据分析，并由服务器完成救援任务分配。处于巡逻状

态的救生员和各救生点可通过救援信号接收端接受救援任务。当救援人员确定

后，救生设备的扩展动力系统将提供辅助动力使求救者向安全位置靠拢，同时救

生员可通过救援信号接收端与求救人员保持通讯与位置指引，直至人员获救。 

3.2 嵌入式卫星定位扩展板 

 
图1 嵌入式卫星定位扩展板3D示意图 

嵌入式卫星定位扩展板的主要任务为在求救时发送求救信号至服务器，次要

任务为在日常待机状态下定期发送自检信号至服务器，便于检修与维护。因此，

对其提出的要求为：超低功耗、高可靠性、较小体积。 

 
图4 ZigB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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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电路设计 
如图4，嵌入式卫星定位扩展板由北斗卫星定位模块、ZigBee组网模块、

STM32L010F4超低功耗单片机、扣式电池供电模块组成。 
1.低功耗北斗卫星定位模块 
低功耗北斗卫星定位模块可提供一定精度的卫星定位功能，并可进行短报文

通讯，是扩展板的关键组成部分。模块仅在使用时开启，待机功率低，便于延长

系统单次充电使用周期。 
2.ZigBee模块 

 
系统选用ZigBee模块实现模块间的自组网。 
日常管理时，如船只或飞机应用情形下，若每次航行前均需对所有救生设备

进行检查，将会耗费大量时间。 
系统待机状态下，电压检测电路每隔固定时间将对电池电量进行检测，若电

量不足，则向ZigBee网络发出信号，检测端只需接入ZigBee网络即可监控辖区内

所有救生设备的电量及使用情况。同时，在航行途中，检测端会因某一设备发生

异常（如突然离线或处于使用状态）而发出警报，管理人员可快速前往故障设备

处检修或对落水者实施救援（如船只航行时有乘客落水，甲板上的乘客投掷救生

设备救援，但来不及通知工作人员）。 
系统救生功能启用状态下，相同区域救生设备自行组网，共享位置信息，防

止某一设备因模块故障等原因无法发出求救信号，并可通过多节点定位数据融合

进一步提高定位准确度。 
ZigBee 技术具有高容量、低功耗等特点，一节电池理论上可以使用10年以

上，而在实际应用中一节电池也可以使用2年左右。 
3.STM32L010F4超低功耗单片机 

 
图5 STM32L010F4P6 

STM32L系列单片机增加了两种低功耗模式：低功耗睡眠模式和低功耗运行

模式。采用超低功耗振荡器和电压调节器，可以大大降低单片机的低频功耗。在

正常运行模式下，stm32l的最小功率/性能比为185μA/DMIPS。此外，STM32L设
计的目的是以低电压实现高性能，能有效延长电池供电设备的充电间隔。片上模

拟功能的最低工作电源电压为1.8V。数字功能的最低工作电压为1.65V，在电池

电压降低时，延长电池供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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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扣式电池 

4.扣式电池供电模块 
系统选用扣式（纽扣）电池供电，保证了小体积与可靠性。 
3.2.2 机械结构设计 
考虑到系统量产后快速部署时，可能会遇到资金、操作复杂度等问题，安装

于救生装置上的嵌入式卫星定位扩展板需要被设计成可拆卸式的模块化组件，在

可以直接嵌入在新生产的救生设备内的同时，还应能方便地安装在已有救生设备

外部。为此，应为扩展板增加保护防水外壳，使其能方便地安装在已有的救生设

备上。 
3.2.3 程序设计 

 
主函数代码如下： 

3.3 救生装置扩展动力系统 

救生装置扩展动力系统是本救援系统的可选设备，主要用于景区、水库等应

用场景。 
3.3.1 扩展动力系统的必要性 
与船难、飞行器水上迫降等大型事故不同，景区、水库等水域往往没有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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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的专业救援，且人员突发溺水时，一般没有携带救生设备，需依靠岸边施

救者投掷救生设备。这里以救生圈举例，据调查显示，我国57.6%的小型水域都

配备有专用救生圈，而使用率仅15.3%，使用救生圈的成功率仅30.7%。从溺水事

件发生后对于施救者的采访中得知，落水情况发生时，救生圈无法准确投掷至呼

救者手中，仍需施救者下水救援。而溺水的黄金救援时间仅有四分钟，如此一来

不仅耽误了救援时间，更给施救者增加了风险。 
如果给救生设备安装上动力装置，在投掷完成后通过遥控使其准确到达落水

者手中，便可大大提升救援成功率，同时保障了施救者的安全。 
与嵌入式卫星扩展板相同，考虑到系统量产后快速部署时，可能会遇到资金、

操作复杂度等问题，扩展动力系统需要被设计成可拆卸式的模块化组件。 
3.3.2 动力装置选择 
可选的动力装置为螺旋桨推进器、喷水式推进器、压缩气体喷气推进器。 

 
图7 喷水式推进器 

考虑到救生设备的安全性，如选择螺旋桨推进器，裸露的螺旋桨将可能使被

救人员受伤，因此螺旋桨需嵌入救生设备内部或外加保护壳，这将会增加救生装

置重量并难以实现模块化安装。 
安全方面，压缩气体喷气推进器是较理想的选择，但其成本高，维护困难，

且难以重复使用，不便于广泛使用。 
综上所述，喷水式推进器成为最理想的选择。喷水式推进器在可以提供足够

动力的同时可以保证一定的安全性，且易于维护。 
3.3.3 机械结构设计 

3.4 救援信号接收端 

救援信号接收端为救生设备管理员或搜救人员专用手持设备，日常警戒场景

下，可以为搜救人员自身提供较高精度的定位并上传至服务器便于调度，同时可

以接入辖区内救生设备的ZigBee网络，显示辖区内救生设备状态，并在救生设备

处于异常状态时做出警示；搜救时，用于提示服务器端指示的目标位置并分析相

关数据。如搜救时接收端数量不足，可用专用手机APP代替。 

3.5 数据监测服务器 

 
图8 嵌入式卫星定位扩展板和辅助动力装置装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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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监测服务器用于接受存储各救生设备回传的数据并做相应分析，进行险

情提前预测；根据救生设备分布状况判断救援优先级，以保证优先救出落单等处

于高危险性状态下的目标；自动分配救援与巡查任务等功能。 
图9为简易上位机示意图，可显示求救信号定位、实现最短路径规划，显示

求救信号的数据帧中信号经纬度、信号强度等信息。 

 
图9 服务器端简易上位机示意 

4. 感想及展望 

救援是一个永恒不变的话题。只要能救起一个生命，哪怕耗费再多的成本，

都是值得的，因为生命无价。这是我们选择这个项目的初衷，也是一次次埋头苦

干、彻夜讨论的动力所在。 
在本次比赛快结束的时间里，突然爆发的新冠病毒疫情也让我们感受到生命

的宝贵。看着数据上不断上涨的死亡人数黑色数字，我们想要做些什么，却又无

奈能力有限，只能默默祈祷。这更加坚定了我们要把这次的作品做到我们所能完

成的最佳状态的决心。 
由于水平有限，我们对于本作品只能到做出简单模型的地步，但水上救援的

话题永远不会结束。我们会努力提升自己的能力，希望在未来的某天，无论经由

我们自己还是别人，可以把我们的设想变成现实，将北斗的福祉带给千家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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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定位技术的人工智能海洋养殖系统 

作    者：苏双永、林诗如、林晨昕、鲍雅丽 
指导教师：赖日文、唐伟杰 
学    校：福建农林大学 
 
 

【摘要】由于海洋环境的不断恶化，就如今海洋养殖的现状而言，无论是海水养

殖的规划布局还是养殖模式都无法达到我们所预期的最理想化的状态，即我们所

需要的是一种可持续、可视化、科学的养殖模式。本系统采用模糊决策软件体系

结构，通过固定浮标监测站与自主导航监测船相配合，进行海洋水质信息的收集

和评估，该监测系统结合了自主水面运载器移动性的优点和固定浮标的稳定性，

使其可以在近海进行较长时间的工作。系统具有执行长期任务的巨大自主权，能

够提高监测水质参数的自主性与灵活性。将所得的信息再发送给水产养殖船，水

产养殖船能够有规划的选择路径，使得海产品实时处于一种最佳水质中生长，提

升产量与品质。 
【关键词】北斗导航；自主监测船；模糊决策；海水养殖；固定浮标监测站 
【Abstract】Due to the continuous deterioration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 as far as 
the current status of marine aquaculture, neither the planned layout of marine 
aquaculture nor the aquaculture model can reach the optimal state we expect, that is, 
what we need is a sustainable Visual and scientific breeding mode. This system adopts 
fuzzy decision software architecture, and collects and evaluates marine water quality 
information through the cooperation of fixed buoy monitoring stations and autonomous 
navigation monitoring ships. The monitoring system combines the advantages of the 
mobility of autonomous surface vehicles and the stability of fixed buoys. It allows for 
longer work offshore. The system has great autonomy to perform long-term tasks and 
can improve the autonomy and flexibility in monitoring water quality parameters. The 
obtained information is then sent to the aquaculture vessel, and the aquaculture vessel 
can have a planned selection path, so that the seafood grows in an optimal water quality 
in real time, and the yield and quality are improved. 
【Key words】Beidou navigation; Autonomous monitoring ship; Fuzzy decision-
making; Mariculture; Fixed buoy monitoring station 
 
 

一、项目背景 

海洋是地球宝贵的资源，也是其生态系统组成的关键因素。近几十年来我国

的海水养殖业虽然在产量和规模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目前海水也因过度

养殖而造成了自身环境污染，而且海水中还含有大量残饵、排泄物、化学药剂等

污染物，使海水自净能力削弱，造成了海水富营养化、渔业水域使用条件被破坏、

海洋生态环境被破坏等负面影响[1]。 
如今海水养殖的现状而言，无论是海水养殖的规划布局还是养殖模式都无法

达到我们所预期的最理想化的状态，即我们所迫切需要的是一种新型的养殖模式

来将海水污染降到最低，且使海洋养殖业经济可持续发展。基于北斗定位技术的

人工智能海洋养殖系统，与北斗定位技术、新型的养殖模式相结合所所成一个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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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可持续、可视化、科学海水养殖模式。可认为是针对海水养殖污染和防治的

一个里程碑式的突破。 

二、项目立意 

我国拥有1.8万千米的海岸线和约300万平方千米的海洋国土面积。尽管当前

我国海洋生态环境状况基本稳定，但由于多年来不合理不规范不科学的近海养

殖，近海海域受到海洋养殖污染，近海海域水环境质量差，局部海域污染严重。 
养殖用海作为海水养殖产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资源，其存量不足的风险

已显露端倪。一方面，传统海水养殖空间正在遭受来自填海造地、海洋工程、港

口航运等用海产业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养殖用海遭受由陆源污染、开发不合

理等带来环境破坏[2]。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型的人工智能海洋养殖系统。该系统由自主导航监测船和

静态浮标监测站组成，前期寻找多块符合条件养殖区域，圈定最适养殖范围，并

通过自主导航监测船定期、定时、沿指定路径检测水质，通过水质评估，并将水

质状况与终端反馈，后期与“生态养殖模式”“轮换海区养殖模式”相结合[3]，使该

块水域资源得到最大利用，资源恢复又在可控范围；同时对已严重污染海域进行

水质治理监测，形成一个全新的可持续、可视化、科学的全新的海水养殖模式。

该系统由自主导航监测船和固定浮标监测站以及水产养殖船组成，采用模糊决策

软件体系结构[4-5]，本系统的设计旨在通过与北斗定位技术结合缓解或解决因海

洋不合理不规范不科学的海水养殖所带来的污染问题。 

三、系统结构及项目设计 

3.1 系统组成 

为了获取区域水质信息，合理投放海产品中种类及规模以获得最大收益，我

们设计了这个系统。整体系统如图1所示，由静态浮标监测站、动态水质监测船

和水产养殖船构成，静态浮标监测站能实时获取附近水质信息，动态水质监测船

通过服务器下发任务和路径规划方法在水中自主航行，且监测船上也配备了水质

传感器，也具有获取水质信息的功能，可作为静态浮标监测站的补充，以获取当

前水域最优水质区域，然后把坐标信息通过服务器发送给水产养殖船，使得海产

品实时处于最优水质中生长，保证产量及效益。 

 
图1 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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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静态浮漂监测站设计 

3.2.1 硬件设计 
静态浮漂监测站的主控板被编程为每60秒通过BDS芯片获取并记录一次水

质检测信息，并被部署在一个水中自由流动的拉格朗日漂流器中。 
静态浮标监测站的设计基于Arduino平台、北斗定位模块、GSM通信模块、

wifi模块以及水质监测模块所构成。完成的硬件平台如图2。中央处理器和北斗定

位模块之间建立了串行通信。温度探头使用UART通信，而水质模块使用I2C通

信，其地址为000。该程序包含使用system库中的定时器功能，允许用户定制采样

间隔。中央处理器接收来自水质传感器的十六进制数据，将其转换为水质实际数

据。水质检测结果用逗号分隔，并将其记录到SD卡上，收集的数据然后从SD卡

上通过GSM网络传送到服务器进行数据分析。此外，为了达到在海水中工作的标

准，使用奥斯邦conformal coating对电路进行三防处理，形成保护膜，有效的隔离

并保护电路免遭化学品、潮湿和其他污物的侵蚀，并保证其使用寿命。 

 
图2 静态浮标监测站电路 

静态浮漂监测站电路被部署在一个拉格朗日漂浮器中，并达到了行业接受的

40：1拖拉面积比。拉格朗日漂浮器由16mm直径的碳纤维管和玻璃纤维板平台组

成，以部署漂浮探测器电路。该拉格朗日包含六块漂浮面，每块板宽10.9厘米×深
80.3厘米， 呈星形排列。每个面板都覆盖着高密轻薄20D尼龙织物。六个面板分

别采用一根支杆使上平面与下平面连接，其中，支杆采用16mm直径的碳纤维管。

静态浮漂监测站如图3所示。 

 
图3 固定监测站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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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软件设计 
静态浮标监测站程序的代码遵循图4所示的逻辑。应用程序的采样间隔设置

为60秒，但可以将用户指定为1毫秒的间隔。监测站接收BDS数据，提取包含

NMEA字段的数据，解析后保存到microSD卡，如经度，纬度，速度，锁定的卫

星数量，日期和时间。BDS读数通过串行通道以9600波特传送，而水质监测使用

具有默认地址000的I2C通信协议。数据被保存为microSD卡上的CSV文件，并且

当电源供电能力不足后，重新供电时新的数据被追加到现有的文件。自主导航监

测船的通信任务流程与静态浮标监测站相同。 

 
图4 静态监测站程序的编程逻辑 

3.3 水面自主水质监测船设计 

3.3.1 硬件设计 
自主导航水质监测船电路使用AtMega2560以最大化性能，最小化电量消耗，

配备了一块北斗定位模块、GSM通信模块、wifi模块，其中包含一个SD卡读卡器

插槽，一块太阳能电池板。监测船电路主控板被编程为上电后及与服务器通过

GMS网络进行对接，每十秒读取一次服务器上的数据，原有检测船控制电路被安

装在检测船的船身内部。监测船如图5所示，架构如图6所示 

 
图5 监测船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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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监测船架构 

3.3.2 软件设计 
在动态水产养殖船中实施的控制策略分为三个软件层，如图7所示： 

 
图7 控制系统的层次结构，显示了三个控制级别：战略，战术和操作。 

战略层：根据对测得的水质信息、自上一次勘探以来所经过的时间、电源剩

余量以及当前位置与下一个目标探索区域之间的距离进行分析，选择最佳水质区

域进行选择的高层决策子系统。 
战术层：是中间的决策系统，它从上一层接收要探索的下一个区域”，并设

计一个探索计划。它包含一个模糊级别子系统，用于优化路径，速度，航向和起

始角度。该算法处理来自船只传感器的信息以及船只本身及其环境的状态，例如

要探索的下一个区域的标签，电池剩余电量以及光伏系统实时提供的能量。下一

个航路点的北斗定位坐标和电机速度被发送到操作级别层，该级别是层次结构中

的中等级别。 
操作层：是一个低级的纯技术决策步骤，专注于导航控制。该系统控制航向，

速度，角度等，并操作避障传感器。操作控制级别使用模糊逻辑反馈控制回路：

读取战术级别提供的数据并将其与参考信号进行比较，并将任何错误用作控制参

数以纠正航向。 
自主导航监测船的操作层次流程图如图8所示，首先初始化系统，包括读入

系统配置文件，完成定时器初始化，初始化全局参数，初始化各类传感器设备，

初始化任务和运行任务。其中，初始化定时器主要是配置定时器中断的时间，还

有每个任务周期时间；初始化系统配置文件主要从配置文件中读取姿态传感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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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校准数据；初始化各类传感器设备主要是使用open函数打开硬件设备，完成

对设备的配置，包括北斗模块、MPU9150等设备。完成所需要的初始化后，开始

完成目标任务。 

 
图8 自主导航监测船软件流程图 

通信任务流程如下图9所示，该任务负责自主导航监测船和服务器之间的连

接通信，根据不同的数据发送或接受相应数据，使用的通信协议为MAVlink协议。

发送的数据包括了静态浮漂监测站的状态，位置数据和姿态数据，地面站系统接

收这些信息然后实时显示。接收的数据包括服务器发送的控制指令、参数指令、

任务指令。 

 
图9 通信任务流程图 

姿态任务流程图如下图10所示，该任务每10ms执行一次，调用的核心程序是

姿态解算算法。该任务负责采集MPU9150传感器输出的陀螺仪、加速度计、磁力

计数据，经过姿态解算算法解算出姿态后，给通信任务发送信号，由通信任务发

送姿态数据给服务器。 

 
图10 姿态任务流程图 

控制任务流程如下图11所示，该任务通过改变PWM的占空比来控制舵机的

偏转方向和电机的转速，完成对自主监测船的方向控制和速度控制。该任务由通

信任务触发，当通信任务收到服务器的坐标指令后，解析出控制量，发送给控制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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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控制任务流程 

四、战略决策层的设计及其在实际任务中的应用 

本节描述了上文战略决策层的设计，在此级别上，模糊算法处理的数据来自

动态水产养殖船以及静态浮标监测站所获取的状态和水质的信息，以此为根据选

择下一个探索区域。模糊控制系统也会考虑一些其他的参数例如无人船的剩余电

量，以确定其是否有足够的电量到达下一个最佳区域，何时到达，或者是否必须

选择其他优质区域等。 

4.1 近海水产养殖勘探区分类 

为了方便研究，我们将某大区域以网格的形式细化为有限的小区域，以小区

域为基础单位来研究整片海域的水质分布情况，具体划分如图12所示 

 
图12 出于探索目的将某近海海域的视图分为306个框。 

4.2 决策区域分类策略 

动态水质监测船的战略规划软件层使用先前对其区域探索后所保存的信息

对每个小区域的状态进行分类。将每个小区域的温度、盐度、含氧量、硝酸盐等

变量作为输入量输入到模糊算法中。根据这些信息，用模糊状态的特定颜色对每

个进行分类。我们从区域中收集中获取了306个小区域的各项水质参数的值如图

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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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水质参数水平 

该图显示了从前306个框中获得的值，将它们标准化并拟合为0到1的标度。

将这些值输入到模糊控制系统中，以获取每个框的状态，如下所述。每个框中每

个传感器的值被计算为该框中所有读数的平均值，以避免单个测量值定义其值。

图14描绘了输入为硝酸盐浓度和输出值为拟合后的参数。此输出值定义了网格的

状态，因此也定义了地图上区域的颜色。 

 
图14 （a）输入的硝酸盐含量参数，其中EL：极低，VL：非常低，L：低，

SL：略低，N：正常，SH：略高，H ：高，VH：非常高，EH：非常高；（b）
拟合后的参数 

判断逻辑如下图所示： 
如果任何输入的值为EL或EH，则输出为极差。 
如果没有EL或EH值，但至少有一个VL或VH值，则输出为较差。 
如果没有EL，EH，VL或VH值，但至少有一个L或H值，则输出为正常。 
如果没有EL，EH，VL，VH，L或H值，但至少有一个SL或SH值，则输出为

好。 
如果所有输入值均为N，则输出为很好。 
因此，对于特定的实验，地图上的每个区域都显示特定的颜色，如图15所示：

很好（绿色），好（浅绿色），正常（黄色），较差（橙色）和极差（红色）。在图

中方框95中可以看到处于非常恶劣状态的关键区域，那里的农业硝酸盐径流到达

了大海。还可以看到几个坏的和正常的区域，其余的则分类为“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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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4.3 导航到“浮标-监测船”双重作战目标区域所需的决定 

决定要探索哪个区域时，要考虑以下三个基本参数：当前区域及几个静态浮

标监测站周围的水质情况，监测船到其他小区域的距离以及自身剩余电量。 
系统计算整个区域的阈值，然后选择值最高的那个。因此，监测船将从其初

始起点驶向并探索指示的感兴趣区域。如果其电池负载下降到20％以下，则车辆

将停止，放下锚固件并进入待机状态，直到太阳能电池板将电池充电至75％，此

后它将唤醒并继续进行探索。如果它从某个区域收到警报，则该区域的State值将

成为优先级（红色），并且船只将按照上述步骤进入该区域。 
在前往和探索不同区域的过程中，数据库中的值会使用有关6个物理化学参

数及其捕获日期的信息不断更新。 

4.4 验证模糊区域分类算法 

本节介绍使用上述模糊分类算法和导航策略在实际海域进行试验。具体导航

步骤如图16所示。 

 
图16 为起点在框34，终点在框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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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流程如下：监测船在位于区域34时收到来自区域95的警报在图15所示的

模糊控制器的输出中检测到较高的硝酸盐读数。无人检测船将自主前往该地区进

行进一步的侦察作业，图17给出从输入值生成模糊输出的规则集。 

 
图17 从“战略级”控制系统的Simulink模型获得的图形。（a）传感器的输入值，

距离和时间；（b）输出值（选中框95）。 

五、应用展望 

本文描述了一种新型的人工智能海洋养殖系统，它专门设计通过自主导航监

测船。与生态养殖模式、轮换养殖海区等新型养殖模式相结合，改善传统海洋养

殖所具有的养殖地点固定、养殖种类较为单调、对海洋污染危害较大等缺点。新

型的人工智能海洋养殖系统所具有的无人船水质测算的特性，能够为“生态养殖

模式”、“轮换养殖海区”的养殖方法提供有力有效的基础，从而有效保护、改善海

洋的生态环境，以最小的污染代价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这一人工智能海洋养殖

系统为全新的绿色可持续海洋养殖模式、科研、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参考方向、优

质数据。促进科研和经济的发展。 
关于未来的工作，我们目前正计划： 
（1）将动态水质监测船引入或使用其他绿色能源，使自主导航监测船更高，

测算路径更加准确不偏移； 
（2）在自主导航监测船中加入更多不同海水中成分的测定方法，使测算结

果更加准确，从时间和空间方面对本系统的应用进行拓宽； 
（3）引用更准确的方法计算海水养殖污染负荷量在海域总污染的贡献； 
（4）采用大数据技术，将无人船所采集信息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对比，为近

海养殖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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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和视觉雷达数据融合的GIS智能安防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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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安防行业传感器数据可靠性和用户实时交互体验，我提出了科学、

实用的“北斗+AI+安防”系统方案，并独立创新设计完成。 
系统科学性。如今的安防行业大多采用摄像头采集数据，这一单一传感器监

测方案难以满足精确灵敏无漏检的需求，而数据融合能够获得比单传感器数据更

科学的状态估计，增强信息的互补性，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提高系统的综合应用

效能。 
系统的实用性。系统解决大型仓库的监控，以及多个或者多区域的仓库统一

监控的问题。除此之外，系统还可用于监狱安防，大型空旷区域及国家边境等领

域的监控。大型仓库的监控范围扩大通常是靠增加摄像头数量来解决，而我设计

的系统融合雷达技术，在不增加摄像头的情况下能准确掌控大型、超大型仓库的

监控区域范围。 
整套系统在接收北斗卫星定位数据的基础上，系统前端数据采集部分采用厘

米波雷达和视频摄像头进行数据采集，后端数据处理部分提出了解耦融合方案，

提高设备的检测精度和可靠性，用户交互部分自主开发了微信小程序，实时在地

图上标注出前端设备位置与姿态，通过选定地图上指定前端设备，用户可以在网

页上查看指定前端设备的视频实时画面。 
系统的创新主要集中在： 
1、实时监控：成功将雷达与视觉数据融合进行动态目标检测。 
2、成功利用北斗芯片将前端设备和后端小程序合理串联起来。 
3、首次把GIS系统和安防监控系统有机融合为一个整体。 

【关键词】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数据融合、智能安防 
【Abstract】 I proposed a scientific and innovative solution for the sensor data 
reliability and real-time interactive experience of the security industry, and 
independently designed and produced the "Beidou + AI + Security" system. 

Aiming at the scientific nature of the system, most security industries only use 
cameras to collect data, but the single sensor detection solution is difficult to meet the 
needs of accurate and sensitive non-missing detection. Data fusion can obtain a more 
scientific state estimate than single sensor data, improving the complementarity of 
information, the scientific nature of decision-making and the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efficiency of the system. 

Aiming at the practicability of the system, the system mainly solves the problems 
of large-scale warehouse monitoring and unified monitoring of multiple large-scale 
warehouses. In addition, the system can also be used for monitoring problems in prison 
security, large open areas and national borders. The monitoring problem of large 
warehouses is often solved by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cameras, and the system adds 
a radar part, which successfully solves the monitoring problem of large and very large 
warehouses. 

On the basis of receiving the Beidou satellite positioning data, the entir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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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s centimeter-wave radar and video cameras for data collection in the front-end data 
collection system, and proposes an understanding and fusion solution to improve the 
detection accurac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equipment. The interactive part independently 
developed a WeChat mini program to mark the front-end device position and posture 
on the map in real time. By selecting the specified front-end device on the map, users 
can view the real-time video of the specified front-end device on the web page. 

System innovation is mainly focused on: 
1.Fusion of radar and visual data for real-time monitoring of dynamic target 

detection. 
2.Successfully use Beidou chip to reasonably connect front-end equipment and 

back-end applet. 
3.For the first time, organically integrate the GIS system and the security 

monitoring system into a whole. 
【Key words】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data fusion, intelligent security 

 
 

第一部分: 设计概述 /Design Introduction 

1.1 设计目的 

近年来，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安防行业也正茁壮成长。安防行业已

从“传统安防”向“AI智能+安防”转变。如今的安防行业有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安防用户的分散化，用户需求的多样化。这对安防行业厂商的服务与技

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于此，我提出“北斗+AI+安防”的设计模式，在安防设备

可靠的基础上，利用“北斗”赋予设备“空间”上的新能力，通过AI赋予设备“智能

化”的新功能，聚焦解决设备空间分布分散化，设备智能化程度相对较低等难题。 
二是技术融合。一般情况下，安防行业的技术特点是以摄像头为中心进行开

发维护，这从根源上限制了设备获取信息的丰富性。尽管视频信息有丰富的纹理

特征和潜在信息，但是因摄像头存在监控距离有限、监控范围小等缺点，所以无

法获取深度信息。基于此，我将雷达信息技术融入安防设备，提出视觉与雷达数

据融合的数据采集方案，聚焦解决视觉监控探测范围小、容易受环境影响视频模

糊、算法开发复杂等难题。 

1.2 应用领域 

1.2.1 应用前景包括： 
(1)主要用于大型厂房的监控。 
(2)监狱的监控。 
(3)道路交通安全监控。 
1.2.2 可拓展领域包括： 
(1)无人驾驶领域：通过设备，实时监控来往车辆并可与车辆通信，提供全面

可靠的道路交通实时信息。 
(2)边境安全领域。 

1.3 主要技术特点 

(1)视觉与雷达融合，建立目标跟踪精确模型。 
(2)北斗卫星定位，可精确定位设备，串联设备与小程序，用户实时访问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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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的视频画面。 
(3)融合GIS系统，在用户交互，信息展示等方面更加简洁和便捷。 
(4)视觉采用传统计算机视觉和深度学习融合的方案。 
(5)雷达采用卡尔曼滤波基础理论，建立精准动态目标模型。 
(6)数据融合方案采用后端松耦合方案，在提高数据可靠性的同时，提高设备

的可靠性。 

1.4 关键性能指标 

(1)帧率：20fps左右； 
(2)准确率：90%以上； 
(3)误检测率：5%以下； 
(4)漏检测率：0%； 
(5)跟踪鲁棒性：较强； 

第二部分：系统组成及功能说明/System Construction & Function Description 

2.1 整体介绍 

 
图1 系统框图 

如上图1为系统构成图，智能安防系统由前端数据融合模块，北斗模块和小

程序部分构成。其中，前端数据融合模块分为摄像头和厘米波雷达，摄像头用来

采集视频信息，厘米波雷达自主建立的模型探测动态目标。为了建立更加准确的

模型，我们还将雷达的深度信息发送到视觉部分，从而建立目标的速度模型和位

置模型，进而精确检测动态目标，实时向用户发送信息。 

2.2 硬件介绍 

1. 摄像头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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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海康威视摄像头 

2. 雷达模块 
 

 
图3 厘米波雷达 

3. 北斗模组 

 
图4 UB482北斗模组 

2.3 软件介绍 

1.视频显示软件 
第一步实现了有线的流数据传输，通过网口连接，在PC端实时观看；第二步

利用路由器尝试无线传输，通过路由器形成的小型局域网，将设备端的数据流传

至PC端；第三步利用obs尝试视频远程推流，选择B站作为流数据传输的终端。 
在利用obs进行推流的模块，B站直播间的个人直播码即为obs需填的串流密

钥。在整个实践过程中，是利用前置摄像头的画面作为需推流数据进行模拟操作：

在obs来源处增加视频捕获设备，确认成默认属性后即显示前置画面，同时可以

根据推流需求调节obs界面框的大小。 
2.雷达数据界面 

海康威视摄像头，双向云台

设计，镜头可以上下左右灵活转

动，实现360°大范围看护。

1080p高清画质，配置200万高清

摄像头，画面细致。高功率双LED

红外灯，自动切换白天黑夜模

式。夜间红外灯亮度根据环境自

动调节，夜视距离10米。 

实验室自主设计厘米波雷达，

分辨率较高，结合合成孔径雷达

技术的应用，使得厘米波雷达的

分辨率达到光学图像的分辨率。

厘米波雷达可以远距离，全天候

探测，大大增加了设备在空间上

的探测能力。 

我们采用的方案是采用树莓派共

享局域网和电脑端进行互联，在树莓

派的python脚本中解析北斗模块定位

信息及姿态信息传输，将接收到的北

斗信号解析并传输到手机端。北斗模

块我们做了一个电源控制系统，连接

12V锂电池与树莓派共享计算资源。同

时树莓派容易的计算资源可以用于其

他功能的添加。树莓派与接收端处共

处于一局域网下便可实现WiFi数据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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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雷达数据界面 

雷达数据界面主要分为图表部分和数据部分，如图5，两部分相互补充，相

互融合。其中雷达的跟踪算法以卡尔曼滤波为基础，预测轨迹与实际轨迹拟合良

好。 
雷达数据界面可以实现运动目标轨迹跟踪，不同目标精准识别，目标位置姿

态估计，目标运动速度估计，危险预警等功能。 
图表部分如图6，不同颜色的轨迹点是不同目标的运动轨迹，在坐标轴中可

以看到目标的实际距离和相对距离。 

 
图6 雷达图表界面 

针对不同的运动目标，如图7，我们采用ID编号的方式加以区分。 

 
图7 雷达跟踪不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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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8针对不同的目标，我采用相同的格式，计算出目标的位置，速度和采

样时间等信息。下图即两个不同目标的在连续时间的检测结果。 

 
图8 雷达跟踪轨迹与速度 

如图9，根据轨迹预测和行为预测，针对有威胁的目标，采用如下图所示的

爆炸点标注其位置，实时发送用户危险目标的信息。 

 
图9 雷达爆炸点标识 

3.北斗定位小程序 

．  
图10 小程序界面 

第三部分：完成情况及性能参数 /Final Design & Performance Parameters 

如右图10所示，微信小

程序页面中，红色图表即表

示设备所在位置，我们实现

了实时查看指定设备的视频

画面的功能，以方便用户实

时查看感兴趣区域的监控画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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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总述 

预计实现功能：(1)动态目标检测与追踪；(2)小程序开发，实时查看指定设备

视频画面。 
目前，两个功能均已实现，各模块运作稳定，模块间依功能连接。 
最终成功搭建了基于北斗和视觉雷达数据融合的GIS智能安防系统，达到了

预期的动态检测效果。达到了预期的用户体验效果。 

3.2 具体完成情况 

3.2.1 视频画面展示 
我们搭建测试环境，对行人和车辆以及动态机器人进行测试，目标跟踪精度

高，灵敏性好。 

 
图11 人目标检测测试结果 

 
图12 车辆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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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机器人测试结果 

3.2.2 雷达部分展示 
下图是两个目标在设备前徘徊的检测结果，以及危险目标靠近时的爆炸点的

检测结果。 

 
图14 雷达数据展示 

3.2.3 小程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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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小程序界面 

第四部分：总结 /Conclusions 

4.1 主要创新点 

系统的创新主要集中在： 
(1)成功将雷达与视觉数据融合进行动态目标检测的实时监控。 
(2)成功利用北斗芯片地把前端设备和后端小程序合理串联起来。 
(3)首次把GIS系统和安防监控系统有机融合为一个整体。 

4.2 可扩展之处 

系统目前仍存在一些不足，如画面帧率延迟略高，小程序开发页面不够美观

等问题。下步，我将始终坚持创新优化，不断完善升级，解决好设备存在的缺点

和不足，打造一个更加合格的创新实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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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是微信小程序的设备定

位界面。采用微信开发者工具

自主开发。 

软件可以实现实时显示设备

位置与姿态信息，并查看实时

视频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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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生命卫士—应急医疗物资无人化投送系统 

作    者：丁淑伟、汪光哲 
指导教师：王安成、肖国锐 
学    校：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摘要】诸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严重疾病具有传染能力强、短期发病规模大的

特点，为了尽可能切断人际传播渠道，及时为病患和医院提供应急补给，本文设

计了一种避免接触、高效运转的应急医疗物资无人化投送系统——“天空生命卫

士”。 
本系统以四旋翼无人机为平台，搭载北斗定位、避障模块、可见光相机和应

急医疗箱等设备，能够远程查看和规划无人机飞行线路，实时采集并回传高清图

像，并利用深度学习技术进行目标自动识别，实现精准投送。系统还利用避障模

块提升无人机在飞行和降落过程中的安全性。系统在收到用户发出请求后，自动

通知操作员完成医疗物资装载，无人机根据导航坐标数据规划路径前往目标点，

根据回传图片控制端进行目标识别，识别到目标信息后，降落系统控制无人机进

行精准降落，完成医疗物资投送任务。 
本文对“天空生命卫士”的设计过程进行了详细阐述，展示了系统的硬件组成

和软件实现，最后分析了其应用价值和场景。 
【关键词】新型冠状病毒；无人机；北斗；目标识别；应急医疗保障 
【Abstract】Severe diseases such as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are characterized 
by strong infectious capacity and large scale in the short term. In order to cut of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channels and provide emergency supplies for patients and 
hospitals in time, this paper designs an unmanned delivery system for emergency 
medical supplies, which is to avoid contact and efficient operation. 

The system is based on the four rotor UAV, equipped with BDS Positioning, 
obstacle avoidance module, visible light camera, emergency medical box and other 
equipment. It can view and plan the UAV flight path remotely, collect and send back 
high-definition images in real time, and use the deep learning technology for automatic 
target recognition, so as to achieve accurate delivery. The system also uses obstacle 
avoidance module to improve the safety of UAV during flight and landing. After 
receiving the request from the user, the system automatically informs the operator to 
complete the medical material loading, the UAV plans the path to the target point 
according to the navigation coordinate data, and carries out the target identification 
according to the returned picture control end. After identifying the target information, 
the landing system controls the UAV to carry out the precise landing and complete the 
medical material delivery task. 

In this paper, the design process of "sky life guard" is described in detail, the 
hardware composition and softwar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ystem are shown, and 
finally its application value and scene are analyzed. 
【Key words】COVID-19；Unmanned aerial vehicle；BDS；Target recognition；
Emergency medical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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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用背景与意义 

1.1 背景分析 

本世纪冠状病毒引发的流行病已经成为主要的全球健康威胁。2002年在中国

发现的SARS-CoV传播到37个国家，2012年在沙特阿拉伯首次发现的MERS-CoV
传播到27个国家。据统计， SARS冠状病毒造成8000多人感染，800人死亡，MERS
冠状病毒感染2494人，造成858人死亡[1]。2019年12月初，武汉市出现2019年新型

冠状病毒(COVID-19)引起的急性呼吸道疾病，这种病毒传播迅速，截至2020年3
月5日，该病毒已蔓延至中国所有省份，共导致80552例确诊病例和3042例死亡[2]。 

新冠肺炎具有可在人际间传播[3]、存在无明显症状感染者[4]、感染者有发病

潜伏期[5]的特点，非常容易大规模传播，所以避免人际接触非常重要。全国各地

区都采取了非常严格的隔离措施，如封路、封村、封小区等。进行隔离时为了保

障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一般采取专有人员派送的方式，但是这种方法工作量大、

时效性差且增大传染可能。 
疫情防控期间，无人机在喷洒消毒、防疫宣传、投递测温等方面已经发挥了

重要作用。目前无人机在医疗物资投送领域主要是通过“无人机+无人站”的方式，

将物资运送到无人站，但是这种方式只能在固定线路进行运输，并且需要用户去

无人站领取物资，这样并不能满足居家隔离人员的用药需求，所以需要一种能够

实现配送入户、精准投送的无人机产品。 

1.2 选题意义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无人机的应急医疗物资无人化投送系统—天空生命卫

士，可以应对疫情期间多种不同的紧急医疗服务需求，为隔离人员保障药物供应，

同时加快药品输送过程，及时补给偏远乡村地区的医疗用品，降低血液等检验样

本运送时间，从而缩短病人确诊时间，对于挽救病人生命具有重要意义。 

1.3 特色描述 

本作品充分发挥了无人机平台灵巧快速的优点，设计实现了适用于不同场景

的应急医疗保障机制，具有以下特色： 
1.3.1 系统机动灵活，可大幅提高配送效率 
无人机依托地面遥控器和后台监控端就能对其进行掌控，不受交通路线限

制，在续航满足情况下，可以完成覆盖一定区域的配送任务。无人机的运输速度

远超过地面车辆，同时可以免受交通拥堵等特殊情况限制，配送效率较高。 
1.3.2 具有目标识别系统，可以完成配送入户 
传统无人机受制于定位精度和飞控技术，难以在复杂狭小环境中降落，一般

需要操作员挑选适宜地点才能降落。本作品为了实现配送入户的功能，设计了可

以在城市居民楼阳台降落的功能，基于百度AI的目标识别系统辅助降落，实现了

在狭小空间的精准安全降落。 
1.3.3 系统成本低廉，应用场景广泛 
本作品设计了辅助降落功能，飞行避障功能，减轻了飞行操作的难度，只需

一到两人经过简单培训就能完成对该套系统无人机的操作，完成应急医疗保障任

务。本作品系统架构简单，通过简单调整就可以完成不同场景的配送任务，本文

还提出了无人机应急医疗保障的多种未来可能的应用场景，可以进一步增强本作

品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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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总体方案 

鉴于无人机的极大灵活性和较低的成本，天空生命卫士系统使用无人机实现

多种场景下的医疗保障。考虑到多旋翼无人机具有重量轻，体积小，稳定性好，

机动性好等特点[6]，同时可以垂直起降，无需跑道，可以适应更多环境。本系统

采用多旋翼无人机作为平台，系统使用GPS-BDS双模定位系统实时对无人机的位

置定位，进行飞行控制，确保精确送达目的地。无人机上搭载可见光相机，对目

标进行识别，从而可以完成更复杂的运输任务。 
天空生命卫士系统整体框架如图1，系统架构如图2。其中，定位系统主要应

用无人机上搭载的GPS-BDS双模定位模块实现对无人机的定位，同时由北斗卫星

导航系统得到目标的坐标速度信息；无人机系统主要实现无人机的飞行控制和自

动降落；目标识别系统实现对目标点的识别，可以帮助无人机在更复杂的环境中

实现平稳降落，同时精确控制降落位置，使无人机可以在狭小空间降落；软件服

务系统提供可视化平台，方便工作人员进行设备管理。 

 
图1 天空生命卫士系统总体框架 

 
图2 天空生命卫士系统架构 

下面结合具体应用场景，阐述总体实现方案。 
场景1：为居家隔离人员派送药物 
通过无人机将药物送到居民的庭院、楼下或指定的阳台。考虑到定位精度有

限，为了实现该目标，采取在阳台放置红十字标志的措施，无人机对红十字进行

目标识别，辅助降落过程。系统工作流程如图3所示。居家隔离人员需要药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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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台分配一架无人机，由工作人员装载药物后，无人机系统自动规划飞行路径，

飞往目标居民楼，飞行过程中Guidance避障模块保障无人机的飞行安全，当无人

机定位坐标与目标的坐标差小于阈值时，判定无人机到达目标附近。之后无人机

搭载的相机在视野范围内搜索目标阳台的标识物红色十字，如果搜索不到红十

字，无人机会再次确定是否在目标附近，同时改变飞行高度，继续在视野中搜索。

当成功锁定红色十字后，无人机开始以十字中心为降落点进行降落，降落部分也

是飞行控制中较为困难的部分，将在后文中详细描述。 
无人机降落后，在原地等待用户取走药物，通过摄像头确认药物是否被取走。

如果需要监督隔离人员进行体温测量，也可以通过摄像头实时传回图像进行监

督。待隔离人员完成体温测量后，后台下达返回指令，无人机按照原路返回出发

点，完成一次运输任务。 

 
图3 系统工作流程图 

场景2：为农村诊所运送样本和补给药物 
疑似病人确诊需要进行病毒核酸荧光RT-PCR检测，按照国家规定新冠病毒

肺炎的检测必须由二级生物安全及以上实验室的三甲医院实施，地方的首例病例

必须提交国家疾控中心复诊才能确诊，所以在本次疫情初期，确诊效率比较低。

如果能够缩短疑似病人血液样本运输到实验室的时间，提高确诊效率，那么对于

挽救病人生命和及时采取隔离措施延缓进一步传播都有很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对

于偏远农村地区，交通条件差，当地诊所的血液样本运送和药物补给非常困难，

本文所述的天空生命卫士系统就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在此场景中为了增大运载量，使用无人机时不搭载相机，同时由于是在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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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农村诊所间输送物资，有较大的空间供无人机降落，所以将场景1中的目标识

别系统去掉。注重运送物资的高效和安全性，快速将病人血液样本送到市区实验

室，提高确诊病人效率，为农村、山地输送药物，大大改善乡村医疗卫生条件。 
场景3：为救护车提供支援输送紧急物资 
救护车出勤时携带的是一套标准救援物资，但是在遇到严重创伤事件或者急

性器官功能衰竭时，患者将会因为缺少必要物资而失去抢救的最佳时机。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中死亡患者往往是由于供氧不足导致的器官功能衰竭，并且重症患者

需要及时地进行抢救。本文提出的天空生命卫士系统可以配备额外的血液包和其

他应急药物，为救护车提供应急药物支援，可以缩短救治患者所需的关键时间。 
此场景与场景1的区别在于，将识别红色十字改为识别救护车，还可以根据

卫星导航系统提供的救护车定位坐标和速度信息，追踪动态救护车，做到更加快

速出动，争分夺秒抢救患者。 

3. 硬件选型 

3.1 无人机平台 

大疆公司生产的经纬M100具有很强的二次开发性，功能多样、运行稳定，精

灵四体积小巧，灵活可靠，适合狭小空间甚至室内飞行，这两款无人机技术参数
[7]如表1。 

   
图4 经纬M100和精灵Phantom4 

表1 两款飞行器主要参数 

参数 大疆M100 PHANTOM 4 
轴距 650mm 350mm 
载重 3500g 800g 

最大飞行速度 17m/s 20m/s 
最大续航 26min 28min 

最大安全飞行高度 3000m 6000m 
 
本文所设计的天空生命卫士采用经纬M100和大疆精灵四这两款无人机，不

同的无人机针对不同应用场景，满足不同情况的物资配送需求。两款无人机共同

搭载北斗定位模块、guidance避障模块等。区别在于使用大疆精灵四加装医疗箱

应对场景1和3的医疗物资投送任务，利用精灵四相机的回传图片，结合深度学习

技术，完成目标图像识别，实现配送入户。而对于不需要精准投送的场景2，使

用经纬M100，不搭载相机，获得更大的载重量和更长传输距离。如图5为本系统

设计的大疆精灵四加装医疗箱的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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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无人机效果图（A）正视图（B）顶视图（C）左视图（D）底视图 

3.2 北斗定位模块 

本设计采用JS-1612H2模块，该模块具有单芯片解决方案、低功耗和低成本

的特点[8]，是为满足广泛应用和终端产品的要求而开发的多定位模块，模块细节

图如下： 

 
图6 S-1612H2模块 

JS-1612H2模块基于高性能HD8020定位引擎，提供了特殊的灵敏度和捕获时

间，干扰抑制措施，即使在困难的信号条件下也能可靠定位。具有以下几点特点： 
(1)模块为毫米级设计（18.4mm x 18.4mm x 6.6mm），体积小巧，适用于各种

场地。 
(2)基于高性能GNSS单芯片HD8020，搜索通道数高达72个，捕获灵敏度较

高。 
(3)更新率高达5HZ，保证了较高的跟踪灵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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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支持任何两个GPS、BDS、GLONASS、CALILEO，支持标准NMEA。 
(5)具有备用电池，保证接收卫星数据的稳定性。 
(6)应用范围广，适用于手持导航接收机、汽车导航和跟踪、微型电脑、海上

导航、无人机等多个领域。 

 
图7 JS-1612H2引脚功能示意图 

JS-1612H2模块共设计24个引脚，各引脚接口原理如图7、8示： 

 
图8 JS-1612H2模块引脚图示 

 
图9 JS-1612H2模块各引脚电路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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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避障模块 

Guidance避障是大疆公司研发的一套视觉传感导航系统，可感知附近障碍

物，让飞行器主动躲避。该模块内置功能强大的处理核心，配备五组视觉超声波

组合传感器，辅以先进的视觉算法，为用户带来安全飞行的体验。该模块特点如

下： 
(1)高精度视觉定位，采用高精度立体视觉算法，近地面定位精度可达厘米

级，在复杂地形和高速飞行条件下均可提供定位信息。 
(2)全方位障碍物感知，前后左右下5个方向均有一组双目视觉模块，全方位

监控环境状况，避免高速飞行中碰撞障碍物。 
(3)计算功能强大，输出信息完备，具有丰富的接口，配合树莓派及调参软件，

实时输出速度、障碍物距离、IMU、图像灰度图及深度图等信息[9]。 

 
图10 大疆Guidance 

表2 大疆Guidance主要参数 

视觉处理模块 78.5MM ✕ 53.5MM ✕ 14MM 
视觉传感模块 170mm ✕ 20mm ✕ 16.5mm 
测速量程及精度 0 ~ 16 m/s 、0.04 m/s 

定位精度 0.05m 

数据接口 VBUS ✕ 5；CAN ✕ 1； 
USB OTG 2.0 ✕ 1；UART ✕ 1 

输入电压 11.1 V~25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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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Guidance测试图 

利用Guidance模块可以得到实时的障碍分布图。首先完成双目摄像头的标

定，标定完成后即可得到四个双目摄像头的深度和灰度信息，以及超声波测的距

离，选择需要输出的信息可以通过CAN-BUS（专门用于连接M100飞控）将得到

的视觉定位信息传给飞控系统，进而实现避障功能。图11所示的两幅图分别为

Guidance测试在室内环境下测量的深度、灰度图，图12所示为Guidance得到的速

度、障碍距离以及距中心点视差信息。 

 
图12 Guidance数据输出信息 

4. 系统关键技术与实现 

4.1 目标识别技术 

本设计将目标识别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红色十字图像的识别，二是对救护

车进行识别。 
目前主流的目标识别技术是YOLOv3，YOLOv3利用深度残差网络提取图像

特征，获得了目前最好的检测精度与速度的平衡，但是YOLOv3对于一些中等或

较大尺寸的物体检测效果不好[10]，会产生误检、漏检或重复检测的问题，本文综

合考虑后决定采用百度AIEasyDL开发平台实现对目标的检测识别。 
百度AIEasyDL是百度公司2018年推出的一站式定制化训练与服务平台，包

含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文本分类、声音分类、视频分类等技术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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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具有以下几点优势： 
(1)具有很高的精度。该平台结合百度AutoDL/AutoML技术，针对用户数据自

动获得最优网络和超参组合，基于少量数据就能获得出色效果和性能的模型。 
(2)部署灵活。训练后的模型可通过公有云API、设备端SDK、私有服务器进

行部署，同时提供软硬一体方案，灵活适配各种使用场景及运行环境。 
(3)训练时间短，数据支持迭代。最快15分钟即可获得高精度模型，支持不断

扩充数据，提升识别精度。 
(4)操作流程简单。无需具备机器学习专业知识，全流程通过可视化操作。 

4.2 红十字及救护车的识别 

医院、诊所等医疗机构是以红十字为标志，本系统设计一款用于识别红十字

以及救护车的算法，来实现无人机在已到达概略坐标点时将药物精准投送至需求

点。 

 
图13 不同样式的红十字标志 

 
图14 救护车俯视图 

首先在百度AIeasyDL上分别完成红十字模型、救护车模型的创建和训练，下

图所示为红十字和救护车模型的创建训练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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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模型的创建和标注训练 

训练完成后可以在线检验并申请发布离线设备端SDK，以便使用者根据不同

需求进行二次编程开发。在线校验可直接在Web端进行，我们可以根据训练模型

的精度来手动设定阈值（阈值事先由系统给定），以达到我们所需要的识别精度。

以十字模型为例，在线校验结果如下： 

 
图16 十字模型的在线校验 

由于缺少实拍照片，为了验证离线SDK模型识别效果，采用飞机、坦克、舰

船三种模型数据按照上述流程进行处理。图17为大疆M100在20米高度下拍摄30
厘米大小的模型的识别效果。如下面两幅图，图片上半部分为实拍原图，下半部

分为识别后图像。结果显示，在无故障条件下，无人机在定位模块的引导下飞至

概略坐标后，由可见光相机识别模型的精度较高，而十字相较上述三种模型色差



第十一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351 

明显、形状规则、可识别度高，由此可推断图像识别引导降落可靠性强。 

 

 
图17 三种模型离线校验 

4.3 降落系统 

天空生命卫士最主要的技术除了目标识别外，还有一个关键是能否精确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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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这关系着医疗物资能否投送给受众人员，达到关键时刻救急的目的。所以如

何设计着陆系统是生命卫士的一大重点。 
本设计中自主着陆系统主要由无人机机体集成树莓派、双模定位模块、外搭

传感器、通讯模块和地面站组成。各模块之间相互配合，首先由用户给出坐标，

无人机根据导航坐标数据抵达目标点，再由搭载的可见光相机实时获取图片信

息，将图片传入树莓派进行目标识别，根据识别信息调节无人机在该区域进行巡

视，直至识别到目标信息，最终进行降落，同时Guidance避障模块在整个过程中

确保无人机不会与障碍物发生碰撞。 

 
图18 降落系统组成 

 
图19 降落系统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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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系统优势分析 

5.1 无人机运送与传统医疗保障的时间对比 

2014年，无国界医生组织(MSF)评估了一种基于无人机的系统，用于向医院

运送实验室样本进行结核病检测[12]。这项试验证明，无人机运送时间只占到通过

陆路运送样本所需的时间约25%。另外一项来自美国犹他州盐湖县的基于计算机

的模拟研究表明，正确部署的无人机可以在不到1分钟的时间内到达该县96%的

人口。相反，传统的救护车响应在相同时间内只能到达4.3%的人口[13]。瑞典斯德

哥尔摩的一项真实试点研究中，将一架配备AED（自动体外除颤器，用于抢救心

脏骤停患者）的八旋翼无人机与紧急医疗服务进行了比较。在所有18个案例中，

配备AED的无人机比紧急医疗服务到达现场更快(平均响应时间减少16.5分
钟)[14]，这表明配备AED的无人机可以给紧急护理方面提供革命性救生创新。从

以上三个案例可以看出无人机可以大幅度加快药物输送过程，从而挽救病人的生

命。 

5.2 无人机运送血液、微生物样本和器官等安全可靠 

一份使用无人机运输医疗样本中的试验报告表明，在室温或更冷的情况下进

行短期飞行时，不会对生物样本常规化学、血液学和凝血分析的准确性产生重大

影响。该项研究还显示，在无人机长途飞行(174分钟，258公里)后，固定和飞行

的血液样本对17项化学和血液学分析没有显著差异[15]。因此，长时间飞行本身显

然不会明显损害化学和血液学参数。 
另一项验证研究了固定翼无人机运输(30分钟，20-25公里)对微生物样本的影

响，使用了六套添加了各种细菌培养瓶[16]。实验结果表明无论测试的微生物是什

么，无人机飞行对评估的参数都没有不利影响。 
在研究无人机运送人体器官的试验中，14次无人机器官飞行任务中，温度保

持稳定和较低(2.5摄氏度)，飞行前后的肾脏活检显示没有无人机运送相关的损害
[17][18]。在2019年4月，一架定制的无人机首次交付了一颗捐赠肾脏，并在马里兰

大学医学中心成功移植。 

5.3 无人机运送与传统方式的成本比较 

在一项研究中将无人机的成本与摩托车运输成本进行比较。实验者发现在短

程运输中（低于65公里）通过摩托车运输每个样品的成本都比通过无人机运输的

成本低。而远程无人机(运输距离长达100公里)具有较低的运输成本，足以与摩托

车相媲美[19]。另一篇论文中预计，在不久的将来，无人驾驶的空中包裹递送系统

将成为民用部门在财务和技术上可行的运输方式，商业无人机医疗运输项目的成

本很可能会比传统医疗运输的成本低得多[22]。 

6. 系统拓展应用设计 

6.1 无人机医疗服务在血液调度中的应用 

医院维持血液产品库存的能力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保质期和成本。目

前医院为防止紧急输血主要保存有PRBC产品(保质期42天)、血浆(1年)、血小板

(5天)和解冻血浆(5天)[20]。对于严重出血的患者，可能需要大量输血，这往往会

迅速耗尽医院的血液供应。当医院的血液供应可能耗尽时，则需要区域血液中心

的大力支持。但是目前血液分配过程非常低效，如伊朗巴姆地震期间，虽然捐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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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108，985份血液，但实际上只有23%的血液被分发给了医院。在自然灾害或大

规模伤亡时期缺乏血液产品往往不是问题，而是分配的后勤问题。 
在不同血液中心之间迅速转移血液产品，目前是由出租车、救护车或警车运

送。军队在战斗情况下使用冷藏车、直升机和降落伞来输送血液。地面运输相对

便宜，但运输可能会受到天气和路况的阻碍。用固定翼或旋翼飞机进行传统的航

空运输成本高昂，也会将机组人员置于危险之中。这种情况下，无人机的特殊能

力—可以在封闭的道路和地形上飞行而不会给机组人员带来风险的能力，尤为宝

贵，所以本系统非常适合在血液调度中应用。 

6.2 无人机医疗服务在战场救援中的应用 

 
图20 无人机在军队医疗保障中的潜在用途（A战场态势监视B生化危害监测 

C伤员搜索D血液产品/药品空投E伤员后送F医疗设备投递） 
无人驾驶飞行器在改变现代战争的同时，也有可能给战场医疗带来革命性的

变化。在战斗环境中，据估计，战场上高达25%的死亡是潜在可以预防的[21]。特

定的救生治疗，如给药血液或血液制品或供氧设备，已显示出可以在护理中降低

38-40%的死亡率，但由于部件易碎、室温下保质期短和运载能力有限等技术限

制，这些物品并不总是可以在实地随时获得。在激烈的战斗中，由于伤亡人数超

过了医务人员携带补给的生理限制，补给可能会耗尽。这些问题在现代战场上尤

为突出，因为小部队经常被部署到偏远、严酷的环境中。可靠的补给路线对于维

持现代作战至关重要。 
在未来战争中，无人机可能将成为医疗保障中的重要力量，如图20所示。医

疗运输无人机履行向活跃战区“按需”提供应急医疗产品的作用。同时由无人机进

行伤员后送，将可以允许在风险较高的情况下进行空中运输，从而降低直升机运

输时机组人员的风险。战争中大量伤亡事件也可以更有效地管理，现场工作人员

可以从基于无人机的成像接收有价值的实时分诊信息。获得的录像可能会在稍后

用于汇报情况和进行法医调查。此外，无人机在和平时期的常规条件下，在远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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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能力和将处方药运送到偏远前哨方面也可以对军队非常多的便利。临床样本

也可以被运送到试验中心进行检测。无人机除了提供有价值的实时安全成像外，

还可以监测基地周围的公共健康危害。 

6.3 无人机医疗服务在应对流行性传染疾病方面的应用 

传统遥感测绘技术在灾害监测中显得捉襟见肘[22]，而使用无人机可以避免与

卫星数据相关的许多限制(例如，云污染、空间分辨率低)。无人机可以提供空间

和时间上的准确数据，这对于理解疾病传播和环境因素之间的联系至关重要。可

以利用无人机在固定区域中进行巡逻疏导，机动监督区域内人员是否遵守了防疫

规范，还能在无人机上携带测温仪器进行群体测温，及时发现体温超过预设温度

的人员。同时可以由无人机喊话宣传防疫知识，对未按规定外出人员进行喊话劝

返。 
使用无人机喷洒农药，在现代化农业中已经得到广泛应用，对这些农业无人

机进行改装后就可以用来执行防疫消杀的任务。传统使用车辆或人工方式喷洒消

毒水，喷洒高度一般只有1米，而使用无人机喷洒则能达到数十米，可以增大覆

盖范围，一架无人机的消毒效率可以达到人工喷洒的5倍以上。 

7. 潜在风险与法规限制 

无人机与载人飞机相比，它们对人类生命造成的危害更小。但是无人机故障

坠毁可能是潜在的危险。据报道，世界各地发生了多起著名的无人机坠毁事件，

包括美国网球公开赛期间一架无人机在体育场附近坠毁，滑雪世界杯期间一架无

人机险些与世界冠军马塞尔·赫舍尔擦身而过，以及瑞士邮政的一架无人机坠入

苏黎世湖[23]。同时无人机激增可能造成空域拥堵将会带来的航空方面的担忧。目

前空域受到民用和国际航空当局的高度监管。无人机的商业使用将增加大量无人

机进入空域，监管机构需要确保大型有人驾驶飞机和较小的无人驾驶飞机相互沟

通，同时受到监管机构调度，以确保安全运营。另外无人机也不能幸免于劫持，

它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安全。已经有公司开发出名为伊卡洛斯的一种小型设

备，它能够在飞行中劫持大多数低端玩具四轴飞行器。将来很可能会出现无人机

劫持设备，因此，需要强大的加密手段来防止潜在的攻击。 
目前我国《民用无人机空中交通管理办法》中的规定，在民用无人机活动中

使用射频和无线电设备应符合国家无线电管理法规。因此，无人机参与医疗保障

服务仍然受到相关政策，法规，标准和运行机制等因素的制约。目前联合国国际

民用航空组织以及许多国家民用航空组织正在解决监管问题(例如，无人驾驶空

中交通管理系统将如何与有人驾驶的系统相结合；开发远程识别无人机及其操作

员的方法；确定禁飞区的标准等）。由于时间和精力有限，系统研发的并不完善，

对于系统潜在风险只是进行了考虑，下一步将在提升系统安全性稳定性上做出进

一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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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可穿戴助盲设备 

 
作    者：向成峰、唐勇、肖雪婷、王红岩 
指导教师：伍春洪 
学    校：北京科技大学 
 
 

【摘要】本文结合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定位导航原理，介绍了以低成本、高效率

为研发目标，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一款可穿戴助盲设备的设计，主要解决盲人因

视觉缺陷引起的出行不便。该设备结合了国外著名的感官替代类助盲产品如“The 
vOICe”的特性，能将摄像头捕获的图像用声音表达出来[5]。当盲人需要进行户外

行走时，卫星定位获得的位置信息与摄像头获取的街道的图像信息相结合，为盲

人提供目的地导航、障碍物躲避等功能。 
本文详细介绍了该助盲设备的硬件、软件及算法设计思路，并介绍了产品个

性化方案的设计和产品总体功能实现与操作控制方法。 
【关键词】盲人  定位导航  双目视觉 感官替代 
【Abstract】Based on the positioning and navigation principle of 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design of a wearable blind aid device based 
on 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aiming at low cost and high efficiency, which mainly 
solves the travel inconvenience of blind people caused by visual defects. The device 
comb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amous sensory substitute products such as "the vioice", 
which can express the image captured by the camera with sound [5]. When the blind 
need to walk outdoors, the location information obtained by satellite positioning and 
the image information of the street obtained by the camera are combined to provide the 
blind with the functions of destination navigation, obstacle avoidance, etc. 

This paper introduces in detail the hardware, software and algorithm design ideas 
of the blind aid device, and introduces the design of product personalization scheme, 
the overall function realization and operation control method of the product. 
【Key words】  blind  Positioning and navigation  binocular vision Sensory 
replacement 
 
 

一、引言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至少有22亿人正面临视力受损或完全失明，根据

卫生部统计，中国的盲人达一千四百万之多, 数量列居世界之首。每年，我国新

增盲人和弱势群体约45万，且有不断上升的趋势[2]。盲道被异物抵挡，助盲设施

缺失，导盲犬不能出现在公共场所，他们的出行问题亟需解决。 
盲人自身作为弱势群体，出行存在风险。而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有诸多优势，

首先北斗导航系统的双向性使得使用者不仅可以获取其坐标还能让其亲友实时

获取坐标，当发生意外时就能及时发挥作用了，这一点是单向的GPS导航做不到

的。其次，北斗导航系统仅使用两颗卫星就可实现定位，可提供高精度的快速定

位。再次，北斗导航系统因仰角高不易被遮挡，具有稳定性，对于盲人的安全出

行提供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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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北斗的黑科技“北斗即时判”后视镜的智能系统应用实现了多种功

能为一体，提高了交通效率。其中实现了精准的智能语音交互功能，基于此成熟

功能可以方便盲人使用北斗卫星导航。 
受制于北斗导航本身的精确度问题(10m），无法达到规划具体行走路径

（50cm），故增添图像转音频的新功能，利用摄像头识别出街道的具体图像信息

来辅助北斗导航助盲，帮助用户实时获取外界信息，即经过处理的外界图像转换

的音频，使盲人能够对身边路况有清晰的认识，从而顺畅与便捷地到达目的地。 

二、项目背景 

2.1 国内外本项目领域科技创新发展状况 

目前盲人定位导航的电子产品种类很多，有超声波盲杖、电子导盲犬、导盲

手机、导盲鞋、导盲机器人、导盲机器狗、磁力引导盲道等，如纽约的触觉导航

工具公司研发的“震动衣服”，利用传感器探测障碍物，并能利用振动提醒穿戴者

注意避开这些障碍物；以及引导视觉导盲设备概念设计，通过EVTSS技术可以在

用户的大脑中建立一个二维视觉模型，帮助发现迎来的车辆和障碍。但是，由于

研发成本高，技术不成熟等其他因素限制，助盲新兴设备并未能全面普及。当前

我国盲人市场上导航产品集中于拥有警报功能电子导盲拐杖和导盲犬，功能单

一，倾向于娱乐和安全，并没有根本上解决盲人的自主、自由出行问题[3]。 

2.2 项目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由于传统的盲仗功能单一，且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盲人自由出行，限制了盲

人主动性，使盲人的使用体验不佳，我们团队把握助盲导航出行设备的市场缺

口，以低成本，高效率为研发目标，设计了一款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和感官

替代技术的将听觉转化为视觉的新型智能穿戴助盲设备。 
我们研发的设备借助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导航、定位、授时功能，为盲人

规划出行路线，定位盲人位置，利用双耳效应及人耳对音色的辨别，结合人的

肉眼看物体的原理，同时利用盲人“听辨能力较好”的特点，设计出的一种数学

算法，能将图片转化为音频，以便盲人能用耳朵来“看”世界。该设备能够用于

任意图像视频的浏览，及导航途中的导盲。盲人需要经过一定的练习方能将音

频信息与图像信息建立联系，并通过听音频还原出图像的内容。据同类型感官

替代类产品估计，盲人使用者大约仅需要70小时的训练，便可完成从音频到图

片的转化[6]。 

感官替代的研究旨在通过听觉或触觉提供某种等效的视觉，或者通过视觉

或触觉提供某种等效的听觉，感官替代技术利用视障者听觉灵敏，能反应多维

复杂数据变化的优点，使盲人通过学习建立声音和图像的对应关系，从而根据

音频在大脑中还原出图像，为帮助部分感觉障碍的人群适应环境，增强人类感

知灵敏程度都具有重要研究意义。 

三、产品功能介绍 

3.1 产品功能总述： 

本产品能够帮助盲人安全出行，备配了北斗系统的定位导航功能以及语音播

报和语音交互功能。可以通过北斗卫星确定盲人位置，在与北斗导航进行语音交

互确定目的地后，北斗导航规划最优路径并语音播报行走路线，同时把盲人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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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分享给其亲友。 
本产品可以帮助盲人进行复杂路况下的道路导盲以及任意图像与视频的浏

览，分别对应于两个模式。使用者经过一定的训练，利用双耳效应将声源的方位，

频率，响度等要素映射到视觉图像像素的方位，关系，亮度等，加以外界规则指

导，通过听辨由设备捕捉的原始图像经过一定的算法转化成的双声道音频，在大

脑中还原出图像，得到与视觉对人脑产生的影响类似的结果。 

3.2 关键技术： 

（1）北斗系统的导航功能 
（2）北斗系统的语言播报以及语音识别功能 
（3）图像和音频的处理 
（4）图像转音频的算法 
其中的实现方式及技术细节将在后续章节“四、设计思路”中进行具体介绍。 

3.3 个性化方案： 

3.3.1 导航中的双模式： 
（1）图像模式： 
在用户静止或处于安全区域内，如果想要更好的感知周围事物，可以切换到

图像模式。图像模式运行时，双目摄像头只需要运行其中之一，提升了续航能力

的同时也增强了计算量，运算中心将得到的图像进行适当裁剪，降低容量，将彩

色图像转化为灰度图像，同时进行降噪，增强图像的辨识度。最后将处理好的图

像转化为音频，使用户能够感知到周围事物。 
（2）避障模式： 
在导航行走的时候，切换到避障模式，这时双目摄像头同时工作，利用两图

片由于位置不同产生的细微差异计算出深度信息，去除亢余信息只保留最重要的

部分以达到快速处理、实时避障的强大功能。同时，本产品采用智能算法能够自

主检测可能造成威胁的物体如电线杆、车辆、坑洼地面等并且及时在音频中进行

相应的反馈，保障视力不便的用户的安全。 
3.3.2 音频调整： 
本设备旨在北斗导航过程中让盲人对周围路况有更加清晰的认识，其优势主

要在于真正意义上的视觉合成功能。为了进一步增强其实用性能，加入了以下五

种基本模式可供使用者选择： 
（一）音量调节 
该音量调节模式下，使用者可以根据自身需求、所处物理环境的干扰情况和

特定使用场景要求调节输出音频的音量大小。对不同频率声音的调节幅度相同，

实现同幅度放大功能，保证不失真。此外，限制最大音量数值，从而保护用户的

听力。 
（二）图像分辨率调整 
该图像分辨率调整模式下，使用者可以根据自身需求、所处物理环境的干扰

情况、网络质量情况和特定使用场景要求调整接受图像的分辨率。 
（三）音阶调整 
该音阶调整模式下，使用者可以根据自身偏好、使用场景选择不同的音阶传

递音频信息。该设备默认采用五声音阶的频率分配方式，也有全音阶和半音阶的

方案可供选择。 
（四）单帧播放时长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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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帧播放时长是指输入的每帧图像转换为音频后所需的播放时长。系统的默

认设置为1.05秒，用户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和偏好设置单帧播放时长。 
（五）最低频率调整 
该最低频率调整模式下，使用者可以根据自身需求、使用场景等调整最低频

率时长。系统的默认设置为200Hz，为保证识别效果根据人耳的频率识别范围

(20Hz-20000Hz)设置频率应当大于50Hz且小于2000Hz。 

四、设计思路 

4.1 硬件功能设计 
本产品是一种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新型智能穿戴助盲设备，能够用于

导航过程中的道路导盲、图像及视频的浏览等。该设备拥有语音识别模块，可

将目的地指令通过语音形式转换成短报文输入，通过北斗模块与北斗卫星进行

通信，使得盲人自主导航更加方便。该设备利用双目摄像头实时获取盲人周围

环境，通过数学变换将采集到的原始图像经处理后转化为双声道音频播放给盲

人，盲人经过一定的练习便可通过听辨音频在大脑中还原出图像。 
4.1.1 功能实现 

 
图4.1 产品功能实现流程图 

硬件设备主要由北斗导航模块、主控模块、音频输出模块构成； 主要经过

四个阶段完成图像到相应音频的转化； 
（1）通过北斗模块进行定位和导航 
选用UM220北斗芯片模块，可实时获取使用者的坐标方位以及地图信息，进

行目标目的地的路径导航。 
（2）通过双目摄像头模块读入图像 
选用双目摄像头模块HVB-1780-2 S2.0，兼容树莓派，可生成常规图像及深

度图，其分辨率可达2560*720，涵盖范围广，可以实现项目所需的图像传输功能。 
（3）通过树莓派进行图像处理、及音频的生成 
树莓派4B拥有4GB的内存，1.5GHz的频率，可用于图像的处理及音频的生

成。同时树莓派有USB接口可用于连接双目摄像头进行图像输入，并具有相应的

音频输出口接驳立体声耳机。 
（4）通过3.5mm立体声耳机进行音频的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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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声耳机通过3.5mm音频接口连接树莓派并接受其发送的音频信号，两个

声道相互独立，互不干扰，可用于双声道音频的输出。 
4.1.2 导航模块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由空间段、地面段、用户段组成，并且为用户提供短报文

通信、精密授时等功能。北斗导航系统是主动式双向测距二维导航。地面中心控

制系统解算，供用户三维定位数据。该项目利用北斗导航的精准定位以及实时短

报文通信功能，实现盲人的路径导航。 
导航模块具有规划目的地路径，获取使用者坐标以及地图信息的功能。当系

统启动时，盲人可通过麦克风语音输入想要达到的地点，单片机会将语音转换成

短报文的形式并通过北斗导航模块与北斗卫星进行通讯，获取信息。 
在硬件设计上，导航模块采用UM220北斗定位模块，通过NMEA-0183协议

输出，并利用UART方式与主控进行通信。 
单片机在获取地图信息后，会对盲人进行一次初始位置的定位，并计算盲人

与目的地之间的距离，规划行进路径。单片机会在固定周期内获取盲人的经纬坐

标，并实时与地图数据进行匹配核对，若路径发生偏移时，会实时提醒盲人行进

方向错误。单片机中内置的电子罗盘会通过声音输出指引盲人面对正确的方向，

保证了导航的准确度。 
4.1.3 工作过程 
硬件设备的工作过程如下： 
①设备获取原始图像与卫星定位信息 
②设备将原始图像转化为双声道音频 
③设备将双声道音频通过立体声耳机播放给使用者，同时结合定位信息生成

语音提示，其中“语音提示”与“图像转换出的音频”是分开的。 
④使用者通过听辨音频在大脑中还原出图像 

 
图4.2 设备工作过程示意图 

4.2 软件及算法设计 

本产品的软件及算法设计整体采用c++语言搭载opencv第三方库实现，系统

运行的操作系统为Raspbian，使用Visual Studio2017编译器在Windows平台上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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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软件及算法主要由图像读入与处理模块、图像到音频转换模块和音频处理与

输出模块组成。具体实现流程如下图所示，初始化阶段根据用户所设置的个性偏

好确定相关参数与函数，通过双目摄像头获取的图像信息，选择不同的工作流程

进行图像处理流程，再结合事先设定好的参数与函数，将图像实时转化成音频，

最终输出音频信息给用户。 

 
图4.3 软件及算法总体流程图 

4.2.1 图像读入与处理模块 
本模块运行的系统为Raspbian，使用c语言，编译器使用Visual Studio2017，

需要使用到OpenCV的第三方库。 
存在两种工作模式，分别是图像模式和避障模式。 
（1）图像模式 
在图像模式下，摄像头直接将图像转化为音频，用于使用者欣赏绘画、图案、

logo。双目摄像头仅有一个摄像头工作，流程和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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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图像模式处理流程 

1.初始化摄像头并读取到当前帧 
2.裁剪 
3.降低分辨率 
用于减少读取高像素图片的读取和操作的运行时间。 
4.彩色图像转化为灰度图像 
用于减少读取高像素图片的读取和操作的运行时间。 
5.降噪滤波 
用于增加图像的可识别性。 
6.边缘增强 
边缘增强的目的是为了增加图像的可识别性，通过扩展灰度范围来增加对比

度，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分割目标与背景。 
7.直方图规定化 
直方图规定化，为了避免图片过亮或过暗，保证图片的亮度、对比度适中。

为实现功能定义了函数calc，其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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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 直方图规定化处理流程 

8.像素值转化为矩阵输出 
用edges.at<uchar>(i, j)读取到像素值并赋值给二维矩阵La[i][j]： 
（2）避障模式 
在避障模式下双目摄像头将左右两张图处理成一幅深度图，越近的地方亮度

越大。用于使用者行走时躲避障碍物。其流程与步骤如下： 

 
图4.8 避障模式处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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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初始化 
2.双目图像的校正 
畸变校正:畸变矫正函数 undistort()；undistort() 是独立的一个畸变矫正函

数，一次性可以完成映射矩阵的求解和重新映射。 
立体校正:得到两个摄像机之间的Rotation和Translation之后，对两幅图像进

行立体对极线校正，进行对极线校正操作，并保存。 
3.立体匹配算法获取视差图并进行空洞填充 
得到立体校正后的左右两幅图像后，匹配点是在同一行上的，可以使用

OpenCV中的SGBM算法获取视差图。 
4.利用空洞填充后的视差图获取深度图 
首先进行空洞填充，先检测出空洞区域，然后用附近可靠视差值的均值进行

填充。 

 
图4.9 从左至右分别是 原图左图、视差图、空洞填充后的图 

5.裁剪、降低分辨率、直方图规定化 
裁剪并在不损害距离近的信息的前提下降低分辨率。 
6.识别障碍物并标记 
避障模块主要用于帮助盲人在行走的过程中躲避路上的行人、车辆等障碍

物。障碍物的识别使用的是find_edge ()、find_ obstacle()、find_ road()函数。 
算法流程如下： 

 
图4.10 识别障碍物并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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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find_edge ()的作用是提取道路边缘，借鉴相位编组原理形成边缘线支

持区，利用动态规划方法从支持区中检测出边缘线并进行平滑处理;最后连接由

边缘线构成的道路段,得出道路提取结果。 
find_edge()用于道路的识别，执行时返回道路坐标，区别人行道与机动车道，

确保盲人行进时的道路安全，划分路径区域。 
find_ obstacle()的作用是寻找图像中的人体及障碍物，执行时会将识别到目

标的坐标及大小存放在全局结构体变量a中，并将道路识别的区域做比较，划分

在盲人行进区域中，可能会遇到的障碍物。 
find_ road()的作用是规划盲人的行进路径，利用广度优先算法下，通过调用

find_edge()和find_ obstacle()所返回的坐标值规划最佳行进路径。 
4.2.2 图像到音频转换模块 
图像转换到音频的过程本质上是一种数学变换。将一张图片以像素为单位进

行划分，把每个像素点视为一个个独立的声源，通过算法处理，将每个像素点发

出的声音叠加获得相应图片的音频。 

 
图4.11 “图像转音频”的初始化步骤流程图 

如上图所示，为了将图片数据转化为音频数据，在转换之前需先进行初始化

以设定相关参数，完成初始化步骤后，即可将输入的图片转化为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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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2 “图像转音频”的流程图 

该图像到双声道音频的处理过程本质上是把一个代表灰度图像的二维矩阵

转化为两个代表音频的一维数组。图像用Im(i,j)表示，音频用fL(t)和fR(t)分别代

表左声道和右声道。每一张灰度图像的分辨率为m*n，生成的音频长度为

FrameTime。 
利用Visual Studio的插件Image Watch及Array Plotter可在程序调试过程中查

看输入的图像的参数及输出的音频数据的波形。如下图所示： 

 
图4.13 调试过程中显示输入的图片，分辨率为20*45，灰度图像 

 
图4.14 调试过程中显示输出音频的波形，其中绿色代表左声道，红色代表右声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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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音频处理与输出模块 
本模块将从“图像到音频转换模块”接收的音频数据存入WAV文件，并播放音

频文件，可以对音频文件的音量进行加减，整体流程如下： 
（一）将音频数据保存到WAV格式的音频文件中 
WAV是最常见的音频文件格式之一，它由文件头和真正的音频数据两部分组

成 。 从 “ 图 像 到 音 频 转 换 模 块 ” 接 收 的 音 频 数 据 是 一 个 二 维 数 组

SrcVoice[2][(unsigned long)(SAMPLERATE*SECOND)，第0维表示左声道音频数

据，第1维表示右声道音频数据，由于WAV的双声道采样数据是交叉排列的，每

一个采样由一个左声道数据和一个右声道的数据组成。 
因此需要将两个单声道数据转换为双声道数据，用一个一维数组DstVoice[2 

* (unsigned long)(SAMPLERATE*SECOND)]来接收转换后的双声道数据，实现

方法是将左声道数据存入偶数位置，右声道数据存入奇数位置，实现交叉排

列。 

 
图4.15 音频处理流程图 

（二）播放音频 
首先将硬盘中的文件读取到内存中，再播放内存中的文件，这种设计可提升

播放速度，提高代码运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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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产品个性化系统设置方案 

本智能导盲设备旨在让使用者通过听辨音频，在大脑中还原出现实场景。设

备在开机时，根据设置的默认参数进行初始化，为增强其实用性和趣味性，产品

在设计思路上加入了个性化系统的设置方案，便于用户在使用过程中根据个人偏

好修改系统参数。本产品通过输入计算机或树莓派上的键盘值控制程序做出相应

操作，流程如下。 

 
图4.18 产品功能实现与操作控制流程 

五、系统测试 

5.1 实现总述： 

本系统将北斗导航系统与感官替代技术结合，以实现盲人智能出行导航的功

能，它从根本上规避了传统的语音播报带来的近距离信息的不准确性，使盲人在

北斗导航系统的指引下，能更接近正常人一样“看见”道路状况，更为顺畅和便捷

地到达目的地。 

5.2 效果图与分析： 

（1）北斗路线规划图 

 
图5.2-1 语音播报内容：前方20米左转，直行100米，前方30米右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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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北斗导航系统获得路线规划图，语音播报给盲人。 
（2）设备具备两种工作模式，分别是图像模式和避障模式，盲人可以根据

需要在两种工作模式下切换： 
①图像模式：摄像头直接将图像转化为音频，用于盲人直接感知道路状况信

息。 
②避障模式：双目摄像头将左右两张图处理成一幅深度图，越近的地方亮度

越大，采用智能算法自主检测可能造成威胁的物体如电线杆、车辆、坑洼地面等

并且及时在音频中进行相应的反馈，用于盲人行走时躲避障碍物，保障行走安全。 
图像模式：将摄像头获取的近距离道路状况图转化为双声道音频信息并播放，

使盲人“看见”前方道路。 

  
图5.2-2 左：街道 右：对应的音频 

避障模式：双目摄像头获取的图像转化为深度图，并转化为音频播报给盲人，

并语音播报识别出的威胁物情况，如“前方2米道路上有树木，请小心”，这样盲

人就可以留心图像中的像电线杆或者树木的部分，谨慎前行。 

 
图5.2-2 左：街道深度图 右：对应的音频 

（2）盲人“眼中”的近距离路况信息 

 
图5.2-3 示意图，实际处理的图像中仅有语音提示，没有导航标志及红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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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通过双目摄像头获取的道路图像信息，将左右两张图处理成一幅深度

图，距离越近的地方亮度越大，同时进行图像处理流程，再结合事先设定好的参

数与函数，将图像转化成音频，最终输出音频信息给用户。音频随着摄像头获取

新的图像不断更新。 

六、创新点与社会经济效益分析 

6.1 创新点 

（1）实用性更强：实现真正的安全出行，盲人可以自由出行并主动感知周

围环境躲避障碍。 
（2）更加安全可靠：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我国具有自主产权的卫星导航系

统，安全性高。且本项目的设备拥有便于穿戴使用的头盔外设，相比于其他感官

替代产品如“振动触觉显示装置”、“人工耳蜗”等需要进行皮质植入物作为载体的

产品，本产品给用户更加安全的使用体验。[1] 

（3）分辨率高，交互性好：该设备能识别出图像中使用者感兴趣的内容并

有针对性地优化，从而大大提高分辨率，更利于盲人获取所需要的环境信息，盲

人还可以改变音频的音量，以适应安静或者嘈杂环境下的不同需求。 
（4）外部依赖小，通用性强：该设备属于感官替代类产品，通过数学变换

将图像转化为声音，而非单纯的图像识别与语音合成的方式，对图像信息的具体

内容没有限制。 
（5）成本低、功耗小：本项目是基于树莓派和双目摄像头的可穿戴头盔设

备，成本比其他复杂的视觉替代系统成本更低。该设备使用锂电池供电或充电宝

供电，携带便捷。 

6.2 产品社会效应分析 

近年来，国家进一步加大力度保障与提升视障人群的生活质量与水平。《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关于开展贫困残疾人

脱贫行动的有关要求，加大对贫困残疾人中更为困难的视力残疾人的技能培训和

就业扶持力度。近期，中国残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务院扶贫办

共同制定了《助盲就业脱贫行动实施方案》并印发通知（下称《方案》）。《方案》

以中西部24个扶贫任务较重的省（区、市）为重点，聚焦上述地区就业年龄段建

档立卡贫困视力残疾人，通过部门协同，共同推动有就业意愿的建档立卡视力残

疾人组织专业培训、精准帮扶、落实政策、实现就业脱贫[4]。全社会也普遍形成

一种“不忘初心，助盲前行”的社会公益气氛，诸如奥斯卡联合听视界助盲服务中

心举行的“助盲公益场活动”、助盲团都会开展的“助盲跑活动”等都吸引了社会各

界的广泛关注和参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对国民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发展发

挥了重要作用，现已在军队使用，但目前民用的范围和深度还不是十分普遍。 
本设备顺应了社会关切，切中了视障人士的根本所需，让其真正“重见光

明”，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和关切，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渗透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到人民的生活，促进北斗向更高层次，更广阔的的领域发展。 

6.3 产品经济效应分析 

北斗系统既有导航定位功能, 又有语音播报和语音识别功能，相较于同类型

产品可以取得非常明显的价格优势[3]。国外助盲设备成本在500至1500美元之间，

市场售价较高。[7]本产品进入量产期后利用DSP能将成本降低至200元左右，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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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廉，在性能明显提高的基础上成本无较大变化。将产品推广给人民使用，可收

取其服务费，为普及应合理制定价格策略，因顺应社会关切，故经济效益明显。 

七、结论 

目前本项目已完成总体方案设计，且具有可行性。盲人作为弱势群体，他们

的出行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市面上的导盲设备由于各类因素，也未能得

到普及。为解决盲人出行问题，我们研发设计出一款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新

型智能穿戴助盲设备。该设备运行效率高，制作成本也低于市面上的导盲设备。

借助北斗系统的语音播报功能，通过听辨由设备捕捉的道路信息图像经过转化成

的双声道音频，在大脑中还原出更直观的道路信息图，指引盲人躲避行人和障碍

物，更加安全和顺畅地到达目的地。这些功能切中了视障人士的根本所需并从根

本上解决了盲人独自出行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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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出租车轨迹的POI数据自动更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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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周侗、陶菲 
学    校：南通大学 
 
 

【摘要】POI(Point Of Interest)数据的自动更新对AOI(Area Of Interest)社会功能的

准确识别和自动更新，对城市用地规划的布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

城市功能分区和土地利用类型分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低频遥感图像，研究的空

间范围受到局限且精度较低，且实现AOI社会功能的更新具有一定困难。针对

POI的出入口位置和社会功能属性自动更新，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北斗出租车轨

迹的POI数据更新方案。轨迹数据经过细粒度的清洗，确保了出租车轨迹中下客

点提取的位置精度。在道路网络的约束下，剔除噪声数据，使用基于密度的空间

聚类方法和AOI的边界，提取出入口的位置作为POI“出入口位置”属性。接下来，

利用时序数据生成出租车上下客点的6种分布波形，作为AOI社会功能的解释指

标。最后将缓冲区和空间聚类整合，研究出租车轨迹和AOI之间的关联，利用标

准HDS(Hour-Day-Spectrum)方法结合k近邻(KNN)识别出AOI的社会属于类型。使

用标准HDS与样本HDS的相似度指标进行匹配试验确认识别结果，将AOI社会功

能类型作为POI“社会功能”属性。同时，通过实时更新的出租车轨迹，达到自动

更新POI数据的目的。 
【关键词】感兴趣点（POI）；社会功能区；感兴趣区（AOI）；土地利用类型；时

空聚类；出租车的上下客点 
【Abstract】The automatic update of POI (Point Of Interest) data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accurate identification and automatic update of AOI(Area Of 
Interest) social functions and the layout of urban land planning. At present, urban 
functional zoning and land use type classification depend on low-frequency remote 
sensing image to a large extent, the research space scope is limited and the accuracy is 
low, and it is difficult to realize the update of AOI social function. For the entrance and 
exit location and social function attributes. This paper proposes a POI data update 
scheme based on BEIDOU taxi track. The data is cleaned in a fine-grained manner to 
ensure the location accuracy of the drop-off point in the taxi track. Under the constraints 
of the road network, the noise data is eliminated, and the density-based spatial clustering 
method and the AOI boundary are used to extract the location of the entrance and exit 
as the POI "entrance and exit location" attribute. Next, the time series data is used to 
generate 6 distribution waveforms of taxi boarding and unloading passenger points, 
which serve as the explanatory index of AOI social function. The buffer zone and spatial 
clustering were integrated to study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axi tracks and AOI, and the 
standard HDS(hour-day-spectrum) method and k nearest neighbor (KNN) method are 
used to identify AOI type. The matching test was conducted using the similarity index 
of standard HDS and sample HDS to confirm the recognition results, and the AOI social 
function type was regarded as the POI "social function" attribute. Meanwhile, the POI 
data can be automatically updated through the real-time update of the taxi track. 
【Keywords】POI;Social function;AOI; Land use type;Spatiotemporal Clustering; 
Drop-off points of ta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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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随着城市的高速发展，AOI出入口的位置及其社会功能类型经常发生改变，

实现AOI社会功能类型数据更新，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因此本文采用实时更

新的出租车轨迹，进行POI数据的自动更新，实现AOI出入口位置和AOI社会功能

类型的自动识别，达到POI数据属性自动更新的目的。本文首先进行POI“出入口

位置”属性的获取，由于出租车轨迹中的下客点的分布受众多因素的影响，层次

结构分布不均匀，难以直接使用DBSCAN和K-means来挖掘下客点。本文提出一

种新的方法提取AOI入口的位置，即受道路网络约束的DBSCAN（DBSCANCRN）

提取出入口位置。通过道路网络将下客点划分为多个部分，并在每个目标AOI周
围搜索路段建立空间关系，然后将下客点进行聚类。基于上述操作，通过计算聚

类中心与关联的路段间的空间关系来提取出入口的位置作为POI“出入口位置”属
性。 

AOI社会功能识别在土地利用分类和城市功能划分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2]。目前，土地利用类型和城市功能分区的确定还是以实地调查[3]、遥感影像[4-

7]和网络平台上传[8,9]为主。实地调查精度较高，但费时低效；遥感影像识别具有

不稳定性。合理有效地利用数据对AOI功能识别和人类出行行为分析具有重要作

用。目前Getis-Ord(Gi*统计)[10]和KDE[11]是轨迹数据研究时最常用的方法，除此

之外，K-means[12]和K-Medoids[13]或基于密度的DBSCAN[11]和CFSFDP[14]方法等

空间聚类方法对数据也具有优化作用。本文采用一种小时-日谱方法，生成出租

车上下客点的6种分布波形作为AOI社会功能的解释指标。避免社会功能分区因

依赖于低频遥感图像而导致空间范围受限的问题和使用社交媒体数据等动态数

据存在精度低和不确定性的问题。利用动态出租车GPS轨迹数据精确识别AOI的
社会功能，实现POI“社会功能”属性的获取。 

利用实时更新的出租车轨迹数据，进行AOI出入口位置地提取和AOI社会功

能的识别，赋予AOI“出入口位置”和“功能”属性，达到POI数据属性的自动更新。

对智慧城市[15]发展中的土地利用类型分类和城市功能划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样区和数据 

2.2.1 研究样区 
研究区域如图1所示，所有实验在江苏省南通市的主城区，即崇川区和港闸

区进行，南通是中国江苏省地级市之一,辖区面积约234平方公里，2017年常住人

口为88.4万人。2018年，南通市生产总值增长8.95%，达到8427亿元，居全国第20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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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研究样区 

2.2.2 AOI和路网数据 
道路网络和AOI通常被认为是拓扑关联或相邻关系，入口是道路网络和AOI

之间的连接。这意味着，如果一定级别上通过道路网络将市区划分为几个街区，

则通常每个街区中都有一个或多个AOI。 
在本文中，将AOI定义为元组A={𝐴𝐴𝑖𝑖，𝑅𝑅𝑖𝑖，𝑁𝑁𝑖𝑖}，其中𝐴𝐴𝑖𝑖代表AOI的索引，𝑅𝑅𝑖𝑖

代表围绕AOI的第i条道路，𝑁𝑁𝑖𝑖代表AOI的第i个顶点AOI域。实验中总共使用了48
个AOI，其中有63个入口。AOI样本包括13个购物中心，5个风景区，13个住宅区，

7所学校和5所医院。路网数据则使用的是城市道路网络矢量数据。 
2.2.3 出租车轨迹数据 
出租车的轨迹数据涵盖了2018年10月的31天，出租车的数量约为1400辆。出

租车轨迹数据为xls文件格式，包括车牌号，电话号码，时间，经度和纬度，速度，

方向和乘客状态。车牌号和电话号码是出租车的唯一标识符。时间代表出租车轨

迹点当前日期和时间。纬度和经度分别包含出租车的纬度和经度坐标。速度是一

个浮动值，用于记录驾驶室的瞬时速度。方向指示车辆行驶的八个方向。乘客身

份表示出租车是否被乘客占用,是布尔型变量，在汽车空车时值为0。 

2.2 研究技术流程 

主要研究步骤如下：首先，将原始数据进行细粒度的数据清洗。剔除空值及

空间位置明显错误的数据并对上下客点数据进行清洗。确保下客点的位置精度。

其次，通过道路约束的道路约束的DBSCAN寻找每个出入口的上下客点，推断出

入口的位置作为POI的“出入口位置”属性。接下来，利用时序数据生成各类别AOI
的日波谱曲线并将其抽象和归一化，生成各类AOI的标准波谱。最后将待识别的

AOI波谱序列转为归一化的向量形式，计算其与每类别标准波谱向量的相似度，

综合六种波谱相似度，利用KNN判定所属AOI类别并进行验证，得出的AOI的社

会功能作为POI的“社会功能”属性。（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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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研究技术流程 

3. 实验方法和过程 

3.1 POI出入口位置属性的获取 

3.1.1 清洗下客点 
通过北斗导航卫星系统（BDS）获得的轨迹数据的空间精度在亚太地区约为

5至10m。理论上，信号点SPi可以在行驶过程中每30秒获取一次，多个连续的信

号点可以反映从SP1到SPn的车辆轨迹。 
现有的基于出行轨迹的研究大多针对市区或街道一级的空间粒度，而千米一

级的空间精度可以满足研究的需求。但是，入口的宽度通常小于50m。为了通过

下客点提取出入口位置，下客点的空间精度应小于50m。 
当出租车司机开始或结束行程时，BDS设备将同时记录车辆的信号点，该信

号点标记为空车或重车。将乘客送达目的地时由BDS设备记录此时的信号点为下

客点，设置为DP={dp1,dp2,......,dpn}。目前，相关研究中几乎所有出租车的上下客

点都来自这些信号点。 
现有研究将计价器开启时的第一个信号点作为下客点，该信号点出租车从重

车状态变为空车状态。但实际中，驾驶员往往会在到达目的地前就关闭计价器，

导致系统收集的信号点的位置和实际的下客点位置之间存在误差。 
错误区域的半径宽度可能会影响入口的提取效果。在实验中，误差超过50m

的下客点占整个数据集的约23.5%。此外，一部分数据的误差大于100m，这必将

影响下客点提取性能的空间精度。在本文中，入口处相关道路的平均宽度50m被

视为阈值。提取后，再次清洗轨迹点，并去除误差大于50m的下客点。清洗前的

下客点数为1,048,575，清洗后的下客点数为801,679，占原始数据的76.5%。通过

清洗处理，减少了下客点的数量，并且下客点的分布相对集中。 
3.1.2 提取AOI出入口位置 
下客点的分布通常受道路宽度、土地使用类型、AOI的经济发达程度以及入

口形状等因素的影响，分布并不均衡。由于层次结构的不均匀分布，很难直接使



第十一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379 

用DBSCAN和K-means来挖掘下客点。因此，本文提出了一种优化的空间聚类方

法，即受道路网络约束的DBSCAN（DBSCANCRN）。基本思想是通过道路网络

将下客点划分为多个部分，并在每个目标AOI周围搜索路段Ri以建立空间关系，

然后将下客点进行聚类。基于上述操作，通过计算聚类中心与关联的路段Ri之间

的空间关系来提取入口的位置。必要的过程如图3所示。 

 
图3 AOI出入口提取流程图 

1）道路网络分割 
使用路网将城市区域进行分割，一般情况下，轨迹点多分布于道路片段之内，

而AOI会拓扑包含于道路片段首尾相连形成的网格内。 
2）关联AOI和道路 
出入口是居民出行时从AOI通往路网的必经之地，从空间关系上可以将AOI

和附近的道路归为空间关联关系。因而实际操作时，可以选取与道路关联的AOI
边界，在其外侧生成缓冲区。由于处于路网十字路口处的下客点可归属于多条不

同的道路片段，对出入口的提取有较明显的影响。因此对于路网的十字路口处的

矩形区域不予考虑，仅考虑除此之外的道路片段中的下客点，不同缓冲区中的下

客点被记录为集合RC={rc1,rc2,…,rcn}。 
3）分块空间聚类 
对集合RC中的下客点簇分别进行DBSCAN聚类，聚类后的每一簇被记录为

集合DB={db1,db2,…,dbn}。聚类结果为-1的点为噪声点，其余每一簇的聚类中心

对应一个AOI出入口。根据公式（1-2）计算集合DB中每一簇dbn的中心cenn的坐

标。 
 𝑐𝑐𝐴𝐴𝑖𝑖𝑒𝑒𝑥𝑥 =

∑ 𝑝𝑝𝑖𝑖𝑥𝑥
𝑛𝑛
𝑖𝑖
𝑒𝑒

   （1） 

 𝑐𝑐𝐴𝐴𝑖𝑖𝑒𝑒𝑦𝑦 =
∑ 𝑝𝑝𝑖𝑖𝑦𝑦
𝑛𝑛
𝑖𝑖

𝑒𝑒
  （2） 

4）出入口位置提取 
穿过聚类中心绘制一条垂直线，并在一个点与AOI边界相交，则该点是AOI

入口的位置，作为POI的“出入口位置”属性。 

3.2 POI社会功能属性的获取 

3.2.1 关联AOI和上下客点 
与其他公共交通方式相比，出租车是最具机动性和灵活性的交通工具，因此

其下客点最接近目的地。在不同方法的基础上，收集AOI入口附近的下客点作为

样本数据。封闭入口采用空间缓冲区的分析方法，开放入口采用缓冲区分析和

DBSCAN相结合的分析方法。 
门牌 ，门柱 ，围墙 ，是出入口的标志 ，所以距离门柱两侧n倍范围内生

成矩形缓冲区。一些AOI如购物中心，没有明确的入口，这意味着人可以从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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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位置进入或离开该区域。对于这种类型的入口，使用AOI边界生成30m缓

冲区。然后对缓冲区中的上下客点进行DBSCAN聚类，去除结果中的噪声点，再

将上下客点簇与AOIs联系起来。 
3.2.2 训练各类型AOI的标准日波谱 
AOI入口附近的上下客点数目可表示客流量。因此，点的数量在每个时间段

所构成的波谱就是AOI自身的特征。从时间上看，HDS在工作日、休息日具有区

别。同时，HDS在上客点和下客点之间也存在差异。因此，它可以分为六种类型

的HDS。以上特征可以用二维坐标系中的曲线来描述，即横轴代表0-23点，纵轴

代表人流，本文称之为HDS(Hour-Day-Spectrum)。 
同类型的AOI人口构成比较相似，而且人们有相近的出行习惯，这就使得同

类型的AOI的时间分布规律更加相似。同时，工作日与周末时各个AOI的人流量

分布也是不同的。例如，中小学只在工作日开放，但是景点却在休息日吸引更多

的游客。医院全年无休，人流分布较为均衡。在HDS中，一些AOI在一天内有几

个峰值。例如，学生有固定的上课时间，这将导致相应的早晚高峰。 
SHDS(Standard-Hour-Day-Spectrum)表述所有此类AOI的基本规律。因此，

仅选取样本的信息作为SHDS具有较大的主观性和偏差。为了获得具有较强通用

性和区分性的SHDS，本文采用了基于抽样和插值的方法。具体实施过程如下: 
1)提取AOI入口每个缓冲区的上下客点。另外，根据“时间”字段，将24小时

内每个小时的下客点数分别计数，计算出日波谱，如图4所示。 

 
图4 日波谱的计算 

上下客点的分布通常不均匀，接近AOI入口的区域通常密度较高。而

DBSCAN算法对点的分布密度很敏感，可以提取出这些点的簇并去除噪声点。同

时由于车辆的停车位分散在开放入口附近，因此使用DBSCAN算法对缓冲区中的

上下客点进行聚类。 
然后提取上下客点数量序列，数据集可分为为:P={pp1,pp2,…,ppn}代表上客

点,HPP={hpp1,hpp2,…,hppn}代表在假日的上点,WPP={wpp1,wpp2,…,wppn}代表

在工作日的上客点,DP ={dp1,dp2,…,dpn}代表下客点，HDP={hdp1,hdp2,…,hdpn}
代表在假期的下客点和WDP={wdp1,wdp2,…,wdpn}代表在工作日的下客点。 

2）用序列数据计算AOI波谱,波谱序列HDSj
(k,h)是{s1,…,si,…,s24},i是波谱的序

号(1≤i≤24),j是样本的数量, k是类的数量,h是波谱类型的数量, si是i时刻的上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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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数量HDSj
(k,h)代表第k类AOI和第h类波谱的第j类波谱信息。 

3）计算平均每种类型AOI 的小时日波谱AHDS，如下列公式（3）所示。 
 𝐴𝐴𝐻𝐻𝑐𝑐𝑆𝑆�𝑘𝑘,ℎ� = 1

𝑁𝑁
∑ 𝐻𝐻𝑐𝑐𝑆𝑆𝑗𝑗

(𝑘𝑘,ℎ)𝑁𝑁
𝑗𝑗=1

 （3） 

其中N是第k类的样本总数。 
4）同类型的HDS有时会出现异常值，即波谱的波形出现急剧波动。因此,有

必要采取间隔抽样 AHDS 减少异常值的影响。重采样的结果是 {s1,..., 
si+m,,...,s24}。为了保证SHDS的普遍性，保留原有HDS的区别，m小于3。 

5）采样后波谱的维数小于24，但待识别的AOI的HDS为24维。因此,有必要

插入重采样序列还原出24维度,并且插值的结果是最后的标准日波谱SHDS。 
3.2.3 利用KNN和SHDS自动识别AOI社会功能 
KNN是数据挖掘分类技术中常用的一种方法。与其他机器学习算法相比，它

特别适合多分类处理。然而，在计算样本与所有训练样本之间的相似性时，时间

复杂度较大。而使用SHDS来代替整个样本集，意味着只需要计算HDS的整体相

似度（距离）与对应的SHDS，可以大大降低算法的复杂度。 
同一AOI不同类型的HDS存在差异，不同AOI类型的相同HDS之间也可能存

在差异。然而，对于特定类型的AOI，6种 HDS的形态相对稳定，因此可以将波

谱曲线组装起来，以此识别AOI类型。按波谱序列记录入口附近的上下客点数量。

但由于采集时间和空间区域的差异，在计算基于绝对值的波谱序列相似性时，误

差较大，需要对波谱序列元素提前进行归一化。识别方法的步骤如下: 
1）SHDS的训练过程 
将波谱序列转换成24维向量并进行归一化处理，然后计算出多类型AOIs的6

个SHDS。归一化公式（4）如下。 
 𝑣𝑣′ = 𝑣𝑣−𝑣𝑣𝑚𝑚𝑖𝑖𝑛𝑛

𝑣𝑣𝑚𝑚𝑚𝑚𝑥𝑥−𝑣𝑣𝑚𝑚𝑖𝑖𝑛𝑛
  （4） 

2）确定AOI的类型 
将待识别的AOI波谱序列转换成归一化的向量形式，计算与每种类型SHDS

向量的相似度，对6个波谱相似度进行积分，在KNN算法中计算总相似度作为距

离因子。计算公式如下。 
 𝑐𝑐𝑡𝑡𝑟𝑟𝑟𝑟𝑐𝑐𝑦𝑦𝑝𝑝𝑒𝑒_𝑖𝑖

𝑘𝑘 = 𝑆𝑆𝑖𝑖𝑊𝑊𝑖𝑖𝐴𝐴𝐿𝐿𝑟𝑟𝑖𝑖𝑐𝑐𝑦𝑦(𝑆𝑆𝐻𝐻𝑐𝑐𝑆𝑆𝑐𝑐𝑦𝑦𝑝𝑝𝑒𝑒_𝑖𝑖
𝑘𝑘 ,𝐻𝐻𝑐𝑐𝑆𝑆𝑐𝑐𝑦𝑦𝑝𝑝𝑒𝑒_𝑖𝑖)  （5） 

𝑠𝑠𝑘𝑘 = 𝑐𝑐𝑡𝑡𝑟𝑟𝑟𝑟𝑐𝑐𝑦𝑦𝑝𝑝𝑒𝑒_1
𝑘𝑘 + 𝑐𝑐𝑡𝑡𝑟𝑟𝑟𝑟𝑐𝑐𝑦𝑦𝑝𝑝𝑒𝑒_2

𝑘𝑘 + 𝑐𝑐𝑡𝑡𝑟𝑟𝑟𝑟𝑐𝑐𝑦𝑦𝑝𝑝𝑒𝑒_3
𝑘𝑘 + 𝑐𝑐𝑡𝑡𝑟𝑟𝑟𝑟𝑐𝑐𝑦𝑦𝑝𝑝𝑒𝑒_4

𝑘𝑘 + 𝑐𝑐𝑡𝑡𝑟𝑟𝑟𝑟𝑐𝑐𝑦𝑦𝑝𝑝𝑒𝑒_5
𝑘𝑘 + 𝑐𝑐𝑡𝑡𝑟𝑟𝑟𝑟𝑐𝑐𝑦𝑦𝑝𝑝𝑒𝑒_6

𝑘𝑘  
（6） 

𝑘𝑘表示AOI类型的指标; type_i表示波谱的类型,如工作日的波谱; 𝑐𝑐𝑡𝑡𝑟𝑟𝑟𝑟𝑐𝑐𝑦𝑦𝑝𝑝𝑒𝑒_1
𝑘𝑘  表

示type_i的SHDS与待识别的HDS之间的相似性，𝑠𝑠𝑘𝑘表示HDS和SHDS之间的总相

似度。 
识别出的社会功能类型作为POI的“社会功能”属性。 

4. 实验结果和分析 

4.1 POI出入口位置属性 

4.1.1 下客点的清洗效果 
DBSCAN算法对采样点的密度和分布很敏感，因此数据清洗至关重要。当使

用未清洁的下客点提取入口时，聚类结果显示为异常，并且聚类数量明显偏离实

际位置。以德民花苑区为例，当使用未清洗的数据进行聚类时，该区东南侧的下

车点被聚为一组，但实际上，这里没有入口。清洗下客点的79％时，由于剩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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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少，因此东南侧下车点被判定为噪音点，剔除后提取结果与社区实际情况相吻

合，如图5所示。 

 
图5 下客点的清洗效果 

4.1.2 与K-Means聚类结果的比较 
K均值是一种迭代聚类算法。与受道路约束的DBSCAN（DBSCANCRN）算

法相比，它需要预先确定类别数K，并且聚类结果的形状相对固定。由于两种算

法在参数设置方面存在一些差异，因此将K均值用作与DBSCANCRN的对比。本

文试图比较每种算法的最佳聚类形状，以减少阈值设置对该方法的影响。因此，

结果评估是相对客观的。将道路与AOI关联后，使用K-means聚类算法提取并处

理路段中的下客点。肘部法和轮廓系数被用来确定K均值算法中的参数K。当两

种方法计算出的K不同时，选择误差较小的K值进行入口提取，如表1所示。 

表1 肘部法和轮廓系数的比较 

 肘部

法 轮廓系数K 肘部法误

差（m） 

轮廓系

数误差

（m） 

最佳

K值 

最小

误差

（m） 
商店购物广场 2 9 4.7 6.7 2 4.7 
南通博物馆 2 2 2.6 2.6 2 2.6 
德民花园 2 4 86.5 55.7 4 55.7 

… …. … … … … … 
南通职业技术学院 2 4 14.2 35.5 2 14.2 
南通市中医院 2 2 23 23 2 23 

 
在此基础上，以学田南苑东南区为例，采用K均值和DBSCANCRN方法提取

出入口。DBSCANCRN的平均提取误差为3.4m，K均值的平均误差为21.2m（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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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6.（a）K-means聚类提取结果； （b）DBSACNCRN聚类提取结果 

将K均值方法的平均准确度与DBSCANCRN的平均准确度进行了比较，结果

示于表2。 

表2 两种方法平均误差的比较 

类 型 
错误（m） 

DBSCANCRN K-MEANS 
学校 10.4 10.4 
医院 9.0 22.6 
风景区 4.5 4.6 
购物中心 6.4 11.9 
居民区 21.1 29.9 

 
实验样区的平均提取误差为11.2m，优于K均值的平均误差为17.3m。 
尽管使用DBSCAN的学校的平均准确度等于K均值，但特定学校的

DBSCANCRN的误差高于K均值。因为第一中学靠近第一人民医院，它们的入口

是相邻的。此外，第一人民医院的人流量很大，因此接送点主要分布在其附近。

其次，由于管理特征，一些AOI（例如钟秀校区和南通大学附属小学）的接送点

很少。落点的分布近似均匀，并且DBSCANCRN对密度敏感，在这种情况下，K-
Means的提取精度优于DBSCANCRN。 

相邻的AOI之间存在干扰无法确定乘客离开出租车后进入哪个AOI区域。在

这种情况下，很难通过下客点的聚类来提取入口。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设计了

一种时分方法。经过分析，发现06:00-09:00是初中出勤的高峰期。如果将下客点

簇划分时间段，并将高峰期的下客点分配给学校，则提取性能将显著提高。例如，

在实验中，以南通市第一中学和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为例。这两个AOI分布在孩

儿巷北路的东侧和西侧，且相互影响。如果选择06：00–09：00的下车地点提取

第一中学的入口，而将其余时段用于提取第一人民医院的下客点，则整体提取效

果将得到改善。大大提高了南通市第一中学的下客点提取准确性，表明该方法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AOI之间的相互干扰。但是，医院的准确度略有下降，需要

进一步优化操作以期更合理的结果，如图7所示，其中橙色表示时间分割的下客

点，蓝色的表示不分割的点。 



第十一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384 

 
图7 时间分割之前和之后的下客点比较 

（橙色表示下客点是按时间划分的，蓝色表示未划分的点） 
4.1.3 与实际出入口位置的比较 
为了验证提取结果的精度，将提取误差定义为从提取位置到实际位置相邻门

的投影距离，参考的航拍图像分辨率为0.6m。南通市四家医院的地图如图8所示，

五角星符号通过计算落点来表示位置，黄线符号表示实际位置，误差由黄线和五

角星符号之间的距离表示。表3则显示了各种类型的AOI入口的提取误差。 

 
图8 研究样区主要医院提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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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典型AOI入口的提取误差 

 购物中心 风景区 居民区 学校 医院 
ID 错误 面积 错误 面积 错误 面积 错误 面积 错误 面积 

 (m) (km2) (m) (km2) (m) (km2) (m) (km2) (m) (km2) 
1 0.0 0.049 0.0 0.397 3.3 0.027 49.7 0.031 8.8 0.042 
2 0.0 0.049 2.0 0.026 6.5 0.096 12.9 0.201 0.0 0.025 
3 13.3 0.072 11.9 0.094 2.2 0.247 4.3 0.175 8.3 0.025 
4 0.0 0.072 2.5 0.094 135.3 0.114 0.0 0.175 3.8 0.095 
5 0.0 0.063 10.4 0.073 11 0.114 0.0 0.419 3.4 0.095 
6 5.5 0.063 0.0 0.432 16.7 0.114 0.0 1.793 42.6 0.074 
7 2.2 0.088 / / 17.4 0.212 1.3 1.793 0.0 0.074 
8 36.4 0.088 / / 24.8 0.594 0 1.793 5.3 0.007 
9 0.0 0.088 / / 28 0.049 22.3 0.103 / / 
10 5.8 0.043 / / 21.1 0.119 13.4 0.229 / / 
11 10.9 0.046 / / 39.6 0.119 3.2 0.229 / / 
12 0.0 0.046 / / 9.5 0.201 17.1 0.261 / / 
13 12.8 0.031 / / 10.0 0.354 / / / / 
14 1.2 0.348 / / 31.1 0.354 / / / / 
15 6.4 0.019 / / 21.8 0.181 / / / / 
16 7.5 0.016 / / 0 0.321 / / / / 
17 0.0 0.055 / / 1.8 0.259 / / / / 
18 1.7 0.103 / / 0 0.259 / / / / 
19 11.0 0.057 / / / / / / / / 
20 12.4 0.057 / / / / / / / / 

 
表3中居住区的平均误差最大，值为22.4m。产生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如下：

（1）单个入口附近的AOI对下客点有交叉影响；行人流量大的区域会影响提取结

果，并且可能会有多个AOI入口的混合结果。（2）交通法规会影响到下客点位置

的提取；单向道路或道路上的停车限制导致下车地点和入口之间存在距离偏差。

（3）一些购物广场采用开放式入口，出租车可以随意进入购物广场，导致下车

点的位置相对分散。（4）一些居民区也会对附近AOI的下客点分布产生一定的影

响。（5）由于地理数据的来源不同，坐标注册过程中会出现一些错误，例如路网

数据偏离实际位置并变形。 

4.2 POI社会功能属性 

4.2.1 SHDS的训练结果 
对商场、居民区、学校、医院的AOI波谱分析发现，虽然同类型AOI样本的

波谱在某些时段存在异常波动，但总体趋势较为相似，如图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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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小区类AOI各实例波谱 

对不同类型AOI的6个标准HDS进行训练后，结果如图10-11所示，表明同一

类型的HDS具有相似的分布特征。 

 
图10 各类AOI的6种标准图谱（模拟图） 

 
图11 不同类型的AOI的HDS总落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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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相似度指标的选择 
合适的相似性指标是识别的关键。因此，本文比较了三种不同的相似性指标。 
余弦相似度：两个向量的夹角越小，两个向量越相似。余弦相似度通过计算

两个向量夹角的余弦值来度量两个向量之间的相似性。余弦相似性的推导公式

（7）如下。 

 S𝑖𝑖𝑊𝑊𝑖𝑖𝐴𝐴𝐿𝐿𝑟𝑟𝑖𝑖𝑐𝑐𝑦𝑦(𝑋𝑋,𝑌𝑌) = 𝑋𝑋∙𝑌𝑌
||𝑋𝑋||×||𝑌𝑌||

= ∑ (𝑥𝑥𝑖𝑖×𝑦𝑦𝑖𝑖)𝑛𝑛
𝑖𝑖=1

�∑ (𝑥𝑥𝑖𝑖)2𝑛𝑛
𝑖𝑖=1 ×�∑ (𝑦𝑦𝑖𝑖)2𝑛𝑛

𝑖𝑖=1
  （7） 

皮尔逊相关系数：皮尔逊系数，又称产品差异相关(或积差相关)。相关系数

绝对值越大，相关性越强。相关系数越接近-1或1，关联度越强，趋于0，关联度

越弱。一般情况下，变量的相关强度可以通过以下范围来确定，0.8-1.0:相关性极

强;0.6-0.8:强相关性;0.4-0.6:中度相关;0.2-0.4:弱相关;0-0.2:相关性极弱或无相关

性，如公式（8）。 
S𝑖𝑖𝑊𝑊𝑖𝑖𝐴𝐴𝐿𝐿𝑟𝑟𝑖𝑖𝑐𝑐𝑦𝑦(𝑋𝑋,𝑌𝑌) = 𝜌𝜌𝑋𝑋,𝑌𝑌 = 𝑐𝑐𝑐𝑐𝑣𝑣(𝑋𝑋,𝑌𝑌)

𝜎𝜎𝑥𝑥𝜎𝜎𝑦𝑦
= 𝐸𝐸(𝑋𝑋−𝜇𝜇𝑥𝑥)(𝑌𝑌−𝜇𝜇𝑦𝑦)

𝜎𝜎𝑥𝑥𝜎𝜎𝑦𝑦
= 𝐸𝐸(𝑋𝑋𝑌𝑌)−𝐸𝐸(𝑋𝑋)(𝑌𝑌)

�𝐸𝐸(𝑋𝑋2)−𝐸𝐸2(𝑋𝑋)�𝐸𝐸(𝑌𝑌2)−𝐸𝐸2(𝑌𝑌)
  （8） 

高斯核函数：将高斯核函数定义为空间中X和Y之间欧氏距离的单调函数,这
是一个计算向量间的相似度的有效方法。距离越远，个体间的差异越大。因此，

本文以高斯核函数作为相似性指标，如公式（9）所示： 
 S𝑖𝑖𝑊𝑊𝑖𝑖𝐴𝐴𝐿𝐿𝑟𝑟𝑖𝑖𝑐𝑐𝑦𝑦(𝑋𝑋,𝑌𝑌) = 𝐴𝐴(−||𝑋𝑋−𝑌𝑌||2

2𝜎𝜎2
)  （9） 

使用3个相似度指标对4类AOI的SHDS进行验证，然后对自相关值进行归一

化比较，如图12-14所示。 

 
图12 皮尔逊相关系数自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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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余弦相似自相关 

 
图14 高斯核函数自相关 

显然，三者中皮尔逊相关系数的自相关系数最高。受强自相关的影响，基于

余弦相似度的匹配结果并不理想，仅为85.19%。通过调整高斯核函数2𝜎𝜎2的值,找
到合适的参数提高HDS在识别过程中相互匹配的约束程度。重量选择和精度比较

如图15所示。 



第十一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389 

 
图15 高斯核函数的精度趋势 

当2𝜎𝜎2小于1.15,准确度明显上升。当2𝜎𝜎2大于或等于1.15并且小于或等于1.52,
精度达到峰值 ,达到90.74%。当2𝜎𝜎2大于1.52,准确性会逐渐下降 ,最终收敛到

88.88%,如表4所示。因此,本文选择高斯核函数2𝜎𝜎2为1.5作为相似指标。 

表4 不同相似度指标的标准值 

相似性指数 模型的准确性 
皮尔逊相关系数 83.33% 
余弦相似度 85.19% 

高斯核函数(2𝜎𝜎2=1.5) 90.74% 
4.2.3 识别精度 
该方法对AOI的部分识别结果如表5所示，实验精度为90.74%。 

表5 识别结果比较 

原始AOI 真实类型 预测 结果 
华强城 居民区 居民区 正确 

鸿鸣摩尔商业广场 购物中心 学校 错误 
怡园北村南区 居民区 居民区 正确 
怡园北村北区 居民区 居民区 正确 
南通中学 学校 学校 正确 
万象城 购物中心 购物中心 正确 

万科金域广场 购物中心 购物中心 正确 
万科金域蓝湾 居民区 居民区 正确 
秦灶新村 居民区 居民区 正确 
怡居北苑 居民区 居民区 正确 
金月湾 居民区 居民区 正确 
尚海城 居民区 居民区 正确 

第六人民医院 医院 学校 错误 
星雨华府 居民区 居民区 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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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方法中误差主要原因讨论如下： 
1）不同类型AOI间的相互干扰。事实上，AOI是具有不同的等级的，AOI的

等级越高，影响越大。如果两个相邻的AOI之间存在显著的等级差异，则可能导

致周围出租车轨迹数据归属不清。例如，南通第一人民医院与南通第一中学相邻，

但第一人民医院的影响远强于第一中学。因此，大部分学校附近的轨迹数据被归

类到医院中，导致波谱信息出现误差。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长期进行数据积累，

然后用一个小缓冲区来提取数据进行大数据分析，这是未来研究计划之一。 
2）AOI是新建的或处于异常状态。为了研究AOI和人类出行行为之间的相关

性，需要一系列数据支持。有些建筑物或住宅区是新建的或不向公众开放，例如

新酒店的入住率较低，下客点数目不足以支撑波谱分析，有可能导致异常状态。 
3）空间位置的影响。从理论上讲，离市中心越近，经济越发达，规律性越

强。相反，靠近城市的边缘，规律性就会减弱。 

5.总结 

本文利用出租车动态轨迹数据实现POI属性的自动更新，支持城市功能分区

的识别。原始数据经过细粒度的清洗，提高从出租车轨迹中提取下客点的位置精

度，设计改进的DBSCANCRN提取AOI出入口位置，提高了POI“出入口位置”属
性的准确性。其次，关联AOI和下客点并利用时序数据生成各类AOI的标准日波

谱，基于多种SHDS和KNN方法，实现了对AOI社会功能的自动识别。经分析，

本文选择高斯核函数2𝜎𝜎2为1.5作为相似指标，且数据表明的实验精度高达

90.74%，精准识别出POI的“社会功能”属性。POI数据的自动更新有助于促进城市

交通路线规划和智慧城市的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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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第三极“羚”动起来 
——基于北斗系统的藏羚羊迁徙沿线的生态适宜性分区 

作    者：冉云燕、黄涛、郎凤权、刘欣雨 
指导教师：牟凤云 
学    校：重庆交通大学 
 
 

【摘要】随着现代化建设及生态文明不断推进，国家对野生动物及其生境的保护

愈加重视，藏羚羊已成为我国一级保护动物，其迁徙和栖息环境正在发生的变化

促使着更优的生态保护方案的产生。本文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的实时定位功能，提

出藏羚羊迁徙沿线的生态保护方案构建体系——利用北斗定位项圈，综合GIS软
件，在藏羚羊迁徙的空间数据基础上，叠置人类活动和生态因子，分析致危因素

和生境因素，最终划分出迁徙路线上的“威胁区”、“潜在威胁区”、“栖息区”，以

便对于藏羚羊迁徙进行针对性保护，为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建设及生态工程提供

参考。 
【关键词】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藏羚羊   生态适宜性分区 
【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ization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 
state attaches more and more importance to the protection of wild animals and their 
habitats. Tibetan antelopes have become the first-class protected animals in China, and 
the changes of their migration and habitat environment are promoting the emergence of 
better ecological protection programs. Based on the real-time positioning function of 
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scheme 
along the migration route of Tibetan antelope -- using Beidou Positioning collar and 
integrated GIS software, based on the spatial data of Tibetan antelope migration, 
overlay human activities and ecological factors, analyze the risk factors and habitat 
factors, and finally divide the "threat area" and "potential threat area" on the migration 
route“ Habitat area ", in order to carry out targeted protection for the migration of 
Tibetan antelope,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Wildlife Nature Reserve 
and ecological engineering. 
【Key words】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Tibetan antelope   Ecological suitability 
zoning 
 
 

1. 研究概述 

1.1 藏羚羊生活习性及其迁徙活动 

藏羚羊主要分布于中国的青藏高原地区，是一种偶蹄目动物，早晚觅食，善

于奔跑，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成年雌性藏羚羊与雌性后代每年从冬季交配地到

夏季产羔地，沿着新疆的太阳湖到卓乃湖一带进行迁徙，为顺利产羔而跋涉行程

300多公里，形成一条漫长的生物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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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分布于青藏高原的藏羚羊（图源自百度图片） 

而藏羚羊迁徙时，其对迁徙路线或栖息地的选择，以及迁徙栖息区域目前是

否存在一种特殊的生态适应模式，这一系列问题已有学者做出研究推论，除卓乃

湖及周围地区的自然环境适合藏羚羊的产仔和早期哺育这一原因，还存在生境变

化、人类影响和躲避天敌等因素，共同促使着藏羚羊生态适应模式的形成。 
昔日藏羚羊集聚的地方，如今只能看到零星散布，在人类与自然复杂的共同

影响下，这个古老的物种正面临灭绝危险的边缘，亟待生态保护方案为其迁徙及

栖息生态的良性引导。 

1.2 藏羚羊分布区环境概况 

藏羚羊主要分布于青海、西藏、新疆三省内的青藏高原地区，被称为世界“第
三极”，属于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寒地带，区域内空气稀薄，是人类禁区，却

是藏羚羊繁衍生息的美丽家园。2008年至2014年6-7月30米美国陆地卫星（Landsat 
TM/ETM+/OLI）合成影像，分析了卓乃湖溃堤前后水体面积变化，遥感解译结果

显示，溃堤后，湖水面积减少40%以上。卓乃湖岸线大幅退缩，土地沙化严重，

直接导致藏羚羊生境恶化。 
除因生境的恶化导致藏羚羊生活状态发生变化这一原因，多项数据表明，藏

羚羊的生存环境正在被人类的生产生活所导致的自然变化所影响。据统计，在迁

徙季节，藏羚羊越过公路时常会受到过往车辆的严重干扰从而增加了迁徙路途的

阻碍，使它们穿越公路到达适宜区的成功率降低，加之人类据点的大量增多使藏

羚羊饮水距离增加，生性怯懦的藏羚羊不敢靠近，最终导致它们迁徙受阻。 

 
图2 藏羚羊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布（图源自百度百科） 

1.3 国内研究概况 

为保护藏羚羊，我国除在法律方面加以规范，也有许多研究者在保护其生境

方面展开多项调查研究，这些研究多集中在藏羚羊对公路铁路的回避效应和生物

学研究上。如兰家宇[1] 对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沿线四种藏羚羊等四种有蹄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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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群数量分布和回避效应研究展开调查；马燕、格日力[2]对羚羊数目和种类进

行统计，针对藏羚羊内在和外在因素，例如食性、社群行为、迁徙行为和繁殖行

为进行研究。此外，宋晓阳等[3]综合考虑藏羚羊生境需求和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

的生态环境，构建了藏羚羊生境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遥感卫星影像提取

了生境要素，最终进行适宜性评价并分析其动态变化。 

1.4 方案构建目的 

在已有研究现状的调查之上，本研究借助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提出构建藏羚羊生态适宜性分区的方案体系，该方案着眼于藏羚羊的迁徙路

线，对其迁徙轨迹和沿途的环境加以分析，以此来划分出迁移路线上的“威胁区”，
“潜在威胁区”和“栖息区”，通过该方案构建结果，为藏羚羊或野生动物保护区建

设提供借鉴，更有目的性和针对性地保护野生动物。 

2. 构建方案的研究技术与数据来源 

研究所用数据主要来自于两个途径“北斗项圈”，“遥感影像”。“北斗项圈”用
以跟踪藏羚羊的迁徙路线，在获取迁徙路线的同时，获取迁徙各个阶段，羚羊所

到达的位置以及时间。 

2.1 方案构建流程 

北斗项圈

时间信息 空间信息

遥感影像

藏羚羊迁徙数据集

数据回传与处理

迁徙沿线公路铁路
专题图

迁徙沿线地形地貌
专题图

迁徙沿线环境污染
专题图

迁徙沿线湖泊水体
专题图

综合分析与区域划分

威胁区 栖息区 潜在威胁区

生态保护方案制定

 
图3 方案构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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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藏羚羊迁徙路线的获取 

2.2.1 北斗定位项圈的应用 
北斗导航卫星系统的出现，使为野生动物戴上卫星定位项圈以进行跟踪与研

究，就像是为动物学家们安上了一双“千里眼”，它具有覆盖范围广、精度高的优

势，不受时间、地点、气候、地理环境等因素限制，即使被跟踪动物生活环境复

杂或隐蔽，卫星定位项圈也基本上不会受到影响。 
“北斗定位项圈”通过定位功能获取精确的时间、经纬度和海拔高度等信息, 

并实时运用通信功能向卫星发回数据，将短信息回传到控制中心，根据北斗项圈

所传回的数据，完成对藏羚羊迁徙路线或运动路线的获取，从而完成对运动区域

的定位。北斗项圈除了对羚羊有精确定位和通信功能，还能实时监测动物的心跳、

体温等生理指标，以及动物所处环境的温度、湿度等。 
2.2.2 北斗定位项圈的优势 
运用北斗定位项圈研究藏羚羊具有许多优势。 

表1 北斗定位项圈优势与作用 

优势 作用 

不存在信号盲区 当藏羚羊位于岩石遮蔽区域时，增强了数据回传的能

力，解决了传统GPS等系统无法回传数据的问题。 
定位和通信的精度和

频度大大提高 
通过北斗定位项圈获得的实时的藏羚羊位置数据精度

较高，通过实时通信可以监测藏羚羊的位置数据。 

延长了监测的时间 电池有效时间长达18个月以上, 完全足够监测藏羚羊

以年为周期的的迁徙。 
2.2.3 北斗项圈数据回收方式 
回收卫星定位项圈数据的方式有三种，在此选择数据回传方式，即项圈存储

信息后，每隔一段时间，研究人员到发射器信号覆盖区内接收，实现定时回传。

每隔一段时间将数据回传，既可以获取迁徙的路线，也可以得到在迁徙的各个阶

段，羚羊群到达的位置和时间，以及停留的时间。一般认为，羚羊大面积停留较

长时间，停留较为集中的区域就是迁徙路线上的栖息区。 

2.3 迁徙影响因素的源数据获取 

为了更好的研究羚羊迁徙，本文选取了三种遥感专题影像作为源数据：公路

铁路专题影像，地形地貌专题影像，湖泊水体专题影像，以期分析人类活动和生

态因子，即致危因素和生境因素对羚羊迁徙的影响。 
a)对影像进行分类处理，得到地形地貌、植被水体、公路铁路等数据。 
b)结合热红外遥感图像，以获取迁徙路段的天气状况。 

2.4 源数据处理与迁徙路线叠加 

为保护藏羚羊顺利迁徙，要对藏羚羊的迁徙路线进行全方位的了解，得出可

能影响迁徙的因素。本文主要选取了四种影响因素：迁徙区域内的地形地貌、公

路铁路、环境污染、水域和地形。通过四种专题影像与迁徙路线的叠加，得出迁

徙路线上，公路铁路，植被水体的分布情况和地形地貌状况。 
2.4.1 影像分类 
迁徙地区遥感影像图一并导入ENVI中，先对遥感影像图进行预处理，再进

行监督分类，根据图像所包含的光谱信息、空间信息、多时相信息和辅助数据确



第十一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396 

定地面物体类别，得到迁徙区域的道路分布、环境污染情况、植被水域分布、地

形地貌等信息。 
2.4.2 缓冲区分析 
以迁徙路线为中心，在其周围建立一定距离的缓冲区，得到对藏羚羊迁徙有

重要影响的核心区和仅仅有影响的非核心区。对于迁移核心区进行重点的关注。 
2.4.3 图像叠置分析 
将分类后的数据导入ArcGIS，并与缓冲区进行叠加操作，最后得到迁徙区域

的专题地图，如迁徙区域地形地貌图、迁徙区域植被水域分布图、迁徙区域道路

分布图等。得到专题图后，将会作为依据来对羊群的迁徙沿线进行区域的划分。 

3. 迁徙沿线生态保护方案的设计 

3.1 提取迁徙沿线区域 

通过北斗项圈的定位记录藏羚羊的行踪路径。北斗项圈通过定位功能获取精

确的时间、经纬度和海拔高度等有效信息，并实时运用通信功能向卫星发回实时

迁徙的数据，将短信息回传到控制中心，根据北斗项圈所传回的数据完成对藏羚

羊迁徙路线的获取，从而完成对迁徙沿线区域数据的提取[4][5]。 

3.2 迁徙影响因素的专题信息提取 

3.2.1 公路铁路专题图 
青藏公路，青藏铁路的建成不可避免的会给羚羊的迁徙带来影响，高速公路

的高车流量，强封闭性，大大阻隔了道路两侧甚至更大范围内动物的移动和交流，

甚至会阻断羚羊的迁徙。为了动物的穿越，公路和铁路都建立了动物通道。 
但是，这些动物通道的使用情况怎么样，是否是在动物迁徙的方向上。又或

者现在动物的迁徙是否已经改道而是之前的通道起不到作用。都是现在我们需要

去关注的问题。为此我们选择了提取主要公路和铁路的遥感影像，与羚羊迁徙路

线的缓冲区进行叠加，以此得到羚羊大面积通过公路或铁路的地点。同时这些交

叉区同时也是羚羊迁徙的“危险区”。 
3.2.2 环境污染专题图 
藏羚羊迁徙及栖息区的环境污染将对其造成威胁，是致危因素之一。 
3.2.3 湖泊水体专题图 
在迁徙途中，羚羊多会选择在湖泊处进行繁殖和栖息，利用遥感影像提取水

体专题信息，与迁移路线缓冲区叠加，依次得到羚羊栖息繁殖的地方，得到羚羊

迁徙的“栖息区”。 
3.2.4 地形地貌专题图 
迁徙图中的地形地貌对于迁徙的影响不可忽视。将迁徙路线的缓冲区与地形

地貌专题图叠加，以此来分析迁徙路线的地质和环境情况，对于可能存在的地质

灾害，或污染区进行重点的监控。 

3.3 综合分析与区域划分 

公路、铁路等不同类型交通线对藏羚羊迁徙路线及栖息活动影响不尽相同。

藏羚羊在迁徙中遇到道路特别是公路时，会沿公路前行以期寻得合适的地方穿越

公路，以致公路侧藏羚羊出现更大规模的聚集。 
据调查，藏羚羊对公路的回避距离为289.54±54.44m，铁路的回避距离为

463.54±55.64m。在藏羚羊迁徙即栖息活动区域内含有多条交通线，尤以青藏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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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青藏铁路两大交通线为主要，它们在空间上多为平行关系，两条道路平均间距

为804.97±689.02m（50m至3000m之间不等）。在两种交通线对迁徙及栖息活动的

叠加影响下，藏羚羊集中活动在公路铁路间距长于150m的区域内[6]。 

表2 藏羚羊对公路铁路的回避及交通专题提取 

回避区域 回避距离/m 提取专题图 专题图含义 
公路侧 289.54±54.44 公路威胁区 公路侧289m内区域 

公路-铁路中

间地带 579.07±615.83 中间地带威胁区 中间地带内距交通线579m
内区域 

铁路侧 463.54±55.64 铁路威胁区 铁路侧463m内区域 

  交通潜在威胁区 
公路289-343m内、铁路

463-518m内、中间地带内

579-1194内的并集区域 
 
据此，提取公路威胁区、中间地带威胁区、铁路威胁区、交通潜在威胁区四

类交通专题图。 
而在人类活动相对影响较小的区域，因生存繁衍所需的物质和能量需要，各

类水体、植被、地形等生态因子与藏羚羊迁徙及分布作用方式也不同。在每年的

六七月份，雌性藏羚羊因产羔的需要会进行大规模地迁徙，从羌塘、阿尔金山、

三江源保护区到可可西里的300多千米沿线，卓乃湖和太阳湖等近湖泊水体区域，

水草丰茂、食物丰富、缺少天敌，是相对安全的有利于藏羚羊的生产和生长的环

境。 

表3 藏羚羊对公路铁路的回避及交通专题提取 

回避区域 专题图含义 
污染威胁区 环境遭到污染的区域 
生态栖息区 湖泊水体分布区及其周围区域 

生态潜在威胁区 石漠化、荒漠化区域 
 
根据图像处理获得的环境污染、湖泊水体、地形地貌的专题数据，建立缓冲

区，获取污染威胁区、生态栖息区、生态潜在威胁区。 

3.4 迁徙沿线的环境适宜性划分 

在人类活动与生态因子交互有机地作用之下，藏羚羊的迁徙及栖息活动区具

有受到威胁、可能受到威胁与没有威胁三种模式，进而将致危因素和生境因素在

地域内划分为威胁区、潜在威胁区、栖息区三类。 
根据提取的公路铁路、环境污染区湖泊水体、地形地貌专题图，结合各影响

因素作用的具体形式，在藏羚羊迁徙沿线区域内划分威胁区、潜在危险区、栖息

区三类。然后在三区划分的基础上，结合生态地理学与计量地理学方法，如景观

生态学因子分析和岛屿生物地理学说，获得适宜藏羚羊迁徙活动的栖息区的空间

特征与时间序列变化，综合分析藏羚羊迁徙现状、适宜迁徙的栖息区现状，从而

据此制定适宜的生态保护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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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环境适宜性区域划分图解 

3.5 针对不同适宜性区域的生态保护方案 

3.5.1 威胁区保护方案 
公路铁路是主要的危险区，虽然野生动物通道的设计，有利于减轻公路铁路

对于羚羊迁徙的阻碍作用，对于羚羊的穿越提供了途径。但是总所周知，人类是

造成野生动物减少的主要原因，只有野生通道的存在是远远不够的，还要重点解

决人的因素。为此我们建议： 
a)在羚羊迁徙穿越公路处设置警示标志，提示过路司机注意羚羊。 
b)在羚羊迁徙高峰期，严格控制野生通道附近的人为活动。安排专门的人员

在此进行管理，控制游客在此聚集拍照和观看。 
c)检查野生通道是否能够满足现状的需要，是否需要对其进行调整，或是增

加防护网，防护栏之类的设施。 
3.5.2 栖息区保护方案 
近年来，随着对羚羊保护力度的加大，偷猎盗猎的现象已不多见。但羚羊的

栖息地仍然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周围牧民的过度放牧，甚至是进入到保护区进行

放牧，严重影响了羚羊栖息地的生态环境。 
过度放牧会导致土地沙化，由于土壤裸露于空气中，容易受到大风侵蚀，同

时也很容易形成径流，导致土壤养分流失。因素过度放牧的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

重视和关注，对于由于过度放牧已经造成土壤荒漠化的地区，要进行动态监控，

并进行水土保持等生态修复。 
利用遥感影像进行动态监测，监控土地荒漠化的区域，针对这些区域进行植

树造林等措施。迁徙的高峰期时，在羚羊的栖息区安排人员进行巡查，以免有偷

猎盗猎的情况。加大保护区的建设，特别是羚羊栖息地周围，禁止牧民在保护区

或羚羊栖息区附近放牧。 

4. 研究展望 

本文主要研究目的在于为藏羚羊迁徙沿线的生态适宜性分区，构建藏羚羊生

态保护方案流程。通过对羚羊迁徙的路线进行提取，与环境数据进行叠加，划分

迁徙路线的“威胁区”，“潜在威胁区”和“栖息区”，但并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各个

致危因素 生境因素 藏羚羊因素 

湖泊 

水体 
地形 

地貌 

迁徙沿线区域 

环境 

污染 
铁路侧 

公路-铁路 

中间地带 
公路侧 

中间地带 

威胁区 

污染 

威胁区 

生态潜在 

威胁区 

交通潜在 

威胁区 

铁路 

威胁区 

公路 

威胁区 

生态 

栖息区 

威胁区   潜在威胁区 栖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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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的具体影响。 
今后的研究里，将会把栖息区作为重点进行分析。根据北斗项圈回传的时间

数据和位置，一般认为，藏羚羊大面积长时间停留的区域就是栖息区。通过回传

的数据，实时对迁徙路线上的可能是栖息区的区域进行提取，并配合遥感动态监

测，地面人工监测等方式，来得到最终的栖息地。将得到的实际栖息地区，与传

统的栖息区，如湖泊、水体，进行叠加，分析两者的吻合程度。若两者出现比较

大的偏差，则对其变化的原因进行分析，是湖泊的水质问题，还是其他影响。 
希望通过研究，让青藏高原“羚动”起来，让这片纯净的土地灵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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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无人机.红外成像技术与北斗系统的地雷智能探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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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陈润静、栾海军 
学    校：厦门理工学院 
 

 
【摘要】地雷，源于中国，由美国人使其制式化并开始广泛运用于战场，经过第

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展，地雷凭借其低廉的制造成本以及技术难

度低的优势，成为了彼时的“宠儿”，随着现代军事化水平以及科技水平的不断提

高，地雷也更加趋向于智能化。可以说，战时，地雷是防御的利器，然而，和平

时期，却足以令人闻之色变，无论基于何种原因，高效排雷成为当下的一个难题，

若无法高效的进行雷区的排雷，势必会对士兵以及平民的生命造成影响，因此，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伤亡，提高行进效率，降低安全隐患，对于地雷的准确探测以

及定位能力尤为重要。本文介绍了基于无人机以及红外成像技术，北斗定位系统

的地雷智能探测系统可使士兵的行进路线更加安全且高效。系统通过北斗卫星系

统获取巡航路线，并对无人机传输行进线路，无人机通过携带的红外热成像仪、

红外辐射源和扫描仪，对地面地雷进行探测定位并将数据传输至GIS（地理信息

系统）进行图像化处理，然后将地雷的地理位置信息，传输至士兵手中的导航系

统，使得士兵可以准确的判断地雷所在位置，规划出安全行进路线通过雷区。该

系统能够实现地雷位置的智能探测以及可视化的地面雷区分布，最佳排雷路线的

分析，从而达到安全且高效的拆除地雷的目的。 
【关键词】北斗导航定位系统  GIS地理信息系统  红外成像技术  无人机  地
雷探测 
【Abstract】Landmines, which originated in China, were standardized by Americans 
and began to be widely used in battlefields. After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War I and 
World War II, mines became Knowing the "darlings" of that time,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modern militarization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evels, 
landmines have also become more intelligent. It can be said that in wartime, landmines 
are a weapon of defense. However, in peacetime, it is enough to change the color. No 
matter what the reason, efficient demining has become a problem at present. If 
minefield demining cannot be performed efficiently, It will inevitably affect the lives of 
soldiers and civilians. Therefore, in order to reduce unnecessary casualties, improve 
travel efficiency, and reduce potential safety hazards,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the 
accurate detection and location of landmines.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at the mine 
detection system based on Beidou positioning system based on drones and infrared 
imaging technology can make soldiers travel more safely and efficiently. The system 
obtains the cruise route through the Beidou satellite system, and transmits the traveling 
route to the drone. The drone detects and locates the ground mines and transmits the 
data to the GIS (geography) through the infrared thermal imager, infrared radiation 
source and scanner carried by the drone. Information system) for image processing, and 
then transmit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 information of the mine to the navigation system 
in the hands of the soldier, so that the soldier can accurately determine the location of 
the mine and plan a safe travel route through the minefield. The system can realize the 
intelligent detection of mine locations, the visualization of the distribution of minefields 
on the ground,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best demining route, so a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第十一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401 

of safe and efficient mine removal. 
【Keyword】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and positioning system  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Infrared Imaging Technology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Mine detection 

 
 

一、背景及意义 

1.1 研究背景 

地雷作为人类武器史上的元老，是战争中最让人头疼的武器之一，它曾被称

为“穷国的核武器”，即使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威力也同样不可小觑。地雷的组

成一般包括两个部分，分别为雷体和引信，在目标所给予的外力作用下起爆或人

为操作起爆，用来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和摧毁各种高精尖的机械化装备。由于地

雷的价格普遍较为便宜，且使用方便(在国际军火市场上，每枚杀伤性地雷的售

价多在10美元以下，布设1枚地雷最快只需30s)，威力强大，对敌人的内心有着巨

大威慑，往往使对方不敢逾越。1979年至1989年，苏联进军阿富汗，在这多年战

争期间，地雷给苏联的军队造成了很大的伤亡。据有关统计，战争初期，苏联军

队伤亡人员有60%被枪械击中，40%被地雷造成伤亡，等到战争末期，伤亡情况

变得更加严峻，有30%被子弹击中，70%被地雷炸伤。由此可见地雷对人类的巨

大威胁。地雷对人类心理和精神的威胁还可以在战争中对敌人进行阻击牵制、诱

敌深入，无需短兵相接就可以打乱敌人的部署。 
尽管地雷有诸般优点，但是地雷误伤性太大。地雷不仅在战时大量杀伤军民，

而且在战争或武装冲突后继续造成军民特别是儿童的伤亡。据不完全统计，全球

发生过地雷事故的国家超过70个，现存的地雷大约还有一亿枚，仍存在于这些国

家境内。2018年的《地雷监测》报告显示，约七千人死于或伤于地雷，且71%的

伤亡人员是百姓。地雷带来的不安全因素，不仅体现在战时，更体现在战后对人

民生活的困扰，也为社会的安定和谐埋下一系列的隐患。统计结果显示，1979 年
至 2011 年的柬埔寨，地雷遍布且没有记录，造成了约 6.4 万人的伤亡，几乎约 
2 万人不幸死亡，近年仍有大量游客被炸死炸伤。2019年11月19日，也门政府军

在该国西部沿海地区引爆了6000余枚地雷和爆炸装置；11月25日，叙利亚代尔祖

尔东部与哈马北部分别发生地雷爆炸事件，2名平民死亡、17名平民受伤。多年

来，伊拉克饱受战争的折磨，变成一个巨大的“雷池”，经历了两伊战争、海湾战

争以及美国的入侵，伊拉克境内仍有1000万余枚地雷，近10年来因地雷伤亡的人

数接近百万。大量耕地受地雷影响而无法使用，人民生活困苦。战争虽然结束了，

但伊拉克由于局势动荡，大量地雷并未得到有效拆除，人民的生产生活以及生命

财产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战后恢复面临着严峻挑战。 
2018年，中越边境开启了第三次大面积的扫雷行动，南部战区陆军云南扫雷

大队作业组长、中士杜富国，在地雷爆炸的千钧一发之际，为战友舍身抵挡，自

己却失去了双手和双眼。3年来，杜富国先后出入雷场1000多次，拆除2400多枚

爆炸物，处置过20多起险情。下图为扫雷英雄杜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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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扫雷英雄杜富国 

但是，正如五行相生相克，从地雷诞生的那天起，探扫雷技术也随之应运而

生。红外成像技术就是其中一种。利用红外成像技术探测地雷，由于其不受外界

恶劣天气的影响，且分辨率较高，将会在未来的扫雷工作中得到广泛应用。被动

红外成像技术用于扫雷，可以取得很好的效果，其利用被探测的物体本身与其所

在的环境或背景间的红外辐射造成的温差为原理，通过获取的红外图像，分析地

雷与周围环境的温度差异，以达到地雷的探测目的。 

1.2 研究意义 

本文所研究的系统是可以为扫雷官兵野外作业提供地雷实时位置信息与扫

雷路径的辅助扫雷系统。它通过无人机高机动、高灵活的特性，利用红外热成像

仪和扫描仪锁定地雷的位置，获取来自北斗定位系统的高精度、高可靠性的位置

数据，提取GIS（地理信息系统）处理后地雷对应位置的空间信息，自动生成扫

雷路径，为扫雷官兵提供扫雷辅助。此系统可以为指挥官提供参考，下达合理、

科学的命令，从而有效提升扫雷官兵的作业效率，在为扫雷官兵提供辅助功能的

同时也表明无人机、红外成像技术和北斗导航系统结合具有广阔的前景。 

二、基于无人机、红外成像技术与北斗系统的地雷智能探测系统 

2.1 系统组成 

本系统将北斗导航定位系统与无人机和红外成像技术相结合，按照功能主要

分为北斗导航定位系统、无人机系统、红外成像系统和GIS空间地理数据处理系

统。系统构成框架图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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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基于无人机、红外成像技术与北斗导航系统的地雷智能探测系统 

2.2 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 

卫星导航系统在空间数据信息以及测绘，海洋，军事，通信等各大领域都有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GPS和GLONASS的促使和影响下，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

卫星导航系统（BDS）正在逐步完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空间段由30颗非静止轨

道卫星以及5颗静止轨道卫星组成，系统主要功能为四个，短报文通信功能（中

国亚太地区单次可达14000比特传输，全球范围单次可达40汉字），精密授时（精

度可达10纳秒），精密定位（定位精度可以达到10米级），以及导航测速（精度达

到0.2米每秒），并且伴随地基增强系统的建设使用，北斗系统当前的实时定位误

差可降低到一两米，非实时定位误差精度达到“毫米级”，系统主要组成为空间部

分，地面部分，用户部分等三部分。2020年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将全面建成，正式

向全球提供无线电导航服务。 

2.3 无人机系统 

无人机，又叫作“无人驾驶飞行器”，指应用无线电设备遥控或通过自备的程

序控制装置操纵的不载人飞机，由无人机内部电脑智能化管理，完成各类有人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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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执行风险大或过于简单的任务。在对地物影像采集方面，无人机能够实现高分

辨率影像的采集工作，很好的弥补了遥感卫星成图周期长以及受云层影像较大的

缺点，无人机还涉及多项先进的科学技术，例如传感技术、动力推进技术和信息

处理技术等。同时，无人机造价成本低，可拓展性高，可以应用于各种情景，机

载的各种传感设备可以帮助其完成更多复杂的地表信息采集工作。新一代的无人

机能从多种平台上发射和回收，例如地面车辆、舰船、航空器，甚至是卫星进行

发射和回收。无人机的诸多优势使得未来无人机蜂群作战将会成为战场重要的作

战方式。在战争领域，采用无人机可以减少士兵的伤亡，更加高效且智能的完成

任务，无论是在侦察，监视，抑或是电子战，信息战都有着极大的作用。 

2.4 红外成像系统 

通常情况下，理论上温度高于绝对零度（-273℃）的物体，其本身都会辐射

出电磁波，即热红外线，这一过程又叫红外辐射。红外辐射包括近红外和热红外，

以其波长的不同来区分，分别为0.78~2微米、2~1000微米。红外成像技术又分为

主动和被动两种，通常我们所使用的是被动红外成像技术。其优势在于不存在外

界光源的情况下也可以自行成像，且不会受到风沙、雨雪等恶劣天气的影响。利

用被探测的物体本身与其所在的环境或背景间的红外辐射造成的温差为原理，得

到不同的红外图像，通过观察和分析所得到的物体表面的温度分布，达到探测的

目的。 

2.5 GIS空间地理数据处理系统 

地理信息系统（GIS）是将计算机硬件、软件、地理数据以及系统管理人员

组织而成的对任一形式的地理信息进行高效获取、存储、更新、操作、分析及显

示的集合，其基本功能主要在于对遥感图像数据的采集，以及数据的分类，数据

的转换，图像数据中的空间数据包括地理，属性，几何，时间四大类，GIS与其

他信息系统的差别主要在于GIS能够实现对空间数据的管理与操作。GIS依托基

础为地理学，通过地理学概论提供相应的空间分析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使用GIS
可以实现地理信息的数据化和直观化，以此作为基础可以应用于各种平台上作为

公共地理定位的基础，是终端导航和可视化定位系统的图像基础。 

三、系统总体设计 

3.1 系统简介 

本系统采用我国北斗导航定位终端实时的为无人机系统传输巡航路线，通过

红外辐射源的加热，以目标和背景的不同辐射特性而造成的温差为基础，利用红

外热像仪获取雷场红外图像，得出地雷探测结果，再利用扫描仪获取雷场实时影

像，最后通过GIS空间地理数据处理系统进行数据处理，确定地雷的空间地理位

置，规划出排雷路径。为了排雷官兵能够避免不必要的伤亡，提高排雷效率，将

GIS处理后的数据导入导航仪中，让排雷官兵自行决断排雷顺序。 

3.2 无人机系统 

无人机系统一般包含四个部分，分别为导航、飞控、动力以及数据链传输。

无人机需要完成飞行感知和飞行控制的任务，必须要配备相应的硬件和软件，其

结构如下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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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无人机飞行感知和控制配备结构 

对于无人机获取的地面信息的空间位置，本系统采用北斗定位模块

SKG09D。北斗定位模块SKG09D的捕获灵敏度为-148dBm，跟踪灵敏度为-
165dBm，这二者决定了其具有较高的定位精度，且其“娇小”的模样（尺寸为

10.1*9.7*2.2(mm)）便于装配到无人机上，降低功耗。通信模块使用BDM910北斗

通信模块，其电路图如图4所示。其可完整实现北斗RDSS定位\通信功能。该模块

集成度高，兼容接收RDSS、北斗RNSS&GPS卫星导航信号，可以高效地完成短

报文通讯功能。当接收到无人机上红外传感器发现地雷后传导的电信号，

BDM910北斗通信模块会根据接收到北斗定位模块（SKG09D）传输来的位置数

据，发送至北斗卫星，再通过北斗卫星短报文通讯流程发送至上位机。上位机收

到地雷的空间位置信息，传输到GIS地理信息处理系统进行网络分析。数据传输

部分如图5。 

 
图4 BDM910电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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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数据传输部分 

本系统采用Quickeye(快眼)系列无人机，其由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及其

下属企业北京国遥万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研发面市，其气动布局良好，自身安定

性优异，越野能力强，起降场地要求低，外场维护能力强，便于运输安装，具备

滑翔能力和伞降保护功能且操作简单，作业展开时间短。以下为Quickeye(快眼)
系列无人机的参数（表1）： 

表1 Quickeye(快眼)系列无人机的参数 

品牌 机型 系统包括 研发机构 机长 空重 

Quickeye(快
眼)系列 

快眼
- II 

机载飞控、地面

站、通讯设备 
中国科学院遥 感应

用研究所 自主研发 

1.8ｍ 10K
g 

快眼
- III 2.3ｍ 6Kg 

快眼

-Ⅳ 2.6ｍ 8Kg 

 
快眼系列无人机最大载荷为2.5Kg，Quickeye(快眼)- Ⅳ无人机如图： 

 
图6 Quickeye(快眼)- Ⅳ无人机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0939701&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0939701&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9288708&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332290&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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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红外热成像探测的热传导模型 

3.3.1 几何模型 
在该模型中，我们假设土壤和地雷都由热学特征各向同性且均匀分布的材料

组成，雷区表面平坦，没有其他覆盖物。地雷由一个圆柱体模拟，浅埋于土壤中，

土壤只取地雷周围有限范围，用一个正方型模拟，计为区域λ（如图7）。 

 
图7 几何模型 

首先为该区域建立标准的正交解析坐标系，对应的坐标点为x=(𝑥𝑥1, 𝑥𝑥2, 𝑥𝑥3 )，
a、b、c、d、e、f分别为正方型的六个边界，a为土壤表面，b为选取土壤区域的

底部。由于地表结构相对均匀，暴露在空气中的只有上表面，且土壤水分含量的

变化在分析过程中理论上可以忽略不计。地雷埋藏的深度足够深时，土壤地面的

温度不受热传递和被掩埋地雷的影响。该模型用公式表示为： 
  𝜕𝜕𝑇𝑇（𝑥𝑥，𝑐𝑐）

𝜕𝜕𝑐𝑐
= �

𝜕𝜕
𝜕𝜕𝑥𝑥𝑖𝑖

3

𝑖𝑖=1
�𝛼𝛼(𝑥𝑥)

𝜕𝜕𝑇𝑇�𝑥𝑥，𝑐𝑐�
𝜕𝜕𝑥𝑥𝑖𝑖

� 

式中α(x)为介质的热扩散系数( 包括土壤的和地雷的)，𝛼𝛼 = 𝑘𝑘
𝜌𝜌𝑐𝑐𝑝𝑝

，k为相应介

质的导热系数，𝑐𝑐𝑝𝑝为相应介质的定压比热容。 
3.3.2 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 
初始条件： 

T(𝑥𝑥, 0) = 𝐿𝐿(𝑥𝑥) 
g(x)在时间一定时，利用控制变量法，用不同深度位置的被测土壤的温度

来获取其近似值。 
边界条件： 
土壤表面吸收的热量由土壤表面的热通量决定，则土壤表面部分a： 

−𝑘𝑘
𝜕𝜕𝑇𝑇(𝑥𝑥，𝑐𝑐)
𝜕𝜕𝑥𝑥3

= 𝑞𝑞(𝑥𝑥, 𝑐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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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𝑥𝑥, 𝑐𝑐)为地表与外界换热的热流密度。 
土壤均匀，在垂直边界绝热，则模型侧面部分c、d、e、f： 

𝜕𝜕𝑇𝑇(𝑥𝑥，𝑐𝑐)
𝜕𝜕𝑖𝑖

= 0 

N是面向外的单位法向量。 
土壤底部b： 

T(𝑥𝑥，𝑐𝑐) = 𝑇𝑇∞ 
𝑇𝑇∞为土壤深度到达一定程度时的恒温值。 
自然条件下的主要辐射源为太阳，忽略地表水分蒸发换热的情况下，热流密

度𝑞𝑞(𝑥𝑥, 𝑐𝑐)包括太阳辐射𝑞𝑞𝑠𝑠𝑐𝑐𝑒𝑒(𝑐𝑐)、大气辐射𝑞𝑞𝑠𝑠𝑘𝑘𝑦𝑦(𝑐𝑐)、地表对流换热𝑞𝑞𝑐𝑐𝑐𝑐𝑒𝑒(𝑥𝑥, 𝑐𝑐)、地表

辐射𝑞𝑞𝑒𝑒𝑒𝑒𝑖𝑖𝑠𝑠(𝑥𝑥, 𝑐𝑐)四个部分,则： 
𝑞𝑞(𝑥𝑥, 𝑐𝑐) = 𝑞𝑞𝑠𝑠𝑐𝑐𝑒𝑒(𝑐𝑐) + 𝑞𝑞𝑠𝑠𝑘𝑘𝑦𝑦(𝑐𝑐) + 𝑞𝑞𝑐𝑐𝑐𝑐𝑒𝑒(𝑥𝑥, 𝑐𝑐) − 𝑞𝑞𝑒𝑒𝑒𝑒𝑖𝑖𝑠𝑠(𝑥𝑥, 𝑐𝑐) 

在远红外辐射源加热下的雷场，由于辐射源功率很强，加热时间很短( 1 min
左右) 。此期间内可以忽略人造辐射源以外的其他地表热流。此时𝑞𝑞(𝑥𝑥, 𝑐𝑐)的形式

为: 
𝑞𝑞(𝑥𝑥, 𝑐𝑐) = 𝑞𝑞𝑓𝑓(𝑥𝑥, 𝑐𝑐) 

𝑞𝑞𝑓𝑓(𝑥𝑥, 𝑐𝑐)为红外辐射源的辐射能流密度。 
3.3.3 模型仿真 
假设埋雷介质为沙质土壤，正方型模型半径为15cm。地雷半径为4 cm，厚度

为1 cm，埋藏深度可设为3 cm,假设远红外辐射源能流密度均匀，大小为

1000W/m^2。首先由于反射率较低，可以认为进入雷场表面的能流也为此值。这

里模拟四次仿真实验，照射时间分别为45s、60 s、90 s、180 s。沙质土壤和地雷

的初始温度均为15℃。 

表2 地雷和沙质土壤的热量特性 

材料 
传导性 密度 

热容量（J/kg） 
扩散率 

（W/(mK)） （kg/m^3） （m^2/s） 
沙质土壤 1.6 1900 1100 1.4×10^(-7) 
地雷 0.2 1170 1500 1.1396×10^(-7) 
 
仿真后雷场表面的温度分布云图和拟合曲面图如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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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雷场表面的温度分布云图和拟合曲面图 

由以上两组图可以看出温度在地雷上方最高，且以地雷为中心对称分布。由

于地雷的热传导率远小于干燥沙子的热传导率，地雷与沙质土壤的交界处温度急

剧下降，地雷周围的沙质土壤温度基本相同。 
3.3.4 仿真结果及分析 
下表3为地雷表面和周围表面温度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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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地雷表面和周围表面温度平均值 

时 间 45 s 60 s 90 s 180 s 
地雷表面温度平均值/℃ 19.147 19.847 21.069 24.422 
周围表面温度平均值/℃ 19.118 19.761 20.794 23.276 
地雷表面和周围的温差/℃  0.029  0.086  0.275  1.146 

 
由表3可知，随着照射时长的延长，地雷表面和周围的温差越来越明显，即

地雷的存在和位置也越容易被探测和知晓。 

3.4 GIS地理信息处理 

将无人机拍出的雷场遥感影像，经投影变换、影像校正后和已知地雷的空间

地理位置信息导入上位机端的ArcGIS中，为其建立数据库，并将道路、河流、建

筑等地理要素以及每个地理要素的名称、经纬度坐标、海拔、高程等属性数据补

充完整，在所获得的遥感影像图上进行数字化处理后得到类似如图10的2D矢量

平面地图。 

 
图9 遥感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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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经数字化处理后的矢量地图 

GIS还可以为排雷官兵提供分析所得到的数据，规划出最佳的排雷路径。首

先需要为排雷路径建立网络数据集，路径是网络分析的基础，路径必须经过有关

地雷埋设点，必须避开障碍，以交通成本最低产生分析结果。埋设点、障碍可以

手工输入，也可来自已有数据源中的图层要素。路径所经过埋设点的先后顺序会

影响计算结果，可以靠软件自动调整站点顺序、优化路径，也可以手工人为调整

站点顺序，按指定的顺序优化路径。如图11表示模拟后产生的最佳路径，途中数

字标明的点位是地雷埋设点，叉号表示障碍。 

 
图11 产生的最佳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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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地雷杀伤性能不同，一般爆炸范围为20米至150米之间不等。GIS还可

以对地雷爆炸范围做出分析，给出具体的矢量结果，如图12，图中的淡紫色圆形

图斑即为地雷可能的爆炸范围。 

 
图12 地雷爆炸范围分析 

国际地理信息系统界将地理信息系统、GPS 和无线互联网一体化的技术称

为“移动地理信息系统”（ Mobile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MGIS），如下

图13即为士兵导航仪的原理。 

 
图13 导航仪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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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硬件应用 

4.1 机载红外热像仪 

本系统使用YOSEEN F系列机载红外热像仪，专为微型无人机巡检应用设

计，重量轻，测温精确，支持全局温度高速录制。如下图所示： 

 
图14 YOSEEN F系列机载红外热像仪 

YOSEEN F系列机载红外热像仪有以下功能特性： 
4.1.1 专为轻型无人机设计 
重量115g，尺时42*42*43mm (不含云台)，满足各种超小型吊舱、云台安装

要求，有效提高无人机飞行时间。 
4.1.2 无缝对接无人机飞控 
支持PWM、串口控制，支持CVBS和HDMI视频输出，前段数据存储，支持

TF-卡存储，实现全辐射温度流数据存储和红外视频录制。 
4.1.3 功能丰富 
拍照、录像、全辐射数据流存储、自动对焦、电子倍焦、OSD叠加、 高低温

追踪显示等功能均支持。 
YOSEEN F系列机载红外热像仪的通用参数如下： 

表4 YOSEEN F系列机载红外热像仪的通用参数 

通用参数 
图像 

成像距离 约20倍焦距至无穷远 

测温模板 支持全局高低温追踪，支持点、线、矩形、椭圆测温模板，支持

模板内高低温追踪 
图像增强 自适应拉伸、手动增强、电子倍焦 
调色板 白热、黑热铁红.红饱和等多种调色板 
调焦方式 电动/手动，电动镜头支持自动对焦 

数据 
图像 带温度信息的PNG图片格式 
温度流 全辐射温度信息存储，可离线修正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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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参数 
数字视频 H.264标准视频格式，兼容通用视频播放软件 

机械参数 
重量 240g (不含镜头) 
尺寸 59(L)*58(W)*67(H)mm (不含镜头) 

机械安装 1个14 UNC-20. 2个M3螺纹安装孔 
 
其机芯尺寸小，配备非制冷红外热组件，超低功耗，拍摄距离大约200米，

在大雾、沙尘等能见度非常低的天气情况下，依旧可以看到地物轮廓。 

五、总结 

5.1 总结 

随着我国北斗卫星系统的不断完善和增强，同时，基于北斗系统的各项功能

优势，北斗系统被越来越多的应用到各领域中，结合无人机的高机动性及高分辨

率影像采集的特点，并机载各类传感技术，在进行导航定位的同时，可以获取更

多更深层次的地表信息。本文所介绍的系统，基于北斗卫星导航技术，对无人机

进行行进线路传输，精确定位无人机位置，结合无人机携带的红外热成像仪、红

外辐射源和扫描仪，对行进区域进行地面地雷探测，并将雷区分布数据进行GIS
（地理信息系统）图像化处理，并传输至士兵作战导航系统中，结合GIS最佳线

路分析，以及实际情况，给予指挥中心作出战场快速响应的基础，安全高效地选

择前进路线。同时，该系统实现雷区从数据化到可视化，为排雷工作生成雷区分

布图，从而达到安全且精准的排雷工作，大大节约人力资源，保障士兵的生命财

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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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的建筑突发事件中无人机群三维轨迹规划方法 

作    者：刘寅初 
指导教师：呼烨、呼咏 
学    校：吉林大学 
 
 

【摘要】多机器人系统（MRS）的发展已成为近年来机器人学研究中最具开发潜

力的领域之一。这是因为他们表现出的健壮性和多功能性有效地承担了任务。在

这种情况下，无人机（UAV）能够依据北斗导航卫星提供的位置信息自主、协同

地执行任务，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轨迹规划，它是保证不同飞行器安全、

无碰撞运动的必要条件。本文包括基于三维概率路线图（PRM）的无人机群多轨

迹规划。这个群体能够在不同的情况下（有标签和无标签）到达不同的兴趣地点，

为城市环境中的紧急情况下的应急响应小组（ERT）提供支持。此外，还提出了

一种基于机器人操作系统（ROS）的体系结构，以实现在UAVswarm中开发的方

法的仿真和集成。此架构允许通过PixHawk自动驾驶仪通过AVLinkProtocol和
Controls进行通信，以便在真实的无人机中快速、轻松地实现。通过模拟建筑物

突发事件的实验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本工作可以用于突发事件的救援勘测等

实际应用的，协助人们的生产生活。最终，结果表明，基于概率路线图的方法在

不同情况下的可扩展系统的计算时间方面创造了有效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北斗；无人机；轨迹规划；多机器人系统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multi-robot system (MRS)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promising areas in robotics research in recent years. This is because they 
demonstrate robustness and versatility to effectively take on the task. In this case, the 
UAV can carry out its mission autonomously and in concert according to the positional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and one of the important 
components is trajectory planning, which is necessary to ensure the safe and collision-
free movement of different aircraft. This article includes multi-track planning for a fleet 
of drones based on a 3D probability roadmap (PRM). This group is able to reach 
different locations of interest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labeled and unlabeled) to support 
emergency response teams (ERTs) in urban environments. In addition, a robot operating 
system (ROS) architecture is proposed to simulate and integrate the methods developed 
in UAVswarm. This architecture allows communication via AVLinkProtocol and 
Controls via PixHawk Autopilot for quick and easy implementation in real-world 
dron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is method is verified by experiments simulating building 
emergencies. This work can be used for emergency rescue survey and other practical 
applications to assist people's production and life. Final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ethod based on the probability roadmap creates an effective solution in terms of the 
calculation time of the extensible system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Key words】Beidou; Drones; Track Planning; Multi-Robot Systems 
 
 

一、前言 

移动机器人的高通用性和适用性，无论是工业机器人还是军事机器人，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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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十年里都导致了它们的使用量的增加。此外，电子技术的进步提高了智能化

程度，从而提高了这些车辆的水平；改进了能源，如锂电池；降低了电子元件、

传感器和执行器的重量和成本。无人驾驶飞行器（UAV）和无人地面车辆（UGV）

已经将自己定位在面向各种任务的重要研究领域的前沿，如基础设施检查[1-5]、

监视[6]、搜索和救援[7-9]或交付[10,11]。尽管这两种车辆在自主移动或遥控方面有相

似之处，但它们在负载能力、速度、可达性或可操作性方面有不同的特点。这些

差异引入了使用异构多机器人系统（MRS）的必要性，该系统由这些类型的车辆

组成，以执行各种各样的任务。对于能够在特定场景中执行一系列工作的自主式

MRS，必须建立允许在环境中安全移动的轨迹，避免静态和动态障碍物。对于这

一点，轨迹规划成为这类系统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执行更复杂任务的一个关键方面
[12]。允许多辆车实现一个目标的计划和行动可分为两个阶段。任务规划：对于一

组车辆和一组目的地，考虑到车辆的速度和耐久性、到目标的距离和要执行的任

务等方面，建立了最理想的车辆目标组合[13]。轨迹规划（或所需的运动）：一旦

分配了目标，就会为一辆或多辆能够到达该位置的车辆生成安全有效的路径[14]。 
以第二阶段为重点，考虑到可能与静态和动态障碍物发生碰撞，有必要开发

能够利用MRS规划轨道的方法。本文是对“无人机群多路径规划方法”一文[15]的扩

展，其中包括一种在结构化环境下运行的无人机群轨迹规划方法。虽然生成的路

径被认为是三维的，但是使用环境的平面图图像在二维中进行环境的探索。一旦

生成路径，其中环境中存在的所有障碍物都被视为固定高度，则为每个无人机分

配不同且恒定的高度。本文从环境占位图的绘制和生成入手，重点研究了三维环

境下的轨道探索和建立。这样，通过开发基于概率路线图（PRM）的算法，为不

同车辆的安全自主运动提供了解决方案。其主要思想是设计一种架构，使无人机

群能够在复杂环境中高效、安全地行动，例如在救援工作或城市紧急情况中支持

应急响应。 

二、仿真环境 

这项工作的想法是提出一套算法，允许从三维占领地图，以产生一套最佳的

轨迹，以便，自主地，不同的无人机可以到达工作区内不同的兴趣位置。为此，

如本节所述，基于PRM和Octomap[16]的算法一起用于探索3D环境，并为每架飞机

建立一组最佳路线，以达到特定目标，从而以最有效的方式开发整个任务。除了

将工作从二维扩展到三维外，还整合了露台模拟环境中的所有方法，允许在使用

RealUAV实现之前对各种算法进行可视化和测试。尽管集成到gazebow已经是先

前工作的一部分，但在这个新的提案中，使用了Pixhawk软件循环，而不是

hector_quadrotor包。规划安全有效的轨迹是MRS完成一系列任务的关键步骤。在

这种情况下，生成的路径是面向使用无人机群来支持城市地区的应急响应，特别

是在需要覆盖大面积的大型建筑物的情况下（图1）。因此，提出了一种集中的、

可扩展的体系结构，其中利用机器人操作系统框架（ROS）[13]和Mavrink通信协

议（MAVROS），建立了一个异构的无人机群，通过安全有效的路径，在短时间

内可以到达支持和收集增加应急响应和应急响应任务成功所需的信息。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完成一组阶段，考虑两种情况：标记情况，其中每

个无人机都知道它应该去哪个目标；未标记情况，其中无人机轨迹集的建立是为

了最小化群在整个任务中的总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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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模拟建筑物的三维模型 

三、三维占用图生成 

实现路径规划的第一步是绘制工作区的3D占用图，swarm必须在其中运行。

为此，使用从八叉树算法获得的信息。八叉树是一种分层的数据结构，它将空间

细分为立方体或体素，直到达到一定的分辨率。这些卷的特性之一是知道它是空

闲的还是占用的，并利用这些信息对工作区进行勘探。为了创建环境的职业地图，

使用了Binvox库[15,16]和Octomap库[14]。因此，从环境的3D模型中，获得八叉树或

占用图，以生成到达所需位置的可能路径的PRM。因此，如图2所示，获得八叉

树的过程包括将三维模型转换为一个二元组文件。这个文件是一个三维物体的二

元体素化，包含了关于哪些区域被占用，哪些是自由的信息。然后，通过Octomap
库，生成八叉树作为环境探索的输入。获取占领地图的另一种可能性是在整个工

作区域部署一组装有传感器的车辆，以便获得完整的地图，为此，有必要建立全

覆盖和传感器融合算法，从每辆车中汇编数据集并生成完整的地图。 

 
图2 获取三维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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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于PRM的三维环境探索 

一旦获得3D占用图，就实现了一种概率算法来探索该区域，并提供了一组可

能的解决方案，以获得最短路径。在这项工作中，使用了A*[16]算法。如前所述，

其思想是建立一个基于PRM的算法来探索环境。这种方法的目的是减少一次勘探

的计算时间。这与使用的车辆数量无关。换言之，探测（计算代价高昂）执行一

次，然后A*算法基于探测为每辆车确定最短路径。因此，这类算法被认为是MRS
中轨迹规划问题的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并且与其他概率方法类似，被认为是适

用于大维场景的。如结果部分4所示，重要的是创建多个节点，以在计算时间和

要覆盖区域的扩展之间保持平衡。但是，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该区域的采样不完

全，因此可能无法找到解决方案。图4显示了两种不同情况下3D PRM生成算法的

输出示例。图4a、b显示了在生成150和250个节点的情况下为结构化环境生成的

图，其中障碍物用蓝色表示，可能的路径用绿色表示。图4c显示了黑色障碍物和

红色可能轨迹的建筑物紧急情况案例研究的输出示例，其中1000个节点在整个建

筑物中生成了有限数量的解决方案。 

 
图3 三维概率路线图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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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图4 3D PRM输出 

五、结果 

如图5所示，工作区模拟了一栋九层楼的建筑，每层楼有多个房间。该建筑

的尺寸为（49、24、41）m（高、宽、长），提供48216立方米的工作区。 

  
(a)                             (b) 

 
(c) 

图5 模拟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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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显示了整个建筑的八叉树，以及每架无人机从其起始点到建筑内部目标

位置的轨迹集。图7显示了建筑物的点云。 

 
图6 一组10辆UAV的路径 

 
图7 在RVIZ完成任务的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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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PRM的城市突发事件无人机群三维轨迹规划方法，为应

急小组提供支持。此外，本文还设计了ROS仿真体系结构，建立了ROS与MavLink
协议之间的通信桥梁。仿真结果证明了该方法在异构MRS上的可扩展性，能够在

短时间内生成一组最优解。该算法详细描述了单个PRM的创建及其对每个无人机

的重用，从而减少了计算时间的增加。此外，匈牙利的任务分配方法可以使无人

机的总飞行距离最小化。未来的研究将集中在开发一个节点，该节点负责将无人

机的初始位置和任务位置引用到全球系统，而不是Gazebo（0，0，0）原点。此

外，将开发用于标记案例的MRTA算法，以实现高效分配。未来的另一项研究将

是安装车载传感器，实时检测动态障碍物，并在必要时修改重置路径。此外，本

文还将在完全覆盖区和群形成问题中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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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全国人民齐心协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充分利用北斗卫星导

航系统的定位通信功能，以手机等内置北斗芯片的装置作为用户端，在疫情抗击

工作中积极探索新的时间方案，提高疫情抗击工作效率和质量。通过运用触发模

块、人员定位模块和坐标比较模块等实现人群不合理聚集的预警；运用大数据技

术和北斗定位相结合的手段实现确诊患者密切接触者的定位，并结合数据可视化

软件QGIS等软件实现疫情地图的实时发布；使用车辆定位模块和浮动车技术实

现对试图跨区流动车辆的监控，提前通知防疫工作者注意拦截。通过北斗卫星导

航系统工作站，将这些功能和数据加以整合，全面精准助力抗击传染性疫情的防

控工作，对于我国的卫生防疫事业将起到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BDS；疫情防控；大数据；数据可视化；浮动车技术 
【Abstract】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concerted efforts of the people across the 
country to combat the novel crown pneumonia epidemic, the full use of the 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s positioning and communication functions, and the use of 
devices such as mobile phones with built-in Beidou chips as users, actively explore new 
time solutions in the fight against the epidemic. Fight against work efficiency and 
quality. By using the trigger module, personnel positioning module, coordinate 
comparison module, etc. to realize the early warning of unreasonable crowd gathering; 
using the combination of big data technology and Beidou positioning to achieve the 
positioning of close contacts of diagnosed patients, and combined with data 
visualization software QGIS and other software Real-time release of epidemic maps; 
use vehicle positioning modules and floating vehicle technology to monitor mobile 
vehicles attempting to cross regions, and notify epidemic prevention workers in 
advance to pay attention to interception. By integrating 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workstations, these functions and data are integrated to comprehensively and 
accurately assist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nfectious epidemics, which will 
greatly promote China's health and epidemic prevention. 
【Key words】BDS,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Big data, Data visualization, 
Floating vehicle technology 

 
 

1 背景及意义 

BDS（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即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它是我国

自行研制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也是继美国GPS、俄罗斯GLONASS之后的第三

个成熟的卫星导航系统。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能够为全球用户提供全天时、全

天候、高精度的时间和位置信息，已经广泛应用于物流、交通、电力、通信、金

融、物联网、应急救援、大众消费等众多领域，提高了相关行业的信息化水平和

工作效率。随着北斗市场的日益深化，未来将为中国带来年新增5000-8000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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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总量，创造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 
传染病，是由于一些强烈致病性物质，如细菌、病毒引起的疾病。从古代到

现代，人类遭遇了无数的传染病暴发，其中有些传染病特别严重，对人类后代的

影响颇大的有：非典、鼠疫、天花、流感、霍乱、疟疾等。其中人类历史上第二

致命的传染病西班牙型流行性感冒，在1918～1919年曾经造成全世界约5亿人感

染， 2千5百万到4千万人死亡（当时世界人口约17亿人），其暴发天数和感染人

数如图1所示；其全球平均致死率约为2.5%～5%，感染率也达到了5%。当前，我

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正处于关键期，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一场

没有旁观者的全民行动。作为国之重器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急需设计开发一套

传染性疫情防控监测系统，在此次和以后的传染性疫情冲锋在前，为精准抗疫贡

献力量。 

 
 

 

图1 传染性极强的西班牙流行性感冒 

2．系统总体设计与功能设计 

1.1 系统总体设计 

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传染性疫情防控监测系统设计原理如图2所示。该

系统由系统触发模块、人员定位模块、车辆定位模块、坐标比较模块、人机交

互模块等几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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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系统总体设计树状图 

本系统的特点和创新之处在于：①使用了北斗导航定位。该系统将北斗导航

定位应用于实用创新方案中，极大地提高了系统的科学性、可靠性。②应用了坐

标比较模块。该系统采用计算机高级语言设计来判断监测的坐标是否在合理区域

内，使得系统准确率更高。③具有人机交互界面。防疫工作者可以通过手机、平

板、电脑等终端查看人群密度分布，疫区车辆流动等所需信息。本系统主要用于

我国及附近邻国的传染性疫情防控工作，系统服务区域如图3。 

 

图3 系统服务区域示意图 

1.2 系统功能设计 

本系统主要是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传染性疫情防控和监测，其根本目的

是助力防疫工作者更好的控制疫情，实时获取所需信息。从历史上历次的传染病

防治，和本次我国在新冠肺炎防治中取得的显著成效来看，防治传染性疫情，最

根本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减少人员接触，这就要就要减少人群聚集和人员流动。 
基于此，所以我们的传染性疫情防控监测系统主要由四大功能：1.人群聚集

预警，减少人群接触。系统监测到人员有不合理聚集现象的时候，及时向当地疫

情防控工作人员发布通知，让他们迅速疏散聚集人群；2.密切接触者定位，防止

二次传染。系统对已经确诊的患者的密切接触者进行实时定位，并且将定位数据

发送给当地疫情防控工作人员，让他们更好的对密切接触者进行登记和调查；3.
车辆监控，防止跨区传播。系统对疫区的车辆进行实时监控，对疫区封城后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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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跨区域流动的车辆信息传输给当地疫情防控工作人员；4.疫情地图实时发布。

系统将定位数据输入到数据可视化软件中，生成疫情地图并实时发布，使民众和

工作人员更清楚的了解确诊患者所在区域，最大程度地避免接触。 

 
图4 系统功能设计树状图 

3. 具体功能及功能实现 

3.1 人群聚集预警 

3.1.1 工作流程 
基于BDS的传染性疫情防控监测系统的人群聚集预警功能工作流程如图5所

示。 
该功能的工作流程为：1.居民通过日常出行时在防疫工作站扫描二维码，第

一次操作时注册信息，使得该居民手机中北斗导航芯片接通；2. 北斗导航芯片接

通后，开始和卫星互相通信，卫星将得到的芯片信息回传给地面工作站；3.地面

工作站经过处理，得到芯片所在位置的（x，y，z）三维坐标；4.通过坐标比较模

块，将得到的芯片所在位置坐标进行比较，以此判断人群是否有不合理的聚集。 

 
图5 人群聚集预警功能工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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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定位模块 
北斗定位系统由用户段、地面段和空间段3部分组成。为保证满足精度的要

求，北斗定位系统在全球任意地方将能够接收到4颗卫星信号。随着北斗科技的

发展，定位精度在不断提高，米级、亚米级、厘米级已经逐渐出现在公众的视野

内。北斗信号的获取主要取决于手机处理器（SOC）中集成的定位芯片，目前大

多数SOC都能同时支持GPS、BDS和GLONASS,也就是说现在的手机基本都支持

北斗定位。 
以AndroiTS GPS Test Pro为例：首先找个户外开阔的地方，打开手机的“位

置服务”，然后运行AndroiTS GPS Test Pro软件，效果如图6，结果是接收到8颗
GPS，6颗GLONASS，8颗BDS，都参与了定位，并解出了方位角仰角。 

为地面、海洋、空中和空间用户导航定位的人造地球卫星是卫星导航系统的

空间部分。导航卫星装有专用的无线电导航设备，导航卫星从卫星上连续发射无

线电信号，用户接收导航卫星发来的无线电导航信号，通过时间测距或多普勒测

速分别获得用户相对于卫星的距离或距离变化率等导航参数，并根据卫星发送的

时间、轨道参数，求出在定位瞬间卫星的实时位置坐标，从而定出用户的地理位

置坐标(二维或三维坐标)和速度矢量分量。 

 

 

图6 手机接收到的导航卫星信息 

3.1.3 坐标比较模块 
坐标比较模块就是将的到的芯片坐标信息利用桌面地理信息系统QGIS处

理，得到可视化的坐标数据图，并自动将不合理聚集信息报告给防疫工作人员，

通知其及时疏散。如图7所示，图中得到的数据点经比较可得，共有两处人群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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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聚集，已用红色圆圈标出，此时此信息已反馈给防疫工作人员，并指导其到

指定地点进行人群疏散；有一处人群合理聚集，已用蓝色圆圈标出，因为此处为

医院，故判断人群为合理聚集同时不向防疫工作人员反馈此聚集信息。 
我们这里用到的软件是QGIS，它是一个用户界面友好的桌面地理信息系统，

可运行在Linux、Unix、Mac OSX和Windows等平台之上。QGIS是基于Qt,使用C++
开发的一个用户界面友好、跨平台的开源版桌面地理信息系统，常常利用数据点

可实现数据可视化，它内置于我们系统的坐标比较模块之中。 

 
图7 坐标比较模块工作示例图 

3.2 密切接触者定位 

3.2.1 人员监控及查询 
通过每个居民扫二维码注册的信息，我们的系统在确诊患者同行程查询工具

中，可查询到每个确诊患者的同行人员，点击系统“查询”按钮，可随时了解每个

确诊患者的同行人员分布情况、姓名、工作单位、接触时间，当前所在位置等详

细情况。 
对所有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进行监控和统计，通过选择导出数据，点击“导

出Excel”，将查询出的结果导出到Excel表格中，查询辖区内全部密切接触者实时

定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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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COVID-19防疫工作中使用的确诊患者同行程查询工具 

3.2.2 人员报警 
主界面最右侧的“安全监控报警”，显示了密切接触者超时上传体温数据和呼

叫救护的所有关键报警信息，根据防疫工作要求要求，密切接触者超过8h未上报

体温数据的，系统将自动报警，另外，当密切接触者出现感染症状时可通过定位

卡上的“呼救”按钮进行呼叫救护。 
通过报警信息可及时对密切接触者信息进行全面了解，确定其具体位置，及

时了解密切接触者的身体状况，如确遇到紧急情况可及时组织应急救护，确保人

员安全。 

3.3 疫区车辆监控 

在此次疫情期间，封城和自我居家隔离是防止疫情大范围传播最好的办法，

然而还是有少部分的人不遵循规定,常常跨市跨省游走，给防疫工作人员人员带

来了巨大的工作难度，那么，在这种特殊时期就要对车辆的活动区域进行限制。 
跨市跨省的方式主要有以下3种 
自己驾驶私家车。 
通过飞机，高铁等公共交通。 
外地来车接人。 
通过以上的3种方式我们可以发现私家车是疫情期间最不稳定因素，对私家

车的定位管控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情，现在的汽车都同时装有BDS和GPS导航系

统，通过卫星终端得到的数据，我们便可以将可疑车辆排查出 
3.3.1 功能设计总体框架 
（1）模块目标 
发展北斗卫星后台数据处理功能，通过北斗卫星定位精准，实时传输优点，

对车辆进行管控，一经发现车辆进行跨区行为，信息立马传输到执法人员手中，

通过大数据分析进行合理分配，对违规人员进行围堵检查，同时，该系统采用数

据服务层、数据处理层和数据采集层3个层次进行设计。数据采集层主要由卫星

定位处的车辆位置及行走路线关键因素指标的选取，数据处理层由信息采集、无

线传输、信息交以及相关硬的开发，为TS后台提供硬件支撑；数据服务层由短信、

网络、邮件等多种方式为执法人员提供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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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系统处理思维导图 

（2）模块功能设计 
该系统主要功能分为监测车辆是否出现跨区流窜和对违规车辆进行预测并

且向相关人员进行实时位置信息汇报功能，利用北斗卫星传输快精度高优点，一

级有跨区车辆可以立马发现，并采取有效的措施去管理。 
（3）模块构建基本技术 
卫星导航技术： 

 
图10 北斗定位原理（无障碍物遮挡） 

其对应的多元方程组为： 
 [(x1-x)2 + (y1-y)2 + (z1-z)2]1/2 + c(v1-v0)=D1 (3-1) 
 [(x2-x)2 + (y2-y)2 + (z2-z)2]1/2 + c(v2-v0)=D2 (3-2) 
 [(x3-x)2 + (y3-y)2 + (z3-z)2]1/2 + c(v3-v0)=D3 (3-3) 
 [(x4-x)2 + (y4-y)2 + (z4-z)2]1/2 + c(v4-v0)=D4 (3-4) 

式中x,y,z,v0是未知量，vi(i=1,2,3,4)表示四个卫星的钟差，c表示光速，

Di(i=1,2,3,4)分别表示四个卫星到接收机的距离，均为已知量或可求得量。由这四

个方程可以解出待测点的具体位置坐标(x, y, z)和接收机的钟差v0。但若有障碍物

遮挡了四颗卫星中任意一颗或多颗的信号，由方程组解的不确定性可知北斗系统

定位精度会大幅度下降，此时不依赖于外部信息的惯性导航系统就会派上用场。

对初始位置进行矫正后，得到初始位置坐标（x0,y0,z0）,此时计算加速度对时间

的两次积分，如下： 
 x=x0+∫(𝑣𝑣𝑥𝑥0+∫ax dt)dt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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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y0+∫(𝑣𝑣𝑦𝑦0+∫ay dt)dt (3-6) 
 z=z0+∫(𝑣𝑣𝑧𝑧0 R +∫az dt)dt (3-6) 

式中𝑣𝑣𝑥𝑥0，𝑣𝑣𝑦𝑦0，𝑣𝑣𝑧𝑧0分别表示三个方向的初始速度，这样就可以利用加速度求

得位置变化，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行进方向也可根据陀螺仪得出。 
算法处理： 
由于疫情期间道路车辆较少，几乎不会发生交通拥堵现象，可以采用浮动车

技术结合大数据推测出违规车辆到达检查点的时间，方便通知执法人员进行检

查。 

 
图11 浮动车技术工作流程图 

3.4 疫情地图发布 

当疫情来势汹汹的时候，有许多大国重器挺身而出，各自在这场疫情阻击

战中发挥着威力。其中，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就早已融入疫情防控的各个

环节。 
对于天上的北斗卫星而言，永远只做一件事：不间断向地面发送信号，告

诉人们“我在哪里”“现在几点”。这些信号本身意义不大，但经过特定程序的解

算和分析，弥漫在空气中的卫星信号，就变成了对疫情防控非常有价值的“大数

据”。 
在这次疫情之中，我们可以利用北斗卫星快速传输位置数据的能力，确定

确诊病例的位置和疑似病例的活动范围，和感染人数的多少对地区进行安全评

级，并以区域地图的形式向当地发送，让人们可以有选择性的进行防护，避免

去到那些高发地区。以乡镇（街道）为单元，细分为高、较高、中、较低和低

五个等级五种颜色，科学指导各地制定实施差异化防控措施，有序恢复经济社

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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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大数据和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共同作用下的疫情地图 

4. 结语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为我国战略性高新技术，其推广与创新性发展对国民经

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备受党中央和各级政府的高度重

视，是当前高新技术发展领域的一大热点。本设计将北斗高精度定位技术和特有

的与用户端双向通讯功能应用到传染性疫情的防控监测中，一定程度上可以加速

北斗应用的民用化进程。接下来，我们会将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传染性疫情

防控监测系统在实际应用进一步优化。考虑在该防控监测系统中加入更多的功

能，比如实现对疫情确诊患者的无人接送、自动递药等功能；同时将终端设备和

处理系统算法进一步优化，实现更高的定位精度和更准确的分析功能。展望未来，

未来传染性疫情防控工作有多重要，我们的防控监测系统就能随之延伸到多远，

让北斗技术造福社会大众，正是众望所归。 

参考文献： 

[1] 史青法，叶作安.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相关术语标准化问题研究[J]. 导航定位学报，
2018(4). 

[2] 温莉.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卫勤保障中的应用分析[J]. 数字技术与应用, 2019(6). 
[3] 孙宪兵，郑卫锋，孙奉劫.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与GPS导航系统的性能比较[J]. 城市建设

理论研究(电子版)，2012(8). 
[4] 李征航. GPS测量与数据处理[M].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5] 李亚品. 传染病信息实时采集与应急处置系统研究[J]. 2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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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地基土剪切波速测试仪 
开发与创新应用研究 

作    者：黑婧、汪许诺、陈超、薛媛 
指导教师：张宇辉 
学    校：中国民航大学 
 
 

【摘要】剪切波速与土体动力特性密切相关，广泛应用于机场场道、道路及房建

等工程的地基质量分析及力学性能的研究中。现设计了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地基

土剪切波速测试仪一台，高度模拟了大应力、高深度土体所处的环境条件，不仅

大幅度增加了地基剪切波速测试的准确性，同时实现了对地基的无损性，不同于

传统方法地面打孔。在测试过程中，常采用人工记录取样位置及实验数据，造成

位置定位不准、复查过程量大、数据分析缓慢，不能高效同步于当今交通运输的

需求。本台仪器结合北斗导航定位模块，将定位装置安装于测试仪上，检测人员

可以通过手机APP输入数据并可同时识别测试仪的实时位置，场地管理者可以通

过网站监控所有采样区域的情况。本项目网站以HTML+CSS+JavaScript作为开发

框架，使用MySQL数据库，采用单片机为定位装置，基于Android Studio开发手

机APP。定位装置能够以特定速率向服务器发送位置信息，网站和手机App通过

服务器调取位置信息并进行显示。 
【关键词】北斗；定位模块；地基应力；剪切波；网站；手机APP 
【Abstract】Shear wave velocity, closely related to soil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is 
widely used in the analysis of ground quality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projects such 
as airport fields, roads, and building construction. A foundation soil shear wave velocity 
tester based on the 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is now designed, which highly simulates 
the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of high stress and high depth soil. It not only greatly 
increases the accuracy of the foundation shear wave velocity test, but also achieves non-
destructive of the foundation. It i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method of ground 
drilling. During the testing process, manual recording of sampling locations and 
experimental data is often used, which results in inaccurate location positioning, large 
review process, and slow data analysis, which can no longer effectively synchronize 
with today's transportation needs. This instrument integrates the Beidou navigation and 
positioning module to install the positioning device on the tester. The tester can input 
data through the mobile phone APP and identify the real-time position of the tester at 
the same time. The site manager can monitor the situation of all sampling areas through 
the website. The project website uses HTML + CSS + JavaScript as the development 
framework, uses MySQL database, uses a single-chip microcomputer as the positioning 
device, and develops a mobile APP based on Android Studio. The positioning device 
can send location information to the server at a specific rate, and the website and mobile 
phone app retrieve the location information through the server and display it. 
【Key words】Beidou; Positioning module; Ground stress; Shear wave; Website; 
Mobile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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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测试仪北斗定位系统的设计 

1.1 需求分析 

本次设计是利用北斗导航系统和51单片机为基础结构，可以将时间和经纬度

等定位信息显示在液晶显示屏上，从而帮助使用者确定位置。当使用者站在跑道

道面上取土时，单片机能够通过北斗导航系统迅速定位，方面日后复查和管理。

而最重要是北斗信号的接受和处理，整个系统的功能都依靠单片机来实现。 

1.2 北斗定位装置的设计和实现 

1.2.1 系统结构设计 

 
以STC89C52为中央处理器，北斗导航系统模块用来采集定位信息数据，将

数据发送传递到单片机上，单片机可以通过定位计算公式得出当前定位信息等。

并且通过LCD显示器显示定位信息。 
1.2.2 功能模块 

 

 
1.2.3 NEMA-0183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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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美国国家海洋电子协会制定，定位系统广泛使用的通信协议，我国北斗二

号系统的串口通信协议也采用此协议，提高了与GPS系统的兼容性。 

1.3 北斗定位终端接入方式 

1.3.1 网站 
本次设计租用了腾讯云服务器，将网站搭建在腾讯云服务器中，可以实现北

斗定位装置数据的传输。定位装置信息通过GPRS模块上传至网站服务器。 
1.3.2 手机APP 
本次设计的手机APP基于Android系统开发，开发工具使用的是Android 

Studio。 
手机APP调用Web Service服务接口，北斗定位装置传输数据至Web 

Service，Web Service再传输至APP内，这样定位信息就成功地从北斗定位装置

传输至手机APP。 
位置数据采集与手机 App 开发使用 SOA 架构实现。系统设计了相关的 

Web Service 接口，通过调用这些 Web Service 接口，实现北斗定位装置上传数

据的格式化与数据库存储，实现手机 App 的快速开发。 

第二章 剪切波速测试仪设计与组装 

2.1 基本原理 

本仪器的基本原理为加压原理、信号处理原理及剪切波速测试原理，以下进

行说明。 
2.1.1 加压原理 
加压时最重要的两个过程，一为加压稳定，二为加压连续。本仪器装有伺服

电机，0~600N加压工作。采用齿轮联动设施，实现电机的转动转化。改变后的竖

直方向上的位移，对土样不间断加压。 
2.1.2 信号处理原理 
为电机连续加压的单一性，我们从电机中提取压力数值。采取220型力值显

示控制仪，实时掌控加压进程。显示仪控制和处理剪切波速测试仪，通过内部继

电器，将电机电源线接入显示控制仪，得到剪切波速与应力之间的关系。 
2.1.3 剪切波速测量原理 
剪切波速发射片与接受片分别设计于两侧，其间将土样固定。读取剪切波从

发射到接受所需的时间，用土样高度除以时间，即可得到剪切波速在该土样内的

平均传递速度。 

2.2 仪器外观 

底座为电机。压力显示仪为加压信息的处理中心，与电机相连。电机是否允

由压力传感器的压力信息处理情况决定。达到仪器的设定压力后，切断电机电源，

实现稳压。测量剪切波速部分，专门设计了剪切波速发射片、剪切波速接收片、

压力传感器和压力显示器。 
内部构造如图1所示，外观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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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剪切波测试仪原理图         （b）剪切波测试仪外观 

图2-1 仪器外观图片 

第三章 剪切波实验的设计与分析 

本课题的试验是采用相同含水率、压实度，除去杂质的粘性土试件。 

3.1 实验设计 

设计方法： 
应用土力学附加应力不大于自重应力时，地基土不发生形状、密度变化的原

理，代替传统的逐渐增压方针。选取GJY-2型剪切波速测试仪，得出剪切波速的

传递时间。计算前从300N应力开始分级递减均匀施加应力，从而控制土样变形。 
实验装置： 
A.地基土剪切波速测试仪； 
B.手动击实器具、电子秤、喷壶、烘箱； 
C.定制PVC管（制作实验模拟地基土）； 
实验方法步骤： 
a.所使用击实试筒高为80mm，直径均为 40mm三个PVC管，分层并逐层进行

人工击实。 
b.采用1.18mm筛子过滤土体，分四层击实得到该体积下土样达到不同压实度

时击实次数。 
c.剪切波波速测试，充分压实试件后，剪切波传感器分置于其两端且放置于

试件中心。同时必须确保探头与试件充分接触。 
d.读取剪切波在试样中的传递时间。 

3.2 实验方案设计 

如下所示： 
压实度：选取98%、95%、92%、90%四组不同压实度； 
应力：在0-300N范围内以10N为阶梯，从大应力到小应力分次递减； 
以此进行了四组双变量正交实验，共得到120个实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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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实验数据 

为避免相关其他因素的影响，本实验均采用统一实验用土（用1.18mm筛子过

滤，去除杂质的普通黏土），如图4-1所示。 
3.3.1 液塑限测量 
（1）1.18mm粉质粘土：天然含水率为13.26%； 
液塑限测量如下表3-1所示 

表3-1 液塑限测量数据表 

含水率（%） 针入度(mm) 
15.2% 
20.0% 
23.9% 
26.1% 
31.6% 

2.7mm 
3.1mm 
4.0mm 
7.2mm 
9.1mm 

 
经计算查表可得Wl=17.0%，Wp=25.2%，塑性指数Ip=(Wl-Wp)*100=8.0，为

粉质粘土。 
3.3.2 最大干密度测量 
最大干密度测量如下表3-2所示 

表3-2 最大干密度测量数据表 

含水率（%） 密度值(g/cm3) 
10% 
15% 
17% 
20% 

1.632 
1.645 
1.653 
1.624 

 
最大干密度数据处理如图3-1所示 

 
图3-1 最大干密度数据处理图 

由含水率与干密度关系曲线，可得最优含水率  16.8%，最大干密度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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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5g/cm3。 
3.3.3 试验件密度测量 
利用击实器击实试验件后，测算出此时土体的密度，测得高80mm试验件密

度，在含水率16.8%时p=1.823g/cm3。 

第四章 地基剪切波速与应力的相关性模型研究 

4.1 剪切波速计算 

计算过程采取等效替代法来减小误差，参数大小由以下步骤测得； 
a.两剪切波探头紧密贴合在一起，测出间隔时间t1； 
b.保证相同条件下，测出剪切波传递的第2个时间t2： 
c.测出其高度h1； 
根据试件中应力的对称性，用土样最中间土层剪切波的传递时间，代替整个

土样剪切波的传递时间，可以得到： 

 
2

H
h =  (4-1) 

地基土应力： 

 
2

)(σ 12
cz

hhg
A
G +
==
ρ  (4-2) 

剪切波速为： 

 
t
HVs =   (4-3) 

数据处理示意图如图5-1所示： 

 
图4-1 数据处理示意图 

4.2 实验数据处理与分析 

（一）压实度98%，5cm土样 
下表为压实度98%时地基土剪切波速与土体所受应力关系表格，此时土样的

基本信息为：（1）土体质量：132g，（2）土样体积：63cm3，（3）含水率：16.8%，

（4）土样直径：4cm，（5）土样密度：2.1g/c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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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应力-剪切波速表（98%,5cm) 

 
（二）压实度98%，8cm土体 
下表为压实度98%时地基土剪切波速与土体所受应力关系表格，此时土样的

基本信息为：（1）土体质量：210g，（2）土样体积：100cm3，（3）含水率：16.8%，

（4）土样直径：4cm，（5）土样密度：2.1g/cm3。 
 

压力 应力 时间 平均时间 平均速度

/N /kpa /s /ms /m/s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170
180
190
200
210
220
230
240
250
260
270
280
290
300

0.0
8.0

15.9
23.9
31.8
39.8
47.8
55.7
63.7
71.6
79.6
87.6
95.5
103.5
111.4
119.41
27.3
135.3
143.3
151.2
159.2
167.1
175.1
183.1
191.0
199.0
206.9
214.9
222.9
230.8
238.8

0.1618
0.1529
0.1424
0.1316
0.1249
0.1197
0.1175
0.1120
0.1095
0.1062
0.1035
0.1022
0.0990
0.0977
0.0957
0.0955
0.0932
0.0897
0.0890
0.0872
0.0875
0.0870
0.0870
0.0835
0.0840
0.0828
0.0828
0.0855
0.0882
0.0837
0.0912

0.1620
0.1533
0.1438
0.1330
0.1256
0.1200
0.1170
0.1120
0.1092
0.1065
0.1037
0.1015
0.0990
0.0977
0.0962
0.0952
0.0930
0.0910
0.0892
0.0880
0.0880
0.0870
0.0871
0.0840
0.0840
0.0846
0.0828
0.0828
0.0882
0.0850
0.0850

0.1630
0.1540
0.1431
0.1323
0.1256
0.1228
0.1190
0.1120
0.1095
0.1062
0.1037
0.1015
0.0987
0.0975
0.0960
0.0947
0.0932
0.0912
0.0895
0.0882
0.0883
0.0875
0.0875
0.0845
0.0850
0.0846
0.0810
0.0837
0.0846
0.0837
0.0850

0.1630
0.1540
0.1431
0.1330
0.1353
0.1207
0.1170
0.1120
0.1090
0.1060
0.1035
0.1020
0.0995
0.0975
0.096
0.0955
0.0932
0.0917
0.0895
0.0882
0.0883
0.0870
0.0870
0.0840
0.0850
0.0837
0.0837
0.0862
0.0855
0.0837
0.0862

0.1630
0.1526
0.1431
0.1326
0.1256
0.1197
0.1175
0.1125
0.1095
0.1062
0.1030
0.1012
0.0995
0.0977
0.0962
0.0950
0.0940
0.0910
0.0895
0.0887
0.0889
0.0870
0.0870
0.0840
0.0840
0.0837
0.0846
0.0828
0.0855
0.0850
0.0837

0.163
0.089
0.143
0.133
0.125
0.121
0.118
0.112
0.109
0.106
0.103
0.102
0.099
0.098
0.096
0.095
0.093
0.091
0.089
0.088
0.089
0.087
0.087
0.084
0.084
0.084
0.083
0.084
0.086
0.084
0.086

307.579
559.660
349.406
377.358
398.724
414.662
425.107
446.030
457.289
470.724
483.185
491.739
504.337
512.190
520.725
525.320
535.791
549.934
559.660
567.795
568.023
572.082
574.053
595.238
592.417
596.090
602.555
593.824
578.704
593.683
579.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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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应力-剪切波速表（98%,8cm) 

 
（三）压实度98%，10cm土体 
下表为压实度98%时地基土剪切波速与土体所受应力关系表格，此时土样的

基本信息为：（1）土体质量：267g，（2）土样体积：127cm3，（3）含水率：16.8%，

（4）土样直径：4cm，（5）土样密度：2.1g/cm3。 
 

压力 应力 时间 平均时间 平均速度

/N /kpa /s /ms /m/s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170
180
190
200
210
220
230
240
250
260
270
280
290
300

0.0
8.0

15.9
23.9
31.8
39.8
47.8
55.7
63.7
71.6
79.6
87.6
95.5
103.5
111.4
119.4
127.3
135.3
143.3
151.2
159.2
167.1
175.1
183.1
191.0
199.0
206.9
214.9
222.9
230.8
238.8

0.2305
0.2184
0.2020
0.1870
0.1750
0.1700
0.1660
0.1610
0.1538
0.1505
0.1466
0.1435
0.1406
0.1363
0.1323
0.1342
0.1323
0.1280
0.1271
0.1232
0.1229
0.1219
0.1207
0.1188
0.1166
0.1166
0.1154
0.1192
0.1223
0.1191
0.1204

0.2297
0.2187
0.2025
0.1880
0.1756
0.1710
0.1658
0.159
0.1546
0.1505
0.1466
0.1434
0.1405
0.1373
0.1323
0.1325
0.1323
0.1280
0.1271
0.1220
0.1229
0.1229
0.1197
0.1206
0.1166
0.1207
0.1174
0.1204
0.1203
0.1211
0.1232

0.2414
0.2187
0.2025
0.1880
0.1750
0.1700
0.1657
0.1610
0.1546
0.1515
0.1452
0.1426
0.1384
0.1354
0.1322
0.1344
0.1322
0.138
0.1371
0.1250
0.1232
0.1232
0.1188
0.1188
0.1188
0.1155
0.1203
0.1174
0.1232
0.1203
0.1234

0.2414
0.2187
0.2025
0.1880
0.1750
0.1700
0.1657
0.1610
0.1546
0.1515
0.1434
0.1405
0.1373
0.1323
0.1325
0.1323
0.1280
0.1271
0.1232
0.1229
0.1219
0.1207
0.1188
0.1166
0.1166
0.1154
0.1192
0.1223
0.1191
0.1204
0.1212

0.2307
0.2186
0.2022
0.1870
0.1750
0.1700
0.1660
0.1610
0.1538
0.1505
0.1466
0.1435
0.1406
0.1363
0.1323
0.1342
0.1323
0.1280
0.1271
0.1232
0.1229
0.1219
0.1207
0.1188
0.1166
0.1166
0.1154
0.1192
0.1223
0.1191
0.1204

0.231
0.219
0.202
0.188
0.175
0.170
0.166
0.159
0.154
0.150
0.146
0.143
0.140
0.136
0.132
0.134
0.132
0.128
0.127
0.124
0.123
0.123
0.121
0.119
0.119
0.118
0.117
0.118
0.122
0.119
0.122

303.672
320.130
346.406
372.126
400.009
410.762
421.840
441.542
454.158
466.721
480.175
488.934
500.337
513.100
528.561
520.789
531.146
546.589
551.879
564.123
567.446
570.266
576.446
589.789
592.415
599.354
590.824
582.156
572.194
590.287
574.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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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 应力-剪切波速表（98%,10cm) 

 
 

压力 应力 时间 平均时间 平均速度

/N /kpa /s /ms /m/s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170
180
190
200
210
220
230
240
250
260
270
280
290
300

0.0
8.0

15.9
23.9
31.8
39.8
47.8
55.7
63.7
71.6
79.6
87.6
95.5

103.5
111.4
119.4
127.3
135.3
143.3
151.2
159.2
167.1
175.1
183.1
191.0
199.0
206.9
214.9
222.9
230.8
238.8

0.318
0.302
0.300
0.272
0.252
0.247
0.242
0.234
0.224
0.232
0.225
0.218
0.218
0.215
0.205
0.207
0.201
0.199
0.197
0.198
0.193
0.193
0.192
0.190
0.189
0.186
0.186
0.185
0.180
0.182
0.181

0.317
0.301
0.272
0.254
0.241
0.243
0.234
0.224
0.226
0.225
0.218
0.218
0.214
0.205
0.205
0.203
0.200
0.199
0.197
0.195
0.198
0.199
0.190
0.189
0.190
0.188
0.184
0.183
0.184
0.183
0.178

0.317
0.300
0.272
0.255
0.241
0.247
0.232
0.226
0.224
0.226
0.222
0.218
0.213
0.208
0.205
0.203
0.201
0.199
0.197
0.198
0.197
0.188
0.189
0.189
0.192
0.188
0.189
0.185
0.184
0.184
0.184

0.318
0.302
0.275
0.255
0.241
0.234
0.232
0.228
0.224
0.232
0.225
0.218
0.218
0.215
0.205
0.207
0.201
0.201
0.197
0.196
0.193
0.194
0.192
0.190
0.189
0.186
0.186
0.185
0.180
0.182
0.181

0.316
0.300
0.277
0.257
0.241
0.236
0.232
0.231
0.223
0.224
0.225
0.220
0.212
0.208
0.204
0.204
0.201
0.201
0.199
0.198
0.195
0.192
0.190
0.191
0.190
0.187
0.186
0.183
0.185
0.178
0.178

0.371
0.300
0.274
0.255
0.242
0.240
0.233
0.227
0.226
0.225
0.221
0.219
0.213
0.206
0.205
0.203
0.200
0.200
0.198
0.197
0.195
0.192
0.190
0.190
0.187
0.186
0.184
0.184
0.181
0.180
0.180

315.259
333.133
365.604
392.711
412.507
416.043
429.775
441.306
442.517
445.236
453.515
457.457
469.263
484.731
488.280
492.368
499.002
501.002
504.796
506.586
512.821
520.291
526.539
525.541
526.870
535.332
537.057
544.662
551.876
551.876
555.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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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应力-剪切波速关系图（98%,5cm) 

 
图4-3 应力-剪切波速关系图（98%,8cm) 

 
图4-4 应力-剪切波速关系图（98%,10cm) 

从图像可以看出，三组实验的剪切波速随应力变化曲线大体趋于一致。随着

应力的稳定增长，剪切波速呈现先快速增长后趋于稳定的变化趋势。 
经过数据拟合，几种高度不同的土柱，在含水率16.8%，密度为2.1时，剪切

波速y(m/s)与x应力(kpa)之间的关系依次分别为： 
 ( ) 5884.1972016.30log8570.14411 −+×= xy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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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134.1922027.29log5343.14312 −+×= xy  (4-5) 
 7618.249)3991.42log(8939.15013 −+×= xy  (4-6) 

将三条曲线进行近似拟合，得到98%压实度时，剪切波速y(m/s)与x应力(kpa)
之间的关系为： 
 1212.213)9345.33log(4284.1461 −+×= xy  (4-7) 

后续进行了压实度分别为95%、92%、90%的三组平行实验，实验数据和图

表附下。 
(四)压实度95%，8cm土体 
下表为压实度95%时，8cm土样地基土剪切波速与土体所受应力关系表格，

此时土样的基本信息为：（1）土体质量：181g，（2）土样体积：100cm3，（3）含

水率：16.8%，（4）土样直径：4cm，（5）土样密度：1.81g/cm3。 

表4-4 应力-剪切波速表（95%) 

 
 

压力 应力 时间 平均时间 平均速度

/N /kpa /s (ms) （m/s）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170
180
190
200
210
220
230
240
250
260
270
280
290
300

0.0
8.0
15.9
23.9
31.8
39.8
47.8
55.7
63.7
71.6
79.6
87.6
95.5

103.5
111.4
119.4
127.3
135.3
143.3
151.2
159.2
167.1
175.1
183.1
191.0
199.0
206.9
214.9
222.9
230.8
238.8

0.3105
0.2646
0.2421
0.2331
0.2250
0.2124
0.2061
0.2025
0.1944
0.1926
0.1881
0.1881
0.1845
0.1809
0.1773
0.1773
0.1755
0.1737
0.1710
0.1692
0.1692
0.1665
0.1665
0.1665
0.1638
0.1638
0.1629
0.1600
0.1629
0.1602
0.1593

0.3087
0.2637
0.2457
0.2304
0.2223
0.2151
0.2079
0.1998
0.1953
0.1926
0.1899
0.1863
0.1818
0.1782
0.1782
0.1764
0.1755
0.1738
0.1710
0.1701
0.1701
0.1674
0.1656
0.1665
0.1656
0.1638
0.1629
0.1611
0.1611
0.1584
0.1593

0.3105
0.2637
0.2448
0.2349
0.2223
0.2133
0.2061
0.2025
0.1953
0.1936
0.1872
0.1845
0.1827
0.1809
0.1773
0.1773
0.1746
0.1719
0.1719
0.1683
0.1701
0.1674
0.1665
0.1647
0.1656
0.1647
0.1629
0.1629
0.1611
0.1593
0.1575

0.3087
0.2628
0.2412
0.2313
0.2205
0.2142
0.2088
0.2025
0.1989
0.1944
0.1899
0.1854
0.1818
0.1791
0.1764
0.1764
0.1746
0.1719
0.1710
0.1701
0.1683
0.1665
0.1665
0.1665
0.1638
0.1620
0.1629
0.1593
0.1611
0.1593
0.1584

0.3087
0.2637
0.2457
0.2304
0.2223
0.2151
0.2061
0.2025
0.1944
0.1926
0.1881
0.1881
0.1827
0.1809
0.1773
0.1773
0.1746
0.1719
0.1712
0.1697
0.1694
0.1672
0.1661
0.1660
0.1649
0.1638
0.1627
0.1616
0.1609
0.1595
0.1586

0.3096
0.2639
0.2430
0.2322
0.2227
0.2135
0.2077
0.2014
0.1964
0.1930
0.1886
0.1856
0.1831
0.1798
0.1773
0.1768
0.1751
0.1730
0.1712
0.1697
0.1694
0.1672
0.1661
0.1660
0.1649
0.1638
0.1627
0.1616
0.1609
0.1595
0.1586

258.40
303.17
329.22
344.53
359.29
374.74
385.13
397.18
407.37
414.55
424.09
431.08
437.02
444.89
451.21
452.59
456.78
462.37
467.34
471.31
472.31
478.41
481.52
482.04
485.20
488.40
491.64
495.05
497.27
501.63
50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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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应力-剪切波速关系图（95%) 

上表为实验试样压实度95%时实验数据，经过数据拟合，8cm高土柱，含水

率16.8%，密度为1.81时，剪切波速y(m/s)与x应力(kpa)之间的关系为： 
 4032.56)2073.12log(0573.812 ++×= xy  (4-8) 

（五）压实度92%，8cm土体 
下表为压实度92%时，8cm土样地基土剪切波速与土体所受应力关系表格，

此时土样的基本信息为：（1）土体质量：174g，（2）土样体积：100cm3，（3）含

水率：16.8%，（4）土样直径：4cm，（5）土样密度：1.74g/cm3。 

表4-5 应力-剪切波速表（92%) 

 

压力 应力 时间 平均时间 平均速度

/N /kpa /s (ms) （m/s）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170
180
190
200
210
220
230
240
250
260
270
280
290
300

0.0
8.0
15.9
23.9
31.8
39.8
47.8
55.7
63.7
71.6
79.6
87.6
95.5

103.5
111.4
119.4
127.3
135.3
143.3
151.2
159.2
167.1
175.1
183.1
191.0
199.0
206.9
214.9
222.9
230.8
238.8

0.3045
0.2670
0.2478
0.2262
0.2172
0.2118
0.2055
0.2106
0.2046
0.1992
0.1956
0.1920
0.1890
0.1854
0.1824
0.1794
0.1782
0.1764
0.1740
0.1716
0.1686
0.1680
0.1656
0.1656
0.1644
0.1626
0.1620
0.1614
0.1600
0.1602
0.1593

0.3045
0.2670
0.2480
0.2280
0.2181
0.2091
0.2055
0.2100
0.2040
0.1998
0.1956
0.1926
0.1884
0.1854
0.1830
0.1806
0.1782
0.1764
0.1734
0.1728
0.1704
0.1674
0.1662
0.1656
0.1644
0.1630
0.1624
0.1618
0.1602
0.1608
0.1590

0.3063
0.2571
0.2480
0.2289
0.2199
0.2109
0.2064
0.2094
0.2064
0.1992
0.1950
0.1920
0.1878
0.1854
0.1830
0.1800
0.1782
0.1746
0.1734
0.1698
0.1698
0.1686
0.1662
0.1650
0.1748
0.1622
0.1616
0.1604
0.1614
0.1582
0.1588

0.3036
0.2625
0.2496
0.2298
0.2181
0.2109
0.2064
0.2094
0.2046
0.1998
0.1950
0.1926
0.1902
0.1866
0.1824
0.1806
0.1794
0.1758
0.1758
0.1710
0.1704
0.1686
0.1662
0.1656
0.1640
0.1626
0.1622
0.1616
0.1600
0.1602
0.1586

0.3036
0.2571
0.2480
0.2298
0.2181
0.2109
0.2064
0.2094
0.2040
0.1998
0.1956
0.1926
0.1884
0.1854
0.1830
0.1800
0.1782
0.1746
0.1722
0.1722
0.1686
0.1668
0.1668
0.1762
0.1644
0.1626
0.1618
0.1618
0.1600
0.1596
0.1590

0.3045
0.2632
0.2477
0.2284
0.2183
0.2111
0.2059
0.2000
0.2046
0.1994
0.1955
0.1922
0.1889
0.1855
0.1828
0.1800
0.1783
0.1758
0.1738
0.1715
0.1696
0.1679
0.1662
0.1676
0.1664
0.1626
0.1620
0.1614
0.1603
0.1598
0.1590

262.73
301.64
322.97
350.32
366.50
379.00
388.61
380.95
391.08
401.12
409.25
416.15
423.55
431.22
437.73
444.44
448.63
455.06
460.41
466.53
471.81
481.35
477.33
480.77
492.00
493.83
495.66
499.66
499.13
500.50
5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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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应力-剪切波速关系图（92%) 

表5-6是实验试样压实度92%状态下的实验数据，经过数据拟合，8cm高土柱，

在含水率16.8%，密度为1.74时，剪切波速y(m/s)与x应力(kpa)之间的关系为： 
 4390.3)9740.19log(0514.913 −+×= xy  (4-9) 

（六）压实度90%，8cm土体 
下表为压实度90%时，8cm土样地基土剪切波速与土体所受应力关系表格，

此时土样的基本信息为：（1）土体质量：164g，（2）土样体积：100cm3，（3）含

水率：16.8%，（4）土样直径：4cm，（5）土样密度：1.64g/cm3。 

表4-6 应力-剪切波速表（90%) 

 

压力 应力 时间 平均时间 平均速度

/N /kpa /s (ms) （m/s）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170
180
190
200
210
220
230
240
250
260
270
280
290
300

0.0
8.0

15.9
23.9
31.8
39.8
47.8
55.7
63.7
71.6
79.6
87.6
95.5
103.5
111.4
119.4
127.3
135.3
143.3
151.2
159.2
167.1
175.1
183.1
191.0
199.0
206.9
214.9
222.9
230.8
238.8

0.3645
0.2970
0.2538
0.2322
0.2232
0.2178
0.2115
0.2025
0.1989
0.1971
0.1965
0.1908
0.1908
0.1872
0.1845
0.1836
0.1802
0.1764
0.1791
0.1746
0.1728
0.1728
0.1683
0.1710
0.1665
0.1656
0.1629
0.1602
0.1602
0.1638
0.1584

0.3645
0.2970
0.2520
0.2340
0.2241
0.2151
0.2115
0.2034
0.1998
0.1953
0.1953
0.1908
0.1872
0.1854
0.1836
0.1803
0.1773
0.1755
0.1737
0.1728
0.1701
0.1692
0.1683
0.1665
0.1656
0.1638
0.1620
0.1575
0.1638
0.1568
0.1557

0.3063
0.2871
0.2520
0.2349
0.2259
0.2169
0.2124
0.2052
0.1980
0.1953
0.1935
0.1872
0.1881
0.1854
0.1827
0.1800
0.1782
0.1755
0.1746
0.1746
0.1728
0.1692
0.1683
0.1683
0.1665
0.1647
0.1629
0.1611
0.1593
0.1602
0.1620

0.3636
0.2925
0.2556
0.2358
0.2241
0.2169
0.2124
0.2053
0.1962
0.1953
0.1953
0.1908
0.1872
0.1854
0.1836
0.1806
0.1836
0.1802
0.1764
0.1791
0.1746
0.1728
0.1674
0.1701
0.1638
0.1638
0.1620
0.1611
0.1602
0.1620
0.1584

0.3036
0.2925
0.2511
0.2349
0.2241
0.2187
0.2115
0.2043
0.1998
0.1944
0.1926
0.1890
0.1881
0.1845
0.1836
0.1800
0.1803
0.1764
0.1782
0.1728
0.1719
0.1701
0.1674
0.1701
0.1638
0.1638
0.1620
0.1611
0.1620
0.1602
0.1584

0.3645
0.2932
0.2529
0.2344
0.2243
0.2171
0.2119
0.2041
0.1985
0.1955
0.1930
0.1890
0.1877
0.1847
0.1831
0.1803
0.1781
0.1766
0.1753
0.1739
0.1719
0.1694
0.1685
0.1674
0.1656
0.1643
0.1633
0.1602
0.1611
0.1602
0.1588

219.48
272.83
316.33
341.36
350.70
368.53
377.61
391.93
402.94
409.25
414.59
423.28
426.12
433.18
437.02
443.75
449.24
453.05
456.31
460.09
465.39
472.31
474.83
477.38
483.62
486.80
490.02
499.38
496.59
499.38
503.91



第十一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446 

 
图4-6 应力-剪切波速关系图（90%) 

表5-7是实验试样压实度90%状态下的实验数据，经过数据拟合，8cm高土柱，

在含水率16.8%，密度为1.64时，剪切波速y(m/s)与x应力(kpa)之间的关系为： 
 1462.60)3896.7log(7899.794 ++×= xy  (4-10) 

分析四组实验的实验数据，可以看出剪切波速在应力作用下的变化具有较为

明显的规律，都是伴以高增长到低增长的趋势，但随着压实度的降低，土样在小

应力时变化趋势越来越快，剪切波速与应力的相关系数也在不断降低。 

4.3 双变量模型研究 

汇总四组剪切波速y(m/s)与x应力(kpa)之间的数据如下： 
 1212.213)9345.33log(4284.1461 −+×= xy ，R2=0.9262(98%) (4-11) 
 4032.56)2073.12log(0573.812 ++×= xy ，R2=0.9853(95%) (4-12) 
 4390.3)9740.19log(0514.913 −+×= xy ，R2=0.9512(92%) (4-13) 
 1462.60)3896.7log(7899.794 ++×= xy ，R2=0.8244(90%) (4-14) 

下图选取了上述实验的8组数据，探寻剪切波速相同时，应力与压实度之间

存在的联系。 

表4-7 应力与压实度关系 

压实度 
应力 剪切波速345m/s 剪切波速370m/s 剪切波速410m/s 剪切波速423m/s 

98% 
95% 
92% 
90% 

22.9kpa 
35kpa 

38.1kpa 
41.8kpa 

15.4kpa 
25.9kpa 
35.9kpa 
39.7kpa 

39.8kpa 
63.7kpa 
71.6kpa 
79.6kpa 

48.1kpa 
78kpa 

87.6kpa 
95.5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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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 应力随压实度变化曲线图 

表4-8 应力与压实度关系 

压实度 
应力 剪切波速450m/s 剪切波速475m/s 剪切波速480m/s 剪切波速500m/s 

98% 
95% 
92% 
90% 

63.7kpa 
111.4kpa 
130.3kpa 
135.3kpa 

78kpa 
163.1kpa 
183.1kpa 
183.1kpa 

79.3kpa 
167.2kpa 
191kpa 
191kpa 

95.5kpa 
213.9kpa 
230.8kpa 
230.8kpa 

 

 
图4-8 应力随压实度变化曲线图 

相同剪切波速下，应力随压实度的升高而逐渐降低，用二次关系式拟合，可

R² = 0.9901

R² = 0.998

R² = 0.9881

R² = 0.989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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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30
40
50
60
7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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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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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四组曲线的相关性都达到了0.9以上，为高度相关。从该图中，我们可以得到两

个结论，一是应力和压实度能共同影响剪切波速，低应力和高压实度的组合及高

应力抵压实度的组合都能达到相同的剪切波速。二是无论剪切波速是多少，地基

应力和压实度对地基土剪切波速的共同影响存在一定规律。 
在这个基础上，将不同压实度下的剪切波速数据横向结合起来。 

 
图4-9 剪切波速随应力变化曲线总图 

进行函数拟合，得到应力(b)、压实度(a)与剪切波速(v)间的关系如下： 

 ( ) ( ) 3245.560106.12ln3787.78
9747.0

0827.0-
++×








+

−
= b

a
V  (4-17) 

4.4 模型验证 

实验后续制备了96%压实度下的土样，进行了16组应力与剪切波速实验，实

验数据如下： 

表4-9 剪切波速与应力关系曲线图（96%） 

 

压

力

N

应力

kpa
时间

(ms)
平均时间

（ms）
实测速度

（m/s）
理论速度

（m/s）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180

200

220

240

260

280

300

0.0

15.9

31.8

47.8

63.7

79.6

95.5

111.4

127.3

143.3

159.2

175.1

191.0

206.9

222.9

338.9

0.3105

0.2448

0.2223

0.2061

0.1953

0.1872

0.1827

0.1773

0.1746

0.1719

0.1701

0.1665

0.1656

0.1629

0.1611

0.1575

0.3087

0.2412

0.2205

0.2088

0.1989

0.1899

0.1818

0.1764

0.1746

0.1710

0.1683

0.1665

0.1638

0.1620

0.1593

0.1584

0.3096

0.2412

0.2232

0.2097

0.1980

0.1881

0.1845

0.1773

0.1755

0.1710

0.1692

0.1656

0.1656

0.1629

0.1600

0.1584

0.3116

0.263

0.2207

0.2097

0.1944

0.1906

0.1811

0.1793

0.1751

0.1712

0.1694

0.1661

0.1649

0.1627

0.1609

0.1586

256.74

304.18

362.48

381.50

411.52

419.73

441.75

446.18

456.78

467.34

472.31

481.52

485.20

491.64

497.27

504.48

259.48

328.40

365.26

390.69

409.96

425.54

438.62

449.89

459.80

468.68

476.65

483.91

490.57

496.74

502.50

50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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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0 平均速度与理论速度偏差图（96%） 

从实验数据可以看出，96%压实度下剪切波速实测速度与理论速度的偏差率

控制在95%以内，可以认为用ln函数拟合的关系式是准确的，该式子初步揭示了

剪切波速在压实度和应力双因素作用下的变化规律。 

第五章 地基土剪切波速测试仪应用系统的软件实现 

5.1 网站功能的实现 

5.1.1 网站概述 
本网站以HTML＋CSS＋JavaScript作为开发框架。置于本网站的主要模块，

有以下几个组成：主页、检测管理、实验室数据、质量分析及日志管理。网站主

页的右上方为标题栏，各版块根据平均分配原则进行布局。 

 
图5-1 网站系统架构图 

我们租用了腾讯云服务器，实现了仪器位置信息的上传并同时实现手机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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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网站信息的共用。 
5.1.2 网站开发 
本网站采用Html显示内容，使用css布局排版，js负责动态与后台交互。 
Html是全置标记语言，用来制作超文本文档。由于其简易操作的特点得到了

广泛使用。 
css层叠样式表，能够对网页中元素位置的排版进行像素级精确控制。 
js脚本语言，它是一种解释性语言，由浏览器负责解释运行。 
5.1.3 百度地图接口应用 
主要使用的百度地图功能如下： 
(1)创建地图对象：创建一个地图容器，将标注添加到地图中。实现代码如下： 
var map = new BMap.Map("l-map",{mapType:BMAP_HYBRID_MAP}); 
var point = new BMap.Point(117.36465,39.135642); 
map.centerAndZoom(point, 16); 
(2)添加路径：路径信息由百度地图折线图创建得到。strokeColor设置线颜色，

strokeOpacity ,  strokeWeight 分别表示线的透明度和线样式。实现代码部分示例

如下： 
var polyline = new BMap.Polyline([ 
{strokeColor:"black", 
strokeWeight:30, 
strokeOpacity:1}); 
map.addOverlay(polyline); 
5.1.4 网站功能展示 
 主页 

 
检测管理 
检测管理部分由三个小模块组成，分别是链接状况查询、检测区域和问题区

域。该部分为本网站开发的重点。 
a.链接状况查询 
本模块用于检测网站是否已获取到定位信息，获取到时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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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检测区域 
为保障航空器起飞及降落的安全，每年应对升降带及跑道端安全区进行两次

压实度测试。本模块将需检测区域用彩色图形标出。 

。  

c.问题区域 
同时，在测试中，通常在1000㎡的区域内有三个取样点。本网站将问题取样

点及周围区域标为红色，合格区域标为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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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数据 
该模块存有仪器在进行试验时的数据。这几套数据同时也为该仪器应用时的

标准。 
质量分析 
该模块直观的体现了哪一个取样点压实度不合格，有效加快了检测的进度。 

 

 
日志管理 
该模块可以查看特定机场的历史检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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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手机APP功能的实现 

5.2.1 总体结构 
功能模块设计主要分为以下三个：数据录入模块，数据查询模块和历史数据

模块。通过对以上部分的结构及功能的分析，设计出如下图所示的APP的系统结

构图。 

 
5.2.2 功能展示 
主页 
APP主页分为两部分：北斗类知识词条链接及北斗剪切波速应用软件关键词

解释。每部分都设计为左右滑动式，尽可能多地展现本仪器的背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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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录入 
进行应力、土体质量、土体密度、土体容重、测量距离及时间等主要数据的

输入。 

 
数据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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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模块为手机APP的关键开发模块。配套于网站的数据信息，调取服务器中

的北斗定位信息将检测结果彩色图像化，取缔了传统的人工记录位置的不准确性

以及手工记录数据再处理的不方便性。同时配套百度API，将图像显示于实时地

图上，直观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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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数据 

 
5.2.3 手机APP开发环境 
本系统选择Android Studio作为手机APP的开发工具，开发语言采用Java，采

用MySQL数据库，封装的格式是Apk。Android Studio具有：启动速度、响应速度

更快，内存占用更低；开发界面UI更美观，编辑器更强大；更加智能，代码自动

提示补全；整合了Gradle构建工具；插件系统更完善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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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城市交通识别和追踪系统 

作    者：邵文逸、张钊 
指导教师：徐伟、刘建成 
学    校：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摘要】随着当前的城市发展，交通问题日益成为城市问题的重中之重，而我国

的交通系统仍没有摆脱人工检测的传统方法。现代人工智能技术和硬件平台的高

速发展推动着高新技术的不断创新。智能化的城市交通监测系统作为未来智慧城

市的主要标志之一，很大程度上能够体现一个城市的发展水平。 
针对国内交通系统数字化和智能化程度不高的现状，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深

度学习的数字化城市交通识别和追踪系统。系统基于YOLOv3的深度学习算法，

可以在硬件平台上快速地应用计算机视觉（CV），有效地提高人工智能的处理能

力。该方案利用北斗模块、树莓派、神经计算棒（NCS2）等硬件，能够实时、准

确地对交通情况进行分析和处理，实现交通参与者的数字化自动检测和追踪。测

试表明，系统能对行人和车辆的进行检测和追踪。若结合5G网络快速上传云端，

能够对即将发生的交通事故进行预警，极大地减少每年因交通事故产生的经济损

失。 
【关键词】 目标检测 智能交通 深度学习 计算机视觉 

Digital urban traffic identification and tracking system 

【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rrent city, the traffic problem is becoming 
the most important problem in the city. However, the traffic system of our country still 
hasn't got rid of the traditional method of manual detection.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nd hardware platform promotes the 
continuous innovation of high and new technology. As one of the main signs of the 
future smart city, the intelligent urban traffic monitoring system can largely reflect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a city. 

In view of the low level of digitalization and intelligence of domestic traffic 
system, this paper proposes a kind of digital urban traffic identification and tracking 
system based on deep learning. Based on the deep learning algorithm of yolov3, the 
system can quickly apply computer vision (CV) on the hardware platform,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rocessing abilit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scheme uses 
Beidou module, raspberry pie, neural computing stick (ncs2) and other hardware, which 
can analyze and process the traffic situation in real time and accurately, and realize the 
digital automatic detection and tracking of traffic participants. The test shows that the 
system can detect and track pedestrians and vehicles. If the 5g network is combined to 
upload the cloud quickly, the traffic accident will be early-warning, greatly reducing 
the economic loss caused by the traffic accident every year. 
【Key words】object detection,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Deep learning, computer 
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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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8 年全球道路安全现状报告》显示，全球交通事故

死亡人数继续攀升，每年死亡 135 万人，而且如今交通事故是直接导致5~29 岁
儿童和年轻人死亡的首要原因[1]。其中，死亡率最低的是欧美发达国家为百万分

之0.93，而中国却大于这一比率。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驾驶员的交通安全意

识仍待提升，另一方面国内的交通监测系统与发达国家确实存在较大差距。 
随着自动控制技术、信息处理技术和计算机等技术的进步而提出的智能交通

系统是对传统交通系统的一次革命。在现有路况条件下，智能交通系统把人、车、

路综合起来考虑，利用高新技术手段，使个体交通行为更加合理，其可以提高交

通管理部门的决策能力、减少驾驶人员的操作失误、提高交通运输系统的运行效

率和服务水平、增强交通系统的安全可靠性[2]。由此可见，推动交通系统的数字

化和智能化是解决当前城市交通问题的必然方向。 
美国已经成立了美国智能交通协会（ITS America），目的是使交通规划更加

科学、设施更加有效、监测更加智能。其趋势体现在交通系统的数字化和智能化

上，即能够实现系统的集成化、事故的可预测性、实时信息的主动获取。近年来

不断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也早已运用于交通系统中。 
2018年，乔川龙在《新一代人工智能与智能交通地展望》一文中提到智能交

通的概念在中国已经提出很多年了，如果与现在的人工智能技术相比较，国内的

交通系统只能算得上伪智能。比如高速公路智能路网路侧布设了大量摄像机（枪

机和球形机），这么多年来，虽然摄像机不断地从标清升级到高清又升级到超高

清最后升级到4K极清，但摄像机并没有改变人工监测路网的本质，只不过将工作

人员站在路边看路网搬到坐在监控中心看路网而已，虽然效率上有所提升，但人

工监测的本质没有改变[3]。 
从2018年开始，华为、百度、京东等云计算巨头相继入局城市大脑。使用人

工智能AI 等技术来解决目前面临的各种“城市病”问题，解决城市发展难题，实

现城市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世界城市发展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针对这一现状，在传统交通监测系统上结合新一代人工智能，特别是目标检

测，计算机视觉（CV）技术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数字化城市交通识别和追踪系

统能够很好地满足当前的社会需求，解决城市的交通问题。 

2．方案概述 

2.1 系统方案 

人工智能技术早已进入人们的生活，同时5G通信的海量数据传输能力为深

度学习提供了强大的数据传输保障。本方案基于目标检测的YOLOv3算法，结合

北斗模块的实时定位功能，在硬件算力足够的情况下，能够高效、快速地实现行

人和车辆的检测和定位、车祸的预警以及对象的位置追踪功能，并利用5G的低时

延特性将分析结果快速上传云端，实时地对交通状况进行智能化监控。这是顺应

了时代发展的需要，是对目前伪智能交通系统的一个技术创新和进步，也为智慧

城市建设的交通规划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方案。 
总体演示系统的框图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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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总体系统框图 

其中，左侧摄像头、NCS2、北斗模块、键鼠外设构成了整个系统的输入部

分，右侧的输出部分由显示器和通信模块组成，树莓派是核心主控。各模块在整

个系统中的具体功能如下：摄像头负责采集外部视频数据；北斗模块采集位置信

息；NCS2提供神经网络运算加速；键鼠外设控制树莓派进行操作。树莓派作为

整个系统的主控部分，负责调用各个模块，运行编写好的程序，对外部视频输入

进行实时分析和处理。经过处理的视频可以通过显示器输出，当然也可以通过通

信模块上传云端。依靠通信模块的高速和低时延的特点以及北斗模块的实时精确

定位，能够实时地进行目标的检测和追踪以及车祸检测和预警功能。作品实物图

如图2。 

 
图2 作品实物图 

2.2 主要模块介绍 

2.2.1 树莓派4B+ 
树莓派（Raspberry Pi）4B+是基于ARM Cortex-A72架构的一块核心主板，运

树莓
派

显示
器

北斗模块

神经棒
NCS2

摄像头

键鼠外设

通信模块

USB

数字化检测追踪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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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基于Linux开发的操作系统。相比传统计算机和当前的一些硬件开发平台： 
第 一 、 它 具 有 更 高 的 性 能 ： 64 位 1.5GHz 四 核 处 理 器 Broadcom 

BCM2711B0、60FPS刷新率/4K分辨率的双HDMI接口，真千兆以太网接口以及

USB3.0接口。这些性能为数据的高速处理和传输提供了硬件保障。 
第二、其整体运算能力也十分出色，在的单精度（SP）运算测试中，获得了

925的高分；在Sysbench CPU测试中每秒可执行394个事件。更适合作为智能家居

的中枢和联网AI的核心，作为深度学习的硬件再适合不过了。 
第三、相比其他硬件开发平台其价格十分合理。 
综合了以上三点，树莓派4B+成为了我们整套系统开发的首选。 
2.2.2 NCS2 
英特尔神经计算棒二代（NCS2）基于最新一代VPU——Movidius(TM) 

Myriad(TM) X构建而成，配备了神经计算引擎，即专用的硬件神经网络加速器。

利用该计算棒可以在网络边缘构建更加智能的AI算法和计算机视觉原型设备。从

而能够使本系统运行地更加快速、更加智能，是实时性和有效性的重要硬件保障。 

3．原理 

3.1 YOLO原理 

YOLO[4]（you only look once）是由华盛顿大学，艾伦AI研究所和Facebook研
究部门的Joseph Redmon, Santosh Divvala, Ross Girshick Ali Farhadi联合提出的基

于深度学习的视觉目标检测方法。YOLO算法有别于其他的如Faster R-CNN的双

阶段（two stage）方法，提出者使用了一个开创性的单阶段（one stage）办法。

YOLO将对象检测问题归结为一个回归问题，回归到空间分割的边界框和相关类

的概率上。在一次物体识别的过程中，单个神经网络就可以直接从完整的图像中

预测边界框和概率种类，实现了对检测性能的端对端的性能优化。 
YOLO的算法优点很明显，主要表现在其识别的速度上。其基础的YOLO模

型可以以每秒45帧的速度实时处理图像。当输入为小图片时即（Fast YOLO）可

以以惊人的每秒155帧的速度处理图像数据。除了速度的优势之外，其识别的准

确率也相较于其他的算法处在较高的水平[5]。具体可以参考下各个算法的比较表

1。 

表1 各算法比较表 

Real-Time Detectors Train mAP FPS 
100Hz DPM [31] 2007 16.0 100 
30Hz DPM [31] 2007 26.1 30 
Fast YOLO 2007+2012 52.7 155 
YOLO 2007+2012 63.4 45 
 
Less Than Real-Time 
Fastest DPM [38] 2007 30.4 15 
R-CNN Minus R [20] 2007 53.5 6 
Fast R-CNN [14] 2007+2012 70.0 0.5 
Faster R-CNN VGG-16 [28] 2007+2012 73.2 7 
Faster R-CNN ZF [28] 2007+2012 62.1 18 
YOLO VGG-16 2007+2012 66.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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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LO的算法是一个端对端的神经网络，即把识别和判断都放到一个网络里

面去运算。把目标检测（Objection detection）问题处理成回归问题，用一个卷积

神经网络结构就可以预测图像得到每个预测信息矩阵（Bounding box），其中包含

预测图像的结果：所属种类和类别概率。算法首先把一张输入的图像分成S*S的
网格，然后对每一个格子（grid cell）进行神经网络的预测,得到的每个结果都包

含B个包含5个预测值 , , , ,x y w h confidence的Bounding box，和一个种类条件概率

参数C：。其中 ( , )x y 是每Bounding box的中心相对于被测物体中心单元格的偏移。

若某物体的中心在某个单元格（grid cell），其坐标为 ( , )col rowx y ，神经网络预测的

输出结果为 ( , )c cx y ， iw 是输入图片的宽度， ih 是输入图片的高度，则Bounding box
的 是得到归一化处理之后的值，计算式如下。 

,c c
col col

i i

x yx S x y S y
w y

= − = −
 

其中 ( , )w h 为每个Bounding box相对于整个图片的比例。预测的Bounding 
box为 ( , )b bw h ，则 ( , )w h 的计算式如下所示。 

,b b

i i

w hw h
w h

= =  

Bounding box其中的 confidence参数表示两个参数。一是格子内是否有目

标，二是这个Bounding box的准确度。其置信度的计算式如下所示。其中如果格

子内有目标物体则 ( ) 1P Object = ，反之则 ( ) 0P Object = ，那么这时置信度
confidence为0。 

( )* truth
predictionconfidence P Object IOU=  

Bounding box中的C参数表示的是这个预测物体的种类是哪一个，也就是是

C类物体中的哪一个特定的物体。其数学表达式如下所示。 
C=P(Class |Object)i  

于此我们对Bounding box的所有参数有了一个大概的认知，形象的表示图

3[6]。这里我们区S为7，C为20，B为2。 

 
图3 YOLO检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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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所有的参数之后，如何使用这些参数去识别输入图片中的物体。如何使

用网络的预测结果得置信函数去确定识别的结果，算法把物体置信度和种类条件

概率做了一个乘法然后做后续的数据处理，这样就解决了检测参数与识别参数分

离的问题，也减少了参数量，这可以说是这个算法的一个亮点。计算式如下。其

中Γ为计算后的参数矩阵。 
truth
prediction

truth
prediction

= ( | )* ( )*

  =P(Class)*

P Class Object P Object IOU

IOU

Γ
 

对于上述图中来说，B为2，对所有的S（7）个的grid cell做类似的处理之后

得到最终的数据，得到所修的Γ之后，经过后续的投票等比较操作，则可以得到

照片中的被测物体的位置信息和所属种类信息。到现在为止，已经解释了YOLO
的正向传播的过程，对YOLO大致有了比较明晰的认知。为了更深一步的去里了

解这个算法的原理，这就需要解释其损失函数的计算方法。其计算式如下所示。 

 

 



2

2

2

2 2

0 0

2 2

0 0

2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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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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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1式和2式是Bounding box中的 , , ,x y w h损失函数，其中
obj
ijF 表示的是每

个grid cell的两个Bounding box中的truth最大的那个作为运算输入参数（同理下式

中的
noobj
ijFn 表示的是其中 truth最小的作为输入参数）， coordλ 表示的是调整

Bounding box预测位置的损失参数；3式和4式表示的是 confidence的损失函数的

计算，其中 noobjλ 参数表示的一个grid cell中没有目标的损失调整参数；5式表示

的是 categories 的损失函数计算，在YOLOv1中classes为20，表示这个模型理论

上可以检测识别20种物体。 
虽然Yolo已经有了很好的检测识别物体的效果，但是如表1所示其mAP还是

较小，识别率不是很理想，特别对小目标来说，其本身有着一些理论上的缺陷。

于是又对Yolo做了两次的升级，分别是Yolov2和Yolov3。根据项目的平台的变化，

本项目主要使用的是Yolo和Yolov3。Yolov3的思路与Yolo相比，有了很多的改进，

虽然较为复杂，但是还是有着很高的识别速度，特别是其识别率有了极大的提升。

图4为Yolov3的性能测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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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Yolov3的性能测试图 

3.2 YOLOv3原理 

Yolov3是基于Yolo改进来的，相较Yolo算法，其网络结构有了很大的改变。

Yolov3使用了更加复杂的网络结构，与Yolo相比，Yolov3不是简单地把一张图片

分成一个S*S的网格，而是让网络输出三个不同尺度的feature map，如下图所示，

feature map的尺度分别是（13,13,255）、（26,26,255）、（52,52,255）。这里是借鉴了

FPN（feature pyramid network），采用多尺度来对不同的目标进行检测，越精细的

grid cell就可以检测出越小的物体。 
可以看出网络输出了三种不同大小的feature map，其中每个feature map的每

一个cell都会预测3个边界框（Bounding box），每个Bounding box的预测值与Yolo
的预测相似又有着很大的不同，Yolov3预测的是3个anchor box，每个anchor box
包含的数据为 , , , , ,x y w h confidence categroies。其中引用anchor box是借鉴Faster R-
CNN的思想，这样可以解决只能识别一个物体，形变严重物体，较小物体识别率

低的问题。同时引入anchor box也大大提升了网络的运行速度。 
引入anchor思想的Yolov3算法的具体操作为：在三次检测时，每次对应的感

受野不同，32倍降采样的感受野最大，适合检测大的目标，所以在输入为416×416
时，每个cell的三个anchor box为(116,90); (156,198);(373,326)。16倍适合一般大小

的物体，anchor box为(30,61);(62,45); (59,119)。8倍的感受野最小，适合检测小目

标，因此anchor box为(10,13);(16,30); (33,23)。所以当输入为416×416时，实际总

共有（52×52+26×26+13×13）×3=10647个proposal box。表2可以表示总结先验框

和feature map的对应关系 

表2 对应关系表 

特征图 感受野 先验框 

13*13 大 
116*90 

156*198 
373*326 

26*26 中 
30*61 
62*45 
59*119 

52*52 小 
10*13 
16*30 
3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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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每个feature map的每个grid cell经过网络都会预测一个Bounding box，每

个Bounding box都会有3个anchor box的预测值，每个anchor box中都会包含
, , , , ,x y w h confidence categroies（中心坐标，高宽，confidence以及N个类别的这些

参数，代表每个grid cell中的一个预选框的中心位置偏执，高宽比，置信度和种

类得票。最后数据的处理Yolov3沿用了Yolov2（介于Yolo和Yolov3的一种改进

版，本文未涉及）的方法：直接预测相对位置。直接计算出每个Bounding box中
心点相对于单元网格点的相对坐标值。计算式如下所示。 

b ( )
b ( )

( )* ( , ) ( )

w

h

x x x

y y y

t
w w

t
h h

r o

t c
t c

b p e

b p e
P object IOU b object t

σ
σ

σ

= +

= +

=

=
=

 

对上式的解释为：其中 ( , )x yc c 表示的是每个cell的长宽，( , )w hp p 表示的是预

选框的宽高。如果Yolov3网络预测出的一个anchor box是 ( , , , , , )x y w h ot t t t t classes+ ，

把参数代到上式计算得到的绝对参数 , , , , ,x y w h confidence categroies。Yolov3采用

了logistics regression的激活函数计算实现了训练参数归一化，大大提高了网络的

准确率。上述的计算流程[7]可以用图5表示。 

 
图5 归一化计算流程 

至此，本文已经介绍了Yolov3与Yolo的异同，对于Yolov3的识别部分可用下

一图做一个总结。就本文叙述，图中的B为3，表示每个尺寸的feature map有三个

预选框，每个anchor box输出的参数上述已经介绍，图6做了一个尺寸的feature map
的识别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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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识别框图 

最后对于Yolov3[8]的损失函数计算，Yolov3的损失函数计算和Yolo的计算大

体相同，这里就不做过多的展开，这里只做一个简单未展开的表示。这里的损失

函数主要包括 , , , , ,x y w h confidence categroies这几个方面的计算，在训练时只需找

到较为理想的Loss函数所对应的参数，就可以达到理想的检测识别效果。 

+
x y

w h

confidence categroies

Loss Loss Loss
Loss Loss
Loss Loss

= +

+
+ +

 

3.3 目标追踪原理 

目标追踪可以理解为对每个检测对象的当前实际位置和过去的位置进行标

记。我们对当前视频的前5帧画面取平均值，从而达到滤除检测对象表面噪声的

目的。一旦发生了新的位移，就能够计算出两个连续位置之间的速度。因为视频

中偶尔出现的变化会实际场景中的变化不匹配（比如手的抖动会导致这种情况），

所以计算出5个速度的平均值达到防抖降噪的效果。将这个速度归一化为1 / y（即

y在图像中对象的垂直位置）。这样做是因为靠近摄像机的物体似乎移动得更快

（就像素/帧而言），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一旦获得每个被跟踪物体的速度，就可

以类似地计算加速度。 

3.4 车祸预警及检测原理 

假设一辆汽车以恒定速度行驶，当车祸发生时，这辆车撞到一个物体会产生

比较大的加速度来降低当前的恒定速度。根据碰撞的物理学规律，因此我们可以

给加速度设定阈值，当出现较大的加速度变化时，我们就可以认为，车辆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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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撞，即车祸发生了。 
那么怎么进行车祸预警呢？其实车祸的预警可以看作是碰撞的特殊情况。即

我们检测到了可疑车辆的加速度超过了阈值后，（比如司机急刹车），但是在车辆

周围没有检测到与之相接触的物体，那么就是还没有车辆与之相撞，便预示着车

祸即将发生或者已经避免了，通过这种方法就能实现对车祸的预警。 

4．测试及分析 

测试说明：本方案的结果输出以显示器进行演示。 

4.1 测试步骤 

在上述YOLOv3原理的基础上进行程序的编写，导出已经训练好的模型.xml
文件，我们就可以对交通状况进行分析和处理。具体操作如下： 

一、打开命令行，输入以下命令，运行演示程序 
输入：. / Digital_traffic_system/ ie32/Release/ Digital_traffic_system_demo 
在进行下一步操作之前必须先了解命令的具体用法，如表3。 

表3 命令用法表 

命令语句 用法 
-h: 打印命令的用法信息。 
-m_vp: 导入经过训练的模型的.xml文件。 
-i: 导入视频文件（“/ dev / video1”以用于USB摄像头）。 
-d_vp: 指定进行运算的设备，CPU,GPU,MYRIAD可选。 
-n_sync 2: 切换异步运行模式。 
-tracking: 启动目标追踪功能。 
-collision: 启动车祸检测及预警功能。 

 
二、导入模型 
输入：-m_vp $ vehicle232 
三、选择工作模式（默认是同步模式） 
如需切换异步工作模式输入：-n_async 2 
四、启动USB摄像头 
输入：-i / dev / video1 
五、启动NCS 
输入：-d_vp MYRIAD 
六、启动追踪功能 
输入：-tracking 
七、启动车祸检测及预警功能 
输入：-collision 
目标检测及追踪结果分析 
目标追踪的原理已经在3.3小节中详细的讲述了，本方案测试了慢速和快速

两种场景，如下图7和图8所示。 



第十一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468 

 
图7 十字路口测试 

图7 展示了行人和车辆都较为密集的十字路口，车辆行驶得比较缓慢，检测

条件良好。黄色矩形区域标记了汽车；蓝色矩形区域标记出了行人，其中蓝色实

线为当前行人的行走轨迹，红色箭头标记了他的行走方向。由此可判断出他即将

前往的下一个路口，结合当前全国联网的交通摄像机，我们完全能够做到智能化

的追踪一个人的行踪，而不需要人工反复的观看监控录像来追踪行人。 

 
图8 快速路测试（测试场地位于我校门口） 

图8 是实时抓拍的一个快速路的交通状况，由于快速路汽车行驶非常快，这

对我们的整个系统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但是测试结果还是非常让人满意

的。不光测试的准确率非常的高，而且也能够非常实时的对车辆进行检测和追踪。 
车祸检测及预警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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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声明的是，这里的演示使用的是网络上找到的监控视频。使用监控

视频的主要原因是进行实地测试的时候，抓拍到车祸的发生是很难的，为了便于

演示，我们选择直接导入了监控视频进行分析和预警。 

 
图9 车祸发生前约5秒 

 
图10 车祸发生前1~2秒 

 
图11 车祸发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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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截取的三张图片，能够很形象地展示了车祸发生前几秒的详细情况，首

先分析图9中的情况，红色箭头显示了汽车的行驶方向，黄色实线显示了当前汽

车的行驶轨迹。从标号ID:31的那辆车的行驶轨迹有一段折线来看，我们可以清

楚的分析它在车祸发生前产生了一个较大的加速度，超过了我们设置的阈值。但

是两辆车还没有完全接触，因此判断为了黄色预警，预示着车祸的即将发生。图

10中可以看出两辆车都采取了紧急的制动措施，行驶轨迹产生的线条显得十分紊

乱，这是车祸发生前1~2秒的情况。紧接着图11中两辆车就碰撞到了一起，车祸

发生了。行驶轨迹也从黄色变成了红色实线，此时的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就无法

挽回了。 
倘若回到图9当中，在车祸发生前约5秒，还是有机会避免一场交通事故的发

生，利用通信模块快速地将预警信息和位置信息实时上传交通指挥中心，辅以更

加科学的手段地进行干预（例如及时的提醒司机或者结合无人驾驶技术操控汽

车），减少人的失误操作而造成更大的损失，尤其是现在5G通信的低时延特性。

理论上是可以完全做到降低或者规避车祸发生的。 

5．创新与特色 

5.1 深度学习算法结合硬件模块 

将深度学习算法与硬件模块相结合，摆脱了传统的在电脑上跑算法的方法，

采用更加便携的嵌入式平台。同时也运用了北斗模块的实时定位功能，整体装置

更加灵巧方便，更加节约成本。 

5.2 响应城市治理的需求 

以阿里云的城市大脑为例，其主要解决了城市事件的感知与智能处理以及解

决了交通拥堵与信号控制两大问题，并没有对交通事故的预警进行创新实践，本

系统给智慧城市治理交通事故问题提供了新的方案。 

6. 总结与展望 

城市智能交通系统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综合解决城市交通问

题的重要对策之一[9]。本文提出的数字化城市交通识别和追踪系统，经过实际测

试，其拥有高度的准确性和信息获取的实时性，但是因受疫情的影响和当前技术

的限制，数据实时上传云端还未能实现，仍待以后继续完善，如图12。 

 
图12 未来展望图 

城市交通
指挥中心

事故救援

交通调度

交通事故
预警

智能检测
追踪装置

智能检测
追踪装置 车辆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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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结合当前的5G通信和北斗卫星定位，实现更加合理的交通指挥系统。一

定能够给解决国内交通问题提供一个良好的创新型方案，同时还能极大地降低交

通事故带来地经济损失，促进社会的稳定和进步，实现中国的交通系统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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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定位的矿洞勘测拟态八足机器人 

作    者：王鑫、陈佳齐、黄玉培、马乐乐 
指导教师：杨通、宋华宁 
学    校：中国民航大学 
 
 

【摘要】随着机器人技术研究的不断成熟，机器人在各行各业得到了广泛应用。

本项目拟制作一个矿洞勘探拟态八足机器人，来实现信息收集，地质采样的功能，

在危险地区勘察方面发挥作用。通过运用3D打印技术，自行设计外部形状，使用

舵机控制板控制，设计出一款小型八足机器人，仿照蜘蛛的生存技能，进行自主

活动（可遥控），来实现信息收集的功能，在矿洞勘测领域发挥作用。 
【关键字】仿生、地质采样、3D打印、八足机器人、矿洞勘测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robot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all 
walks of life. Our project aims to make a simulated eight-legged robot for mine 
exploration to collect information and geological sampling, further for playing a role in 
the exploration of dangerous areas. Through the use of 3D printing technology, we 
design the  external shape of this small eight-legged robot which is controlled by the 
steering gear control panel. It is designed to carry out autonomous activities by imitating 
the survival skills of spiders or by remote control to realize the function of information 
collection and mine investigation. 
【Key Words】Simulated, geological sampling, 3D printing technology, eight-legged 
robot, mine investigation 

 
 

1.背景及意义 

机器人的出现是科技不断发展的必然产物，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机器人的

不断应用也将会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为也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人工智能技术的研究主要是智能机器方向，所以如今对智能机器人的科研程度已

经是一个国家科学以及技术的竞争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个国家对智能机器人研发

的程度体现出国家的综合科技实力。现在，世界上机器人在生活中的应用是很普

遍的，机器人更是有着各种各样的种类。 
仿生蜘蛛机器人是模仿多足动物运动方式的一种特殊的机器人。与一般的机

器人相比（比如轮式机器人）, 八足仿生机器人的一个最大的优点，是对行走路

面的要求很低，它可以跨越障码物、走过沙地、沼泽等特殊路面，因此可以用于

工程探险勘测、反恐防爆、军事侦察等人类无法完成的或危险的工作，并且机器

人的足所具有的大量自由度可以使机器人的运动更加灵活，对凹凸不平的地形的

适应能力更强。足式移动机器人的立足点是离散的，跟地面的接触面积较小，可

以在可达到的地面上选择最优支撑点，即使在表面极度不规则的情况下，通过严

格选择足的支撑点，也能够行走自如。因此，足式步行机器人特别是八足步行机

器人的研宄己成为机器人学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研究领域，它可以作为危险地带的

探险工具，也可以去那些人类自身不能到达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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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计思路 

仿生蜘蛛机器人，顾名思义，我们借鉴自然界当中昆虫的运动原理，脚是昆

虫的运动器官，前足用爪固定物体后拉动虫体向前，中足用来支持并举起所属一

侧的身体，后足则推动虫体前进，同时使虫体转向。这种行走方式使昆虫可以随

时随地停息下来，因为重心总是落在三角支架之内。并不是所有成虫都用所有的

腿来行走，有些昆虫由于前足发生了特化，有了其他功用或退化，行走就主要靠

中、后足来完成了。比如说螳螂，我们常可看到螳螂一对钳子般的前足高举在胸

前，而由后面四条足支撑地面行走，这是他们的武器。 
参考上面的昆虫脚结构，我们想出了一个简单的方法来表达蜘蛛机器人的运

动方式。一只脚通过两个关节的活动，让脚可以在垂直面上运动，再使用一个关

节来实现水平面上的转动。 
要想完成设计首先得完成结构的设计，之后才可以进行系统的设计。整机机

械结构、自由度、驱动方式以及传动机构都会影响到机器人的性能。而且，设计

出来的机器人结构不仅得满足技术条件，还要满足经济条件。必须在满足机器人

的预期技术指标的条件下，考虑合理选材、便捷制造安装、价格低廉和可靠性高

等问题。基于这些，我们最终确定了上下底板的形状以及板子的用料。 
项目设计总共使用24个舵机来实现步态，每条腿三个舵机，分别控制跟关节

和膝关节以及踝关节的运动，两个舵机安装呈正交，构成垂直以及水平方向的自

由度。一条腿有三个自由度的运动，因此每条腿组装三个舵机实现三个转动自由

度。舵机装配位于腿部关节、膝盖和脚踝处，机身连接到主板的基础部分，关节、

膝盖和脚踝每个都有相应的自由度，以确保正常的运动。 

3.设计方案 

(1)底板 
仿生侦查伪装八足机器人的设计构思源自于六足机器人。六足机器人目前在

市场上比较普遍，且运动范围还是有一定限制的，因此我们构想如果为机器人再

增加一组腿，是否可适用范围会更广，移动会更加灵活，这便是我们自行设计底

板的原因。 
我们使用SolidWorks制图软件进行底板的设计工作，通过在软件上绘制出底

板模型，将其通过3D打印技术制作出来，实际测试腿部舵机的自由度，不断进行

改进，最后将底板成品切割出来并装配。蜘蛛机器人可以站立并且各腿之间基本

不会互相影响，预留自由度足够大。 

 
图1 上下底板实际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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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舵机的相关设计 
仿生蜘蛛机器人采用电动驱动的方式进行驱动，驱动器采用舵机，舵机是一

种拥有简单结构的、集成化的直流伺服系统，它的内部结构由直流电机、减速齿

轮、电位计和电路组成。控制信号线提供一定脉宽的脉冲时，输出轴保持在相应

的角度。如果舵机初始角度状态在0°位置，那电机只能朝着一个方向运动。舵机

所采用的驱动信号为脉冲比例调制信号，就是在通常为20ms的周期之内，输入变

化的脉冲宽度，所对应的转角范围由0°变化到180°，脉冲宽度和转角为线性关系。

所以在初始化时，应该把的所有电机的定在90°位置。机器人和关节连接的舵机

的转轴是水平转动，控制腿部的前进和后退。 
标准舵机有3条导线，分别为：地线、电源线和控制线。舵机电压通常是4到

6V，这里我们采用5V。操纵装置的电源应能提供足够的电力。行输入是一个开

阳周期的宽度可调方波脉冲信号，方波脉冲信号的周期20ms（频率为50Hz）。方

波脉冲宽度变化时，改变转向齿轮轴的开阳角度，角度改变且与脉冲宽度成正比。 
舵机的控制信号在本质上是一个宽度可调的方波信号，方波信号可以由

FPGA控制。但使用FPGA成本较高，实现电路与模拟电路相比较为复杂，不适合

多通道输出。所以一般使用单片机控制舵机。在本次项目当中，我们采用舵机控

制板集中进行各舵机的行动控制。 
（3）动作设计 
八足机器人的八条腿在上下底板上均匀分布，根据设计要求，一条腿有三个

自由度的运动，因此每条腿组装三个舵机实现三个转动自由度。舵机装配位于腿

部关节、膝盖和脚踝处，机身连接到主板的基础部分，关节、膝盖和脚踝每个都

有相应的自由度，以确保正常的运动。机器人的各腿交替运动来支撑其在行走的

过程中的重量，并推动身体向前移动，因此它必须适应整体的刚度并能够承载重

量。 

 
图2 八足机器人腿的生物结构示意图 

在动作的设计过程当中，经过研究蜘蛛的运动特征，我们调试蜘蛛动作使前

后腿主要负责控制方向和运动稳定性，中间腿负责提供运动动力。机器人的行动

比较机械，而我们做的仿生机器人需要模仿动物的动作，这就给我们设计动作带

来了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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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八足机器人各腿位置分布示意图 

通过观察研究蜘蛛的动作特征，参考六足蜘蛛的动作，发散到八足，我们最

终调试出了蜘蛛的基本动作，具体分为以下两个基本方面： 
对于机器人的前进与后退，我们设计使B、C腿所处的状态一直保持一致；同

样，G、F腿的状态也保持一致。B、C与G、F正常走路方式相同，两组脚交替向

前摆动，前后四只脚A、D、E、H起支撑作用，保证机器人身体的平衡。并且随

着两组脚的运动也随之摆动，减小行进过程中的阻力，并提供一定的推动力，减

小前进方向的偏差。 
对于机器人的左右转向，我们设计将蜘蛛腿一共分为两组，第一组为A、C、

E、G脚，第二组为B、D、F、H脚。进行转向的过程中，第一组脚进行转向时，

第二组脚对机器人起支撑作用，随后第二组脚跟随第一组脚的动作。重复进行若

干次即可达到转向目的。 

 
图4（左）与图5（右） 正在进行转向的八足机器人 

具体动作的实施过程采用由幻尔科技开发的舵机控制软件Lobot Servo 
Control，它具备图形化操作的优点，使用起来比较简单，在使用时连接舵机控制

板即可。通过调节不同舵机的位置滑竿，可以设置不同的舵机状态，从而完成八

足机器人的前进后退及左右转向的基础动作程序的编写。从图16中可以看出，通

过将每一时刻不同舵机的转动参数保存为一个动作组，再将下一时刻舵机的期望

状态设置好，以此类推，最后进行循环运行，即可实现我们期望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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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舵机控制板软件动作设计 

4.模块化功能 

（1）视频传输模块 
机器人头部配备了摄像头（见图7），提供监测服务，能够获取实时图像数据，

并在APP中显示（见图8），及时进行信息的处理，给救援工作带来方便。 

 
图7（左）与图8（右） 头部配备的摄像头和摄像头实时图传画面 

（2）北斗模块 
机器人还加入了北斗蓝牙模块（见图9），可以实现对机器人的实时位置进行

监控，并返回经纬度信息，帮助我们结合摄像头实时图传进行定位。 

 
图9 北斗定位模块、北斗天线和蓝牙传输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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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主避障模块 
八足蜘蛛机器人通过超声波传感器实现自主避障功能。超声波避障传感器

MB1043是一款高分辨率（1mm）、高精度低功耗的超声波传感器，它在设计上，

不仅对干扰噪音做了处理，具备抗噪音干扰能力。而且对于大小不同的目标，和

变化的供电电压，做了灵敏度的补偿。另外还具备标准的的内部温度补偿，使得

测量出来的距离数据更加精准。应用于室内环境。超声波声波避障控制法能够实

时监测长距离超声波传感器，为机械蛇搜索开阔路径。当蜘蛛机器人离障碍物还

有一定距离时，超声波传感器就能够检测到相关信息，并据此控制机器人离开。

在矿洞勘探时，当蜘蛛机器人感受到前方障碍物时，向左侧转向避开障碍物。 

 
图10 超声波模块 

（4）土质采集模块 
蜘蛛机器人底部有两个SG90舵机，上面连接有两个针管用于采集矿洞内的

土壤样本，便于勘探人员分析。 

 
图11 SG90舵机实现采样 

（5）MQ气体检测感应模块 
MQ气体传感器使用的气敏材料是在清洁空气中电导率较低的二氧化锡。当

传感器所处环境中存在可燃气体时，传感器的电导率随可燃气体浓度上升而增

大，使用最简单的线路即可将电导率的变化转换为与该气体浓度对应的输出信

号。MQ气体传感器对甲烷的灵敏度高，对丙烷、丁烷也有较好的灵敏度。这种

传感器可检测多种可燃气体，特别在矿洞中检测瓦斯气体的存在，防止对勘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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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造成身体伤害。 

 
图12 MQ气体传感器 

5．总结 

如今，一个国家对智能机器人研发的程度体现出国家的综合科技实力，新型

机器人的研发更是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尖端科技。研究机器人的结构环境定点操作

的非结构化环境的转变，在军事侦察、太空探索、救灾、抢险等方向展示了广阔

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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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定位的羊群监护微型机器人 

作    者：廖钧华、蒋霓、谭儒鑫、李德松 
指导教师：曾  超、张修军 
学    校：成都大学 
 
 

【摘要】针对国内散养畜牧业出现的无法对家畜进行智能管理、家畜防盗、活动

范围难以控制等问题，设计了一种基于北斗定位的智能养殖装置。针对现状，本

课题提出一种养殖场微型自主监护机器人，设计可行的硬软件方案。本系统将北

斗卫星定位系统、机器视觉、卷积神经网络相结合，包括数据采集模块、卫星定

位模块、智能车模块、机械臂驱羊模块；通过北斗定位实现机器人位置的精确定

位，从数据采集模块获取图像信息，利用卷积神经网络识别羊群，再运用智能车

的运动和机械臂来回摆动实现对羊群活动范围的监管。 
【关键词】智能化养殖；北斗定位；羊群检测；机器视觉；卷积神经网络 
【Abstract】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livestock intelligent management, 
livestock anti-theft and difficult to control the range of activities, a kind of sheep 
intelligent breeding device based on Beidou Positioning was designed and developed. 
In view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a micro autonomous monitoring 
robot for aquaculture, and designs a feasible hardware and software scheme. This 
system combines Beidou satellite positioning system, machine vision and 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including data acquisition module, satellite positioning module, 
intelligent vehicle module, mechanical arm driving sheep module; through BD To 
realize the precise positioning of robot position, obtain image information from data 
acquisition module, use 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to identify sheep, and then use the 
movement of intelligent vehicle and the swing of mechanical arm to realize the 
supervision of the range of sheep activities. 
【Key words】 Intelligent farming; Beidou Positioning; Sheep detection; Machine 
vision;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一、课题背景 

1.1 课题研究的目的、意义 

养羊产业是我国畜牧业主要产业之一，但是羊群养殖还未实现智能化管理、

盗羊事件也频繁发生，给农牧民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不方便，因此设计一种基于

北斗定位的羊群智能化养殖机器人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目前我国养殖业庞大，但大多以人工管理为主，很少有对养殖业进行智能化

管理。国外有较为成熟的养殖业智能化管理的系统，但鲜有针对散养畜牧业的管

理系统。大多智能养殖业管理系统是针对圈养动物实现智能化管理，因此羊群智

能化养殖管理系统致力于解决散养畜牧业容易出现无法找到动物，动物防盗，不

易对动物实现智能分类畜牧养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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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本课题研究内容及相关技术 

本课题所要解决的问题是针对现有驱羊设备驱羊过程中存在的不足，提供自

主高效、智能、安全、精准、可靠、持续性强的驱羊设备和驱羊方案。养殖场的

草场是羊群活动的主要范围，控制草场羊群的活动范围，对降低丢羊事故的发生

尤为重要，本系统主要针对草场区域，利用无人车搭载北斗定位系统，通过收集

大量羊群图像构成数据集，使用卷积神经网络进行机器学习，构建模型，使用 360 
度一轴转台搭载的摄像头采取图像信息并将其与所建模型行比较，精确识别羊

群，并根据立体视觉原理确定羊的绝对位置；结合无人车技术，驱动机器人向羊

群移动，同时系统具有可旋转、上升、托举、摆动、抓取等多种功能的机械臂，

可控制机械臂通过摆动进行驱赶羊，保持区域内控制羊群活动范围效果在90%以

上，持续性强、成本低。 

1.3 应用推广前景和预期的社会效益 

本系统具有自主高效、安全可靠、控制羊群范围持续性强的特点。本系统可

针对养羊产业现状，改善羊群管理设备受空间距离限制的不足，提高控制羊群的

持续性和可靠性，节省大量人力物力，为畜牧业的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其性能指

标主要有以下几点： 
A.在草原畜牧区域驱羊的效果在90%以上； 
B.对羊群识别的正确率在95%以上； 
C.可实现一人控制多台设备、区域，及时完成驱羊作业； 
D.可实现持续性控制羊群活动范围； 
E.智能机器人还可以扩展到其他养殖产业。 

二、系统简介 

2.1 系统总体结构 

本系统所述的微型自主羊群监护机器人包括转台与图像数据采集模块实现

羊群识别与随动信号的给定，ARM处理控制模块作为控制系统，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与图像数据采集模块联合实现系统定位及路径控制策略，无人车模块实现机场

场面区域内自由运动，机械臂用于将羊群驱赶。供电模块为整体机器人供电。本

系统总体结构图如图1所示。 

 
图1 系统总体结构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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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系统关键技术 

1、基于深度学习的羊群目标检测识别技术利用卷积神经网络（CNN）算法，

通过输入大量的羊的图片，图片类型包括羊的种类，不同的老幼状态，不同的姿

态，羊群图片建立模型。使用摄像头采集机场场面图像数据，将该数据与模型进

行比较，精准的识别机场场面草地是否存在羊群，并反馈给机器人，后续的驱羊

随动。 
2、北斗与视觉联合路径规划技术 
利用GNSS多频多模定位，该卫星导航系统支持北斗等四大卫星导航系统，

其具有高精度、连续性、可靠性、可用性、完好性的特点，用于驱羊机器人在机

场场面的定位，安全可靠。在识别到羊群之后，利用相机先后旋转两个角度拍摄

羊群，再根据立体视觉定位原理，可以得到小车观测到羊群时的朝向与小车原始

前向位置的相对运动方向，同时还可以反推出羊群的绝对位置坐标，处理器即可

根据内置地图控制小车向羊群移动，完成驱羊。 
3、智能控制技术（路径规划、机械臂控制、运动边界控制） 
本系统的算法具有对驱羊设备的路径规划程序、对机械臂自主驱羊的控制程

序、对驱羊设备的运动边界控制程序，实现智能控制。 

三、硬件设计方案 

本系统驱羊机器人由ARM处理器、北斗模块、高清摄像头、机械臂、智能 
车、供电电池组组成，其概念图如图2所示： 

． 

图2 系统驱羊机器人概念图 

3.1 处理器模块 

主控芯片为ARM Cortex-A8处理器，ARM Cortex™-A8 处理器基于ARM7体
系结构，运行速度从之前的600MHz 提高到了1GHz以上1。能够快速进行启动与

响应，减小终端等待时间，可以同时做导航姿态解算和控制。该处理器硬件特性

如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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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ARM Cortex-A8 硬件特性 

参  数 
内核 ARM Cortex-A8 
主频 1G 
内存 512MB DDR2 
Flash 256MB SLC NAND FLASH 

外设与通信接

口 

支持一路RS232串口接口（调试串口） 
支持用户扩展接口（2路SPI接口，2路IIC接口， 

3路PWM，4路UART，6路ADC，1路SDIO接口和其他用户

扩展IO） 
电源供电 +5V/2A 
调试接口 20-pin，2.54mm标准TJAG接口 

 
图3 AM335X开发板 

AM335X是TI基于ARM Cortex-A8内核微处理器。ARM cortex-A8内部存储模

块包括：内存、SROM/NAND/ONENAND和MicroSD卡2，如图4所示。主要用来

存储草场的地图数据、图像采集模块数据、北斗模块所采集到的数据，以及ARM
处理器的处理数据的算法代码。 

 
图4 ARM Cortex-A8 存储模块 

ARM Cortex-A8 处理器主要处理本系统所需要的各类算法：羊群目标探测

（使用图像数据），羊只目标定位（联合北斗及视觉数据），机器人路径行走（联

合北斗及视觉数据），机械臂控制及机器人运动边界控制。在第四章软件设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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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介绍。 

3.2 ATK-S1216F8-BD GPS/北斗模块 

本系统选用ATK-S1216F8-BD GPS/北斗模块是一款高性能 GPS/北斗双模定

位模块。该模块特点包括： 
1.模块采用 S1216F8-BD 模组，体积小巧，性能优异。 
2.模块可通过串口进行各种参数设置。 
3.模块自带 IPX 接口，可以连接各种有源天线。 
4.模块兼容 3.3V/5V 电平，方便连接各种单片机系统。 
5.模块自带可充电后备电池，可以掉电保持星历数据。 
模块通过串口与外部系统连接，该模块各参数如表2所示： 

表2 ATK-S1216F8-BD模块基本特性 

项目 说明 
接口特性 TTL，兼容3.3/5V单片机系统 

接收特性 167通道，支持QZSS，WAAS，MSAS，EGNOS，
GAGAN 

定位精度 2.5Mcep（SBAS：2.0mCEP） 
更新速率 1/2/4/5/8/10/20 Hz  

捕获时间 
冷启动1:：29S（最快） 

温启动：27S 
热启动：1S 

冷启动灵敏度 -148 dBm 
连轴器 -165 dBm 
通信协议 NMEA-0183 V3.01，SkyTraq binary 

串口通信波特率 4800、9600、19200、38400（默认）、57600、115200、
230400 

工作温度 -40℃~+85℃ 
模板尺寸 25mm*27mm 

 
图5 ATK-S1216F8-BD模块外观图 

图5中，从右到左，依次为模块引出的 PIN1~PIN5 脚，各引脚的详细描述如

表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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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ATK-S1216F8-BD GPS/北斗模块各引脚功能描述 

序号 名称 说明 
1 VCC 电源（ 3.3V~5.0V） 
2 GND 地 

3 TXD 模块串口发送脚（ TTL 电平，不能直接接 RS232 
电平!），可接单片机的 RXD 

4 RXD 模块串口接收脚（ TTL 电平，不能直接接 RS232 
电平!），可接单片机的 TXD 

5 PPS 时钟脉冲输出脚 
 
PPS引脚连接到了模块自带了的状态指示灯，在默认条件下有2个状态： 
1.常亮，表示模块已开始工作，但还未实现定位。 
2.闪烁（ 100m灭，900ms亮），表示模块已经定位成功。 
在图5中，左上角的IPX接口，用来外接一个有源天线，通过外接有源天线。

GPS连接ATK-S1216F8-BD GPS/北斗模块与有源天线3，如图6所示： 

 
图6 ATK-S1216F8-BD有源天线 

3.3 图像数据采集模块 

3.3.1 摄像机模块 
本系统选用ATK-0V5640-V1，这是ALIENTEK推出的一款高性能500W像素

高清摄像头模块。该模块采用OmniVision公司生产CMOS图像传感器：0V5640。 
ATK-OV5640模块的特点如下: 
 采用 14μm*14μm像素大小，并且使用OmniBSI技术以达到更高性能(高

灵敏度、低串扰和低噪声) 
 自动图像控制功能:自动曝光(AEC)、自动白平衡(AWB)、自动消除灯光

条纹、自动黑电平校准(ABLC)和自动带通滤波器(ABF)等。 
 支持图像质量控制: 色饱和度调节、色调调节、gamma 校准、锐度和镜

头校准等标准的SCCB接口，兼容IIC接口 
 支 持 RawRGB 、 RGB(RGB565/RGB555/RGB444) 、 CCIR656 、

YUV(422/420)、YCbCr(422)和压缩图像(JPEG)输出格式 
 支持 QSXGA尺寸输出，以及按比例缩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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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图像缩放、平移和窗口设置 
 支持数字视频接口和MIPI接口 
 支持自动对焦 
 集成有源晶振，无需外部提供时钟 
 集成LDO,仅需提供3.3V电源即可正常工作 
ATK-0V5640模块各项参数如表4所示。 

表4 ATK-0V5640摄像头模块基本参数 

参  数 
分辨率 1280*1024 
颜色 彩色 
接口 GigE,POE 

图像输出格式 Monno8,BayerRG8/10/10p,Bayer GB8/10/10p,RGB8P,YUV22P 
尺寸 29mm*29mm*42mm（不含镜头座和后壳接口） 
供电 POE供电/通过hirose接口供电，电压范围6-24V 
功耗 3.1-3.7w 

工作温度 -30℃~+80℃~ 
 
ATK-OV5640摄像头模块通过2*9排针同外部连接，模块可以与各类开发板

直接对接，用户可以在这些开发板上，对模块进行测试。ATK-OV5640摄像头模

块外观如图7所示。 

 
图7 ATK-0V5640摄像头模块实物图 

3.3.2 转台 
转台采用磁编码超大扭矩合金舵机控制转台转动，该舵机具有反应灵敏，行

程大，零盲区的特点，其硬件特性见表5。转台上搭载ATK-OV5640摄像头，驱羊

机器人在机场场面草地运动过程中，舵机带动相机运动，反复巡检，确保既定区

域内羊群正常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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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磁编码超大扭矩合金舵机 

表5 磁编码超大扭矩合金舵机硬件特性 

参  数 
工作电压 12V~24V 
最大扭矩 180kg.cm(24V)：90 kg.cm(12V) 
角速度 0.5s/60°(24V)：1.0s/60°(12V) 
转动速度 360°MAX 
输入模式 脉冲信号 

电压信号输入

范围 
0V~+5V 

外形尺寸 95.5mm X 60.5mm X 102.6mm 

3.4 机械臂模块 

3.4.1 机械臂 
本系统采用的机械臂是在结合实际功能要求并参考典型机械臂结构的基础

上自主设计，其结构在sioldworks上的3维立体图如图9，选用FDM高分子材料用

3D打印机完成机械臂的加工制造。机械臂共由三个舵机控制其运动，置于底盘上

的舵机控制机械臂的旋转运动，位于两侧的舵机控制机械臂的伸展与弯曲，在接

近羊群时作出来回摆动的动作控制羊群。 

 
图9 机械臂结构 

在测试过程中，利用控制板操作机械臂完成伸展、弯曲、旋转等动作，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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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如表6，测试结果表明机械臂可满足来回摆动驱羊的功能。 

表6 机械臂测试数据 

测试项目 规定值 测试值 
驱动模块工作电压（V） 7.5+0.02 7.51 

机械臂控制板工作电压（v） 7.6+0.03 7.59 
机械臂旋转角度（°） 175+2 173.5 
机械臂俯仰角度（°） 87+3 80 

机械臂最大伸出距离（cm） 30+2 31.2 
电池续航能力（h） 3+0.2 2.9 

 
3.4.2 驱动舵机 
机械臂驱动舵机选用20kg LD-27MG单轴数字舵机，该舵机为PWM脉宽型调

节角度，占空比为0.5ms~2.5ms的脉宽电平。LD-27MG数字舵机如图10、图11所
示。 

 
图10 LD-27MG单轴数字舵机 

 
图11  LD-27MG单轴数字舵机的PWM脉宽调节 

该舵机虚位小，精度高，采用金属外壳，散热能力强，且能满足 270°的大角

度转动，其硬件特性如表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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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LD-27MG 单轴数字舵机硬件特性 

参  数 
产品重量 65g 
尺寸 40*20*40.5mm 
速度 0.16sec/60° 

最大扭矩 20kg.cm 
工作电压 6V~7.4V 
 

3.5 智能车模块 

本系统采用大脚轮越野负载底盘作为智能车平台。大脚轮越野车模的车轮大

且轮胎对路面的摩擦力大，越野能力突出，运行的时候比较稳定，对各种路面要

求比较低，确保能在机场草坪路面稳定行驶。本车模采用AB相霍尔编码器电机，

能为小车行驶提供很大动力。车模如图12, 表8为车模的相关参数。 

 
图12 越野大脚轮负载车模 

表8 越野大脚轮车模参数 

参  数 
电机固定支架 37mm电机支架*4 
编码器电机 AB相霍尔编码器电机，12V 107RPM 990线*4 

轮胎 80mm大摩擦力减震越野轮胎*4 
连轴器 直径6mm联轴器*4 

铝合金底板 3mm氧化喷砂，150mm（长）*83mm(宽)*3 
螺母螺丝 1个 

PH2.0单线头 4个 

四、软件设计方案 

本系统驱羊机器人在ARM控制下驱动智能车、转台、相机、北斗定位模块在

既定区域内自动巡检判断是否有羊群，如果发现羊群，融合北斗定位与图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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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机器人到达预定位置，并驱动机械臂做出相应动作，驱离羊群。 

 
图13 系统软件流程图 

4.1 羊群目标监测 

要实现对工作区域范围内羊群的实时监测。主要涉及基于图像的羊群目标检

测识别技术。目标检测与识别是模式识别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其核心关键问题

在于如何实现对目标特征的鲁棒提取。近年来，基于深度学习的图像分析方法逐

渐代替了人工设计特征，在计算机视觉的各种应用中都取得了很好的结果。本课

题设计了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羊群目标检测识别模型。 
4.1.1 羊群检测模型训练数据来源 
项目使用图像识别数据库ImageNet，数据库含14,197,122 图片，21841图片

索引集，其中包含73个羊群索引集，各种羊群照片共13458张，可满足本系统机

器学习的数据集构建。由于本课题主要针对机场场面草坪区域羊群的驱赶，因此

从ImageNet羊群索引集中挑选背景为有草地的图片构成模型训练数据集，训练羊

群检测CNN模型。 
4.1.2 CNN 模型相关简介 
2006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Hinton和他的学生Salakhutdinov 在著名科学

刊物《科学》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正式开启了深度学习的浪潮。卷积神经网络是

一种多层神经网络，擅长处理图像特别是大图像的相关机器学习问题5。LeCun提
出的网络称为LeNet，其网络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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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卷积神经网络示意图 

4.1.3 基于Faster R-CNN的羊群检测模型构建步骤 
目前，Faster R-CNN是应用最广泛、目标检测效果最好的模型之一，其是对

基于CNN图像分类模型的扩展6。Faster R-CNN的模型原理示意图如图15所示。 

 
图15 Faster R-CNN 的模型原理示意图 

根据 Faster R-CNN模型的工作原理，本课题构建羊群检测模型步骤如下： 
步骤1：下载分类模型AlexNet，并对模型进行微调，将分类数目从1000降至

20 ，去掉最后一个全连接层，如图16所示。 

 
图16 模型 AlexNet 示意图 

步骤2：特征提取，提取出图像中所有的候选方框，对每一个区域：调整区

域的大小，使其与 CNN 的输入一致，做一次向前运算，并保存池化层的输出7。 
步骤3： 训练1个二分类支持向量机（SVM）分类器，用以判断这个候选框

里物体的类别，如果是羊群，就是1（positive），如果不是羊群，就是0（neg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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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使用回归器对候选方框的位置进行仔细校正。对于每一个分类，都 
需要训练一个线性回归模型8。 
4.1.4 羊群检测模型训练 
一般地，卷积神经网络的训练过程如下9： 
①确定训练集的样本（M个样本）。 
②初始化网络的各个权值Vij、Wjk和阈值θk 、ϕj，并设置网络参数。 
③将样本X输入到网络中，并指定它的目标输出向量D。 
④得到样本X的实际输出向量Y。 
⑤计算输出向量中的元素yk与理想情况下目标向量中的元dk的误差δk。 

 δk = (dk-yk)yk (1-yk) (4-1) 
⑥求误差δk对网络中参数的导数，并用反向传播的算法调整权值和阈值。 
⑦计算所有训练集样本的误差和E。 

 E= 1/2� (d𝑘𝑘 − 𝑦𝑦𝑘𝑘)2
𝑒𝑒−1

𝑘𝑘=0
 (4-2) 

⑧对训练集样本重复k次学习之后，判断误差函数值E是否收敛。若不收敛，

就返回步骤③，继续进行迭代计算；若收敛，则进行下一步。 
⑨学习结束后，训练得到的权值和阈值将会保存在网络中。本课题训练羊群

检测模型中，将构建的羊群数据库中的图像按照4:1组成训练集和测试集10。神经

网络中经常使用的激活函数包Sigmoid函数、Tanh函数、ReLu 函数等。Sigmoid
函数和Tanh函数在传统的BP神经网络使用的较多，本课题选用ReLu ( rectified 
finear unit)函数作为激活函数。假设一个神经单元的激活函数为 h (i) ，其中i表示

隐含层单元的个数，w (i)表示隐含单元的权值，ReLu函数的表达式为公式4-3。 

  (4-3) 

ReLu函数具有线性的、非饱和的形式，单侧抑制，在卷积神经网络中的使用

效果优于sigmoid和tanh函数。为了防止模型出现过拟合，训练中采用Dropout策
略，如图20所示。Dropout可以通过一定的权重平均来自不同模型的估计或预测，

也可以看做是模型组合，通常包括组合估计和组合预测。它的“不同模型”体现在

我们可以随机选择忽略隐层节点，每个批次的训练中网络都不一样。每次会随机

选择的忽略的隐层节点不一样，所以可以看做是每次训练都是单做的一个“新”的
模型 

 
图17 Dropout示意图 

可以这样来理解dropout，它是一种多模式效果平均的方式。为了减少的错误

率，进而提升准确率，将多个不同神经网络的预测结果取平均。dropout具有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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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因此正常操作之后，与上次相比，这个网络模型可以看做一个不同结构的神

经网络，而训练参数的数目不改变，相当于训练了多个独立的不同的神经网络，

大大缩短了训练的时间。输出时，将输出权重除以二，实现类似平均的效果。 

4.2 羊群目标定位（联合北斗及视觉数据） 

4.2.1 基于 GNSS 模块的小车位置解算 
GNSS 模块由于获取小车当前位置，模块收到的位置信息为字符串，例如收

到图18的位置信息。 

 
图18 北斗数据信息 

可利用 ARM 处理器进行换算得到经纬度信息。 
4.2.2 羊群目标立体视觉定位 
图像检测模块可以给出羊的图像位置，根据立体视觉测量原理，根据相机转

台旋转前后获取的两张羊群图像就可以计算羊距离小车的位置，然后根据相机转

台电机旋转过的角度，可以得到小车观测到羊群时的朝向与小车原始前向位置的

相对运动方向，同时还可以反推出羊群的绝对位置坐标。 

 
图19 立体视觉定位原理图 

其中，C1、Cr 分别为转台前后转动的两个光学位置中心，C1与 Cr 之间的

水平距离为f。羊群处于P的位置上，P 与 C1、Cr 连线间距离为d，过 C1、Cr 分
别向图像面做垂线，垂足分别为 A1、Ar，过 P 向图像做垂线，垂足为 B，令

|A1P1|=Ia，令|ArPr|=Ib，令|PrB|=a。由三角相似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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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𝑓𝑓 𝑎𝑎+𝑙𝑙𝑏𝑏
𝐼𝐼𝑏𝑏

= 𝑏𝑏𝑓𝑓
𝐼𝐼𝑚𝑚+𝐼𝐼𝑏𝑏

 (4-4) 
参数b与f已确定，获得景物的深度信息后，再根据羊群的姿态特征利用CNN

确定羊群的朝向。4.3 驱羊机器人路径行走（联合北斗及视觉数据）根据羊群目

标定位模块给出的飞羊绝对位置坐标，结合小车位置坐标以及内置地图，可以解

算出运动路径。如果运动过程中，羊群目标移除监测范围，重新启动相机电机，

通过转台带动相机转动搜索监测羊群目标。然后再按照4.2.2步骤重新定位，再执

行本节的路径行走算法流程。 

 
图20 驱羊机器人路径行走算法流程图 

4.4 机械臂控制及驱羊机器人运动边界控制 

1、机械臂控制： 
当机器人距离羊群30cm左右时，处理器控制机械臂向前伸出，同时水平向两

个方向30°晃动，对羊群进行驱赶，同时根据图像羊群检测反馈的结果决定继续

驱赶或者转入羊群实时监测状态。处理器在此过程中控制小车的编码器驱动电

机、转台舵机与机械臂舵机做出相应的机械臂控制。 
2、驱羊机器人运动边界控制 
通过北斗定位实现将运动范围在机器人内置的地图里面进行标记，通过不断

获取位置信息不断与内置地图框定的区域进行比较来判断机器人是否在所规定

的运动范围内运动，示意图如图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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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地图定位示意图 

五、总结 

本系统的创新点在于： 
1、利用北斗定位系统与视觉联合路径规划技术，使用高精度的北斗卫星定

位，确定机器人的地理坐标，利用立体视觉定位技术确定羊群的绝对位置。 
2、利用北斗定位系统的高精度实现机器人运动区域的规定 
3、使用卷积神经网络（CNN）建立羊群图像特征的模型用于精准识别羊群。 
未来工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基于深度学习的羊群目标检测识别技术：需要根据机场羊群的种类，不断更

新图像数据集，自动更新数据来持续性保障驱羊机器人驱羊的高效准确供电技

术：可将电池更换为可自充电的太阳能电池或在草地区域内设置自动充电站，持

续保障系统工作。 
总之，本文所述的基于北斗定位的微型羊群监护机器人，区别于传统的驱羊

设备，具有高效性、智能性、安全性、便捷性以及低廉性，能够减少人力物力，

且提高控制羊群的效果和持续时长，对草场控制羊群范围、避免羊群丢失具有很

大帮助。同时将北斗卫星导航技术与驱羊设备、机器学习算法结合起来，有效扩

宽了北斗的应用领域，提高了能源的利用效率，具有巨大的经济效益，将为推动

北斗的产业化进程和散养畜牧业领域的技术革新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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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的扫雷机器人 

作    者：彭松、杨虎、韩振涛、蒯健 
指导教师：李健 
学    校：郑州大学 
 

 
【摘要】本文介绍的作品是基于北斗的智能扫雷机器人，首先对作品做了一个简

单的介绍，包括用到组成部件ATGM336H GPS 北斗双模模块、广角摄像头、树

莓派等。接着对它的工作原理做了一个简单说明，以及由树莓派作为中间桥梁的

通信方式。然后介绍了它的使用说明。最后对该作品的创作思路进行了简单描述。 
【关键词】扫雷，自动驾驶，机器人 
【Abstract】The work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intelligent mine 
sweeping robot of Beidou. Firstly, a brief introduction is made to the work, including 
the use of the components: atgm336h GPS Beidou dual-mode module, wide-angle 
camera, raspberry pie, etc. Then it gives a brief description of its working principle and 
the communication mode of raspberry school as the middle bridge. Then it introduces 
the instructions of its use. At last, the author gives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creative 
ideas of this work. 
【Key words】Mine Clearance,Autopilot,Robot 

 
 

一、作品简介： 

本作品是一款集成如实时定位、实时监视、遥控驾驶、自动驾驶等多种功能

的应用于扫雷的智能机器人。定位方面，选用ATGM336H GPS 北斗双模模块，

具有高灵敏度、低功耗低成本等优势。根据地形不同，可使用履带式或四轮驱动

式的行进方式。机器人上还搭载有500万像素广角摄像头，搭配树莓派4B可对机

器人周围环境进行实时监控。扫雷目前采用的是非接触金属感应的金属探测器。

对于机器人的控制移动方面，使用的是arduino单片机而且同时还能够将金属探测

信号和实时位置信息传输到手持终端。我们还配套开发了一款APP用于对机器人

的控制，下达自动驾驶命令，显示监控画面等功能。 

 
(1)履带式行进底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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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TGM336H GPS 北斗双模模块 

 
(3)摄像头与树莓派 

 
(4)金属探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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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rduino单片机 

二、原理说明： 

扫雷机器人的整个运行使用中，由三个模块进行主要的工作：arduino部分、

树莓派部分、以及安卓APP部分。 

（一）Arduino部分： 

通过USB与树莓派串口通信。可以接收来自树莓派的强制控制信息控制机器

的移动，也可以接收自动驾驶路线，机器自动驾驶。与金属传感器、定位模块相

连。发送地雷信号、发送位置信息到树莓派。金属传感器发现地雷时，机器会根

据不同的设定停止或者绕过，并发送地雷坐标到树莓派。定时发送机器坐标给树

莓派，实时掌握小车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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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rduino代码节选 

（二）树莓派部分： 

由于需要处理大量数据，并且搭载摄像头，arduino的性能不足以支持，所以

硬件部分还添加了树莓派作为机器与app之间的桥梁。树莓派通过局域网与安卓

通信，能够搭载摄像头，将画面实时传输到app上显示。同时接收arduino的地雷

信号，接收坐标位置信号，并且传递至安卓app。同样的，也能接收app下达的控

制信号，自动驾驶命令等。 

 
(7)树莓派的通信演示 

 
(8)树莓派的代码节选 

（三）安卓app部分： 

app是与用户直接交互的工具。通过局域网与树莓派通信，显示监控画面，

地图上显示小车位置，在地图界面上进行路线规划，小车将按照路线进行自动驾

驶，也可以使用控制按钮控制小车移动。每当遇到地雷时会在地图上生成标记。

最终会在地图上显示出所有标记有地雷的位置。 



第十一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500 

 
(9)安卓APP展示 

 
(10)代码节选 

三、使用说明： 

（1）检查机器人电源，检查各传感器工作是否正常，对坐标值等进行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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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放置机器人，准备进行扫雷工作。 
（3）打开机器人电源，等待与安卓app的连接。 
（4）打开手机app，在地图界面可以对地图进行放大缩小，可以选择地图类

型是卫星地图或这2D平面图等。在右下角选择规划路线，可以在地图中进行选

点。会根据选点顺序自动生成路线。 
（5）设定路线结束，机器自动驾驶行进。 
（6）也可以使用人工控制移动的方式，在地形复杂的情况下配合设像头进

行可应对较复杂的情况。 
（7）在行进过程中遇到雷会对地雷位置进行标记，显示在地图上，然后绕

开该点，继续行进。 
（8）扫雷结束，机器停止，生成地雷分布图。 

四、创作思路： 

未来的社会机器代替人类进行高危工作是一种趋势。虽然在和平年代，但是

对战区进行的战后扫雷工作却一直没停止过。在中越边境依然存在大量的战争时

期埋下的地雷，每年都会造成大量的人身及财产的伤害。战后“地雷村”生活艰难，

村民们生活所迫在雷区刨食，饱受雷患之痛。很多人或失去了双眼、或失去肢体

或失去亲人。 
由于中越边境地形复杂，有些地方甚至没有路，扫雷工作在这些地方还是使

用比较原始的人工手持手持金属探测器进行扫雷，许多生活在这里的村民甚至被

迫使用农锄来排雷。这样就造成了解放军战士没有必要的伤亡。 
扫雷机器人目前只能应用地形普通的环境，地形极其复杂的环境还是有缺

陷。难点主要是在于复杂的地形下，机器的行进很难进行。我们一直在查询这方

面的相关知识。但是目前使用的思路和方法是能行得通。接下来我们会对扫雷机

器人的探头进行改进升级，对定位的硬件进行精度的升级，对行进方式进行提升。 

五、创新点： 

（1）将扫雷机器人与北斗定位相结合，对确定地雷大致位置的工作节约人

力成本 
（2）远程的自动驾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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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无人机遥感组网观测体系 助力智慧应急救援建设 

作    者：张琦 
指导教师：明朝辉 
学    校：中国消防救援学院 
 
 

【摘要】目前无人机遥感观测已有多次在应急救援领域应用的先例，在“4.25”尼
泊尔地震救援、“3.21”江苏响水爆炸等事件中，均具有良好的应用效果。无人机

遥感经过实战任务验证，具有快速、便捷、易维护保养等特点，但短板也日趋明

显。无人机技术井喷式发展的同时，不同无人机品牌、型号系统和硬件间的兼容

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无人机平台间的互联与信息的共享，尤其在应急救援

领域，在突发的灾害事故和频发的态势下无法做到有计划的快速响应、任务规划、

遥感作业、数据成果自动化处理。通过架构高频迅捷无人机遥感组网观测系统，

建立一种利用模块化的集高频次观测、迅捷组网的无人机响应和工作机制，将在

新时代智慧应急救援领域具有良好的应用示范意义。 
【关键词】无人机、遥感组网观测、应急救援 
【Abstract】Nowadays, UAV remote sensing observation has been applied for many 
times in the field of emergency rescue, and it got a good application effect, especially 
in "April 25" Nepal earthquake rescue, "March 21" Xiangshui, Jiangsu explosion 
events. Remote sensing of UAV has been verified by actual combat mission, and it is 
characterized by fast, convenient and easy maintenance. However, its shortcoming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obvious. Blowout UAV technology at the same tim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AV brands, different models between the system and the hardware 
compatibility problems, to some extent, limits the interconnection between the UAV 
platform and the sharing of information, especially in the field of emergency rescue, 
under the situation of sudden disasters frequent accidents and cannot do in a planned 
way of rapid response, mission planning, remote sensing, and automated processing 
data results. By building the observation system of high frequency and fast UAV remote 
sensing networking, and establishing a response and working mechanism of UAV that 
utilizes modularized high frequency observation and fast networking, it will have good 
application demonstration significance in the field of intelligent emergency rescue in 
the new era. 
【Keywords】UAV, remote sensing network observation, emergency rescue 

 
 

一、无人机遥感观测的发展综述 

无人机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 是一种是利用无线电遥控设备和自

备的程序控制装置操纵的不载人飞机。1917年，世界上第一架无人驾驶飞机由英

国研制成功。无人机早期主要用于辅助航空设计。从20世纪20年代到21世纪初期，

无人机先后经过了无人靶机、控制无人侦察机和电子无人机、指令遥控无人侦察

机和复合控制多用途无人机的发展，技术日趋完善成熟[1]。 
无人机遥感是无人机技术发展完善后产生的航空遥感产物，它以无人驾驶飞

行器技术、遥感传感器技术、遥测遥控技术、通信技术、POS定位定姿技术、G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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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分定位技术和遥感应用技术于一体，具有使用快捷、出动迅速、可重复使用的

优势。无人机遥感发展方面国外起步较早，国内在20世界50年代才开始正式研制

无人机，20世界90年代，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首先开始民用无人机的研制，21世
纪，无人机遥感技术才在中国真正发展起来。2013年，原武警警种学院与北京大

学共建我国首个轻小型无人机遥感定标场，是在军民用领域开展低空无人机遥感

观测与实战实训的重要基地。前期无人机遥感观测已经完成多次任务，取得良好

效果，藏克利用微型无人机遥感观测系统在汶川地震中得到了准确的遥感图像
[2]，杨静学利用无人机遥感技术完成了河源紫金县洋头镇洪灾地区检测[3]，雷添

杰等人完成了无人机遥感在低温雨雪冰冻灾害检测中心的应用[4]，温奇在云南盈

江地震中取得了遥感影像为灾害应急、损毁评估提供了坚强支撑[5]。 

二、新技术助力无人机遥感组网观测在应急救援领域的应用 

目前市面遥感无人机多是“单兵作战”，受区域和时空的限制，在应急救援领

域不能很好的有针对性地开展任务，在执行任务时又受到信息传输和通讯互联的

障碍，在完成飞行遥感任务后，后期的处理一般是由各地自为处理，缺乏好的设

备，生成的各类图缺乏标准化。有鉴于此，结合目前无人机遥感最新研究成果，

提出运用三级架构的全国土无人机遥感观测方案[6]、多链路无人机动态管控、面

向需求的快速响应与应用系统解决目前应急救援急缺的快速、高效的空中遥感观

测手段。 

（一）三级架构的全国土无人机遥感观测方案 

按照“主中心-分中心-指挥车”的模式，利用分布全国的城市消防、森林消防

和野外观测台站为无人机空港，按照主中心负责、分中心指挥、指挥车一线作战，

优化人员和资源配置，形成空地一体化的指挥体系，按照一战式任务规划部署和

迅捷启动要求，形成可常态化部署的高效协同的无人机观测体系。对于全国各个

地区可以层级管理，由应急管理部门牵头，由应急管理部指挥中心为主中心，各

个省市消防救援队伍指挥机构为分中心，由分中心或者下属机构派出指挥车进行

快速的前期侦察，形成纪律性和专业性的无人机遥感观测指挥机构和行动一体

化。 

（二）多链路无人机动态管控 

灾害区域通常会破坏通讯传输和网络造成通讯弱、联通差，对空中无人机遥

感的工作也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运用无人航空器的多链路通讯互通和任务协

同技术可以实现不同场地的多种无人机以及执行任务的同时多种无人机管控及

协调，具体实施主要由分中心和指挥车一线通信人员负责，主中心抓整体调度和

监督实施。在后台形成无人机管控数据库，针对执行任务获取的一线资料，规范

完整出一套任务规划、任务实施、后期反馈的模块化、系统化方案，对采集的数

据和无人机状态进行动态分析统计，及时通过通讯途径向各级发出指导意见，不

断提高应急救援水平。 

（三）面向需求的快速响应与应用系统 

构建出具有应急救援任务能力的森林消防“一主两辅”（森林火灾为主，地震

和洪灾为辅）和城市消防的城镇救援应用服务系统，依托三级组网无人机遥感观

测体系和全国土覆盖的网络，与无人机管控数据库衔接，结合高光谱、热红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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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载荷以及长航时和轻小型无人机实现“天-小时-分钟”三种时间尺度的检测，

对重点地区和重点区域加强针对性的响应机制和应用，确保应急救援队伍能够第

一时间获取灾害发生情况和进行救援任务所需的遥感资料，利用云平台和大数据

能够快速生成各类专题图，避免受到区域的装备限制。 

三、高频迅捷无人机遥感组网观测开展实战任务分析 

（一）任务的响应及出动 

以云南省丽江市为例，丽江市位于云贵高原与青藏高原的连接部位，地势西

北高而东南低，最高点为玉龙雪山主峰，海拔一般都在2000米以上，属低纬暖温

带高原山地季风气候，境内水利资源丰富，动植物种类繁多，为云南省重点林区，

丽江市林地面积163万公顷，林木绿化率76.28%，森林覆盖率68.48%。记录有植

物13000多种,种类丰富，有红豆杉、云南梧桐、榧木等国家重点保护植物38种；

有虫草、天麻、重楼、当参等珍稀药用植物620多种；中国特有物种2266种,云南

特有物种617，加上天气全年温度普遍较高，大风天气较多，易形成较大规模的

森林火灾。2019年丽江玉龙县龙蟠乡龙蟠村委会忠义村发生森林火灾为例，按照

任务规划机制和任务部署要求，指挥中心发布命令就近的无人机遥感观测台站

（丽江森林消防支队）出动两架多旋翼无人机(携带自然光、热红外、Lidar)一架

固定翼无人机（携带热红外和自然光载荷）进行遥感观测任务，同时地面指挥车

跟随出动，应急救援队伍做好待命出动准备。 

（二）任务流程 

任务区域距台站约28km，两架多旋翼无人机首先抵达目标区域（需要时间＜

25min），进行空中观测并由指挥部进行部署遥感探测任务，同时将视频图像和遥

感数据回传到无人机管控数据库，各级可通过访问数据库进行查看，相应的指挥

员具有一定的权限，同时应用模块迅速生成专题图和三维模型。固定翼无人机抵

达后进行长时间大范围的检测（需要时间＜40min），找出附近村庄、电塔、水源、

道路桥梁等关键信息，及时提醒一线指挥人员。三架无人机彼此相互组网，能够

同时遥控和信息传递中转，根据预先设定和现场指挥分别智能化的执行不同任

务。根据实际观测情况，指挥判断需要出动地面救援队伍。根据三架无人机传来

的遥感和热红外影像，及时指挥地面队伍的行进和通知地方政府进行人员驱散任

务，同时根据高频观测得到的动态数据，实时分析灾害下一步发展，在救援队伍

抵达后，立即根据所得数据进行地面抢险救灾任务。在地面救援队伍任务的实施

中，无人机可通过地面指挥车补充电量，进行实时的遥感观测和定点侦察，还可

以进行抛投救生物资、医疗物品等任务，直至任务圆满结束。任务完成后可经地

面队伍带回，也可经过系统判断自行返回。 

（三）任务的结果及情况分析 

通过此次任务可以检验高频迅捷无人机遥感观测系统的响应、协同及任务实

施状况，通过任务想定可以发现，高频迅捷无人机遥感观测系统具有遥感无人机

的普遍优势，一是反应迅速便捷，二是可以快速获取高分辨率的遥感图像，三是

可以根据不同载荷更方便的获取不同遥感数据。高频迅捷无人机遥感观测系统还

具有观测上的高频和无人机之间组网、无人机与指挥机构的迅捷组网，结合地面

指挥车，能够实现负责区域的通讯互联、数据传输，对灾害早期预报、中期检测

和后期辅助救援都具有独特的优势，能够解决目前应急救援队伍急需的高频迅捷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91%E8%B4%B5%E9%AB%98%E5%8E%9F/20617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D%92%E8%97%8F%E9%AB%98%E5%8E%9F/84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E%89%E9%BE%99%E9%9B%AA%E5%B1%B1/454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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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遥感观测手段，为指挥机构提供可靠有效的遥感数据和监测情况，为地面救

援队伍执行任务和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提供坚强保障，为灾后重建和灾害评估

提供数据保障。同时，此任务还具有一定适应性和推广性，可以根据地域性形成

生态环境检测、洪涝灾害检测、国土安全监测不同任务部署模块，通过部署不同

的无人机、不同载荷和通讯设备，形成模块化的任务行动机制和后期快速自动化

应用平台，结合快速发展的5G、云平台、大数据使无人机遥感观测更加迅捷有效，

满足符合大国体系的应急救援队伍的“全灾种、大应急”救援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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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UWB组合定位的室内外过渡区无缝链接方法 

作    者：蔡逸豪、朱美国、陈臣、胡永峰 
指导教师：王潜心 
学    校：中国矿业大学 
 
 

【摘要】室内外无缝导航定位是万物互联之基石，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应用价

值。但目前对于室内外过渡区的无缝组合导航问题，仍存在诸多棘手问题亟待解

决。对此，本文从三个方面对北斗/UWB组合定位的室内外无缝链接方法进行了

改进：一是提出了一种基于内引和外引法的室内信标绝对定位方法，以解决室内

外定位结果的坐标基准统一问题；二是提出了一种基于PDOP平稳变化的室内信

标优化布局方案，以提高过渡区域的导航定位精度与信标可用性；三是提出引入

自适应权重因子，来解决北斗/UWB组合定位的观测值合理定权问题。通过具体

实验验证：（1）利用基于内引和外引法的室内信标绝对定位方法，可实现室内外

坐标基准的统一，显著提高了用户使用的便捷性；（2）采用本文所提信标优化布

局方案，可有效提高过渡区定位精度，相比无UWB信标，UWB+BDS组合的平均

定位精度至少提高355%；（3）自适应权重因子可实时调节不同时间、不同类型观

测值的权比，增强了观测信息利用效率，相比BDS空旷区域，定位精度可至少提

高22.5%。 
【关键词】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超宽带；组合定位；过渡区；自适应权重因子 
【Abstract】Indoor and outdoor seamless navigation and positioning is the cornerstone 
of everything is interconnected, and it has broad market prospects and application value.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many knotty problems for the seamless integrated navigation 
of indoor and outdoor transition area. In order to solve those problems, this article 
improves the indoor and outdoor seamless linking method of 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BDS)/Ultra-wideband(UWB)combined positioning from three aspects: The 
first is to propose an indoor beacon absolute positioning method based on internal and 
external citation methods, which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coordinate reference 
unification of indoor and outdoor positioning results; the second is to propose an 
optimal layout scheme of indoor beacon based on PDOP stable change,which to 
improve the positioning accuracy and beacon availability in the transition area; the third 
is to introduce an adaptive weight factor to solve the reasonable weighting problem of 
observations of BDS/ UWB combined positioning. It is verified through specific 
experiments: (1) Using the indoor beacon absolute positioning method based on indoor 
guidance and outdoor guidance method, it is possible to achieve the indoor and outdoor 
coordinate reference unification, which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convenience of 
users; (2) the optimal layout scheme of indoor beaco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ositioning accuracy of the transition area. compared with and without UWB beacons, 
the UWB + BDS combined positioning accuracy can be improved by at least 355%; 
(3)The adaptive weight factor can adjust the  observation weight ratio of different time 
and different types in real-time, and it enhances the efficiency of observation 
information utilization. Compared with BDS in open area, its positioning accuracy can 
be improved by at least 22.5%. 
【Key words】 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BDS）; ultra-wideband（UWB）; 
combined position; transition area; adaptive weight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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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对于室外空旷区域，北斗/GNSS通过采用伪距单点定位，RTK/PPP精密定位

等技术，已经可以满足人、无人车、机器人等不同用户的定位精度需求；在室内

环境下，也研发了伪卫星、UWB等高精度的的室内定位系统（IPS），苹果和华为

等智能手机开始植入UWB芯片，因此，随着我国北斗全球定位系统的全面组网
[1]，BDS+UWB的室内外定位系统迎来新一轮发展方向。目前，针对UWB室内定

位和GNSS室外定位已有很多孤立性研究，但针对室内外过渡区域，如何解决定

位“盲区”并无缝链接室内室外研究甚少，因此，如何通过过渡区域将室内室外无

缝链接已成为是室内外位置服务急需亟待解决的难题。针对这一难题，国内从过

渡方法、定位优化等方面进行了研究，蔡劲（2019）提出GNSS/地磁组合的室内

外无缝定位平滑过渡方法[2]，与纯 GNSS或地磁方法定位的精度相比，分别提高

85.7%和82.6%；胡权（2017）提出了一种UWB/GPS组合定位方案，验证在室外

环境下可显著提高定位精度[3]；李玉峰（2018）提出了一种变权重k最邻近的室内

外无缝定位算法，该算法通过权值调整使定位数据更加平滑[4]；王潜心（2019）
建立了一种基于DOP值的GNSS超快速观测轨道精化模型，该模型可用于室内

UWB优化布局[5]；庞艳提出一种时间平均的改进算法可使室内UWB定位精度由

传统算法的1.1 m提高到0.2～0.6 m[6]；Zhang kun（2018）对GPS和UWB数据进行

加权融合，使定位精度提高了64%[7]；国外学者对UWB及UWB+GPS进行了研究，

Paul（2009）和Rhea Nath分析了UWB的测距精度，得出室外空旷环境下测距精度

可达3cm[8,9]；Gleen（2010）在城市环境下利用GPS/UWB紧组合分析得出其定位

精度可达分米级[10]。 
本文基于北斗三号（BDS-3）+UWB组合，研究室外、室内和过渡区域完全

统一的组合定位原理、室内信标绝对位置确定方法和室内信标优化布局方法。 

1. GNSS+UWB组合定位原理 

GNSS和UWB都是测距定位系统，卫星位置可以通过卫星广播星历解算或直

接利用精密星历得到，可以认为是已知的，部署UWB基站一般采用相对位置，这

种相对位置可以通过基线的旋转转化为地心地固坐标系（ECEF）[11] ，本文假设

UWB基站的坐标是ECEF坐标系下的坐标。这样，无论是卫星还是UWB均可以采

用GNSS伪距单点定位方程[12] 
 uj ctus +−=jρ  (1) 

式中 iρ 表示伪距，ut 表示接收机的钟差，卫星 ），（ jj zy ,xs j
j ，用户 ),,( uuu zyxu ,

其中 j 的范围1~n（n≥4），n表示可视卫星数和UWB可视信号源总数。由此可知： 

 uuuu ctzzyyxx +−+−+−= 222
1 )()( 111 ）（ρ  (2) 

 uuuu ctzzyyxx +−+−+−= 222222
2 )()(）（ρ  (3) 

   

 uuuu
n

n ctzzyyxx nn +−+−+−= 222 )()(）（ρ  (4) 

与真实位置的定位误差 ）（ uuu ,,x zy ∆∆∆ ，定时误差 ut∆ ，可以利用BDS/GN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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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UWB的测距误差将上述方程线性化： 
 utc∆∆+∆+∆=∆ -zayaxa uz1uy1ux11ρ  (5) 
 utc∆∆+∆+∆=∆ -zayaxa uz2uy2ux22ρ  (6) 
   
 un tc∆∆+∆+∆=∆ -zayaxa uznuynuxnρ  (7) 

这些方程可以利用下列定义写成矩阵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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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得到 
 x∆=∆ Hρ  (8) 

这是一个超定或者正定方程，当n=4时其定位解为 
 ρ∆=∆ -1Hx  (9) 

当n>4时，它的解，可以得到最小二乘解为 
 ρ∆=∆ − TT HH 1Hx ）（  (10) 

由于各个卫星以及各个UWB之间的等效距离误差（UERE）往往不是独立同

分布的。上述的位置估计的最小二乘解就不是最优的，此时就可以引入加权最小

二乘（WLS），得到最优解为 
 ρ∆=∆ −− 11-1HRx RHH TT ）（  (11) 

其中，R为权值矩阵，每颗可视GNSS卫星和UWB信号源的定权规则是根据

UERE的贡献大小。在过渡区域，GNSS卫星和UWB信号同时存在。其中，UWB
的测距精度比GNSS伪距观测值精度更高[9]，因此，可以采用噪声方差的自适应

权重因子，其单个UWB的权重大于单个GNSS/BDS卫星的权重，各个UWB和BDS
卫星的自适应权重因子根据自身噪声方差确定，各自存在微小差异。 

2. 基于空间直线内引和外引的UWB信标绝对坐标确定 

对于室内定位，当前普遍采用局域相对坐标系进行室内定位。UWB等各种

信标通过一个参考点确定其相对位置，进而用户获得相对坐标。对于室内室外一

体化普适定位，这种相对定位结果远没有室外GNSS绝对定位结果应用方便。因

此，本文在国际上首次提出基于空间直线内引法和外引法的室内UWB信标绝对

坐标确定。图1给出了UWB信标部署方案及内引法和外引法示意图。 

． 

图1. 内引法和外引法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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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空间直线内引法 

空间直线内引法：通过两个已知点构成一条空间直线，将这种已知直线内

引到室内过渡区入口和室内，快速确定该空间直线上各个UWB信标的绝对位

置。 
假设室内按图1部署了UWB信标，基于激光测距和激光准直原理将室内

UWB信标位置与室外参考位置通过空间直线方程关联，室外已知参考点位精密

确定方法一般可以通过GNSS精密定位技术，如网络RTK、RTPPP或千寻国家地

基增强系统。 
下图序号5-10为UWB部署位置，9和5两点在一条直线上，8、9和10三点在一

条直线上，5、6和7三点在同一直线上，将5和9两点所在直线延伸到室外，利用

GNSS精密定位方法获得直线上1和2两点在ECEF坐标系上的绝对位置 ）（ 111 ,, zyx
和 ）（ 222 ,, zyx ，在通过上述的激光测距测出2、5之间的距离 1l 进而可以根据1和2确
定空间直线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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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可得出过渡区域点5 ）（ 555 ,, zyx 的位置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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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可以确定点9的绝对坐标 ）（ 999 ,, zyx 。 

2.2 空间直线外引法 

空间直线外引法：室内其他点布设的UWB信标可连接成空间直线，在室外

构建与之平行的直线，从而根据空间直线之间的平行关系，快速确定室内UWB
信标的绝对位置。 

使用激光测距的方法测出室内相邻信标的距离，由2.1已知1、5之间的直线距

离，在室外构建与之平行的直线，例如： 893467 //// lll ，从而根据空间直线平行关

系，快速确定室内UWB信标的绝对位置。 
由5、6、7和8、9、10为两条相互平行的空间直线，并且由北斗网络RTK测出

点3的坐标 ),,( 333 zyx ，点4的坐标 ),,( 444 zyx 。 
由此可以得出 34l 的直线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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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方向余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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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平行直线 67l 和 89l 直线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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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激光测距测得5和6两点之间的距离 2l ，则可直接得到点6点的绝对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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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可以确定点7、8和10的绝对坐标。综合2.1和2.2，通过内引法和外引法，

可以确定室内任何UWB信标在ECEF中的绝对坐标，这就为室内和室外均可以采

用GNSS定位原理奠定了理论基础。 

3．过渡区域BDS特征分析 

当从室外到室内或从室内到室外，均存在一个过渡区域，这个过渡区域不同

于空旷区域，也不同于室内封闭区域，主要特征是GNSS卫星并非完全遮挡，多

数情况下，可视卫星数量小于4颗，导致不能单独依托GNSS进行正常定位，因此，

对于过渡区域，通常是室外和室内定位两种方法的融合。在融合之前，本文先开

展如下试验。 
实验一：利用北斗三号（BDS-3）试验接收机在试验大楼正门开展从室外到

室内和室内到室外的观测试验，通过这个试验分析BDS可见卫星数量和位置精度

因子PDOP在过渡区域所呈现的特性。 

3.1 过渡区域BDS可视卫星变化特性 

将实验所观测到的卫星数量变化情况用图2直观表示。图中红色方框为过渡

区域内的可见卫星情况，在空旷区域，BDS-3接收机可以观测到的可见卫星数量

（包含BDS-2）多达12颗，从室外到室内时，可见卫星数量从12颗减少到2颗，进

入室内后最后到0颗，过渡区域BDS-3可见卫星数量呈现出迅速减少特性；从室内

到室外时，可见卫星数量从0颗、2颗、3颗、6颗到12颗的快速变化，可见卫星数

量呈现迅速增加特性。 

 
图2.从室外-室内（左）和室内-室外（右）可见卫星数量变化特性 



第十一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511 

3.2 过渡区域BDS PDOP变化特性 

下面两图分别表示从室外到室内和室内到是室外PDOP值的变化情况，红色

方框表示过渡区域的PDOP变化特性。从室外到室内PDOP从小于2迅速增长到超

过18；当从室内到室外，PDOP从18以上下降到2以下。 

 
图3.从室外-室内（左）和室内-室外（右）PDOP数量变化特性 

通过上述实验可以得出：从室外到室内，过渡区域的可见卫星数量快速减少

到0，PDOP快速增大，根据定位精度=测距误差×PDOP可以进一步得出，定位精

度会随着PDOP的剧烈增大而迅速减少；从室内到室外，结论相反，因为，根据

这个原理，过渡区域的定位精度随着PDOP的剧烈变化而变化。 

4. 过渡区域UWB信标星座优化布局 

根据上文分析可知，过渡区域卫星数量和PDOP均具有剧烈变化特性，从而

导致为定位精度剧烈变化甚至无法定位。要使过渡区域定位精度保持相对平稳，

最关键的是在过渡区域针对实际情况优化布局UWB信标，根本上保证PDOP的平

稳性。UWB信标部署需要在室内、室外和过渡区域一体化环境中，针对PDOP分
布和UWB信号可达距离等因素进行优化布局，尽可能既可用于室内，也可用于

过渡区域，从而使UWB信标总量最小，但PDOP效果较为理想[13]。图4为本文提

出了一种UWB五信标优化布局方案，基于该方案开展了如下试验。 
实验二：在实验大楼一楼部署五个UWB信标(如图4)，其中四个UWB信标分

别部署在四个墙角上，一个部署在后墙正直对过渡区域入口这样，这样在过渡区

域至少有2个信标可用，联合BDS，至少可保证有四个定位源。通过该试验分析

其PDOP和定位精度。 

．  

图4. UWB信标优化布局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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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过渡区域UWB+BDS的PDOP 

图4中的过渡区域可大致细分为三个区域，实际上都有5个定位源，BDS可见

卫星+UWB信标分别为：绿色区域为3+2，浅红色区域为2+3，黄色区域为1+5，
灰色区域为0+5，表示室内内完全封闭区域。 

图5表示部署UWB信标前后的PDOP比较，左图表示室内到室外、右图表示

室外到室内，红框表示过渡区域，红色表示BDS的PDOP，绿色表示BDS+UWB组
合的PDOP，蓝色表示空旷区域BDS的PDOP。综合左右两图中可以看出，从室内

到室外，BDS的PDOP高达18，但BDS+UWB组合的PDOP小于2，过渡区域

BDS+UWB组合的PDOP略低于室外空旷区域GNSS。这说明，通过UWB优化布

局，能确保过渡区域的PDOP具有良好的平稳性。 

 
图5. 室内-室外（左）和室外-室内（右）有无UWB信标的PDOP比较 

4.2 过渡区域UWB+BDS的定位精度 

图6表示部署UWB信标前后的定位精度比较，左图表示室内到室外、右图表

示室外到室内，红框表示过渡区域，红色表示BDS定位精度，绿色表示BDS+UWB
组合的定位精度。左图中BDS有6个历元可定位，其统计结果为14.82米；

UWB+BDS所有历元均可以定位，其定位精度为1.34米；空旷区域的BDS定位精

度为1.78米；部署信标后，其定位精度改善了达到了1006%，与空旷区域相比改

善了32.8%；右图中BDS-3有6个历元可定位，其统计结果为6.46米；UWB+BDS
所有历元均可以定位，其定位精度为1.42米；空旷区域的BDS-3定位精度为1.74
米；部署信标后，其定位精度改善超过355%。通过上述实验分析表明，部署UWB
信标后，其定位精度改善了超过355%，与空旷区域相比改善了22.5%；改善效果

非常显著，并且其定位精度比空旷区域的BDS-3伪距单点定位精度更好一些。 

 
图6. 室内-室外（左）和室外-室内（右）有无UWB信标的定位精度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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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结论 

本文基于UWB与GNSS组合方案，重点研究了并提出了一套效果非常显著的

室内外过渡区无缝链接方法，该方法的主要贡献在于统一了室内、室外和过渡区

域的定位原理，统一了室内室外在ECEF参考坐标系，这对于室内地图构建和室

内外一体化位置服务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通过试验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1）本文提出的内引法和外引法可以快速确定室内任何位置的UWB信标绝

对坐标。 
（2）在过渡区域，通过室内UWB信标优化布局，可以大大改善了PDOP值。 
（3）在过渡区域，通过UWB+BDS组合的方差自适应加权定位，所有历元均

可实现优于空旷区域的BDS高精度定位，其定位精度可达1.42米，与BDS相比，

UWB+BDS组合定位精度改善超过355%~1006%。 
后续工作将研制室内外一体化定位设备和软件，为室内外一体化服务及其产

业化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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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就北斗卫星的核心部件氢原子钟中的电离源部分，探究电离源中影

响电离泡寿命的因素。通过构建电离泡等离子体仿真模型，我们讨论了仿真的计

算结果，以及分析其中电离泡老化的物理过程，为提高电离泡寿命、改进电离源

工作性能拓宽思路。同时我们的研究为后续的工作积累实验数据，为模型优化提

供必要思路。 
【关键词】被动型氢原子钟 电离泡 等离子体 仿真 
【Abstract】In this passage, we studies the ionization source of the hydrogen maser to 
explore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lifespan of the dissociator bulb, the core part of the 
Beidou satellite by making a simulation of it. By constructing the plasma simulation 
model of the hydrogen dissociator bulb, we give the results of the simulation and   
explore the physical process of the aging phenomenon of the dissociator bulb. We aim 
to increase the lifespan of the dissociator bulb and broaden thoughts to improve working 
efficiency of the ionizing source. Meanwhile, our study accumulates experimental data 
for the following research and provides ideas for model optimization to some extent. 
【Key words】Hydrogen Maser  Discharging Bulb, Dissociator  Hydrogen Plasma, 
COMSOL Simulation 

 
 

一、背景及目的 

1.1 氢原子钟 

原子钟是一种高精密的计时装置，日累计误差可以达到纳秒的级别。因此原

子钟被称为目前世界上最准确的钟。根据量子力学原理中，原子能量具有不连续

性，从一个能级向另一个能级跃迁时，会吸收或者放出具有固定频率的电磁波，

这就是原子钟的核心物理原理。具体来说，通过利用相应原子的能级跃迁产生的

相应特定频率的电磁波，经电路做信号放大、锁定，以及稳定输出相应频率的电

平信号的装置叫做原子频标。原子频标在通过相应的连续比对、校准等一系列相

应的方法后，再投入使用的称之为原子钟。[7] 
那么所谓的氢原子钟，就是基于氢原子跃迁而研发出来的。从工作机理上来

分，氢钟可分为主动型和被动型。二者均具有良好的中长期的稳定性，其中被动

型氢钟因能够实现重量轻、功耗小等特性，从而被更多的应用于卫星等航空领域。 
上世纪70年代，上海天文台研制出我国首台地面主动型氢钟。2003年才开始

了星载氢原子钟项目。经过多年努力，才在保证氢钟性能的情况下，完成了向25
公斤的“瘦身”，实现了我国对星载氢钟的自主研发和应用，极其不易。星载氢原

子钟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心脏”[1]，它为北斗全球系统卫星提供了准确的时间

参照，而为了实现能让北斗全球系统卫星提供全球高精度导航定位服务能力的目

标，星载原子钟就必须达到相应的更高的要求。主要体现在长期可靠性方面，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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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卫星发射、轨道运行环境适应性方面等要求上，技术难度大，国外对该项技术

出口限制非常严格。因此实现对星载氢钟的自主研究就显得尤其重要。 

1.2 氢钟的工作原理及主要过程 

根据原子超精细结构能级理论，基态氢原子具有F=0和F=1两个基态超精细

结构能级。根据塞曼效应，其中F=1在外加弱磁场中分裂为mF =±1,0三个磁子能

级。氢钟就是利用基态氢原子在弱磁场中的两个超精细能级（F=1,mF=0）以及

(F=0,mF=0)，其跃迁频率为11420.405751MHz，通过锁相或锁频电路将石英晶振

输出的频率锁定在该频率上，得到高精度频率信号。[4] 

 
图1 氢原子塞曼效应图 

氢钟的主要过程：电离源的离解器将储氢材料放出的氢分子分离成原子，通

过准直器形成原子束流，再通过选态系统将（F=1,mF=0）态的原子射入微波谐振

腔的储存泡中，与注入的适当频率微波信号发生共振，使腔内能量增加，通过检

测微波谐振腔内的微波能量将电路系统输出的微波信号锁定在原子跃迁谱线上。

图1是氢钟的物理结构图。[6] 

 
图2 氢钟物理部分结构图[4] 



第十一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516 

目前，氢钟电离泡内氢的电离主要采用射频电离，常用的一种是在电离泡底

面安装绕盘线圈，通过交变电流产生交变磁场，并在电离泡内产生相应的电场，

对氢气内的自由电子进行加速，与氢分子碰撞后发生一系列反应将氢分子解离出

氢原子。 

1.3 进行仿真探究的目的 

电离源作为氢钟重要的子系统，作用是将氢气分子离解获取氢原子。氢原子

钟正常工作的必须是能持续获取一定数量条件的氢原子，石英电离泡则是氢分子

电离的场所。然而在实际使用中，石英电离泡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会产生老化现

象，主要表现为石英电离泡内壁发白，且变得粗糙，这会降低电离源的电离效率，

相对于北斗卫星长达十年的寿命，电离泡所能高效工作的时间则要少得多。 

 
图3 电离泡内壁老化发白 

对于石英电离泡老化问题，国内外都有相关的研究，但由于其中的机理较为

复杂，复杂的机理增加了具体分析的难度，相关计算的开展难度较大，根据相关

的实验结果的假说居多，对于老化的机理尚未有最终的论断。 
对于电离源当前关注的电离效率，可靠性等问题可以尝试通过对电离泡中的

等离子体的仿真获取相关信息。进一步展开分析计算。探究可能存在的反应的机

理，分析影响电离效率的因素，探寻提升电离源可靠性和工作寿命的可能，为改

进电离源拓宽思路。 

二、氢钟电离泡仿真模型的建立 

2.1 电离泡的电磁场分布 

设线圈中的交变电流为𝐼𝐼 = 𝐼𝐼0exp (−jω𝑐𝑐)，𝐼𝐼0为交变电流振幅，ω为振荡角频

率，根据Maxwell方程组可得电离泡中电场和磁场表达式 
E = 𝐸𝐸𝜃𝜃exp (−jω𝑐𝑐)𝐴𝐴𝜃𝜃 
B = 𝐵𝐵𝑧𝑧exp (−jω𝑐𝑐)𝐴𝐴𝑧𝑧 

其中𝐴𝐴𝜃𝜃为沿电离泡横向的方向向量，𝐴𝐴𝑧𝑧为沿电离泡纵向的方向向量，𝐸𝐸𝜃𝜃和𝐵𝐵𝑧𝑧
为电场和磁场的幅值。距离纵轴中心𝑟𝑟处的电场和磁场满足以下方程[4]： 

E(𝑟𝑟) =
𝛾𝛾𝐵𝐵0

𝜇𝜇𝜎𝜎 + j𝜀𝜀𝜀𝜀𝜇𝜇
𝐽𝐽1(𝛾𝛾𝑟𝑟)exp (−jω𝑐𝑐)𝐴𝐴𝜃𝜃 

B(𝑟𝑟) = 𝐵𝐵0𝐽𝐽0(𝛾𝛾𝑟𝑟)exp (−jω𝑐𝑐)𝐴𝐴𝑧𝑧 
其中𝜎𝜎、𝜇𝜇和𝜀𝜀分别为电离氢气的电导率、磁导率和介电常数，𝛾𝛾为电离气体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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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波的传播常数，𝐽𝐽0和𝐽𝐽1分别为零阶Bessel函数和一阶Bessel函数。 

 
图4 电离泡中电磁场分布 

由以上表达式可知，在电离泡中心轴上，磁感强度最大而电场强度接近于0；
在电离泡侧面处，磁感强度最小而电场强度最大。 

气体电离时被加速的电子有一个须达到的最低速度𝑣𝑣𝑒𝑒 ,这就存在一个对应的

电场最小值，为了达到这一电场强度，磁感应强度也需要满足一个最小值𝐵𝐵min。
在这种绕盘线圈产生的磁场中，磁感应强度最大的地方在纵向中心轴，其强度为

𝐵𝐵0，意味着这个最大磁感应强度不能小于𝐵𝐵min。通常𝐵𝐵0与三个参数有关：线圈中

电流大小、绕盘面积以及线圈疏密程度，对于一个给定的𝐵𝐵min，这三个参数有多

种组合，虽然这些组合都能使𝐵𝐵0达到𝐵𝐵min，但是产生的电场分布会有差异，进而

影响电离泡内的电离情况。因此，我们首先需要探究绕盘线圈不同参数组合对电

离泡内电场分布、离子浓度分布以及电子温度分布等因素的影响。 

2.2 电离泡内的离子反应 

有研究基于COMSOL仿真提出等离子体对石英电离泡内壁的主要作用有物

理刻蚀和离子溅射[5]，但该研究未对其可能的化学反应以及离子的多体产生的影

响作进一步探究。 
根据国外早期相关文献中给出测试分析结果指出，产生的白色物质为硅单

质，根据这个结果，我们提出了如下假设： 
(1)氧化还原反应产生硅是影响电离泡内壁老化的主要因素之一； 
(2)作为氧化还原反应中还原剂的是H+、H2

+和H3
+； 

(3)氧化还原反应使石英脱氧； 
在低能情况，Te≤3 eV 时，电子碰撞电离过程产生H2

+的反应速率常数远高

于产生H+的反应[5],因此我们推断还原剂主要是H2
+。有研究表明，在氢等离子体

中氢分子束流的引入会使H2
+的占比增大，H3

+占比减小，当氢分子束流增加到一

定程度时，H+、H2
+和H3

+占不再发生明显变化[3]。 

2.3 建立仿真模型 

根据上海天文台邓涛研究人员在氢钟电离源上进行的铺垫性研究分析的成

果，我们对电离泡的仿真主要分为两部分：等离子体和电磁场。考虑到电离泡具

有一定的轴对称性，利用COMSOL建立电离泡的二维轴对称模型。为了简化模

型，我们在界面仅设置电离泡和铜线圈，电离泡内腔是主要反应场所，铜线圈通

过电流产生射频场，促使氢气电离得到所需的氢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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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二维轴对称仿真模型 

运用COMSOL内置的等离子体模块和AC/DC中的磁场物理场。在此基础上

我们需要设定一些参数。包括线圈天线的功率，初始大气压强和大气温度，氢原

子、电子、离子初始密度及相互间反应情况，氢在电离泡内腔的反应，各零件的

材料的电磁特性。 
产生氢等离子态的反应大致有这五种分类：弹性碰撞，电离，解离，再结合，

激发。氢气在电离泡内腔中反应时，一共有8种物质需要被考虑：H2，H(n=2)，
H(n=3)，H(n=4)，H+，H2

+，H3
+，e，它们相互之间有24种体积反应和12种可能的

表面反应[9]，需要将这些考虑在模型中。在这里根据先例，我们着眼于主要的产

生离子和氢原子的反应。 

表1 H和H2的反应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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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仿真结果探究分析 

3.1 仿真结果 

以下的结果是在p0=0.3mtorr，P天线=20W，F电离泡=100MHz情况下。会发生反

应的原理，简单解释是因为电源带动线圈天线产生射频场，电子在射频场内获得

比较高的能量，撞击氢气分子，从而达到电离的作用。在石英腔中电子是其中比

较值得探究的粒子之一。反应到稳定没有较大变化时，电子密度呈现中心高，边

缘低的状态。而电子温度，存在高的聚集点，且聚集点靠近大曲率边缘。将射频

场调整为原来的1.5倍，对电子温度几乎没有太大的影响。而将线圈的圈数从原来

的7降到4后，在30毫秒时，分布基本没有变化，但电子温度的最大处会上升到原

来的5倍左右。在圈数为4的情况下，增大线圈面积，则可以有效降低电子温度。 

             
图6 电离泡腔内电子密度及磁场分布           图7 电离泡腔内电子温度 

另外仿真的结果也表明，沿着对称轴垂直方向来看，腔内的电场在靠近石英

腔壁的时候最大，这与已有的结论相吻合[8]。如图8中显示的，从整个反应 

 
图8 电离泡竖直内壁中心处电场值随时间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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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来看，石英壁附近的电场先增大后减小然后达到稳定，其中(7)、(4)表
示线圈的圈数，(4`)表示控制线圈面积与7圈相同情况下的绕匝为4的线圈。因为

电场的强弱，影响到腔内带电粒子的能量，电场越强，带电粒子所拥有的能量越

高。根据做出的假设，带电粒子具有较高的能量时，对石英壁的作用也就越强。 

3.2 反应分析 

首先我们观察到，电离泡的老化具有均匀性，即电离泡内壁普遍出现发白的

情况。有研究表明，低温氢等离子体具有还原氧化物的能力[2]，能够剥离氧化物

的氧原子。因而发白的原因，我们认为是因为氢等离子体与石英壁发生了氧化还

原反应，可能发生如下的反应。 
𝑂𝑂2− + 𝐻𝐻+/𝐻𝐻2+/𝐻𝐻3+ + 𝐻𝐻2 → 𝐻𝐻2𝑂𝑂 ↑ 

氢等离子体中具有氢原子、离子、分子、电子。在电离泡中，氢气是经过提

纯以低压高纯度的进入石英腔中，得到各种原子、离子的反应主要在靠近石英壁

上。一个化学反应能否向正方向进行，主要看反应的熵焓的变化。要进行上述反

应，而且是从石英中剥离氧，应该需要外界加热等方式。然而，在射频场的作用

下，靠近石英壁有较大的电场，且壁上某点的电场在的最大时刻时，反应处于进

行的较为剧烈的程度，此时的各种粒子携带有一定的电子伏特的能量，使得微小

区域内达到极高的温度。在总体呈现室温的状态下，反应以极小的程度发生，在

累积作用下，星载氢原子钟其他零件还未到达指定的退休年限，电离泡就存在先

老化到影响仪器的精准性。 

 
图9 老化电离泡侧面展示图 

另外我们注意到，在电离泡的内壁上存在一些老化更加严重的部位，在靠近

线圈和内壁曲率大的地方，透明度更低，粗糙程度更高，白色的沉积感更强烈。

仅从二维的截面来看，老化严重处与仿真结果中电子温度高的那段石英内壁有相

吻合的地方。微观上来说，温度是反应粒子平均运动速率的物理量。电子温度高

的地方，电子的动能越高。因而我们推测，高电子温度加上大曲率，使得相应位

置的石英内壁电荷更容易积累，且这一区域内的每个微小区域，所能达到的反应

所需的较高温度的可能性更大，因而老化的严重程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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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结 

4.1 缓解电离泡老化的方式 

（1）优化天线结构，改变线圈的匝数和绕制方式，降低线圈的功率，使得

在达到所需能进行电离条件的同时，降低电离腔内的能量。控制线圈匝数不低于

4不高于7，线圈面积不低于电离泡底面积，是稳定电离泡内电磁场的有效措施； 
（2）大部分的反应发生是在电离泡内壁上的，内部上除了有氢原子产生的

反应，原子在内壁上会重新结合成分子。另外电子与氢分子碰撞产生氢原子是电

离泡内主要贡献氢原子的反应，一系列副反应产生的相对速率较低的离子是腐蚀

内壁的因素，电子反应后的剩余能量是助推者。因而寻找理想的材料为石英泡内

壁增加涂层来缓解电离泡老化，涂层材料应能够基本满足与等离子难反应或者能

够转化产生的离子一定程度的向中性粒子转变，使得离子对泡壁的腐蚀滞后，从

而暂时性延长电离泡寿命； 
（3）改变石英泡形状结构，即降低较大曲率内表面的出现，降低离子对电

离泡的聚集性腐蚀； 
（4）控制氢气的输入密度和流速，使反应达到电离过程的最佳反应系数的

同时，使得氢原子的浓度尽可能提高而H2
+尽可能减少。 

（5）在原射频场下，再增加能产生新的电磁场的线圈，其目的在于，在对

产生氢原子反应没有太大的影响的情况下，在两者叠加产生的电磁场中，相对速

率较低的离子，撞击到电离泡内壁的概率降低，离子速率的提高也不显著。 

4.2 模型的创新点 

国内在对电离泡内的等离子体上的相关研究比较少，对等离子体的腐蚀反应

的研究大多在情况单一，促进和利用腐蚀反应的情形居多，对减缓等离子体对表

面的腐蚀，大多没有研究。本模型在给出条件的情况下探究了减缓腐蚀的措施和

方向。 
仿真研究电离源是近些年兴起的研究的方法，由于对等离子体的研究具有一

定的复杂性，仿真研究就是在考虑一定因素的情况下进行试探性研究，其与实际

的贴合程度，是随着建立的模型细节的增加以及各种技术的提高在不断的上升

的，目前在一些情形上确实达到协助改进的效果。用仿真的模型去评估主要因素

对电离泡老化的影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结构内的一些理想化变化规律，从

而可以和实际相比对，为延长电离泡寿命、提高电离源电离效率的提供思路和方

向。 

4.3 模型的局限性 

（1）电离泡模型 
电离泡模型虽然设置了有效边界，但在材料的属性和物理场中并未考虑到散

热造成的温度波动的情况，仅考虑了模型在散热后的一直处于室温下的结果。另

外在模型的建立上，仅建立了二维轴对称模型，未建立起三维模型，因而原模型

在某些程度上并不能很好给出仿真结果。例如实际情况中存在的气体的进入和流

出，导致产生粒子浓度分布不均匀的情况对后续的影响。模型是在理想情况的仿

真，对于电离泡内腔可能存在的参杂物质的影响也是排除在外的。尽管这样，在

充分考虑到模型简化和对主要粒子状态分析，该模型还是能说明一定的情况的。 
（2）天线模型 
首先是极大的简化线圈天线的模型，用COMSOL内置的磁场物理场，去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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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范围。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去仿真模型中的电磁部件。这里的磁场的公式化

只能用于特定的假设，比如去处理由平面外产生的电场对磁场的影响。这里仿真

采用了二维轴对称的平面，显然是会忽略电场在轴向的对称性。因而这里的场并

不是能代表螺旋天线产生的，通过电磁场公式或者集总端口激发线圈天线可以解

决，但都不能应用于这个模型之中。尽管这样，但对等离子体的分析不是主要关

联项。[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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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众‘益’心”——基于北斗导航的疫情环境下公益服务平台及

物资流动配送综合管理系统 

作    者：徐浩轩、李玟、卢佳佳、唐璇 
指导教师：陈洋卓、姚湘 
学    校：湘潭大学 
 
 

【摘要】2020年初爆发疫情之时，很多心地善良的人们都为灾区贡献出了自己的

一份力量，但令人们难以安心的是，自己并不能确切的知道自己捐赠的物资的走

向，所以非常担心自己的爱心不能及时送达有需要的地方，而是在途中丢失、被

第三方“征用“甚至在运输过程中被调包。所以，物资的运输、调配、走向追踪以

及工作人员的调配和库存的分布成为了牵动每个人心弦的问题。本团队项目就是

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设计的，基于北斗定位的智能公益平台，针对物资的安全监管

以及追踪等问题，本团队设计了一款辅助于具有实时定位、电子防拆围栏、轨迹

追溯以及有开箱警告的智能运输货箱，实现了捐赠物资可追踪、流向明、调配公

正、透明公开、分配效率高等问题。智能公益平台还可以使多地信息互通，库存

互补，以防有的地方库存积压而有点地方物资告急，给防疫工作造成损失。特别

是管理者可以通过平台查看物仓中工作人员和运输车辆的分配，便于提前做好规

划和调配。智能公益平台有效解决了灾情当中资源分配、人力安排和物资透明公

开等问题，让捐赠者安心、让管理者省心、让救灾者放心。 
【关键词】物资   效率   透明 
【Abstract】When the epidemic broke out in early 2020, many kind-hearted people 
contributed their strength to the disaster area, but it is hard to worry that they do n’t 
know exactly the direction of the donated materials, so they are very worried Love 
cannot be delivered to the place where it is needed in time, but is lost on the way, 
"expropriated" by a third party, and even transferred during the transportation process. 
Therefore, the transportation, deployment, tracking of material supplies, the 
deployment of staff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ventory have become a matter of concern 
for everyone. This team project is designed for the general public. Based on Beidou's 
positioning, it is an intelligent public welfare platform. For the safety supervision and 
tracking of materials, the team has designed a system that supports real-time 
positioning, electronic anti-demolition fences, track tracing, and Intelligent shipping 
containers with unpacking warnings have realized the problems of traceable donations, 
clear directions, fair deployment, transparency and openness, and high distribution 
efficiency. The intelligent public welfare platform can also exchange information in 
multiple places and complement each other's inventory, in case some places have a 
backlog of inventory and some local supplies are in a hurry, causing losses to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work. In particular, managers can check the distribution of staff 
and transport vehicles in the warehouse through the platform, which is convenient for 
planning and deployment in advance. The intelligent public welfare platform effectively 
solves the problems of resource allocation, manpower arrangement, and transparent and 
open materials during the disaster, so that donors can rest assured, managers can be 
assured, and relief workers can be assured. 
【Key words】material efficiency and transpare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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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会背景与当前方案 

2019年12月以来，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给全中国乃至世界各大国都带来了严

重的影响。在疫情大范围扩散期间，医疗物资需求量急增。为大力支持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肺炎的疫情防控工作，广大企业、社会群体以及居民群众等纷纷捐款捐

物。然而，由于交通管制、疫情防控等因素影响，全国物资的调配和流通出现了

较严重的紊乱，以致大量物资无法快速供应疫区一线。该问题迫在眉睫。 

 
图1 截止2020-03-08 疫情实况 

“防护服需要吗？” 
“哪里有口罩？” 
“身份核实了吗? 和谁核实的？是哪家医院？” 
以上问题是时下大家颇为关注的问题，物资需方不知如何请求帮助，而物资

供方不知何处何时何种物资短缺，并且也担忧物资需方的信息是否属实。这让疫

情防控任务更加艰巨繁重。 
与此同时，近来，物资输送方面也存在着不少安全隐患。首先，物资有可能

在中途被征用或被偷偷掉包，以致中途丢失。第二，由于物资调配不公正、不透

明，定向捐赠物资去向不明，以致发生深圳“白条”事件。第三，物资库存及分布

情况不清晰，由此造成物资积压，会给防疫工作造成损失。最后，特定时期，某

些部门组织由于人手不足、经验不够，也会效率低下，造成物资调配混乱。 
如何确定急需物资的调配，并将急需物资在第一时间送到第一疫区成为了现

下急需解决的一大问题。 
我团队基于目前现状，针对疫情环境下如何让物资精准与需求对接的问题，

提供了一项从平台到硬件一站式的解决方案，结合北斗定位、蜂窝通讯、电子围

栏以及传感器等技术，搭建起医疗物资供需的桥梁，把需要的物资送到真正的一

线岗位上，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全程可视化管理，组成一张抗疫物资的物资保

障网，确保公众监督、阳光捐赠，同时，平台也将对捐赠和受助信息进行实时播

报，确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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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们的创新方案 

（1）定位模块，内含超低功耗和极致小型化的UFirebirdTM UC6226定位器。

通过北斗定位系统，通过测量已知位置的卫星到用户接收机之间的距离，综合卫

星的数据计算接收机的具体位置，再根据高速运动的卫星瞬间位置作为已知的起

算数据，采用空间距离后方交会的方法，从而确定捐赠物品的位置信息，如经纬

度、地点名称等。 

 
图2-1 北斗定位系统运作流程图 

（2）溯源系统组成：使用二维码作为唯一的索引溯源码。使用者可以登陆

APP客户端扫码获取信息，就能看到捐赠物品生产信息，其中包括了从产地到被

捐赠整个过程各环节的溯源信息流。 
受赠者还能得知捐赠物品运动轨迹数据统计，位置信息以及历史轨迹数据，

还可以了解使用物品的捐赠者，捐赠者可以以个人名义，集团企业，慈善基金等

进行捐赠，亦或是匿名捐赠，使用者可以对有质量问题的捐赠物品进行举报，反

馈给物品安全检测部门，有关部门可及时得到反馈，对有问题的捐赠物品批次及

时做出处理。 
（3）整体方案任务流程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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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分解介绍： 
1）在捐赠物品包装箱内部安装北斗定位模块UFirebirdTM UC6226芯片。 
2）捐赠物品经过生产线后，在包装箱上打印二维码，使用者通过扫描二维

码即可及时获得相应物品的生产地址、生产时间、质检员以及对应的捐赠者等信

息。 
3）捐赠物品出厂后开启定位模式，每隔一天发送一次定位信息，存储到后

台数据库中，如果连续三天的地址信息不变则芯片进入睡眠模式，在检测到加速

度以后开始重新定位。 
4）该系统的数据库能够存储两种信息。一是捐赠物品的基本信息，二是捐

赠物品的位置信息，两者通过北斗芯片的序列号相联系，捐赠物品的基本信息中

有对应北斗芯片的序列号，如果想要知道该捐赠物品的地址信息，只要调出对应

的片北斗芯片的定位信息即可。 
5）使用者通过手机扫描包装上的二维码，可以在手机终端进行溯源查询与

实时

定位 运输 

捐赠物品

北斗定位 
物流公

司 

分配至

受赠者 

反馈 

信息 

捐赠者

评分 

 

发送

数据 

用户通过智

能终端获取

信息 APP数据

更新 

数据库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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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 

3．功能概述 

3.1 智能资源调配 

特定时期，某些部门人手不足、经验不够，造成物资调配混乱，效率低下。

智能公益平台可以自动分析结合各地现状，给出工作人员的调配方案。监督者、

管理者可通过管理平台综合查看物资状态及分布情况，便于提前做好规划与协

调。 做到有条理、有规划、有效率。 

3.2 库存信息共享 

救灾时期要做到争分夺秒，一旦库存及分布不清晰、物资库存及分布情况不

清晰，就会造成物资积压，给防疫工作造成损失。本团队的智能公益平台系统可

以使多地货仓的信息实时共享，以便及时调配，准确的知道物资该如何分配、分

配多少。防止一个地方出现货物积压，而另一个地方却物品短缺。让救灾物资能

更快速、准确的到达需要的地方。这样救灾物资才能发挥更充分的作用。 

3.3 物资流向追踪 

智能公益平台系统在接受到捐赠的物资时，将会登记该物品的各方面信息。

在这一次救灾行动中，救灾物资出现过被掉包、征用、丢失等问题。通过与本团

队基于北斗定位的定位货箱，在登记物品的一系列相关信息之后，捐赠方可通过

APP即可实时查看捐赠物资的位置，流向清晰明了；另一方面，对于运输过程中

的重要物流节点，设置电子围栏，及时了解物资中转情况，结合电子围栏，物资

进出电子围栏自动上传信息。通过平台或者APP可以选定时段，查询物资配送的

历史轨迹，既可通过过程播放显示活动路线，也可以静态连线显示路线状况。此

智能箱子还具有拆箱提醒功能，物资拆箱后，第一时间上传信息及位置信息，确

保物资用于受捐单位。为物资的安全提供了极大的保障，满足了捐赠者和受捐者

的需求。 

4．作品解析 

4.1 项目基础硬件：支持北斗定位的物流货物管理定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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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北斗定位的物流货物管理定位器支持的功能如下： 
1.实时定位： 
捐赠方可通过明了在线APP实时查看捐赠物资的位置，流向清晰明了；监督

者和管理者可通过管理平台综合查看物资状态及分布情况，便于提前做好规划与

协调 
2.电子围栏： 
物流节点管理：对于运输过程中的重要物流节点，可以设置电子围栏，及时

了解物资中转情况 
出入仓管理：结合电子围栏，物资进出电子围栏自动上传警告信息 
多种围栏方式：支持行踪区域（省、市、县）设置围栏，并且支持圆形及多

边形围栏 
3.轨迹追溯： 
通过平台或者APP可以选定时段，查询物资配送的历史轨迹，既可以通过过

程播放显示活动路线，也可以静态链接显示路线状况 
4.开箱警告: 
拆箱提醒：物资拆箱后第一时间上传警告信息及位置信息，确保物资用于受

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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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项目基础硬件技术参数： 

 
4.3 项目适配软件： 

4.3.1 “手拉手”公益互助平台 
1.时间与北斗定位地理位置信息结合，供需资源一目了然 
2.多渠道信息收集，加速资源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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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统一物资发布渠道，实现供需方自助对接 
4.精确搜索特定要求，加速供给到位 

 
图一 北斗导航定位供需方位 

 
图二 北斗导航定位供需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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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供需方信息发布 

 
图四 物资轨迹查询 

 
图五 物资供需方交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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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物流助手 

 
图一 APP与硬件、物资的关联 

 
图二 实时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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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电子围栏 

 
图四 轨迹回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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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开箱警告 

5．当前方案以及原理的分析 

5.1 北斗定位模块 

（1）方案阐述：基于物资的特性进行分析，从捐赠者到受捐者途径的时间

周期较为长久，为实现定位软件的长久、持续、可循环利用的条件下。将定位器

定时发送地址信息，并加入休眠的解决方案是为最合适的。 
（2）实现原理：针对于物流的信号环境比较恶劣，位置网络覆盖较弱，本

团队在该项目产品中使用UFirebird UC6226芯片。UC6226 内置有Sensor Hub，可

以通过精准的场景及上下文识别，即使在恶劣信号环境仍能保证更快、更精准的

定位体验。 

5.2 溯源系统 

（1）原理阐述：为每一箱物资制作一份特有的“身份证明”——即定位芯片。

其将不同类型的数据转换成二进制数据。对输入的信息进行分析，确定输入的信

息数据类型及版本；然后对数据进行编码，将输入的信息转换成二进制。捐赠者

通过手机便可以获得该物资的相应的信息。 
（2）原理分析：一般的芯片即静态芯片中的信息是一次写入，不能修改的，

即确定芯片内的信息并生成数据后，解析出来的信息只能是之前写入的信息，不

能改动，如果要修改只能重新生成一个全新的芯片。而本溯源系统需要的是一个

具有节点信息实时生成的，所以本团队采用的芯片在各个环节可以对信息载体添

加新的信息，并且信息的内容和类型不是单一的本文，可以是不同类型的组合，

文字、图片、音频或者视频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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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应用前景 

如今，新冠肺炎疫情还没得到完全控制，口罩、消毒液等日常防护用品在疫

情的影响下成为战略物资，而疫情资源信息的不对等使抗疫防控工作更加艰巨繁

重。同时，未来是否还会有突发疫情从而造成物资紧缺、物资得不到有效对接等

问题，我们难以保证。但结合北斗定位系统而研发出来的公益服务平台以及物资

流动配送管理系统，将会提供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 
总体而言，在疫情情况下，本项目能够通过精准的信息收集，信息核实，北

斗定位等，让物资能够高效准确的在第一时间送到防控一线。对于爱心人士而言，

这个平台信息简洁明了且真实，能够让他们放心的进行捐赠的同时，对于物资的

流向了如指掌。对于物资紧缺的各大医院和门诊等而言，这个平台能让他们的需

求得到有效且高效的帮助。而对于监督者/管理者，可以通过管理平台综合查看物

资状态及分布情况，便于提前做好规划与协调。 
随着该平台的成长，其体现着移动性、便捷性以及全面性，是目前其他软件

及系统无法比拟的，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同时还能扩展为医疗救助、物资捐助

和发放、疫情排查、心理支持的多功能服务平台。该平台的上线，实现资源的合

理配置和全程可视化管理，将会给疫情防控工作提供莫大的帮助。 

7．设计过程 

7.1 当前发现以及明确问题的所在之处 

目前世界上许多的国家都在为新型冠状病毒所侵扰，虽然疫情高峰期已过，

却无法确保疫情是否会卷土重来，而且目前诸多病患及其家人仍处于水深火热之

中，国家各部门以及民众正在共同抵抗疫情。 
疫情调查情况如下： 

 
图7-1 全国累计确诊病患人数 



第十一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536 

 
图7-2 全国疫情分布图 

在中国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社会慈善捐赠受到大家的高度关注。

这个过程中，大家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捐赠难的问题，以及慈善捐赠物资的分

配问题，都受到大家的关注。 
民政部副部长詹成付表示：这次疫情中，广大人民群众蕴藏着极高的慈善热

情、慈善情怀。截至3月8日24时，全国各级慈善组织、红十字会接受社会捐赠资

金约292.9亿元，捐赠物资约5.22亿件。全国各级慈善组织、红十字会累计拨付捐

赠资金约239.78亿元，拨付捐赠物资约4.66亿件。这可以看出人民群众的慈善热

情。 
慈善组织一头联系着捐赠者，一头联系着受赠者。疫情发生以来，各级各类

慈善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汇聚了巨大的力量，跟党和政府的行政力量互联互动，

共同形成了抗击疫情的强大动力。 
在这次疫情的应对过程中，可以看到慈善组织的运作能力还有待改善和提

高。特别是前一段时间大家关心的捐赠资金下拨慢，捐赠物资拨付不精准，信息

公开不及时、不全面、不透明等问题。相关情况法律都有规定，把法律的规定变

为慈善组织的行动自觉，还有一段路要走。 

7.2 针对该选题制定的设计方案 

数据获取：捐赠物品包装箱内部主要包括便携的定位器设备，终端以及云端

服务器。携带的定位器为所有服务实现的主要设备，在其工作时定时获取到设备

使用者当前的位置信息，如果位置长期不变则进入休眠模式。 
数据上传：当获取到设备所在地理坐标，设备将所有数据进行打包上传至服

务器端。后续处理数据在服务器端和终端进行。在终端可以对设备设置以及进行

数据主动获取。 
数据中心：一个地区的捐赠物品监管信息是海量的，需要建立一个数据中心。

该中心以大型数据库服务器为基础，建立捐赠物品安全备案数据库、捐赠物品基

本信息数据库、捐赠物品运输地址信息数据库、捐赠物品流通企业信息数据库等

监管数据信息。这些信息按照相应的权限设置提供给监督管理方、流通企业、终

端用户、上级主管部门及政府其它职能部门配置的相应客户端软件进行数据上

传、修改、删除、查询等操作。 
客户端系统：该客户端系统依托数据中心的“捐赠物品信息数据库”、“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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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帐数据库”,结合监管的全新理念，以加强对捐赠物品使用单位监管为切入点,构
成“捐赠物品检测管理客户端系统”,用户可以扫码查询捐赠物品信息，还可一键

反馈。 

8．技术报告 

8.1 项目交互逻辑 

①登录/注册：民间慈善组织代表或个人用手机号进行注册，并上传身份证进

行实名认证，然后登陆；物资捐赠慈善企业或公司由企业或公司的法人代表进行

注册并且进行公司或企业的资质认证，然后登陆；受捐助的医院由医院的法人代

表进行注册并且进行医院资质认证，然后登陆；对于捐赠对象为人民百姓的情况，

则以乡村村委会或城镇居委会为单位，由乡村村委会或城镇居委会负责人进行注

册并进行基层自治资格认证，然后登陆。 
②系统界面：系统界面分为地图热点模块、实时信息推送模块、需求申请模

块、物资捐赠模块、劳力务工模块、物资追踪溯源模块。 
③搜索模块：用户点击地图热点模块后，其后又出现三个子目录，分别为：

供方热点地图、需方热点地图、民间组织热点地图；供方热点地图显示的是物资

生产企业或公司；需方热点地图显示医院、发热门诊以及地方公益机构；民间组

织热点地图显示的是各地的乡村村委会或城镇居委会。 
④实时信息推送模块：用户点击实时信息推送模块后，其后出现四个子目录，

分别是：实时播报、资助信息、求购信息、供应信息；实时播报的内容为最近的

新闻信息；资助信息由等待资助和资助完成两种信息，资助完成的信息由供方提

供，等待资助的信息由需方提供；求购信息主要由较大的事业单位和编制部门提

供，面向数量较大的采购。 
⑤需求申请模块：由医院、发热门诊、地方公益机构以及地方乡村村委会或

城镇居委会发布，数据上传至北斗系统数据中心，由北斗卫星组网系统定位，再

将位置显示在APP上。 
⑥物资捐赠模块：由个人、民间组织、企业发布，捐赠者将物资提交至当地

的物资捐赠点，系统自动与需求申请信息进行匹配，匹配完成并且物资交接成功

则会发布信息将出现在资助信息里。 
⑦劳力务工模块：这一板块主要面对机构是快递接收代理、汽车公司、当地

志愿者协会、物流公司等，主要负责医疗救助、心理劝导、物资发放、疫情排查、

宣传倡导、社区服务等工作。 
⑧物资追踪溯源模块：系統将供方和需方进行匹配后，会通知供方在物资追

踪溯源模块进行设置，设定区域电子围栏 

8.2 硬件设计 

1.主控芯片 
2.六轴运动传感器（用来判断是否在运输过程中） 
3.电池 
4.指示灯 
5.显示屏 
6.北斗定位模块（用于室外定位和追踪溯源） 
7.蓝牙模块（用于室内定位） 
8.移动通信模块/GSM模块（用于实时向PC或手机APP各项数据及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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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光线感应器（用于检测是否开箱） 

 
原理图a(MCU) 

 
原理图b（电源） 

 
原理图c（蓝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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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图d（北斗_GPS） 

 
原理图e（TF卡） 

 
原理图f（六轴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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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B设计 

8.3 定位原理 

三点定位法，顾名思义首先有三个圆点，同时我们也知道这三个圆的半径，

最终求得三圆的交点，达到定位效果。如图： 

 
我们的目的是求得O点，利用毕达哥拉斯定理我们可以快速求得O点坐标。

不过事与愿违，现实情况并不总是如人意，而是这样： 

 
甚至有的情况其中两个圆或者三个圆完全就不相交，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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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些误差原因，实际上想要准确的知道使用者当前位置是相当困难的，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运算得到一个近似解。为了应付这些情况，我们需从两个圆入

手，先找到两两圆之间的中心点，再求三圆的中心点。 
除去圆中圆的情况（现实基本上不存在），两圆关系可分为两种，相交，不

相交。 
两圆相交 

 
可知此时两圆交点A，B，我们的目标点是AB中点C。根据勾股定理我们可

知 

 
解得： 

 
根据比例关系求得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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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圆不相交 

 
如图，我们需要求O点，简单的做法就是直接根据半径比例计算 
8.3.1 代码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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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定位方式 

 

 
图8-4-1 定位方式 

网络侧定位：由Beacon、智能终端、蓝牙网关、服务器（定位引擎、数据库）

等组成。当智能终端进入Beacon信号覆盖范围内，对接收到的RSSI值通过蓝牙网

关上传到服务器，定位引擎对其进行处理，在管理后台可以进行管理查看。 
终端侧定位：由Beacon、移动终端、服务器（定位引擎、数据库）等组成。

当移动终端进入基站覆盖范围，测出其接收到的RSSI（信号强度）值通过内置定

位算法测出具体位置，通过地图引擎进行展示、导航等操作。 

8.5 光线传感器 

工作原理 
光电传感器是通过把光强度的变化转换成电信号的变化来实现控制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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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传感器在一般情况下，有三部分构成，它们分为：发送器、接收器和检

测电路。 
发送器对准目标发射光束，发射的光束一般来源于半导体光源，发光二极管

(LED)、激光二极管及红外发射二极管。光束不间断地发射，或者改变脉冲宽度。

接收器有光电二极管、光电三极管、光电池组成。在接收器的前面，装有光学元

件如透镜和光圈等。在其后面是检测电路，它能滤出有效信号和应用该信号。 
此外，光电开关的结构元件中还有发射板和光导纤维。 
三角反射板是结构牢固的发射装置。它由很小的三角锥体反射材料组成，能

够使光束准确地从反射板中返回，具有实用意义。它可以在与光轴0到25的范围

改变发射角，使光束几乎是从一根发射线，经过反射后，还是从这根反射线返回。 
代码实现 

 
8.6 GSM模块 

8.6.1 工作结构 
GSM系统主要由移动台（MS）、移动网子系统（NSS）、基站子系统（BSS）

和操作支持子系统（OSS）四部分组成。 
移动台（MS） 
移动台是公用GSM移动通信网中用户使用的设备，也是用户能够直接接触

的整个GSM系统中的唯一设备。移动台的类型不仅包括手持台，还包括车载台和

便携式台。随着GSM标准的数字式手持台进一步小型、轻巧和增加功能的发展趋

势，手持台的用户将占整个用户的极大部分。 
基站子系统（BSS） 
基站子系统（BSS）是GSM系统中与无线蜂窝方面关系最直接的基本组成部

分。它通过无线接口直接与移动台相接，负责无线发送接收和无线资源管理。另

一方面，基站子系统与网络子系统（NSS）中的移动业务交换中心（MSC）相连，

实现移动用户之间或移动用户与固定网路用户之间的通信连接，传送系统信号和

用户信息等。当然，要对BSS部分进行操作维护管理，还要建立BSS与操作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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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系统（OSS）之间的通信连接。 
移动网子系统（NSS） 
移动网子系统（NSS）主要包含有GSM系统的交换功能和用于用户数据与移

动性管理、安全性管理所需的数据库功能，它对GSM移动用户之间通信和GSM
移动用户与其它通信网用户之间通信起着管理作用。NSS由一系列功能实体构

成，整个GSM系统内部，即NSS的各功能实体之间和NSS与BSS之间都通过符合

CCITT信令系统No.7协议和GSM规范的7号信令网路互相通信。 
操作支持子系统（OSS） 
操作支持子系统（OSS）需完成许多任务，包括移动用户管理、移动设备管

理以及网路操作和维护。 
8.6.2 工作原理 
1、GSM 是一个蜂窝网络，也就是说移动电话要连接到它能搜索到的最近的

蜂窝单元区域。GSM网络运行在多个不同的无线电频率上。 
2、GSM网络一共有4种不同的蜂窝单元尺寸：巨蜂窝，微蜂窝，微微蜂窝和

伞蜂窝。覆盖面积因不同的环境而不同。巨蜂窝可以被看作那种基站天线安装在

天线杆或者建筑物顶上那种。微蜂窝则是那些天线高度低于平均建筑高度的那

些，一般用于市区内。微微蜂窝则是那种很小的蜂窝只覆盖几十米的范围，主要

用于室内。伞蜂窝则是用于覆盖更小的蜂窝网的盲区，填补蜂窝之间的信号空白

区域。 
3、蜂窝半径范围根据天线高度、增益和传播条件可以从百米以上至数十公

里。实际使用的最长距离GSM规范支持到35公里。还有个扩展蜂窝的概念，蜂窝

半径可以增加一倍甚至更多。 
GSM同样支持室内覆盖，通过功率分配器可以把室外天线的功率分配到室

内天线分布系统上。这是一种典型的配置方案，用于满足室内高密度通话要求，

在购物中心和机场十分常见。然而这并不是必须的，因为室内覆盖也可以通过无

线信号穿越建筑物来实现，只是这样可以提高信号质量减少干扰和回声。 
8.6.3 工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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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4 代码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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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北斗定位系统 

8.7.1 北斗定位模块 
项目产品中使用UFirebird UC6226芯片。UC6226 内置有Sensor Hub，可以通

过精准的场景及上下文识别，即使在恶劣信号环境仍能保证更快、更精准的定位

体验。 
UFirebirdTM UC6226 

单点定位： 2.0m 

测数精度： 0.1m/s 

首次点位： 冷启动<29s，热启动<1s，重捕<1s 

尺寸 QFN40封装   5x5mm 

工作温度 -4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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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FirebirdTM UC6226 

供电电压： 
1.65V~3.6V（use DC-DC） 

1.1V~1.98V（bypass DC-DC） 

湿敏 MSL3 
 
8.7.2 北斗定位系统工作原理 
卫星定位的基本原理是根据高速运动的卫星瞬间位置作为已知的起算数据，

采用空间距离后方交会的方法，确定待测点的位置。设时刻t在测站点P用接收机

同时测得P点到四颗卫星S1, S2, S3,S4的距离P1，P2, P3, P4,通过电文解译出四颗

GPS卫星的三维坐标(X Y,Z）用距离交会的方法求解P点三维坐标(X,Y,Z)的观测

方程如下，其中c为光速，δt为时钟。 
 P12=(X-X1)2+(Y-Y1)2+(Z-Z1)2+cδt  (1) 
 P22=(X-X2)2+(Y-Y2)2+(Z-Z2)2+cδt  (2) 
 P32=(X-X3)2+(Y-Y3)2+(Z-Z3)2+cδt  (3) 
 P42=(X-X4)2+(Y-Y4)2+(Z-Z4)2+cδt  (4) 

8.7.3 代码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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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公益服务平台及物资流动配送综合管理系统是利用信息化手段建立的新的

公益平台，以法律法规为依据、监督网络为基础、信用体系为载体、信息技术为

支撑构建而成的。本项目是基于北斗技术和物联网大数据建立的公益平台物资管

理系统，用户可通过智能终端全天候查看相关信息，更加透明化化、公众化，实

现从行政监督到社会公众与行政监督同时监管的转变。贴心的信息提供让更多在

疫情环境下需要各种物品的个人及单位等在使用相关物品进行抗疫时少了后顾

之忧。搭建好北斗信心物资保障网络，使得我们国家以后遇到各种自然病灾时更

有防范措施，北斗物资网络的建成将更好的实现技术上的军民融合，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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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天御爪——基于北斗定位的无人机线路巡检系统 

作    者：吕瑞涛、王海、宁婧 
指导教师：邓军、徐少莹 
学    校：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摘要】随着科技经济的迅速发展，户外线路管道的运维，逐渐进入智能运维时

代。智能运维将成为智能电网投资重点，智能化巡检无人机等电力二次设备的需

求将得到充分释放。然而，目前无人机市场以航拍为主，在工业，特别是自动化

线路巡检领域应用较少，这部分市场存在极大缺口。 
2018年智能巡检行业增速30%，据统计我国变电站接近3万台，配电站接近

30万台，政策规划变电站自动化率100%，配电站自动化率90%；国网集团重点推

行泛在电力物联网，重视各节点数据状态的监测和采集。巡检无人机市场总需求

空间预计将达1570亿。 
为了实现线路巡检、户外救援等领域的应用，智鹰科技有限公司在六轴无人

机的基础上进行了二次开发与改进，辅以自主化设计的全自动无人机起降平台，

研发出了一套全自动无人机线路巡检系统。借助六轴重载无人机，实现了对未知

地区地形地貌航空检测；加之双旋翼倾转旋翼无人机和基于深度学习的蜂窝补给

式全自动巡检平台系统，提供了足够升力，能够实现超长续航里程，以更好地完

成线路巡检的智能运维工作。 
本团队以优异的软件算法和配套运维项目定义了无人机巡检系统的优质保

障服务，为巡检线路系统提供以数据采集处理为核心的巡检无人机产品和智能化

服务，努力成为无人机自动巡检系统的行业领军者，做好户外线路运维的保障工

作。 
 
 

第一章 项目背景 

无人机诞生于军用领域，因为其技术和成本而较少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但

在2006年后，民用无人机开始陆续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许
多行业迎来寒冬，但民用无人机行业却不然。大量的国际和国内企业开始涉足民

用无人机行业，政府也在积极推进此行业的发展，民用无人机行业迎来新的发展

机遇，目前民用无人机的需求和研发日渐升温。 

1.1 国内外民用无人机发展概况 

1.1.1 国外民用无人机发展概况  
无人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14年，英国皇家空军采用无线电和小飞机携带炸

药结合的方式对付德国空军。然而,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架无人机应该是20世纪30
年代英国研制的蜂后无人机。二战期间美英等国家将无人机和传感装置相结合，

利用无人机执行侦察,情报收集等任务。20世纪90年代，美国在海湾战争使用“先
锋号”无人机取得举世瞩目的战果。此后，无人机逐渐得到各国军队的青睐，各

国开始加大无人机的研发投入。根据美国蒂尔集团的估计，2014年全球军用无人

机的费用支出约为64亿美元。21世纪以来，各国在继续加大在军用无人机投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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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采取各种手段促进无人机向民用领域发展。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在2002
年成立了一个无人机应用中心，致力于无人机的民用研究。以色列组建民用无人

机及其工作模式的实验委员会，加强对民用无人机的管理和支持。欧洲在2006年
制定了民用无人机发展线路图，加快无人机的民用化步伐。此外，韩国、日本、

印度、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等国家也加快无人机民用化步伐。 
1.1.2 国内民用无人机发展概况  
1958年8月3日，西北工业大学研制出了中国第一套无人机系统，并在西安窑

村机场试飞成功，开创了我国无人机事业的先河。20世纪60年代，西北工业大学

受命研制“D-4民用无人机系统”用于航空摄影、物理探矿、灾情监视等。截至 2006 
年，我国无人机行业仍主要是军用，民用无人机发展非常缓慢，几乎可以忽略。  

2006 年，汪涛在深圳创办大疆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专注于消费级无人机。此

后，零度智控、极飞科技、亿航科技等公司纷纷成立，中国民用无人机市场开始

迅速发展。2013 年以后，中国无人机市场日渐火爆,山东矿机、伊立浦、金通灵、

宗申动力等大型企业纷纷采用各种方式涉足民用无人机行业；大疆科技，零度智

控等公司也纷纷地加快融资步伐,以更好地适应市场的发展。 

1.2 应用背景 

1.2.1 无人机电力线路巡检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电力工业也得到了非常大的提升。截至2008

年，110kV以上输电线路已达到近51.4万km。然而，在电力建设中，由于输电线

路分布点多、面广，绝大部分远离城镇，所处地形复杂，自然环境恶劣等原因，

电力线及杆塔附件十分容易发生断股、磨损、腐蚀等损伤。因此，对输电线路进

行定期巡视检查，随时掌握和了解输电线路的运行以及变化情况，成了供电部门

一项繁重的日常工作。 

 
图3.1 无人机线路巡检起降平台 

人工巡检依然是我国目前电力巡检的主要方式，其主要是通过望远镜在远处

观察，精准度差；翻山越岭爬上山区的基塔检查，一来一往最少要几个小时，耗

时长；林木茂密，陡峭的地方需要手脚并用才能上去，具有很大的危险性以及对

工作人员的经验要求很高。巡检效率每人每天大概只能巡2支塔，效率极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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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成本高。部分供电部门开展了载人直升机巡检项目，使用可见光及红外热像仪

等巡检设备对输电线路进行巡视检查。这种方式迅速快捷，而且不受地域影响，

巡检质量高，安全性高。但由于直升机电力巡检是超低空贴近杆塔及导线的精确

慢速飞行，这对飞行员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同时也为输电线路安全运行埋下

了隐患。而且直升机续航能力不足。可进行带电作业的机型的选择范围也有一定

的局限性。再就是载人直升机巡检方式在巡检费、维护、保养等费用非常高，出

勤率也低。 
无人直升机巡检方式是空气动力学、机械设计、飞行控制等多学科相互交叉

的一种新型巡检技术。从技术角度看，无人直升机用于输电线路巡检具有这些优

势：迅速快捷、工作效率高，不受地域影响；事故发生小，安全性高；机动性和

灵活性强，出勤率高；机型选择范围广。它还可以可按照预先规划对复杂线路进

行沿线巡检，对疑似故障点进行定点检测。从耗油、人工等费用计算，无人直升

机直接消耗的费用高于人工巡检，但是远低于载人直升机。从政策与管理上看对

于无人直升机巡检，我国多家电力部门正在探索其管理模式。无人直升机由于体

型较小、携带方便，小型无人直升机属于航空模型的范畴，其不会涉及空域权的

问题。在实际使用中，受政策限制少。 
但是无人机由于机体的限制，续航能力相对直升机较差，无法完成整条线路

的持续巡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司自主研发了一套电力巡检系统，利用六旋

翼载重无人机和双旋翼倾转旋翼无人机完成区间巡检工作，在区间交点我司设置

了无人机起降平台作为调度中心，为无人机提供充放电及信息调配服务。利用该

系统，可实现完全自主调度的全天候不间断的无人机电路巡检，从而降低了人力

成本，摆脱了地形限制，提高了巡检效率。 
1.2.2 无人机输油管道巡检  
目前，我国的油气管道总里程已近15万公里，为国民经济和居民的日常生活

提供着重要的能源。为了保证能源传输的安全，必须对它们进行定期巡查。对于

石油管线的巡检项目，尤其是长距离输油输气管道、区域性油气田断块系统而言，

这些项目经常要求“短平快”，测量周期短、任务重、质量高，区域内地形、地貌

复杂多变，常常穿越无人区如沙漠戈壁、森林、高山等，有时人员和测量仪器无

法到达。 
传统的石油管线巡检工作主要是通过安检员的定期巡查和上级督查部门的

不定期抽查两种方式，都是采用人工接触方式，其劳动强度大、作业程序复杂、

资源配置臃肿繁多、工效低、周期较长，往往无法按时保质保量完成测量任务。

近几年，中国石油为中俄原油管道等管道租用了载人直升机进行巡护，虽然提高

了管道巡护应变能力，但此方式存在安全问题和空域申请问题，受到天气、空管、

高成本等多方面影响，每天过顶的时间固定，无法实现应急观测。 
无人机低空摄影测量相对于载人机成本较为廉价，实施便利、运输维护、作

业成本较低；它不仅可以完成长输管道、油气田领域内可行性研究、初设、施工

图各阶段测量工作，还可以开展管道监测与维护工作；可以省去耗时耗力的人工

测量，航测成图速度快，信息反馈及时，提高工作效率。 

第二章 产品介绍 

2.1 产品概述 

本系统以六旋翼无人机作为，该无人机可载重10kg到15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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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主体结构采用碳纤维板材切割而成，强度高，密度小，有利于减轻无

人机总重，连接部分采用铝合金外刷漆防锈制成，结构强度高，末端连接一体化

防水动力套装，既对称美观又不易在飞行过程中偏坠。 
无人机最上方安装有激光雷达，用于生成障碍物点云图从而感知周围障碍物。

无人机前下方倒置一个云台相机，用于操纵者观察正前方视频画面。无人机内部

安装有机载电脑，机载电脑用于对协助飞控对飞行过程中的各种传感器数据进行

储存和分析，从而控制其他机载设备。 
该产品可以实现多无人机协同工作、自动起降平台蜂窝补给以及基于深度学

习的无人机自动巡检作业，具有较高的精准度。 
2.1.2 双旋翼倾转旋翼巡检无人机 
如何找到一种既能垂直起降又具备较长续航时间的无人机，一直是无人机市

场的痛点问题。双旋翼倾转旋翼无人机恰好能解决这一痛点，能够在保证固定翼

高速巡航的前提下，兼具旋翼飞行器的垂直起降能力，起降受场地限制较小，有

很高的灵活性。双旋翼类型的倾转旋翼，即在机翼两端安装旋翼系统，内部通过

涡轮发动机来驱动旋翼系统，发动机部分可以绕着机翼轴转动，当处于垂直起降

模式时，发动机向上，过渡到固定翼模式飞行时，发动机向前倾转，提供固定翼

水平向前动力。这样以提供很好的平衡性，及充足的上升力。满足垂直起降的需

要。 
2.1.3 全自动无人机起降平台 
全自动可升降无人机起降平台，包括：平台本体，用于提供无人机的搭载平

面，平台本体底部具有万向轮；升降系统，包括驱动装置和多个推杆，所述驱动

装置安装在搭载平面上，多个推杆均布在平台本体的侧壁上，驱动装置输出动力

至推杆以使平台本体升降。升降系统为液压系统或气动系统，驱动装置为油栗或

者空压机，驱动装置与多个推杆通过导管连接。 
我们采用升降无人机起降平台，能够不需要人工或者起吊设备搬运，使其能

够从地面装载到货厢中，亦或从货厢卸载到地面。以供无人机的平稳升降。 

2.2 产品特色与优势 

2.2.1 市场优势 
目前，我国的高压线总长已达159万公里，建立塔桥超过710余万座，每年的

电力巡检操作超过20亿次，在2020年市场容量达52.5亿元，中长期潜在市场规模

达到123.3亿元/年，另外，在风力发电叶片巡检、光伏发电板巡检、地震灾区及

时侦查等7个行业，已调研的市场需求千亿级，引领无人化线路巡检发展，工业

公共设施维保预计全球市场总需求万亿级，而无人机全自动化巡检市场仍然空缺，

因而我们的无人机巡航作业系统具有极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2.2.2 系统优势 
本团队致力于设计构造一个完整的无人机巡航作业系统，目前实现无人机智

能作业、蜂窝补给系统以及无人机电力巡检系统都是旗下较为成熟的项目。 
当前市场上投入使用的无人机还存在许多不完善的方面，例如作业时间较短，

作业缺乏自主性多靠人工来进行维护、操作等，但在一些大型项目中，这也意味

着成本的增加和危险的增长。本团队设计制造的无人机智能作业系统、蜂窝补给

系统以及无人机电力巡检系统完美的克服了这些难题，解决了当务之急。         
我们的无人机智能作业系统已实现了无人机的智能操控以及远程控制。通过

一个总的控制终端，操控无人机的巡航路径，作业半径，飞行时间。旗下的设计

的蜂窝补给系统配置有自动起降平台，当无人机出现电力不足，或是外界作业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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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极剧变化不再适合飞行时，无人机机载计算机会迅速做出最优决策，为无人机

设计最便捷的路线自动回到补给平台，进行休整和补充电量;系统也会自主根据

环境与作业日程的要求，重新设计一个最佳作业时间，这时，通过终端控制总系

统实现无人机的自主调控作业。 
2.2.3 知识产权优势 
在知识产权的保护方面，该款产品保持快市场一步战略。从立项之初便在申

请核心技术专利5项，具体如下： 
1.基于双旋翼傾转旋翼的控制程序软件 
2.一种可组网式物流运输无人机 
3.新型傾转旋翼物流无人机外观设计 
4.新型可适用于物流运输的编队无人机 
5.无人机自主协同技术 
6.无人机起降平台机械设计 
2.2.4 成本优势 
在电力巡检系统中，已有的模式主要依赖于人工，不仅具有“三高”风险，而

且每小时的成本超过40万元，每年的巡检次数大于20亿次，足以见其成本之高、

效率之低。智鹰科技公司自主设计的无人机电力巡检系统能够很好的弥补这些缺

陷。通过蜂窝补给系统，无人机在作业巡航时发现问题点，当出现能耗不足或环

境急剧变化的情况时，机载计算机会根据百度地图为无人机设计最佳返航路径，

回到最近补给站点，实现自主降落。且目前的自主起降平台的设计可以使无人机

悬停、起飞脱离人工控制，不仅大大减少了搭建起降跑道的建设与维修成本，也

省去了巨额的人力成本。 

2.3 应用前景 

本公司自主研发的无人机作业系统可以应用于许多不同领域，在电力塔以及

输油管道的自动巡检、多无人机智能协同工作以及无人机能量补给方面都有着较

好的应用前景。 
2.3.1 电力巡检系统的应用 
智鹰科技公司旗下自主设计研发的无人机电力巡检系统，能够很好的借助六

轴重载无人机及双旋翼倾转旋翼无人机，解决了传统设备巡视方式的弊端，能够

实现航空检测以勘探未知地区地形地貌；且由于双旋翼倾转旋翼无人机通过机翼

提供足够的升力，进而实现了超长的续航里程，以更好的完成巡检工作。 
2.3.2 输油管道巡检系统的应用 
智鹰科技旨在研发的无人机低空摄影测量相对于载人机成本较为廉价，实施

便利、运输维护、作业成本较低；它不仅可以完成长输管道、油气田领域内可行

性研究、初设、施工图各阶段测量工作，还可以开展管道监测与维护工作；可以

省去耗时耗力的人工测量，航测成图速度快，信息反馈及时，提高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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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多无人机协同工作系统 
我们的无人机目前已实现智能操控以及远程控制，当环境要求多无人机协同

工作时，我们的系统可以通过一个统一的输出端对场外作业的无人机进行操控，

且在进行之初就规划出最优的作业分配方案以及巡航路径，确保作业能够最好最

快的完成。 
2.3.4 蜂窝补给系统 
当无人机需要进行远程作业时，其电力能源的供给短缺以及其在作业环境中

可能会遇到的突发情况都会导致无人作业过程的中途暂停，智鹰科技旗下研发设

计的蜂窝补给系统便巧妙地解决了这一问题。蜂窝补给系统配置有自动起降平台，

当无人机出现电力不足或是外界环境急剧变化不再适合作业时，无人机机载计算

机会根据百度地图API自动寻找最近的起降平台并与其通信，进而规划最佳飞行

路线并避免与周围环境碰撞。此时起降平台通过内置的校验软件比对无人机的ID
是否与目标ID一致，确认后起降平台将会夺回无人机的控制权并指导无人机自主

降落。对于在补给平台的悬停以及充电续航包括下次的作业起飞流程全程可实现

自动化。调控原则是根据环境和作业要求日程，重现设计出最佳作业时间。 

第三章 产品研发与设计 

3.1 多旋翼线路巡检无人机 

3.1.1 机械结构设计 

 
图5.1 六旋翼重载无人机机架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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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六旋翼重载无人机机架采用碳纤维材料，无人机自上而下共有三层碳纤维

切割而成的板，碳纤板与碳纤管的连接采用金属件刷上防锈漆。电机和电调采用

一体化防水设计。该无人机采用铝合金连接件固定电池板。中心碳纤板上使用尼

龙柱固定主分电板和24V降压模块，飞控和PMU固定于主分电板上方，并通过铝

合金连接件连接上方碳纤板。上方碳纤板固定机载电脑，OSD，图传等模块。最

上方的板上装有单线激光雷达，周围无障碍物，可保证激光雷达测障的准确度。 
3.1.2 大疆Onboard SDK开发 
SDK（Software Development Kit），即软件开发工具包，用于辅助开发某一

类软件的开发工具集合。大疆的SDK开发分为三种，Mobile SDK，Onboard 
SDK的Guidance SDK。 

 
图5.2 大疆SDK开发 

本项目基于ROS机器人系统使用Onboard SDK实现对无人机的自主飞行，例

如：设定目标地点后自动飞行至目标中心，故障时自动返航等等，为无人机空中

巡检的安全增加了一层保障。Onboard SDK使用飞控上的API串口，与机载电脑

有线连接实现双向同步通信，传输除图像以外的所有数据。同时机载电脑将所需

数据通过datalink数传无线发送到地面站，必要时可通过人工远程控制，实现了无

人机的半自动化工作。 
Onboard SDK搭载在妙算机载电脑的ROS工作空间中，该ROS工作空间同样

也有Guidance SDK，两者通过ROS这个平台巧妙地实现了通信部分。Guidance 系
统将获取到的深度相机数据以及超声数据经计算后输出点云信息至ROS，与此同

时，Onboard SDK订阅该信息并通过API串口输出相关控制信号至飞控。飞控通

过对电调的精准控制从而实现避障和精准路径规划等功能。 
本项目将Onboard SDK移植到了ROS机器人系统上，通过二次开发，增加了

一键自动返航，以及精准悬停等功能，并通过ROS的SLAM雷达导航的API实现

了无人机的自动避障，利用机载计算机扩展了无人机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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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SLAM激光雷达环境感知 

 
图5.3 激光雷达环境感知示意图 

激光雷达的必要性：相比相机激光雷达的优点在于，其探测距离较远，而且

能够准确获取物体的三维信息另外它的稳定性相当高，鲁棒性好。 
通过以上的设计，最终实现对环境的感知还有无人机的自主控制。SLAM建

图和和无人机的自主控制的设计，能保证无人机的安全飞行，即使在遥控信号丢

失的情况下，依然能通过自主的控制保证飞行器的安全。 
本项目采用强化学习中的Q学习算法和RBPF的方法，效果较为稳定，根据激

光雷达和里程计的信息，对环境地图进行感知构建，并实时对自身状态进行调整

和估计。所以即使无人机在环境复杂的山区和灾区，也能够安全得进行飞行和线

路巡检。 
无人机的自主化工作需要无人机对外界的环境有清晰的感知，需要利用小型

机载激光雷达实现。本项目通过单线的激光雷达的实现辅助控制。并使用基于

cartographer的图优化算法实现导航和SLAM即时建图等功能。 
3.1.4 机载云台设计 
该六旋翼无人机机载云台采用simpleBGC俄制三轴云台，具有三个小功率微

型精密减速电机，含有水平（YAW），横滚（ROLL），俯仰（PITCH）三个轴，

每个轴都由无刷直流电机组成，响应速度较快。其示意图如下： 

 
图5.4 三轴云台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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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三轴云台下端附有mpu6050陀螺仪传感器，负责检测云台的实时姿态参数，

原始加速度，陀螺仪数据，和温度数据，经过传递矩阵的相乘把数据传递至云台

控制板。上端附有hmc5583指南针传感器，可以实时检测地磁场数据。 

3.2 双旋翼倾转旋翼无人机 

3.2.1 双旋翼倾转结构 
无人机倾转旋翼采用的是双旋翼倾转结构，后加平衡辅助螺旋桨，经过多代

结构优化，采用数字舵机直扭转结构，增快响应速度，提高倾角精确度。结构零

件使用高精度3D打印，受力结构使用碳纤维。无人机为木质和塑膜材质，在确保

安全强度的同时具有易于升级优化的优点。 

 
图5.5 倾转旋翼结构模型 

具体来说，倾转旋翼系统既要适用于高速前飞，又要兼顾垂直悬停效率，桨

叶的形状、扭转及桨毂形式的设计都不同于常规的旋翼。而且，在机翼两翼尖处

要安装旋翼系统，旋翼轴要相对机翼倾转，这就对机翼强度和气弹稳定性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这其中也涉及到复合材料方面的技术工艺研究，比如桨叶需要采用

弯扭耦合特性更强的复合材料制造，同时也需要复合材料设计优化桨尖形状。另

外，如何在不影响飞机的整体强度的前提下，减轻飞机自身的重量，使飞机承担

更多的负载，实现更远的航程，需要精细和合理的结构设计。因此，综合考量各

方面要求的设计才能很好的保证飞机的控制精度，减少控制难度，保证飞机的飞

行安全，且合理的解决重量与强度之间的矛盾问题。 
3.2.2 飞行控制系统 
在飞控系统开发时，对无人机各个姿态进行受力分析之后得到最初的控制模

型，利用PID算法为核心控制算法，矢量状态利用卡尔曼滤波，姿态解算时加入

遗传算法确定无人机各项参数，并进行数据处理。数据校准对数据做差分处理，

减少数据误差，并通过处理器发出相应硬件指令。 

 
图5.6 遗传算法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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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高精度定位模块 
本项目采用ATK-S1216F8-BD模块。该模块是ALIENTEK生产的一款高性能

GPS/北斗模块，模块核心采用 SkyTraq 公司的 S1216F8-BD 模组，并可以通

过 SkyTraq 协议对模块进行配置。该模块具有167个通道，追踪灵敏度高达

165dBm，测量输出频率最高可达 20Hz。GPS/北斗模块成功定位后，可以通过串

口得到当前地点的经纬度、高度、速度、定位模式、用于定位卫星数、可见卫星

数和 UTC 日期时间等信息。模块默认的 NMEA 数据输出速度为 5Hz；默认的 
PPS 蓝灯闪烁情况为 100ms 灭，900ms 亮。通过北斗/GPS定位模块能够提供更

加精确无人机的姿态信息以及位置信息，做动态分析。 

 
图5.7 导航定位模块 

3.3 全自动无人机起降平台 

3.3.1 技术概述 
本团队自主研发的无人机起降平台可兼容自主研发的多旋翼机型和垂直起

飞机型。对于大疆经纬系列的产品，亦可安装本项目自主研发的远距离通信模块，

通过FHSS技术实时与起降平台无线通讯，通过Onboard SDK与无人机飞控进行通

讯，并引导无人机自主起降及多机管理。 
该起降平台模块化设计的特性使其易于维护和配件升级，其包含控制电源模

块，传感器模块，无人机位置校正模块，电池充电模块以及电池抽取机械臂。 
该起降平台工作方式如下：通过无人机机载 GPS 定位无人机飞行到地面中

继站附近；固定在地面中继站上的摄像头对无人机进行 Kalman 滤波、定位捕捉、

背景差分等操作；结合无人机和地面中继站回传的差分信息，确定无人机的精确

位置，引导无人机自主降落。 
3.3.2 起降平台机械设计 
起降平台分为箱体，盖板，升降机构，滑盖机构，校正滑轨以及电池抽取机

械臂几大部分。箱体采用KT板设计，结实耐用，具有较强的防水能力。上盖板上

方安装有两套600mm直线电动滑轨，当无人机降落至平台上盖时，该电动滑轨可

自动地将无人机位置进行校正，对降落后的无人机进行位置姿态的微调，使其机

体位于起降平台正中心，方便后续的充电补给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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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8 起降平台机械结构设计图 

在确定无人机位置已归中后，平台升降机构缓缓下降，平台上盖下方安装的

四个电动推杆在控制板的控制下准确地将无人机下降至预设高度，而后通过三自

由度机械臂将无人机电池取下并推入充电座。 
升降机构由四个500mm电动推杆，继电器控制部分构成。每个电动推杆推力

可达300N，四个电动推杆共同工作可轻松地推动20kg重载无人机。箱体安装有限

位装置，可使平台达到预设高度后自动停止，防止电机过热损坏。 
3.3.3 起降平台视觉识别 
起降平台内部安装有nvidia tegra k1高性能开发板(以下简称tk1)，通过tk1搭

建OpenCV环境，运行计算机视觉相关的代码， 读取处理“三目摄像头”搜集的信

息，然后计算出无人机的空间坐标位置。最后实现tk1和stm32主控板之间的uart串
口通信。通过tk1控制stm32主控板的运行，进而控制起降平台内的设备。同时，

无人机也能收到起降平台发送的姿态调整指令，并对其飞行位置做出调整。 
3.3.4 多起降平台蜂窝补给网络设计 
起降平台机载的tk1开发板安装有高速5G物联网通信模块，可实现2.4G与

5.8G全双工及半双工通信。当多个起降平台同时工作时，每个起降平台均可对外

广播其传感器信息及相关数据。我司生产的每台无人机均预装400MHZ全双工通

信模块，可不间断地对外广播其经纬度、状态及飞机编号等数据，同时可监听与

其同频道的信息。不同于ADS-B发射接收模块，我司自主研发的通信模块可大幅

度提高抗干扰性，采用的400MHZ频率通讯模式不会对民航飞行器造成任何干扰。 
当无人机需要降落时，无人机板载计算机通过Onboard SDK调用百度API，

自动与最近的起降平台联络，并取得对应的响应信号。起降平台板载计算机将通

过校验软件比对无人机ID与目标ID，避免因错误降落引起的事故。校验ID正确后，

起降平台将主动夺回无人机控制权。而后，无人机在起降平台的引导下打开下视

摄像头，参照起降平台降落辅助灯校对自身位置，确认无误后进行降落。D-RTK
技术的应用使无人机降落精确度可达厘米级别，外加下视视觉辅助降落系统，无

人机得以精准降落与起飞，极大地提高了自动起降效率与安全性。 
起降平台沿固定巡检线路布置，每两个起降平台之间距离5km到8km.采用无

线链路动态适应技术进行通信，信号广播距离可达10km。在这个蜂窝补给网络

中，每个起降平台既有收发数据的能力，又有处理数据的能力。起降平台安装的

tk1开发板可对接收的数据根据已知的深度学习训练集进行分类与整理，而后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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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发送至云服务器端。多个起降平台之间采用网络、计算、储存、应用核心能

力为一体的开放平台，提供最近端服务；其计算平台在边缘侧发起，极大地提升

了数据响应速度，有效地减轻了云端中央服务器的负载。用户可登录指定的网站

查询各起降平台的详细数据，并通过可视化界面以图表、表格等方式查看并保存，

也可查看历史数据。极大地提高了全自动化线路巡检的效率，引领了无人机线路

巡检大数据分析以及边缘计算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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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实用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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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项目专利 

 
图一 双属性概率图优化的无人机集群协同目标搜索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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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深度逆强化学习的无人机航拍视频中的目标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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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基于Voronoi图的多无人机编队队形可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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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一种基于T型零件的机械臂快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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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定位的无人机导盲系统设计与实现 

作    者：王嘉浩、李龑、于晗、辛宇 
指导教师：胡立夫、闻新 
学    校：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摘要】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的弱势群体进入人们的视野，盲人因生

理上的缺陷成为了典型的弱势群体。而关爱弱势群体，为他们营造一种良好的生

活环境和提供安全的出行保障，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道路中不可或缺的部

分。在应用北斗定位的工作原理基础之上，本系统以STM32单片机为主控核心，

运用无人机、北斗定位模块、超声波测距模块、光流传感器、蓝牙通信模块等相

关技术模块。本系统利用多种模块共同作用实现多环境、多地形的路态分析。在

室外，利用北斗定位系统进行路径规划可以精准到米级；在室内，利用光流模块

可以保障盲人在室内安全行走。基于OpenCV智能化机器视觉检测，能够区分各

种复杂路态情况和帮助盲人在日常生活中的部分活动；基于FreeRTOS搭建飞控

平台，可以使蝴蝶型无人机进行自主护航辅助盲人前行。在盲人行进中激光测距

模块能进行对路况障碍的实时分析，同时蓝牙通信技术与无人机交互使人行走路

线和无人机航行路线一致。此外本系统利用手机语音助手可以使盲人很好对系统

进行智能操控，家人也可以通过系统反馈手机实时监控盲人位置，并且在突发状

况下自动报警。 
【关键词】导盲; 北斗定位; 无人机; 机器视觉; STM32单片机; 蓝牙通信  
【Abstract】With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the society, more and more vulnerable 
groups have come into people's sight. Blind people have become a typical vulnerable 
groups due to their physiological defects. To care for the vulnerable groups, to create a 
good living environment for them and to provide safe travel security, is also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Based on the working 
principle of beidou positioning, this system takes STM32 microcontroller as the main 
control core,using uav, beidou positioning module,ultasonic ranging modules, optical 
flow sensor, bluetooth communication module and other related technology modules. 
This system uses a variety of modules to realize the multi-environment and multi-terrain 
road state analysis. Outdoors, beidou positioning system can be used for path planning 
with accuracy up to meter level. In the indoor, the use of light flow module can ensure 
the safety of the blind walking in the indoor. Based on OpenCV intelligent mechanical 
vision detection, it can distinguish various complex road conditions and help blind 
people to perform some activities in daily life; Based on FreeRTOS, a flight control 
platform is built, which can enable the butterfly uav to carry out autonomous escort and 
assist the blind to move forward. The laser rangefinder module can analyze the 
obstacles in the road in real time when the blind person is walking, and the bluetooth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can interact with the uav to make the walking route 
consistent with the navigation route of the uav. In addition, the system makes use of 
mobile phone voice assistant to enable the blind to control the system intelligently. 
Family members can also monitor the position of the blind in real time through the 
system feedback mobile phone, and automatically report to the police in case of 
emergency. 
【Key words】Guide for the blind; Beidou positioning;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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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hine vision; STM32 microcontroller; Bluetooth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中国是全世界盲人最多的国家之一，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数据显示2016年我

国眼疾人士多达1731万,占世界眼疾人数的18%。其中低视力的主要病患以60岁以

上人群居多，在视力残疾患者中老年人占2/3。由于盲人群体存在视力感知的缺陷,
所以盲人出行存在诸多安全隐患。但是传统导盲工具如盲道、导盲杖、导盲犬等

存在诸多弊端[1]，所以迫切需要新型智能化的精准导盲设备。 

表1.1 关于传统导盲工具的弊端 

盲道 导盲犬（一只） 传统导盲杖 

断崖式盲道 训练时间长（两年） 功能单一 

盲道与公共设施存在冲突 训练难度大（其中社会化训

练46项） 导盲效果较差 

盲道管理、保护措施低 投入资金高（15万-22万） 智能化程度低 

盲道设计没有统一规划 淘汰率高（70%-80%） 不能盲人实际需求 
 
而在一份来源于视障者基本信息调查中对视障者出门情况的调查分析发现，

30%的视障者基本不外出、26%的视障者一周出行4-6次或6次以上，且需要家人

朋友陪同、20%的视障者一周出行1-3次左右，且需要家人朋友陪同、15%的视障

者一周出行1-3次左右，且不需要家人朋友陪同、9%的视障者一周出行4-6次或6
次以上,且不需要家人朋友陪同。有这份报告可知，盲人出行十分不便。 

 
图1.1 关于视障者出门情况的调查结果的环形图 

根据现状，为了能让盲人朋友能迈出自己的家门与社会交流，我们以书面调

查问卷的形式向沈阳街道上的人民群众随机进行问卷调查。在调查过程中，共分

发300张问卷，收回300张问卷，有效问卷276张。在调查问卷的数据整理中，选

出具有代表性的数据进行相关阐述。 
第二题题目：您认为盲人的是否独立外出的能力，统计结果如下表1.2和环形

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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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关于盲人的是否独立外出的能力的统计调查表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是 32 11.59% 

否 244 88.41%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76  

 
图1.2 关于盲人是否有独立出行认知情况的调查结果环形图 

在对盲人是否具有独立出行能力的调查中，认为盲人不具备独自出门的能力

的人占到近90%,这说明绝大部分人的认知中盲人是无法独立出行能力，这也说明

日常生活中人们看到的盲人往往是需要家人朋友的陪同。 
第七题题目：您认为导盲产品不能完全发挥作用的原因，统计结果如下表1.3

和环形图1.3。 

表1.3 关于导盲产品不能完全发挥作用原因的调查结果统计表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日常生活不能有效提示盲人 93 33.70% 

设计不完善，使用率低 87 31.52% 

不符合盲人的真正需求 96 34.78%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76  

 
图1.3 关于导盲产品不能完全发挥作用原因的调查结果环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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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盲人产品不能完全发挥作用原因的调查中，33.70%的人认为导盲工具不

能在日常生活中有效的提示盲人，31.52%的人认为导盲产品的设计不完善，使用

率低，34.78%的人认为导盲产品没有真正满足盲人的真实需求。这说明目前市场

上存在的导盲产品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 
第九题题目：您希望在未来的导盲工具拥有什么功能，统计结果如下表1.4和

柱形图1.4 

表1.4 希望未来的导盲工具拥有何种功能的调查结果统计表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可以进行智能避障 255 92.39% 

实时监控盲人行进情况 246 89.13% 

易于盲人操作、使用方便 225 81.52% 

可以帮助盲人某些日常活动 234 84.78% 

语音输入目的地可以智能护航 239 86.59%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76  

 
图1.4 关于希望未来的导盲工具拥有何种功能的调查结果柱形图 

在对希望未来的导盲工具拥有何种功能的调查中可以看出，民众对未来的导

盲工具要求可希望具有智能化、可视性、易操作等特点，能让盲人群众出行时可

以做到安全有效。 
所以根据调查问卷和市场目前需求，利用北斗定位原理，蓝牙通信，光流原

理，超声波测距，机器视觉等相关技术原理，研究开发出一种无人机精准导盲系

统和相关的技术平台，能够安全辅助盲人独立出。 

二、系统总设计 

基于上述背景，无人机导盲系统的设计主要分为无人机计、硬件、软件三个

方面，无人机方面主要是利用 FreeRTOS 搭建无人机飞控平台，硬件方面主要由

ATGM336H-GPS 北斗 BDS 双模模块、STM32 主控芯片、HC-05 蓝牙通信模块、

摄像头、US-100 超声波测距模块、光流传感器、蓝牙、有线耳机、手机、蝴蝶型

无人机等技术模块组成。中控核心使用 STM32 单片机，实现对超声波测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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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传感器、蓝牙通信模块、摄像头和北斗模块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实现实时定位

监控、智能避障、路态分析、路径规划、听声辩位等功能。软件方面在 Keil5、
Opencv、Python、App Inventor、百度大脑 AI 开放平台、高德地图开放平台等平

台完成。无人机导盲系统总体示意图如下图 2.1。 

 
图2.1 无人机导盲系统总体示意图 

盲人通过手机语音助手，则即可开启系统并进行语音控制飞机起飞进行巡航，

如说出“起飞”“某某地点”，无人机就会起飞并且给出由北斗卫星导航系统[2][3]提

供得最优路径引导盲人前进，在行走过程中，为保持盲人可以跟随无人机的航线

进行正常导航，会利用蓝牙模块与人进行交互协调人行走的路线。利用 opencv 识

别分析复杂的情况路态并实时监控，两个超声波模块分析路况中的障碍物[4]并提

醒盲人。在室内中光流传感器起到可以实现室内复杂环境的避障。此外，在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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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时，我们设计了盲人与家人可公用的手机 app，可以方便盲人操作与家人实

时监控盲人的位置。无人机导盲系统结构框图如下图 2.2。 

 
图2.2 无人机导盲系统结构框图 

三、无人机设计 

为了保证无人机飞行的安全，本文选用H250-Q4型穿越小四轴无人机，是一

种轻型四旋翼电机飞行器，在飞行过程中依靠改变电机的转速无人机的飞行状态。

该无人机具有机型相对较小、可以方便的在室内飞行[5][6]、机架采用保护浆设计

等特点。保证了无人机飞行的结构强度和飞行安全。其重要参数为轴距250mm；

玻纤重量280g；支持最大浆5寸。蝴蝶型无人机平台飞控采用了国内研发的一款

AcFly开源飞控。无人机上自主搭载了如下模块：1块STM32H743单片机、1块
ATGM336H-GPS北斗BDS双模模块、两块US-100超声波测距模块、1块ATK-
PMW3901光流传感器、一块HC-05蓝牙通信模块、一块图像摄像机。 

FreeRTOS是一个迷你的实时操作系统内核。作为一个轻量级的操作系统。

FreeRTOS提供的功能包括:可配置内核功能、时间管理、信号量、消息队列、记

录功能、软件定时器、协程、内存管理等，可基本满足无人机导盲系统的需要。 
其内核支持优先级调度算法，每个任务可根据需求程度的不同被赋予一定的优先

级。同时支持轮换调度算法，使其系统允许不同的任务使用相同的优先级，共享

CPU的使用时间。所以我们使用FreeRTOS建立飞控平台，使其有源码公开、可移

植、可裁减、调度策略灵活、多平台支持的特点，可以方便地移植到各种单片机

运行。无人机设计示意图如下图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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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无人机设计示意图 

四、硬件设计 

4.1 主控芯片 

本文选用STM32H743VIT6单片机作为主控芯片，基于Arm Cortex-M的STM
系列单片机采用意法半导体的NVM工艺和ART加速器，具有多达35个通信接口，

支持双层应用的新型控制器，两个专用音频PLL，三个全双工I2S等，在高工作频

率下通过闪存执行指令时可实现225 DMIPS/608 Coremark的性能。意法半导体在

很多不同应用领域位列世界前茅，能很好的借助互联网技术完成信息处理交换，

能够很好的满足导盲系统设计与开发的实际需求。STM32H743VIT6单片机电路

原理图和实物图如下图4.1和图4.2。 

 
图4.1 STM32单片机电路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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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STM32单片机实物图 

4.2 北斗定位模块 

4.2.1北斗定位原理 
北斗卫星定位系统的基本原理是根据高速运动的卫星瞬间位置作为已知的

起始点（ ix ， iy ， iz ），运用空间几何计算确定待测点位置。如图所示，假设从t
时刻计时，经过时间 t∆ 北斗定位卫星系统接收机检测到信号，故可列出4个方程

式进行求解，从而得到待测点的精准位置（ x ， y ，z ）。北斗定位原理图下如图

4.3。 
4,3,2,1,)()()( 222 =∆+−+−+−= itczzyyxxR iiii  

 
图4.3 北斗定位原理图 

4.2.2北斗模块性能 
ATGM336H-GPS北斗BDS双模模块是小尺寸的高性能BDS/GNSS全星座定

位导盲模块。其芯片是中科微第四代低功耗GNSS SOC-AT6558，支持

BDS/GPS/GLONASS/QZSS/SBAS卫星导航系统，以及任意组合的多系统联合定

位。冷启动捕获灵敏度为-148dBm、跟踪灵敏度为-162dBm、定位精度可以达到

2.5m、首次定位时间 
为32s。具有高灵敏度、低功耗、低成本等优势，适用于车载导航、手持定位、

可穿戴设备。北斗定位模块电路原理图和实物图如下图4.4和图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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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北斗定位模块电路原理图 

 
图4.5 北斗定位模块实物图 

4.3 超声波测距模块 

US-100超声波测距模块带有温度补偿双模式、多种通讯方式。可以实现2cm 
~4.5m的非接触测距功能，拥有2.4~5.5V的宽典雅输入范围，静态功耗低于2mA，

自带温度传感器对测距结果进行矫正，同时具有GPIP，串口等多种通信方式，内

设WDT，工作稳定可靠。超声波测距模块引脚连接示意图和实物图如下图4.6和
图4.7。 

 
图4.6 超声波测距引脚连接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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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 超声波测距模块实物图 

4.4 光流传感器 

光流是由于场景中前景目标本身的移动、相机的运动，或者两者共同运动所

产生。ATK-PMW3901光流模块具有高精度、低功耗、多功能、抗干扰等特点，

集成高精度低功耗光流传感器PMW3901和高精度激光传感器VL53LXX双传感

器，其中PMW3901光流传感器主要负责测量水平移动，VL53LXX激光传感器主

要负责测量距离。光流传感器电路原理图和实物图如下图4.8和图4.9。 

 
（a） 

 
（b） 

图4.8 光流传感器电路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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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 光流传感器实物图 

4.5 蓝牙通信模块 

蓝牙通信模块是人、手机、无人机三者交换数据的通道，蓝牙通信模块一般

以串口的形式与单片机相连，本文选用的是HC-05蓝牙串口从机模块，模块上引

出了VCC,GND,TXD和RXD四根管脚。HC-05蓝牙串口从机模块采用的是CSR蓝
牙芯片，供电电压是3.3V，有效传输距离是10米。配对成功后，可以作为全双工

串口使用，支持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奇偶校验的通信格式。蓝牙通信模块

电路原理图和实物图如下图4.10和图4.11。 

 
图4.10 蓝牙通信模块电路原理图 

 
图4.11 蓝牙通信模块实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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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软件设计 

5.1 OpenCV视觉设计 

OpenCV是一个基于BSD许可发行的跨平台计算机视觉库，可以运行在Linux、
Windows、Android和Mac OS操作系统上，同时提供Python、Ruby、Matlab等不同

语言接口，实现了图像处理和计算机视觉方面的多种通用算法，应用与物体识别、

机器视觉、机器人等各领域中。当摄像头采集图像经过数据处理后，采用百度大

脑AI开放平台提供的api接口，搭建通用物体和场景识别的组件。用户可以向服务

请求检测图像中的主体位置，输出图片中的多个物体以及场景标签达到提醒盲人

四周环境、帮助盲人前行和日常生活活动。机器视觉程序流程图和演示图如下图

5.1和图5.2。 

 
图5.1 机器视觉演示程序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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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提示获取日常用品 

 
(b）检测四周障碍物 
图5.2 机器视觉演示图 

5.2 路径规划设计 

路径规划采用高德地。开放平台提供的IP定位、路径规划、api接口搭建地图

组件等。IP定位是一个简单的HTTP接口，根据用户输入的IP地址，能够快速的帮

用户定位IP的所在位置。路径规划是一套以HTTP形式提供的步行、公交、驾车查

询及行驶距离接口，返回JSON或XML格式的查询数据。地图组件是基于HTML5
实现的轻应用产品，专门为移动端定制，可以实现多个场景下利用高德地图进行

位置标注、路线规划、周边搜索、地图选址等功能。其主要是通过组件配置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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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单个点的位置标注、设定出行式、智能规划最佳出行路线、周变制定位置搜

索、定点用户位置等相关技术。同时在移动端应用和浏览器均可以流畅运用，支

持大部分的PC浏览器，并可以人为改变范围。无人机导盲路线规划平台如下图

5.3。 

 
图5.3 无人机导盲路线规划平台 

5.3 语音控制设计 

语音识别采有用百度大脑AI开放平台提供的api接口，搭建了语音识别、语音

合成两个组件。语音识别可以将语音精准识别为文字，适用于手机应用语音输入、

语音搜索、智能语音对话等场景。包含中文普通话输入法、中文普通话搜索、英

语、粤语、四川话等识别模型。语音合成组件满足不同网络环境下的语音合成需

求，可在手机APP、机器人等智能硬件设备终端进行语音播报，将文字合成为声

音，提供REST API接口、在线离线融合SDK、使其用户有流畅自然的合成体验感。

无人机导盲语音控制平台如下图5.3。 

 
图5.4 无人机导盲语音控制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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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智能避障设计 

在无人机航行时，测量超声波距离 X 和 H ，根据测距预设角 °= 45α 的关系，

若测量的超声波距离 X 等于 2 倍的超声波距离 H ，则地面平坦；若测量的超声

波距离 X 小于 2 倍的超声波距离 H ，则地面凸起；若测量的超声波距离 X 大

于 2 倍的超声波距离 H ，则地面凹起。智能避障程序流程图和原理示意图如下

图5.５和图5.６。 

 
图5.5 智能避障程序流程图 

 
图5.6 智能避障原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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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听声辩位设计 

读取无人机本身的陀螺仪数值，与用户自身的陀螺仪数值进行做差，差为负

值时负值越小耳机左声道声音越大，差为正值时负值越大耳机右声道声音越大。

即当人的行走与无人机航线保持一致时，耳机不发出声音；当人行走向右偏时，

耳机左声道声音响起，且偏转角度越大，声音越响；当人行走向左偏时，耳机右

声道声音响起，且偏转角度越大，声音越响。听声辨位程序流程图和原理示意图

如下图5.7和图5.8。 

 
图5.7 智能避障程序流程图 

 
图5.8 听声辨位原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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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手机App设计 

App Inventor是一款完全在线开发的编程还款，抛去复杂化的程序代码而采

用积木式的推叠法来完成Android程式。同时用户可以通过App Inventor使用

Android系列软件自行研发适合手机使用的任意应用程序。家人可以利用无人机

导盲系统手机APP随时查看盲人朋友的位置信息，盲人可以通过语音启动手机

APP进行路径规划。无人机导盲系统手机App程序设计图、盲人位置定位图和路

径规划图如下图5.9、图5.10和图5.11如下。 

 
图5.9 无人机导盲系统手机App程序图 

 
图5.10 盲人位置定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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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0 路径规划图 

六、结语 

无人机导盲系统基于北斗定位原理上，利用了北斗定位模块、超声波测距模

块、光流传感器、蓝牙通信模块等相关技术模块，同时采用百度AI平台和高德地

图平台提供的相关数据库为盲人出行提供条件。一定程度上解决现有导盲工具上

的缺陷，从各个方面帮助盲人独自出行，使盲人在前行过程中可以做到安全可靠。 
在城市交通建设一定程度上关系着城市建设与发展的进程，并且直接影响城

市的长效化发展。未来在城市交通建设中我们可以利用智能化的导盲辅助工具和

大数据结合的过程中发挥二者之间的优势，并且在建设的过程中进行了相应的调

整，尽量满足盲人出行的需求，尽量减少盲人出行过程中的不便和保证盲人出行

的隐患问题。这体现出对特殊人群的关怀，是现代化发展的一个必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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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研究盲人生活出行情况的社会调查 

第一题 您经常能在生活中看见盲人吗?[单选题] 

第二题 您认为盲人是否具备独立外出的能力[单选题] 

第三题 您认为盲人的主要出行方式是什么?[单选题] 

第四题 您觉得盲人日常生活出行中哪些困难?[单选题]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能经常看到 27 9.78% 

我身边就有盲人朋友 15 5.43% 

不经常看到 37 13.41% 

没有遇见过，因为他们出行不方便 197 71.38%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76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是 32 11.59% 

否 244 88.41%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76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使用导盲杖出行 237 85.87% 

依靠他人陪护 232 84.06% 

依靠导盲犬 145 52.54% 

其他导盲设备 45 16.30% 

使用盲道 79 28.62%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76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看不到红绿灯，过马路困难 256 92.75% 

可能无法独自乘坐交通工具 245 88.77% 

道路不平整，容易摔跤 238 86.23% 

在前进时不知道周围情况 247 89.49%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76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是 107 38.77% 

否 169 6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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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题 你在生活中是否看到为盲人专门设备服务?[单选题] 

第六题 可以调查相关导盲工具，你觉得是否真能为盲人所使用?[单选题] 

第七题 你认为导盲产品不能完全发挥作用的原因?[单选题] 
第八题 路上遇见盲人你会帮忙吗?[单选题] 
第九题 您希望在未来得到忙工具拥有什么功能?[单选题]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76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使用情况很好，利用率超过80%以上 29 10.51% 

使用情况一般，利用率在60%到80% 98 35.51% 

使用情况较差，利用率在60%到80% 86 31.16% 

使用情况极差，利用率低于30%以下 63 22.82%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76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日常生活不能有效提示盲人 93 33.70% 

设计不完善，使用率低 87 31.52% 

不符合盲人的真正需求 96 34.78%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76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是 189 68.49% 

否 37 13.40% 

视情况而定 50 18.11%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76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可以进行智能避障 255 92.39% 

实时监控盲人行进情况 246 89.13% 

易于盲人操作、使用方便 225 81.52% 

可以帮助盲人某些日常活动 234 84.78% 

语音输入目的地可以智能护航 239 86.59%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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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系统与无人机的火警监测与实时预警平台   

作    者：王琦、蒋智超 
指导教师：刘国权 
学    校：东华理工大学 

 
 
【摘要】森林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会出现森林火灾，这对生态系统的平衡、森林

资源的保护无疑是一种灾难，因此对森林火灾发生的预测和预防有重要的社会价

值。森林隐性火灾是森林凋落物的阴燃，通常不具备浓烟和明火，这给对森林火

灾发生地点进行准确的、实时的预警带来一定难度。本文设计了一种基于北斗系

统与无人机的火警监测与实时预警平台，利用无人机、红外非接触测温模块、

GPRS通信模块和GPS北斗双定位模块实现对阴燃火灾的实时监测。该系统首先

通过控制无人机的飞行轨迹，使无人机在特定范围内定时检测环境温度，再将获

取的温度数据输入BP神经网络中训练，训练完成的无人机对是否为阴燃火灾进

行判断，判断为阴燃火灾则利用北斗GPS双定位模块获取经纬度信息，最后通过

GPRS通信模块将经纬度信息远程传输到服务端，监测平台即可准确定位阴燃发

生地点，达到预测火灾发生地点的目的。经过仿真和模拟阴燃火灾的发生，本文

验证了该系统具备判断阴燃火灾发生地点与远程发送其地理位置于监测平台的

能力。 
【关键词】北斗卫星定位系统，无人机，BP神经网络，火警监测，实时预警 
【Abstract】Forest fires will occur under the influence of various factors. This is 
undoubtedly a disaster to the balance of the ecosystem and the protection of forest 
resources. Therefore, it has important social value to predict and prevent forest fires. 
Hidden forest fires are the smoldering of forest litter, and usually do not have thick 
smoke and open flames,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provide accurate and real-time early 
warning of the location of forest fires. This paper designs a fire alarm monitoring and 
real-time warning platform based on Beidou system and unmanned aerial 
vehicles.Unmanned aerial vehicles, infrared non-contact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module, GPRS communication module and GPS Beidou dual positioning module are 
used to realize real-time monitoring of smoldering fires. The system first controls the 
drone's flight trajectory to make the drone regularly detect the ambient temperature 
within a specific range, and then inputs the acquired temperature data to the BP neural 
network for training. Does the trained drone pair have a smoldering fire.Make a 
judgment. If a smoldering fire is judged, use the Beidou GPS dual positioning module 
to obtain the latitude and longitude information. Finally, use the GPRS communication 
module to remotely transmit the latitude and longitude information to the server. 
purpose. After simulation and simulation of smoldering fire, it is verified that the system 
has the ability to determine the location of smoldering fire and send its geographical 
location to the monitoring platform remotely. 
【Key words】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unmanned aerial vehicles; BP 
neural network; fire alarm monitoring, real-time warning 
 
 



第十一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591 

0 引言 

森林是地球上宝贵的资源，其中栖息着着无数野生动物，在保护物种多样性

的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森林能够调节地球上的水循环和空气循环，能够

保护土壤，减轻土壤的流失，维护着地球生态的平衡。所以为更好地减少森林火

灾带来的危害，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本平台主要针对于森林火灾进行实时监测

与预警。 
但是，因人为原因如：林间野炊、烧烤、祭拜先人等；以及自然原因如：雷

击、气候干燥等。森林中往往容易发生火灾，并且，若没有被人们及时发现和扑

救，火势将不断蔓延，焚毁大量的森林资源。而且，焚毁后的森林必须经过长年

累月的繁衍才能恢复到最初的规模。近期，在全球范围内就发生了多起森林火灾。 
据新闻报道，澳洲东南部森林于2019年9月出现森林大火，且到目前为止，

大火仍未被扑灭，火势依旧在蔓延，至今焚烧面积超过630万公顷，烧毁房屋1700
间，至少有25人以及4.8亿只动物丧生，造成的损失难以估计。 

与2019年间，国内发生森林火灾总共2034起，其中一般火灾1340起，较大火

灾693起，受害森林面积约13505公顷，如图0-1所示。 

 
图0-1 2019年间国内森林火灾发生情况 

防范森林大火最有效的方法是对森林火灾及时探测和预防，在出现明火或者

火势较小的情况下及时发现并采取一系列灭火的方法，如：无人机灭火、森林机

器人灭火、人工灭火等。相比于在火灾发生较大时集中人力物力进行扑救，对火

灾的预防以及预测具有更好的现实意义。 
在自然条件下，森林火灾的发生有一个过程。森林火灾分为隐性和显性，隐

性火灾是森林凋落物在高温以及干燥的环境下阴燃，阴燃状态不会产生明火以及

浓烟，并且阴燃所需的反应热以及氧气浓度较低，在这个过程中凋落物自身会释

放热量，释放的热量维持其反应的进行。因为阴燃自身具有的隐蔽性，所以难以

被人眼直接观测到。阴燃过程中，凋落物的热成像面积和形态会发生变化，此时，

当温度达到一定程度，阴燃便会转变为完全燃烧，产生明火。所以，如果能在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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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物处于阴燃状态时就检测其状态并采取相应措施，那么森林火灾的发生将会得

到极大的抑制。 
传统森林火灾的发现是设置瞭望塔和定期派人员巡视来观察森林里的环境

情况。这种方法效率较低，并且会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不能起到很好的预防火

灾的作用。 
而如今，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信息行业的发展，对于森林内环境的探测方式也

变得越发多样型和高效性。当前，我国自主发展独立运行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正

朝着全球组网的方向迈进，预计到明年中旬将完成全球组网，其在森林火灾的探

查和预测方面能够起到重要的作用，但目前来说，针对于基于北斗卫星的森林火

灾探测方面的研究比较少，近几年来国内在此方面的研究几乎为0，此方向最近

有文献记载的研究可追溯到2015年，姜文龙、刘楷鹏、韩宁等设计了一个基于北

斗卫星通信的森林火灾检测系统[1]，其通过针对火灾发生时产生的烟雾、火焰、

光等物理现象来探测火灾的发生，并且根据发生的严重程度的不同设置了三级报

警，但此方法只能探测已经发生了的火情，不能有效地预测火灾的发生。在更早

些时候，邢劭谦、宋哲存通过利用Zigbee CC2530模块、温湿传感器模块、北斗V-
03模块以及自行设计的无线网关,采用网状网络拓扑方法、无线多跳以及卡尔曼

滤波算法,设计出可实现长时间无人监守的森林防火预警系统[2]。该系统能实时监

测林区的温湿度等数据，并将其传回控制中心。但此方法需要在林区内构建一个

较大的Zigbee网络，施工比较麻烦，而且，此方法和[1]中一样，只能监测当时林

内的温度等信息，不能做火灾的预测。 
当前，无人机技术发展的十分成熟，无人机在军事、民用和商业等各领域都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森林防火这个方向里，无人机也吸引了人们的目光，许多

研究者在基于无人机的森林防火方面做了许多的研究。 
在国内，张庆杰等提出了一个初期的无人机平台和基于支持向量机的林火图

像识别算法[3],但文中只是一个理论方面的设计，并没有讲如何将算法和无人机平

台相结合。赵飞提出了一种基于无人机的森林火点定位算法[4]，但也只是在理论

方面的研究，并没有详细介绍在实际中的应用。王思嘉提出了一种基于空中机器

人的火灾检测系统，详细地介绍了系统硬件的组成、火灾检测、着火点的三维建

模以及基于BP神经网络的火灾信息提取的方法[5],但同样，此研究仍旧偏向于方

法的提出和仿真实现，未详细介绍如何用硬件搭载算法。 
相较于国内，国外在此方向的研究相对更加完善。在无人机与遥感结合应对

森林火灾方面有着较多的应用[6-8]。Yuan C、Liu Z、Zhang Y等提出了一种基于无

人机的森林火灾检测方法[9]，Stainov R、Goleva R、Achkosk J等在[9]的基础上对

信息的传输方面进行了改进[10]，但对自身算法的验证不够具有一般性和代表性，

使用舞台火焰模拟器验证具有一定的不准确性。而且，国外在森林防火方面的研

究往往需要花费较多的资金和特定的检测设备，不适合我国的国情。 
根据以上情况，本文设计了一种基于北斗系统与无人机的火警监测与实时预

警平台，利用无人机搭载火灾检测硬件设备，采用BP神经网络算法，在经过一系

列训练样本进行训练之后，就可以通过分析检测系统测得的火灾特征参数来预测

火灾的发生，再将预测到的火灾发生地点的经纬度位置坐标传给森林火灾监控中

心以便及时采取行动。 

1. 监测预警系统硬件构成及基本原理 

火灾监测预警系统硬件由六部分构成，即无人机、电源、主控芯片、GPS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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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双定位模块、红外非接触测温模块、GPRS数据传输模块。本系统的硬件组成

示意图如图1-1所示，红外非接触测温模块进行数据的采集，当采集到的温度超

过阀值时，则将GPS北斗双定位模块得到的定位信息，通过GPRS数据传输模块

远程传输经纬度信息到监测中心。 

 
图1-1 系统组成示意图 

1.1 主控芯片STM32F103RCT6 

本系统的主控芯片选用32位嵌入式微控制器，芯片型号为STM32F103RCT6，
闪存存储器容量为256K字节，工业级温度范围为-40°C~85°C ,该芯片功能强大，

总线运行速率最高能达到72MHz，符合设计要求。因此，该芯片完成主要功能如

下：内部时钟设定、控制红外非接触测温模块采集温度数据、控制GPS北斗双定

位模块获取地理信息、控制GPRS模块远程传输地理信息。 

1.2 无人机类型选取 

用于火灾监测的可行机器选型有爬行机器人与无人机，但考虑到森林有覆盖

面积辽阔、地形复杂的地理特性，在森林火灾监测方面，爬行机器人的局限性远

高于无人机，因此，本系统选择无人机为监测装置的载体。 
无人机根据飞行姿态的不同分为固定翼无人机与旋翼无人机，下面结合两种

无人机的自身特性比较分析其适用范围。 
固定翼无人机有飞行速度快、抗风能力强、续航时间长的特点，携带摄像设

备后可用于高空检测森林大面积火烧痕迹和面积调查[11],但是由于它不具备定点

飞行的特性，不适用于小范围的监测。而旋翼无人机具有定点悬停，对起降要求

低的特点，可用于低空定点排查森林火灾疑点区域。本系统主要实现目标为小范

围排查阴燃点，因此选择四旋翼无人机作为监测装置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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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四轴旋翼无人机和固定翼无人机 

1.3 GPS北斗双定位模块 

本系统选用ATK1218-BD GPS/北斗模块获取定位信息，与STM32主控芯片的

通信接口采用UART串口方式，输出的GPS/北斗定位数据采用NMEA-0183协议，

且可以通过SkyTraq协议对模块进行配置。其中，NMEA-0183协议采用ASCII码来

传递GPS定位信息，之后通过串口通信将信息传输给STM32，最后通过远程传输

将经代码解析后的NMEA-0183数据传送到监控中心。 

1.4 红外非接触测温模块 

为实现无人机低空远距离测量森林疑似引燃点的温度，本系统采用红外非接

触温度传感器MLX90614ESF，电路图如图1.4所示。它具有集成度高、功耗低的

特点，且测量温度范围大，精度高，被测目标测量范围为-70-+380°C，传感器的

工作环境温度为-40-+125°C，测量值分辨率为0.02°C。该传感器使用SMBus协议，

通过控制STM32的SCL引脚进行数据读取。 

 
图1-3 MLX90614硬件电路图 

1.5 数据传输模块的选取 

可用于远程数据传输的方式有：蓝牙、WiFi、GPRS等，蓝牙穿透性强，具

有无需使用2.4GHz的ISM频段的特点，但通信距离通常在10m以内，不适用于远

距离数据传输。虽然WiFi的通信距离比蓝牙长，通常在100m左右，可用于数据的

高速率传输。但森林无WiFi信号覆盖，因此，本系统采用ATK-SIM800C GPRS通
信模块，与3/4G信号相较而言，GPRS信号具备信号覆盖范围广的特点，3/4G网

络在山区存在连接状况不佳的情况，而GPRS能覆盖偏远地区，可实时传输数据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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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于BP神经网络的森林火灾预测算法设计 

BP神经网络是一种多层前馈式的人工神经网络，其模仿人的神经元的模式，

构建了一个由输入层、隐含层和输出层组成的网络，每层中的神经元由输入、输

出、传递函数和阈值所构成。通过向神经网络输入一系列的输入向量和目标向量

并将输出向量与目标向量进行不断比对来调节神经网络各个输入量的权重、神经

元的阈值和传递函数中的各个参数。最终可通过分析训练好的BP神经网络在相

应输入参数下的输出量来进行判断和预测。 
本系统就是在分析森林凋落物的阴燃特征后用数据采集模块采集阴燃凋落

物主要的三个参数，分别为温度、红外面积变化参数和红外体积变化参数。将这

三个主要参数作为输入向量，再将通过实验已知会发生阴燃的那组数据记为1，
相反则记为0，并将其作为网络的目标向量。随后用输入向量和目标向量对网络

进行训练。训练结束后，向BP神经网络中输入待预测是否会发生阴燃的凋落物特

征参数，并用BP神经网络的输出结果来预测。 

2.1 森林火灾发生过程 

森林火灾的发生有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其发生主要分为隐性和显性，隐性

主要为阴燃状态，即一种没有明显火焰特征以及浓烟产生的燃烧状态，其不可被

人眼所直接观测，往往需要借助于红外设备来进行观测。处于阴燃状态的森林凋

落物的温度、热成像面积和形态会发生一定变化，当温度上升到一定程度时，若

氧气充足，阴燃状态就会变为有火焰和浓烟产生的燃烧状态。 

2.2 森林凋落物阴燃特征提取 

因为在凋落物阴燃过程中，其自身温度、红外成像面积和形状会发生变化，

所以，我们将凋落物温度、红外面积变化率和形状参数变化率作为阴燃特征。通

过数据采集模块收集到各个时段的阴燃特征参数后，对图像的频率域进行处理，

构建图像的数学模型 
 𝑓𝑓(𝑥𝑥,𝑦𝑦) = 𝑠𝑠(𝑥𝑥,𝑦𝑦) + 𝐿𝐿(𝑥𝑥, 𝑦𝑦)   (2-1) 

其中，𝑓𝑓(𝑥𝑥,𝑦𝑦)是含噪图像的频率函数，𝑠𝑠(𝑥𝑥,𝑦𝑦)是不含噪图像的频率函数，

𝐿𝐿(𝑥𝑥,𝑦𝑦)为高斯白噪声。 
随后提取(2-1)的小波系数 

 𝑊𝑊𝑓𝑓(𝑥𝑥,𝑦𝑦) = 𝑊𝑊𝑠𝑠(𝑥𝑥,𝑦𝑦) + 𝑊𝑊𝑔𝑔(𝑥𝑥,𝑦𝑦)  (2-2) 
其中𝑊𝑊𝑓𝑓(𝑥𝑥,𝑦𝑦)为含噪图像的小波系数，𝑊𝑊𝑠𝑠(𝑥𝑥,𝑦𝑦)为不含噪图像的小波系数，

𝑊𝑊𝑔𝑔(𝑥𝑥,𝑦𝑦)为高斯白噪声的小波系数。 
接下来，将𝑊𝑊𝑓𝑓(𝑥𝑥,𝑦𝑦)分为高频小波系数𝑊𝑊ℎ(𝑥𝑥,𝑦𝑦)和低频小波系数𝑊𝑊𝑙𝑙(𝑥𝑥,𝑦𝑦)，并对高

频小波系数进行阈值处理，得到估计小波系数𝑤𝑤�ℎ(𝑥𝑥,𝑦𝑦)，再将𝑤𝑤�ℎ(𝑥𝑥,𝑦𝑦)和低频小波系

数𝑊𝑊𝑙𝑙(𝑥𝑥,𝑦𝑦)进行小波逆变换，得到估计信号�̅�𝑠(𝑥𝑥,𝑦𝑦)，即为去噪后的信号。 
然后，通过灰度形态学开运算对图像进一步滤波，将图像边缘进行平滑处理。

之后将图像分为目标图像和背景图像进行分割。这时候，目标图像和背景图像之

间会存在类间方差，当类间方差最大时，能越精确地区分目标图像和背景图像。 
通过设定阈值将图像的灰度分为两类，分别为𝐶𝐶0 = (0,1, . . , 𝑐𝑐)和𝐶𝐶1 = (𝑐𝑐 +

1, 𝑐𝑐 + 2, … , 𝐿𝐿 − 1)，𝐿𝐿为原始图像的灰度级，𝑐𝑐为阈值。 
各个灰度出现的概率为 

 𝑃𝑃𝑖𝑖 = 𝑒𝑒𝑖𝑖
𝑁𝑁     (2-3) 

其中𝑖𝑖𝑖𝑖为灰度为𝑖𝑖的像素的个数，𝑁𝑁为图像的总像素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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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𝐶𝐶0和𝐶𝐶1出现的概率𝑤𝑤0和𝑤𝑤1分别为 

 �
𝑤𝑤0 = 𝑃𝑃 �𝐶𝐶0� = ∑ 𝑃𝑃𝑖𝑖𝑐𝑐

𝑖𝑖=0

𝑤𝑤1 = 𝑃𝑃 �𝐶𝐶1� = ∑ 𝑃𝑃𝑖𝑖 = 1 − 𝑤𝑤0
𝐿𝐿−1
𝑖𝑖=𝑐𝑐+1

    (2-4) 

则，𝐶𝐶0和𝐶𝐶1的平均灰度为 

 

⎩
⎨

⎧ 𝑐𝑐0 =
∑ 𝑖𝑖∙𝑃𝑃𝑖𝑖𝑡𝑡
𝑖𝑖=0

𝑤𝑤0
= 𝑐𝑐(𝑐𝑐)

𝑤𝑤0

𝑐𝑐1 = ∑ 𝑖𝑖∙𝑃𝑃𝑖𝑖
𝑤𝑤1

= [𝑐𝑐𝑇𝑇 − 𝑐𝑐(𝑐𝑐)]/(1 − 𝑤𝑤0)𝐿𝐿−1
𝑖𝑖=𝑐𝑐+1

  (2-5) 

其中，𝑐𝑐(𝑐𝑐) = ∑ 𝑖𝑖 ∙ 𝑃𝑃𝑖𝑖𝑐𝑐
𝑖𝑖=0 ，𝑐𝑐𝑇𝑇 = ∑ 𝑖𝑖 ∙ 𝑃𝑃𝑖𝑖𝐿𝐿−1

𝑖𝑖=𝑐𝑐+1  
𝐶𝐶0和𝐶𝐶1的方差为 

  �
𝜎𝜎0

2 = ∑ [(𝑖𝑖 − 𝑐𝑐0)2 ∙ 𝑃𝑃/𝑤𝑤0
𝑐𝑐
𝑖𝑖=0

𝜎𝜎1
2 = ∑ [(𝑖𝑖 − 𝑐𝑐1)2 ∙ 𝑃𝑃/𝑤𝑤1

𝐿𝐿−1
𝑖𝑖=𝑐𝑐+1

 (2-6) 

则总体方差为 
  𝜎𝜎𝑇𝑇

2 = 𝜎𝜎𝐵𝐵
2 + 𝜎𝜎𝑤𝑤

2    (2-7) 
其中，类内方差𝜎𝜎𝑤𝑤2 = 𝑤𝑤0 ∙ 𝜎𝜎02 + 𝑤𝑤1 ∙ 𝜎𝜎12，类间方差𝜎𝜎𝐵𝐵2 = 𝑤𝑤0 ∙ (𝑐𝑐0 − 𝑐𝑐𝑇𝑇)2 + 𝑤𝑤1 ∙

(𝑐𝑐1 − 𝑐𝑐𝑇𝑇)2 
引进判决准则 

    𝜂𝜂(𝑐𝑐) = 𝜎𝜎𝐵𝐵
2/𝜎𝜎𝑇𝑇

2   (2-8) 
因为要令分离时的类间方差𝜎𝜎𝐵𝐵2最大，即令𝜂𝜂(𝑐𝑐)最大。当𝜂𝜂(𝑐𝑐)为最大时𝑐𝑐的值即

为最佳的阈值𝑐𝑐∗。大于𝑐𝑐∗的为目标图像，小于𝑐𝑐∗的为背景。 
综上，阴燃物特征参数提取的算法流程如图2-1所示。 

 
图2-1 阴燃物特征参数提取的算法流程图 

接下来，通过算红外图像的面积变化率和形状参数变化率即可获得阴燃物的

特征参数𝑆𝑆和𝐹𝐹。 

          𝑆𝑆 = �
𝑆𝑆𝑘𝑘−𝑆𝑆𝑘𝑘−1

𝑆𝑆𝑘𝑘
�  (2-9) 

其中，𝑠𝑠𝑘𝑘和𝑠𝑠𝑘𝑘−1为相邻两次测得红外图像面积大小。 

     𝐹𝐹 = �
𝐹𝐹𝑘𝑘−𝐹𝐹𝑘𝑘−1

𝐹𝐹𝑘𝑘
�  (2-10) 

其中，𝐹𝐹𝑘𝑘和𝐹𝐹𝑘𝑘−1为相邻两次测得红外图像形状参数。 

2.3 BP神经网络原理 

人工神经网络是一种通过模仿生物大脑和生物神经网络功能的一种信息处

处
理
前
的
图
像

小
波
阀
值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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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度
形态
学开
运算

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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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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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值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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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系统，在生物神经网络中，各个神经元相互联结，每个神经元根据其所接收到

的信号的大小的加权和与某个阈值进行比较，当高于阈值时便会根据作用信号的

不同而处于兴奋或抑制状态。而人工神经网络就是通过模拟人们生物神经网络的

这一工作过程而出现的。 
BP 神经网络的原理是：当我们只知道某一过程的一些输入和输出，而不知

道其内部的传递方式。这时，输入输出之间的传递过程可以看做一个网络，我们

通过给这个网络输入和输出来训练这个网络，理论输出和实际输出的差值会用于

不断纠正网络中的传递函数参数、阈值以及各个输入量的权重。随后，我们向已

经训练好了的网络输入一个输入量，网络便会根据已经调节好了的传递函数参数、

阈值和输入权重输出相应的输出量。 

2.4 BP神经网络结构模型 

BP神经网络是一种多层前向型神经网络，其含有一个输入层，一个或多个隐

含层，一个输出层。层与层的神经元之间通过不同的权值全连接，同一层的神经

元之间没有连接。层与层之间通过各自神经元的权值、阈值和传递函数进行运算。

BP神经网络的结构模型如图2-2所示。输入层的神经元个数为𝑊𝑊,𝑃𝑃1为输入层的输

出向量，即为隐含层的输入向量，隐含层的神经元数为𝐴𝐴，𝐼𝐼𝑊𝑊1,1为隐含层的权重

向量，𝑏𝑏1为隐含层的阈值，𝑖𝑖1为隐含层中输入经过加权求和后的结果，𝐿𝐿1为隐含

层的输出向量也为输出层的输入向量，𝐼𝐼𝑊𝑊2,1为输出层的权重向量，𝑏𝑏2为输出层

的阈值，𝑖𝑖2为输出层中输入经过加权求和后的结果，输出层内的神经元个数为𝑖𝑖，
𝐿𝐿2为输出层的输出向量。 

 
图2-2 BP神经网络结构模型 

2.5 BP神经网络算法设计流程 

首先根据数据采集模块采集到的已知是否会发生阴燃的凋落物数据参数产

生训练集和测试集，随机取样本的3/4作为训练集，剩下的1/4作为测试集。创建

BP神经网络，再将训练集输入BP神经网络对BP神经网络进行训练。在训练过程

中，若输出层的输出量与目标向量相差较大，则误差会经过隐含层向输入层传播，

BP神经网络能够根据误差不断修正各个层的权值向量和阈值，当误差达到允许

范围之内时，训练停止，BP神经网络完成了学习。接下来，通过向训练好了的神

经网络输入测试集，通过比较输出量和期望值的大小来测试BP神经网络的训练

结果。之后，向BP神经网络输入数据采集模块测得的未知是否发生阴燃的凋落物

的特征参数，就可以通过分析BP神经网络的输出值来判断凋落物是否会发生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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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在得到测试总误差后，用遗传算法对测试所得的总误差进行优化，并反馈最

小的误差值给神经网络调节得到神经网络最佳的权值和阈值，以减少神经网络训

练过程中的迭代次数。 
BP神经网络算法流程图如图2-3所示，遗传算法改进神经网络误差的算法如

图2-4所示。 

 
图2-3 神经网络算法流程图 

 
图2-4 通过遗传算法改进神经网络误差的流程图 

3. 检测预警系统软件设计 

本系统软件设计分为四个部分，分别为主程序设计、GPRS北斗双定位模块



第十一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599 

设计、数据采模块设计、GPRS无线传输模块设计、BP神经网络算法的软件程序

设计，软件设计框图如图3-1。 

 
图3-1 系统设计框图 

3.1 主函数设计流程 

首先初始化各模块，再利用STM32的定时器功能，控制红外非接触温度测温

模块定时检测温度，当温度超过温度阀值时，GPS北斗双定位模块读取定位信息，

通过单片机程序解析ASCII形式的定位信息，最后GPRS无线传输模块将解析后的

信息远程传输给上位机，主函数程序流程图如图3-2。 

 
图3-2 主函数程序流程图 

3.2 GPS北斗双定位模块软件设计流程 

该模块的软件设计分为两个部分，分别为NMEA-0183的数据解析和SkyTraq
协议控制。NMEA-0183协议有$GNGGA、$GPGSA、$GNGSV、$BDGSV、

$GNRMC和$GNVTG等6类帧的命令格式，分别可获取GPS/北斗定位信息、当前

卫星信息、可见GPS卫星信息、可见北斗卫星信息、定位信息、地面速度信息，

红外测温模块

北斗GPS双定位模块

STM32 GPRS通信模块

开始

GPRS子程序入口

GPS模块子程序入

口

红外测温模块子程

序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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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的信息结果存放与nmea_msg结构体中。而SkyTraq协议实现串口波特率的设

置、PPS输出脉冲宽度的设置。在主函数中，初始化串口3的波特率为115200，输

出脉冲宽度为100ms，串口3读取并打印nmea_msg结构体中的经纬度信息。 

 
图3-3 GPS北斗双定位模块程序流程图 

3.3 数据采集模块设计流程 

数据采集主要利用MLX90614红外测温模块完成温度数据的采集，首先主函

数初始化SCL、SDA两个端口，并软件初始化MLX90614，单片机通过SMBus传
输协议读取的温度值To1并储存在RAM中。但RAM中的温度值不是实际的环境温

度值，要利用特定换算公式才可使用，公式为：实际温度值=RAM*0.02-273.15，
程序流程图如图3-4。 

串口初始化

SkyTraq协议设置模

块波特率

SkyTraq协议设置模

块脉冲宽度

串口中断读取经纬
度信息

返回主程序

GPS模块子程序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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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数据采集模块程序流程图 

3.4 GPRS无线传输模块软件设计流程 

首先初始化GPRS模块，串口波特率配置为115200。为使PC端能接收到串口

传输的数据，将GPRS模块配置为TCP客户端模式，并开启透传模式。使用命令

“AT+CIFSR”获取本地IP地址，即为服务器的IP地址，GPRS模块作为客户端接入，

通过串口发送数据，此时服务器可远程接收客户端发送的数据。在PC端的网络调

试助手中建立一个TCP连接，即可查看并接收数据，程序流程图如图3-5。 

红外测温模块子程序入口

串口初始化

MLX90614初始化

读取RAM（07h）数据

换算温度值

显示当前温度

返回主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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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GPRS无线传输模块程序流程图 

3.5 BP神经网络算法的软件程序设计 

考虑到微控制器的RAM空间有限，计算性能不高，因此，将无人机采集到的

数据通过串口发回PC端，根据采集的数据，在PC端上通过MATLAB仿真，获得

训练后的阀值与权值。最后将训练好的神经网络的移值到微控制器上，对实际阴

燃情况进行预测，程序流程图如图3-6。 

GPRS子程序入

口

初始化GPRS

检查GPRS附着

状态

设置为透传模
式

设置APN

建立无线链路

获得本地IP地址

建立TCP链路

串口数据传输

返回主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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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BP神经网络算法程序流程图 

4. 系统总体测试与分析 

系统的测试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调试服务端，使其能接收到远程传输的数

据，另一个是利用采集到的数据对神经网络进行训练。 

4.1 服务端测试结果 

首先打开网络调试助手，选择TCP Server协议类型，并输入用于测试的PC端
的本地IP地址（192.168.2.103）及本地端口号8080。再通过打开串口调试助手查

看连接客户端连接状态，测试结果见图4-1和4-2。 

 
图4-1 串口调试测试结果 

开始

初始化参数

样本数据归一化

建立网络节点

设置求解迭代次数

求解

数据恢复到原始空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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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服务端测试结果 

4.2 BP神经网络的训练集数据采集 

确认模块和服务端完成连接后，可通过服务端查看采集的数据，调试程序使

得串口打印采集到的温度数据，并发送到服务端，测试结果见图4-3。收集获得的

温度数据，在MATLAB中对神经网络进行训练，得到训练后阀值与权值。主要测

试的情况为点燃，因此输入的只有温度数据这一个变量，假设面积变化率与形状

变化率为定值。 

 
图4-3 服务端接收温度信息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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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BP神经网络仿真测试结果与分析 

BP神经网络的输出层神经元个数设置为1。当输出层的输出值大于-0.3小于

0.3时判断为不会发生阴燃；当输出层的输出值大于0.3小于0.7时，判断为可能发

生阴燃；当输出层的输出值大于0.7小于1.3时，判断为一定会发生阴燃。 
4.3.1 选择训练集和测试集 
随机选择15组已知是否会发生阴燃的样本，用数据采集模块采集其凋落物在

不同燃烧状态下的特征参数。之后从这15组样本中随机抽取11组样本作为训练集，

用于在MATLAB中训练神经网络，并得到训练好后的神经网络的权值参数和阈值

参数，以供在Keil中用C语言编写BP神经网络程序。剩下的4组样本作为测试集，

用于在MATLAB中对训练好的神经网络进行性能分析。15组样本数据如表4-1所
示，其中1表示发生阴燃，0表示未发生阴燃。 

表4-1 样本数据表 

编号 凋落物温

度 
红外面积

变化率 
红外形状

变化率 
是否会发

生阴燃 
BP神经网

络输出 
1 219.7 0.1235 0.3297 1 0.9234 
2 223.5 0.0967 0.0746 1 0.9621 
3 235.4 0.2385 0.1536 1 0.8793 
4 208.6 0.1189 0.1102 1 1.2022 
5 213.8 0.0870 0.2185 1 0.7865 
6 102.5 0.0058 0.0943 0 -0.1132 
7 129.3 0.0017 0.0321 0 0.2165 
8 59.3 0.0031 0.1232 0 0.1723 
9 100.5 0.0048 0.0978 0 0.3421 
10 127.8 0.0112 0.0109 0 -0.1543 
11 203.2 0.0425 0.0687 0 0.1965 
12 214.3 0.0589 0.0251 0 -0.1192 
13 207.9 0.1024 0.0120 0 0.2681 
14 202.3 0.0234 0.0325 0 0.1639 
15 204.8 0.0821 0.0118 0 0.3219 

 
4.3.2 训练结果 
设置系统的目标误差为 0.001，学习率为 0.01，训练次数为 1000 次，误差曲

线如图 4-4 所示。 

 
图4-4 BP神经网络误差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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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4-1可知，利用newff函数训练的神经网络在误差逆向传播迭代5次后完成

了收敛，误差为0.012451。 
4.3.3 BP神经网络测试 
训练后的BP神经网络完成了函数逼近，矢量分类和模式识别。此时，向BP

神经网络中输入测试集，用T_sim_bp( )函数对BP神经网络进行仿真。测试效果如

图4-5所示。 

 
图4-5 测试效果图 

由图4-4可知，BP神经网络测试的确定系数为0.98783。 

4.4 系统总体测试 

将训练好的无人机进行总体测试，观察在无人机监测到到达阴燃温度时，是

否能正确反馈经纬度信息到服务端，最后将获得的经纬度输入GPS地图，则可查

看准确的地理位置信息。 
4.4.1测试对象的选取 
为模拟阴燃火灾的发生，利用刚开始燃烧的普通A4纸作为测试对象，其燃烧

温度为200摄氏度左右，与阴燃温度近似，如图4-6所示。 

 
图4-6 测试对象 

4.4.2 测试过程 
控制无人机飞行，使无人机特定区域内小范围侦测，当无人机监测到目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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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观察终端是否反馈信息，如图4-7所示。 

 
图4-7 无人机监测到目标 

4.4.3测试结果 
监测到目标后，在终端上可立即查看到目标地点的经纬度信息，如图4-8所

示，将得到的经纬度输入GPS地图后可获得直观的地理位置，如图4-9所示。 

 
图4-8 服务端获取经纬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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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 在GPS地图上定位准确地理位置 

5. 实物展示 

实物组装前后见图5-1和5-2。 

 
图5-1 组装前各模块实物展示 

 
图5-2 组装后无人机背面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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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创新点与结论 

6.1 创新点 

（1）本平台将无人机与北斗导航系统相结合，客户端和服务端之间相互通

信，能够及时并准确地反馈探测信息。 
（2）同时采用BP神经网络对火灾的发生进行预测。 
（3）在神经网络的训练过程中，对神经网络的误差值使用遗传算法进行最

优化处理，反馈给神经网络最小的误差值，减少神经网络训练过程中的迭代次数。 
6.1.1无人机与北斗导航系统相结合 
森林具有地域辽阔，地形复杂的特点，人工检测效率低。无人机机动性高，

运动速度快，能有效提高检测效率，将无人机与北斗导航系统相结合，可实现远

程定位阴燃火灾的地点，给实时监测森林的状况提供了便利。 
6.1.2 运用BP神经网络对火灾的发生进行预测 

    提取阴燃火灾的主要特征参数，获取15组已知是否会发生阴燃的特征参数。

将15组特征参数作为BP神经网络的输入矩阵，将会发生阴燃记作1，不会发生阴

燃记作0，形成BP神经网络的输出矩阵。之后，为保证训练结果的准确性，从15
组数据中随机抽取11组作为训练矩阵，用于训练BP神经网络，另外4组作为测试

集，用于测试神经网络。我们通过MATLAB训练神经网络，并且用决定系数来评

价训练结果的好坏，并且得到训练效果最好的BP神经网络的权重和阈值，并且据

此编写能够搭载在STM32里的BP神经网络C语言程序，用于预测阴燃的发生。 

6.2 结论 

本文分析了国内外在森林火灾预警方面的文献资料，从硬件和软件上提出了

一个基于北斗与无人机的火警检测平台，做出了能够搭载所提出的平台的实物，

完成了实物调试。该平台将北斗系统和无人机相结合，采用了BP神经网络算法对

可疑点是否发生阴燃进行判断，能够对森林火情的可疑点进行专门排查和反馈位

置信息。通过红外非接触测温模块采集可疑点的温度信息，并通过神经网络算法

判断是否发生阴燃，若发生阴燃，则通过数据传输模块将GPS北斗双定位模块定

位到的位置信息传输给服务端，以便让处于服务端处的工作人员能够及时发现险

情，并做出相应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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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eVTOL最终进近的北斗视觉组合垂直引导方法 

作    者：叶思源、张鹏杰、沈晨旭 
指导教师：李诚龙 
学    校：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摘要】利用具备自动驾驶能力的电推进垂直起降（eVTOL）航空器进行城市空

中交通（UAM）是近年来航空运输发展的新兴方向，而最终进近是eVTOL载运

具下降着陆的关键阶段，需要在垂直方向提供高精度定位和垂向引导。本文提出

在北斗导航的基础上引入双目视觉信号进行卡尔曼滤波组合导航，通过双目视觉

测距起降区域建筑顶部的高度、中心点、边缘曲线等几何特征来提供高度参考，

从而帮助提高北斗导航的垂直定位精度，保障eVTOL的安全降落。 
【关键词】城市空中交通；eVTOL；北斗；视觉；垂直测量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urban air mobility (UAM) which uses self-piloted eVTOL 
(Electric Vertical Take-off and Landing) vehicles has become an emerging way of air 
transportation. The final approach is the critical stage of the eVTOL vehicles’ descent 
and landing and high precision positioning and vertical guidance are needed in this 
stage. This work proposes an algorithm which integrates 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and binocular vision information to do height measuring. By recognizing geometric 
feature such as the center point and edge curve of the building roof to provide a height 
reference. The simulation results prove that our algorithm can improve the precision of 
height measuring in the final approach stage of eVTOL vehicles. 
【Key words】 urban air mobility; eVTOL; Beidou; binocular vision approach image 
recognition vision; vertical measurementss. 
 

 

0 引言 

最终进近（Final approach）概念是指民航客机在仪表进近着陆程序中通过最

终进近定位点（Final Approach Fix, FAF）后对准降落场地进行下滑着陆的关键阶

段[1]，客机需严格按照仪表飞行程序设计的下滑坡度进行下降。在这一阶段，使

用精密进近的民航客机通常使用仪表着陆系统（Instrument Landing System, ILS）
的下滑台（GP）进行高度面引导[2]。而对于非精密进近的航空器通常飞行员会依

赖于机载气压高度计和无线电高度表保持对地面的超障余度，并最终建立目视参

考后进行人工驾驶着陆。 
但上述应用于民航客机的仪表着陆系统（含天线）体积大，对地形环境有较

为严格要求，不适合城市空中环境的应用场景。而对于纯机载的定高设备，气压

高度计受气温、空气湿度密度等条件影响较大，不能在城市环境提供稳定且高精

度的高度测量，且无线电高度表利用电波发射与接收的时差测量来计算航空器到

地面的直线距离以获得航空器相对地面的高度[3]，但这种方式在城市区域楼宇高

低起伏的地形空间下同样干扰较大，无法用于eVTOL航空器自动着陆引导。 
随着自主飞行（self-piloted）和远程驾驶机长（RPAS）概念的提出[4]，民用

航空器越来越重视对卫星导航系统的应用，例如民航客机所采用的P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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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formance based Navigation）导航概念[5]，引入了基于性能和导航精度的程序

设计方法。在这一过程中，北斗导航作为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卫星导航系统

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城市空中交通（UAM）场景下，基于北斗卫星定位

技术和视觉导航融合的定高手段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6-8]。因此本文提出利

用一种卡尔曼滤波组合导航方法，为eVTOL航空器最后进近下降阶段提供稳定连

续的垂向高度定位。 
本文将按照以下章节结构介绍这种方法：第1节介绍城市空中交通场景与

eVTOL航空器在该场景下最终进近的过程。第2节介绍本文所需用到的坐标系及

eVTOL航空器姿态表示方法。第3节提出了引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BDS）、惯性测量单元（Inertial Measurement Unit，
IMU）与双目测距系统的组合导航基本框架。第4节中单独介绍了双目视觉测距

模型及其坐标系转换与处理方法。第5节介绍了融合上述传感器信息的高度测量

算法。第6节对算法进行了仿真且对结果进行了分析总结。第7节对算法的应用前

景进行了展望与总结，对后续工作、应用前景、预期成果进行了补充。 

1. 城市空中交通最终进近过程 

如下图场景所示，城市空中交通是指利用eVTOL航空器在城市空中提供短途

运输的一种新型交通方式，相比于地面二维交通，它具有更短直飞行路径、更高

空间自由度以及更快的送达时间等优点[9-11]。eVTOL航空器通常在城市不同高度

建筑物顶层或者其他平坦区域进行降落 [12]，需要开发新的通信导航监视

（Communication, Navigation and Surveillance, CNS）技术以满足这一复杂地形场

景下的航空器运行需要[7]。 

  
图2 城市空中交通场景 

如图2所示，文献[13]提出了一种典型eVTOL城市区域的进近过程，eVTOL在
通过走廊口进入到垂直起降降落场地（Vertiport）进近区范围后，会斜飞下降至

图中Approach Fix定位点处，再水平飞至垂直起降降落场地上空，最后垂直下降。

由于这一阶段，航空器斜飞下降所经过区域楼层可能高低起伏，因此要求自主驾

驶航空器具有高精度的垂直测高手段，保证最终进近下降过程中的飞行安全。 

  
图3 eVTOL进近过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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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上述过程中航空器在楼宇间着陆，可能出现卫星信号多径干扰或信号

遮蔽等情况，降低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垂直方向的高程定位精度[14]，因此我

们提出在北斗高度定位精度情况下引入双目视觉信号的组合导航方法，提高

eVTOL航空器在最终进近阶段的垂向定位精度。 

2. 坐标系与航空器姿态表示 

2.1地球固联坐标系与机体坐标系 

在坐标系定义之前，本文首先做出如下假设：（1）eVTOL为质量不变并且结

构对称的刚体；（2）eVTOL的重心与体坐标系的原点相重合；（3）重力加速度保

持恒定不变。 
地球固联坐标系 eeee zyxo 适用于研究局地区域航空器相对于地面的运动状态。

即将地球表面假设成平面，忽略地球曲率。在该项目中，eVTOL位置、eVTOL姿
态、进近航线、降落场地地理位置被保存于该坐标系中。 

机体坐标系 bbbb zyxo 于测绘多旋翼机体固定连接，其原点 bo 取于eVTOL的重

心位置， bb xo 轴在多旋翼对称平面内指向机头方向； bb zo 在多旋翼对称平面内，

垂直于 bb xo 向下，最后的轴的方向是由右手法则确定，机体坐标系已经包含

eVTOL瞬时姿态，常用于记录记载惯性测量单元（Inertial Measurement Unit，IMU）

传感器三轴加表和三轴角速率传感器信号。 

 
图4 体坐标系与地球固联坐标系 

地球固联坐标系与机体坐标系均为空间笛卡尔坐标系，两者之间可以通过姿

态矩阵、欧拉角或四元数方法进行变换。 
现定义如下单位向量： 

 















≡
















≡
















≡

1
0
0

,
0
1
0

,
0
0
1

321 eee  式（1-1） 

在地球固联坐标系下，沿 eeee zyxo 三轴的单位向量分别表示为式1-1所示。在

机体坐标系下，沿 bbbb zyxo 三轴的单位向量满足可以用式1-1按照如下规则表达： 
 332211 ,, ebebeb bbb ===  式（1-2） 

在式1-2的前提下，即可推出： 
 321 ,, bbb eee  式（1-3） 

这三个单位向量即可足够表达沿 bbbb zyxo 的三轴单位向量。在能够通过式1-
1、1-2、1-3推导的情况下，即可表达从进近开始到进近结束的全时段的姿态和位

于地表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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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两种坐标系中，北斗系统不能提供机体固连坐标系，因其将eVTOL等
效为质点，直观的记录了机体位于大地坐标系的经纬度与高度，在进近时，只有

经纬度尚是不足以完全表达机体的位置的，故引入了欧拉角作为机体姿态的表达

方式。同时，在采用机体坐标系积分所得的位移时，往往距离推算不够准确，有

较大的漂移与偏差，所以在第4节中，采用卡尔曼滤波方法进行信号融合，消除

噪声，进一步提高了定位的准确性与可靠性。 

2.2 飞机姿态角表示 

在应用式1-1、1-2、1-3时，可采用欧拉角表示机体姿态，欧拉角是一种直观

的姿态表示方法，且物理意义明确。根据欧拉定理，刚体绕固定点的旋转可以看

成绕该点的若干次有限旋转的合成[15]。地球固联坐标系绕固定点的三次基本旋

转，可以得到机体坐标系。因此，姿态矩阵与三次基本旋转的顺序相关，可与用

三次基本旋转矩阵的乘积表示。直观的在这三次旋转过程中，旋转轴是带转动坐

标系的某一对应坐标轴，旋转角度即为欧拉角。进一步的，令地球固联坐标系与

机体坐标系完全一致，则偏航角ψ ，俯仰角θ和滚转角φ的正负既由右手法则确

定。 
基于式1-1、1-2和1-3，即可对欧拉角做出如下定义： 
1. 俯仰角θ： 
  bb xo 轴与平面 eee yxo 的夹角，取 xboo 轴向上方为正。 
2. 滚转角φ  
 bb zo 轴与平面 'bxbb ooo 的夹角，取 bb zo 轴指向铅锤面的左方为正。 
3. 偏航角ψ  

 bb xo 轴在平面 eeb yxo 的投影与 ee xo 延长线的家教。取地球固连坐标系顺时针转

动为正。 

2.3 姿态变化率与机体角速度的关系 

在知道欧拉角的情况下，既可描述机体角速度，描述机体角速度即可快捷的

得出eVTOL下一步姿态变化情况，而这些情况对于进近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姿态变化率与机体旋转角速度有如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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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式1-4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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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式（1-5） 

即： 
 bω⋅=Θ W  式（1-6） 

由式1-5不难得出，若俯仰角为0则会导致矩阵W中部分元素分母为零，此时

在矩阵W中出现了一个奇异点。但在eVTOL正常飞行中，航空器不可能机头完全

朝上（机头水平朝上），因此该奇异点在实际中产生的概率极低，在本文讨论中

可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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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确了角速度与姿态的关系，姿态与大地、机体、地球固联坐标系的关系

后，不难发现，仅靠三轴加表提供的速率进行积分将会产生极大的误差与漂移。

因此在进近过程中若只采用这一种方法确定位置是不可靠的，由此引入第3节中

方法进行解决。 

3. 基于北斗、IMU、双目测距模型 

3.1 模型假设 

在建立模型之前，本文首先模型做出如下假设： 
1)北斗卫星接收机所提供的经纬度会产生随机噪声 
2)IMU单元会因电路及原理产生随机噪声，且置于飞行器重心处 
3)解算算力足够,且不因算力产生误差 
4)摄像机光心对准两测量目标连线中 
5)降落场地水平 
6)北斗卫星接收机默认为差分系统 

3.2 模型原理 

在模型中，本文设置了一套冗余系统，基于北斗、IMU、视觉测距。其冗余

部分为视觉测距模块。通过第5小节的算法，可以结合BDS与IMU，通过第4小节

可以结合双目视觉测距作为参考。模型流程如下图4所示。模型求解过程中包括

视觉信号的求解、IMU与BDS信号经过卡尔曼滤波的最优位置求解以及对视觉测

距的距离以及计算高度作为参考的或在IMU与BDS精度误差较大的情况下作为

参考的求解。 

 
图4 进近模型图 

4. 双目视觉测距模型 

4.1 视觉信号引入与坐标系处理 

首先讨论地球固连坐标系到摄像机坐标系之间的转换。采用双目视觉测距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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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减小因环境因素所带来的干扰，双目视觉测距，即通过对两幅图像视差（从有

一定距离的两个点上观察同一个目标所产生的方向差异。从目标看两个点之间的

夹角，叫做这两个点的视差角，两点之间的连线称作基线。只要知道视差角度和

基线长度，就可以计算出目标和观测者之间的距离。）的计算，直接对前方景物

（图像所拍摄到的范围）进行距离测量，而无需判断前方出现的是什么类型的障

碍物。所以对于任何类型的障碍物，都能根据距离信息的变化，进行必要的预警

或制动。 
因此在BDS和IMU两者偏差较大时，即可用测距推算出来的高度替代IMU的

积分所得的高度。但是在应用时仍需要进行数据变换。 

4.2 摄像机坐标系到图像坐标系之间的转换 

摄像机坐标系到图像坐标系的变换过程是一种透视关系，基于相似三角形。

在摄像机坐标系中。测量原理如下： 
双目摄像机感光元件保持水平斜向下30°，测量降落场地间的像素宽度，即

（u、v）两点之间的水平距离，结合eVTOL预先储存的降落场地真实宽度与像素

距离之间的比值，推算出eVTOL距离降落场地的实际距离。再通过实际距离结合

预先设置的水平斜向下30°算出摄像机距离地面的高度。因为摄像机是置于

eVTOL前端，所以此时摄像机的高度可以代表eVTOL的高度H。流程如下图所示： 
 

 
图5 双目测距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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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后的数据相较于传统数据会更加准确，即采用这种方法引入测高模型时

会对准确性和最终的安全性有一定的提升。在不使用该方法时，可以把其列入参

考，或是调整摄像头来测量目标的距离。 

5. 基于卡尔曼滤波器的高度融合测量算法 

5.1 卡尔曼滤波器 

卡尔曼滤波是一种利用线性系统状态方程，通过系统输入输出观测数据，对

系统状态进行最优估计的算法。由于观测数据中包括系统中的噪声和干扰的影响，

所以最优估计也可看作是滤波过程。采用卡尔曼滤是为了确保北斗提供的经纬度

与机体固联坐标之间的误差在可接受范围内。从IMU和北斗提供的经纬度出发结

合双目视觉测距的高度H，利用卡尔曼滤波，减小相对误差所带来的影响，从而

在转换为大地坐标系时提供更精确的位置信息。但是在实际应用中，传感器是有

噪声产生的，其噪声不可避免，而该噪声就是产生误差或漂移的原因之一，所以

本文引入了北斗卫星以及IMU的噪声。 

5.2 北斗卫星的噪声 

北斗卫星接收机固联于垂直起降运载具，测量其相对地球固联坐标系的位置，

除了位置信息，接收机的速度可以通过BDS卫星信号多普勒测量载波相位求得。

由于垂直起降运载具的速度往往不高，相比之下BDS接收提供的速度往往不精确。

因此北斗卫星的噪声必须保留。 

5.3 IMU噪声 

IMU的噪声是标定所不能解决的，噪声分为两个部分：电阻热噪声，JEFT噪
声。 

（1）电阻热噪声 
其中可分为。电阻噪声是由于导体内部载流子的无规则热运动产生的。带电

载流子的这种运动会产生微小电流波动，这些瞬时电流扰动会在导体两端产生噪

声电压。所以电阻热噪声就可以选用诺顿电流噪声模型来等效。 
（2）JEFT噪声 
JFET噪声源包括沟道热噪声，感应栅噪声，栅极散粒噪声和 f1/ 噪声，但由

于其不在本文研究范围内，所以只列出其等效模型和基本原理。 

5.4 噪声模型 

因此电阻开路热噪声电压有效值 tE 和短路热噪声电流有效值 tI 分别为: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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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kTRE

t
t

t

∆
==

∆=

4

4
 式（2-3） 

其中：k为波尔兹曼常数；T为热力学温度；R为电阻值； f∆ 为噪声带宽。 
由此可知，电阻热噪声与频率无关，是一种白噪声。 
而白噪声可用高斯白噪声向量替代，在MATLAB软件中可以用式（2-5）替

代。 
 p)n, wgn(m,=y  式（2-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A%BF%E6%80%A7%E7%B3%BB%E7%BB%9F/681470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3%BB%E7%BB%9F%E7%8A%B6%E6%80%81/89635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B%A4%E6%B3%A2/2938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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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用该函数产生一个m行n列的高斯白噪声的矩阵，p以dBW为单位指定输

出噪声的强度。 
在实际中，飞控已经可对噪声进行采集，由于采样于真实飞行，其包含上述两种

噪声（BDS噪声与IMU噪声）。采样得到的函数如下： 
 

 
图7 IMU噪声图 

图中橙色线条为“roll”轴噪声，蓝色则为“yaw”轴噪声。通过在matlab中的拟

合，可以算出其协方差与均值。即可以应用在卡尔曼滤波中。 

5.5 卡尔曼滤波算法求解 

在Matlab中，建模可实现卡尔曼滤波模拟，通过把观测值（BDS）提供与实

际值（IMU)提供来进行滤波处理。滤波中是实现最优规划的过程，由于卡尔曼滤

波是线性的，所以本文把上述过程默认为线性过程。既下一时刻的位置是由上一

刻的位置产生的。式2-3与式2-4说明了在实际中电阻热噪声为白噪声，既可以通

过式2-5产生。 
仿真过程中所采用的参数如表1所示： 

表1 参数设定表 

变量设定如下表: 

表2 变量设定表 

变量 数值 变量 数值 
N 9600/T R y+X3 
T 1 F [1,T,0,0;0,1,0,0;0,0,1,T;0,0,0,1] 
X zeros(4,N) H [1,0,0,0;0,0,1,0] 
Z zeros(2,N) Q delta_w*diag([200,1,200,1]) 

Z(:,1) [X(1,1),X(3,1)] y wgn(2,2,0.1) 
X(:,1) [-100,2,200,0] X3 10*eye(2) 

delta_w 1.00E-200   

参数 作用 参数 作用 
N 采样次数 R 观测噪声 
T 周期 F 状态转移矩阵 
X 目标初始位置、速度 H 观测矩阵 
Z 传感器观测 Q 过程噪声均值 

delta_w 模拟曲率 X3 观测噪声均值 
X(:,1) 记录目标初始位置、速度 y 高斯白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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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所示变量中： 
X(:,1)=[-100,2,200,0];表示目标在坐标系中位于X轴200，Y轴-100，X轴速度

为2，Y轴速度为0的状态。 
X3=10*eye(2);这一函数就是对图6的噪声拟合得到的。 

以这些初始值条件，目标在此条件下进行运动。 
在对参数与变量设定完毕后，即可进入仿真流程，仿真流程所使用的程序流程如

下图所示： 

 
图8 Matlab仿真流程图 

其中，X(:,t)=F*X(:,t-1)+sqrtm(Q)*randn(4,1);是目标BDS轨迹的四维矩阵；

滤波前后误差中的“RMS(X(:,i),Z(:,i))”与“RMS(X(:,i),Xkf(:,i))”，中采用的函

数为欧式距离函数，其结构如下图所示： 

 
图9 RMS函数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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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双目视觉测距求解 

该变换过程采用旋转矩阵 e
cR 和平移向量 3RT ∈ 表示，记p点分别为地球固联

坐标系和摄像机坐标系下的坐标表示为 )1,,,( zeyexe ppp 和 )1,,,( zcycxc ppp ,则可将变

换过程描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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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
cR 表示从地球固联坐标系到摄像机坐标系的旋转矩阵， 3RT ∈ 表示平

移向量， 4*4
2 R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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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f为摄像机焦距。式4-3结合4-2可以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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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s是比例因子，p为透视投影矩阵，即式中第二个矩阵。令点p（u，v）
为oi在图像中的任意位置，如图5.2所示，相邻像素间的距离沿着oi、xi两轴分别

表示为dxi、dyi，则图像坐标系下像素坐标系和物理坐标系之间的关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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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式4-2至4-5，即可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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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dyifay
dxifax

/
/

=
=

 式（4-7） 

式4-7为oixi、oiyi两轴的尺度因子，等号左边第二个矩阵为摄像机外部参数，

有摄像机的姿态决定，而等号左边第一个矩阵则为摄像机内部参数。由式4-7即
可以减小环境因素所带来的干扰，近而间接确定降落场地距eVTOL的距离，由该

距离和摄像机外部参数即可推算出eVTOL高度。而降落场地标准情况下极少有坡

度，并且降落场地宽度基本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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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把通过式1-6积分所得的eVTOL姿态信息和BDS所提供的高度及经纬度

加入卡尔曼滤波中，因1-6式与双目测量高度H为连续信号，即各自满足线性关系，

因此可加入卡尔曼滤波过程，通过卡尔曼滤波来筛选出最接近真实值的姿态。 

6. 仿真结果与结论 

6.1 仿真结果 

图8程序段运行后得到的图像如下： 

 
图10 卡尔曼滤波生成图 

 
图11 滤波前后误差图 

在该程序中，目标轨迹应该是一条笔直的线段，但是由于叠加了噪声后变为

曲线，如图10中的第一幅图可知。在滤波后，目标的轨迹符合理论轨迹，如图10
中间图所示。所以可以使用卡尔曼滤波来生成IMU与BDS的理论最优位置，该位

置精度符合预期要求，可以用来模拟eVTOL的轨迹。而它的轨迹精确度又达到了

测绘的需求，可以用来对后续降落的坐标提供指挥作用，提升了BDS导航的精确

度，增加了降落时的安全性。由图10中间的图可看出，IMU与BDS提供的位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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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在经过卡尔曼滤波器后位置信息逐渐趋于平稳，运动轨迹保持在200m附近，

波动范围不超过5m（后段），前段产生原因是因为初始值设置带来的波动，在实

际中初始值设置为起飞段，起飞时由驾驶员完成，该系统仅在需要或进近时开启。

由图10的下部图可看出，BDS在实际观察时，加入白噪声和预期噪声干扰会对仿

真结果做出影响，但用卡尔曼滤波滤去噪声得到最优值，能够明显减小干扰。由

图11可看出，在滤波前因积分所带来的误差和漂移明显会对进近过程造成干扰，

在实际中，漂移、误差会比仿真更不确定，在这样的情况下，运用双目视觉测距

能明显减小因环境因素所带来的干扰。 

6.2 结论 

1）将BDS与IMU两者相结合提出了在进近过程中eVTOL的位置与姿态的算

法 
2）设计卡尔曼滤波（Kalman filtering)为两者数据的处理控制方式，并通过

仿真结果说明其可靠性 
3）在BDS与IMU的基础上加入双目视觉测距作为补充测高方式，在BDS与

IMU若可能产生较大误差的情况下引入双目视觉测距。增加了系统的鲁棒性。 
4）采用了典型的仿真例子并与其他文献结果进行对比，验证了提出方法的

有效性。 
5）设计了BDS为核心，卡尔曼滤波与IMU为辅助，双目视觉测距为补充的冗

余系统，并通过仿真验证了该系统的可靠程度。具有很好的工程应用前景。但是

移植工程中可能存在建模误差、噪声确定性难以选取等难题，这也是论文下一步

要做的工作。 

7. 展望与应用 

7.1 后续研究工作 

本文提出了基于卡尔曼滤波的最终进近垂直引导过程，在此基础上，增加了

eVTOL在UAM场景下最终进近的可靠性与安全性。但如何界定第4节所述“在
IMU与BDS所产生的误差较大的情况”仍需要深入研究。 

本文所述算法在最初阶段得到的曲线与给定值相比会产生较大震荡，震荡可

能是由于的算法的初值，即状态初始值、初始协方差矩阵选取的不是很合适，对

算法所造成的影响。 
双目视觉识别会在可视情况较差的情况下产生较大误差，这也是现在双目视

觉技术发展所遇到的瓶颈和极限，若是想突破这一情况，采用三维点云技术可以

极大避免在可视情况较差的情况下所带来的误差，或是机场四周安装特定频率红

外线光源以此来提供标定。 
同时，基于神经网络的双目视觉识别需要较大的计算量与训练数据集，若是

在eVTOL迫降建筑不在数据集内，则会出现判断进近失败的情况。 
综合上文所述，本小组后续研究工作会在界定IMU与BDS卡尔曼滤波产生较

大误差的判断；卡尔曼滤波算法的初始值在移植时的确定；更换双目视觉识别为

三维点云技术；增加视觉神经卷积网络的训练集上做出努力。 

7.2 预期成果 

在算法计算之后，通过对滤波值与给定值之间的差值，到后期半仿真平台的

应用，有较好的表现成功。根据现有的科技水平，UAM发展到一定阶段后，eVT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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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场景下的最终进近会越来越频繁，最终会对算法及传感器的应用越来越成熟，

本文所述的传感器IMU ，BDS属于功能较单一且较老的传感器，若是应用更新

的技术，则eVTOL进近可靠性将进一步提升。将空气动力学和电动推进技术更紧

密地结合在一起 ，既可作为城市公共交通工具[17]，因此一定程度上替代城市地

面交通，缓解城市地面交通的拥挤度和基础建设规划的经济成本。 
对UAM所述场景中的飞行器气动布局进行了补充并发表了专利（实审阶段）：

《面向城市空中运输使用的飞艇气动布局结构及控制方法》[16]，且在此基础上受

到启发，书写了一套《应用5G天线进行信号传输的方法、装置及无人机系统》，

并已提交至专利局。 

7.3 应用前景 

7.3.1为民航客机提供更安全着陆系统 
使用精密进近的民航客机通常使用仪表着陆系统（ILS）进行最后进近引导。根

据系统提供的精度，使用ILS降落标准可分为Ⅰ、Ⅱ、Ⅲ类标准。云彩到地面的

高度小于60米，能见度在800米以下能实现飞机起降的，为Ⅰ类；当云彩到地面

的高度小于30米、能见度在400米以下能实现起降的为Ⅱ类；肉眼看不见任何东

西，完全依靠仪器自动导航就能实现飞机起降的，为Ⅲ类（最高等级）。空客商

用飞机在全球近4000各机场中只有不到1000个机场有不同标准的ILS，其中仅有

不到100个机场有Ⅲ类ILS。在中国，截止2007年年底，全国民航共有仪表着陆系

统设备193套。只有北京、广州、上海，成都，乌鲁木齐机场的仪表着陆系统达

到了Ⅱ类运行标准，其余机场都按Ⅰ类标准开放。因此，本项目提出在北斗导航

基础上引入双目视觉信号进行卡尔曼滤波组合导航，为eVTOL航空器最后进近下

降阶段提供稳定连续的垂向高度导航。其定位是可以满足不同飞机大小种类最终

进近导航的发展方向。可以为民航客机提供一种更为安全可靠的着陆系统。 
7.3.2城市空中交通（UAM）的实现 
城市空中交通(UAM)是未来一种安全高效的城市交通系统。而具备自动驾驶

能力的eVTOL航空器是城市空中交通发展的热门方向。城市空中交通亟需在感知

和避障技术取得突破。本文提出的基于视觉识别组合导航方式经过大数据训练后

可实现感知障碍物和合理避障。经过真实环境仿真，本项目提出的双目视觉识别

能数据库上快速训练和测试神经网络。实现感知和避障技术的突破。 
7.3.3无人机和有人机的交互 
为实现无人机和有人机的交互，无人机也需像有人机一样，接受空中交通管

理。现有的空中交通管理方式无人机因数目多，体积小，执行任务复杂多样，民

航通信和监视技术缺陷，以及无人机自身缺乏安全有效的感知障碍手段等无法实

现对无人机的管理。[21]也无法实现无人机与有人机的交互。无人机在低空飞行需

要获得位置信息和他机位置信息，而传统民用航空导航雷达容易受障碍物遮挡，

无法实现无人机在低空飞行空域的定位。而本项目提出的基于北斗卫星定位技术

和视觉导航融合，可以为无人机实现精确定位。从而实现预测碰撞时间并延长处

理时间，减小与有人机交互中碰撞风险。同时可以促进实现低空无人机的交通管

理系统。 
7.3.4实现完全自主飞行 
实现无人机自主飞行需解决航线规划技术、无人机自主飞行管理、无人机状

态自检和评估技术，危机状况自主着陆技术[22]。本项目提出基于北斗卫星定位技

术和视觉导航融合可以帮助解决无人机航线规划技术和自主着陆技术。基于北斗

导航技术帮助定位无人机位置信息以提高航线规划系统的鲁棒性。融合视觉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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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北斗导航，经大数据训练后可实现感知地面障碍并规划降落位置和降落轨迹。

实现无人机最终进近的安全高效导航。 
7.3.5展望与总结 
eVTOL将空气动力学和电动推进技术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既可作为城市公

共交通工具[17]。在这一过程中，进近是不可避免的难题，本文通过卡尔曼滤波将

IMU于BDS结合在一起，减轻了这一过程中人工操纵的难度并提升了可靠性。在

将来远程机长兴起时，能有效依托现有技术增强eVTOL的可靠性于安全性。 
文献[18]指出城市空中交通不仅需要飞机可以安全地完成垂直着陆过程，而且

还需要地面基础设施，为乘客和车辆提供无缝接入。 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算

法经过理论计算能基本满足这一要求，即增加最终进近可靠性。 
美国空军发布的“敏捷至上”计划招标书指出，美国军方将寻求早期采购的机

会，并计划3年内开始eVTOL飞行器的采购和部署[19]。UAM快速流行只是时间问

题，若是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抢占先机，结合国内优秀技术（BDS）,那么将会提

升我国国家力量，增强适合机场设施建设，为各大企业带来岗位。 
文献[20]指出尽管人们认为这些航空器将是高度自动化或自主的，但当前的监

管框架假设人员将始终能够干预飞行操作。这增加了手动操作eVTOL的可能性，

并增加了乘员飞行训练计划的要求。因此现有的仪表着陆系统已经不在适合未来

的eVTOL，在这一基础上本文提出的算法旨在帮助机长或远程机长和地面人员减

轻工作负担，减少因进近产生的损失，加快了UAM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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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实现程序图8代码 
%参数设定 
clc;clear; 
T=1; 
N=9600/T; 
X=zeros(4,N); 
X(:,1)=[-100,2,200,0]; 
Z=zeros(2,N); 
Z(:,1)=[X(1,1),X(3,1)]; 
delta_w=1e-200; 
Q=delta_w*diag([200,1,200,1]) ; 
X3=10*eye(2); 
y = wgn(2,2,0.1); 
R=y+X3; 
F=[1,T,0,0;0,1,0,0;0,0,1,T;0,0,0,1]; 
H=[1,0,0,0;0,0,1,0]; 
  
for t=2:N     
X(:,t)=F*X(:,t-1)+sqrtm(Q)*randn(4,1); 
    Z(:,t)=H*X(:,t)+sqrtm(R)*randn(2,1);  
End 
Xkf=zeros(4,N); 
Xkf(:,1)=X(:,1);%卡尔曼滤波状态初始化 
P0=eye(4);%协方差阵初始化 
for i=2:N 
Xn=F*Xkf(:,i-1); 
P1=F*P0*F'+Q; 
    K=P1*H'*inv(H*P1*H'+R); 
    Xkf(:,i)=Xn+K*(Z(:,i)-H*Xn); 
    P0=(eye(4)-K*H)*P1;%滤波误差协方差更新 
end 
%误差更新 
for i=1:N 
    Err_Observation(i)=RMS(X(:,i),Z(:,i)); 
    Err_KalmanFilter(i)=RMS(X(:,i),Xkf(:,i)); 
end 
画图程序如下： 
figure 
hold on; box on; 
plot(Err_Observation,'-ko','MarkerFace','g') 
plot(Err_KalmanFilter,'-ks','MarkerFace','r') 
legend('滤波前误差','滤波后误差') 
figure 
subplot(3,1,1),plot(X(1,:),X(3,:),'-g'); 
legend('IMU轨迹') 
subplot(3,1,2),plot(Xkf(1,:),Xkf(3,:),'-r+'); 
legend('卡尔曼滤波轨迹') 
subplot(3,1,3),plot(Z(1,:),Z(2,:),'-b.'); 
legend('BDS观测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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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BDS/GPS的教练车辅助驾驶系统 

作者：丁耀宗、孙友鑫、郭艾雪、冷昕岳 
指导教师：何丽娜 
学校：河海大学 

 
 
【摘要】针对驾照考生数量井喷，考试时间相对集中，驾校教练人员不足以及教

练车软硬件系统老化等问题，在发挥北斗创新应用优势的背景下，为解决驾考

培训难题，本作品综合运用BDS (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GPS(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定位、GPRS(General Packet Radio Service)通讯、Arduino单片

机等技术，设计了一套包括Arduino智能小车硬件系统和智能驾考模拟软件系统

在内的教练车辅助驾驶系统。作品利用BDS/GPS双模定位、GPRS通讯和

OneNET物联网平台等技术设计并制作了教练车定位模块；利用Arduino主控芯片、

超声波与红外避障传感器集成了Arduino智能小车。同时，基于百度地图

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设计和开发了智能驾考模拟软件系统。本

系统旨在利用高精度定位和超声避障手段，借助通信与物联网平台，创建新型一

站式驾驶技能培训解决方案，实现精确定位、安全防护、智能评判和平台监控功

能。 
【关键词】BDS/GPS双模定位、教练车、辅助驾驶、Arduino 
 
 

1.背景及意义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我国着眼于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自主建设、

独立运行的卫星导航系统[1]。按照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我国先后建成了北斗一号、

北斗二号区域卫星导航系统，并于2018年年底建成了北斗三号基本系统，正式提

供全球服务[2]。2019年则以7箭10星的高密度发射，完成了核心星座的部署，2020
年将全面建成北斗三号系统。目前，北斗系统在亚太地区的定位精度优于

5m(95%)，测速精度优于0.2m/s(95%)[3]。伴随着北斗系统的快速建设和服务能力

的大大增强，其应用场景逐渐进入社会生产和人们生活等方面，在系统全面建成

之际，进一步扩大北斗创新应用显得尤为重要。 
目前，随着机动车保有量的迅速增长，驾车出行的交通方式逐渐普及，机动

车驾驶人的数量也呈现同步增长趋势。截至2019年6月，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

3.4亿辆；机动车驾驶人4.22亿人，与去年同时期相比，增加2576万人。2019年上

半年全国新领证驾驶人数量达1408万人[4]。 
随着每年新增机动车驾驶人数量的大幅增长，各类驾校大量涌现，驾校数量

飞速增长的同时，也面临着教练人员数量不足和工作量巨大的难题。为了适应驾

校日益增长的教练人员需求，解决传统驾考培训中存在教练人员不足的问题，使

学员在培训过程中更好的练习驾考科目，本作品进一步扩大北斗与传统驾考培训

领域的结合力度，着手建立基于BDS/GPS的教练车辅助驾驶系统，为灵活驾考培

训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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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方案设计 

基于BDS/GPS的教练车辅助驾驶系统由两部分组成，分别是Arduino智能小

车硬件系统和智能驾考模拟软件系统。Arduino智能小车硬件系统用来模拟智能

驾考教练车，由主控制器下的四个模块构成，分别是数据处理模块（BDS/GPS双
模接收芯片和GPRS通信模块），避障模块，驱动模块以及转向模块。 

 
图1 智能驾考系统拓扑关系示意图 

其中，BDS/GPS+GPRS模块可以接收北斗和GPS卫星信号，利用伪距单点定

位获得智能小车的位置信息，通过GPRS功能将位置信息传输至OneNet物联网平

台，经该平台中转，实现位置信息的实时显示[5]；避障模块通过超声波与红外线

避障传感器相结合，采集智能小车前方的障碍物信息，并反馈至主控制器；控制

器接收外部对小车下达的命令及避障模块回传的信息，经由Arduino主控芯片处

理，通过驱动模块和转向模块控制小车的运行及自动避障；智能小车通过蓝牙将

手机APP(Application)与Arduino主控芯片连接，实现对小车的控制。智能小车软

硬件系统拓扑关系如图1所示，其中，智能小车用教练车表示。 

BDS/GPS卫星信号 BDS/GPS定位模块

GPRS通信模块

双模定位

教练车实时位置教练车实时速度

OneNet物联网平台

智能驾考模拟系统

硬件系统软件系统

软件总体设计 软件详细设计

科目选择 错误记录

主控制器

避障模块 驱动模块 数据处理模块转向模块  
图2 智能驾考模拟软硬件系统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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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驾考模拟软硬件系统结构图如图2所示。智能驾考模拟系统是为配合智

能小车的硬件部分，在百度地图API基础上开发而成。其主要功能包括收集

BDS/GPS+GPRS模块提供的位置信息以及避障模块反馈的障碍物信息，并向用户

反馈练习情况。智能驾考模拟系统主要包括三个模块：用户登陆，练习科目选择，

练习错误信息记录。本节按硬件设计、软件设计和应用场景三方面分别阐述。 

2.1硬件设计 

首先对硬件部分的设计思想和组成进行阐述，具体介绍智能小车主控制器、

操作系统及两个关键功能模块。Arduino智能小车如图3所示。 

 
图3 Arduino智能小车整体构图 

2.1.1智能小车主控制器 
本作品设计的Arduino智能小车作为教练车模型，用来模拟驾驶技能训练过

程。智能小车主控制器是智能小车的控制中心，其主要由第一层的Arduino主控

芯片以及第二层的综合电路板组成。其主要实现以下功能[9-10]： 
① Arduino主控芯片实现智能小车与电脑的连接，通过相应的编程环境实现

智能小车的可编程化； 
② 综合电路板包括蓝牙模块、微控器、线性稳压器等电子元件，实现对小

车的控制、避障传感器反馈信息处理以及智能小车各部分模块的连接。 
智能小车主控制器如图4所示。 

 
图4 智能小车主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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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智能小车操作系统 
本作品为了模拟学员在训练过程中对教练车的控制，设计了智能小车操作系

统。该系统通过手机蓝牙与智能小车连接，具体由以下两方面组成： 
① 智能小车方向键：用以控制智能小车方向，包括前进、后退、左转、右

转。 
② 预留备用按键：可通过设置来控制智能小车的前进速度、传感器开关、

自动行驶等功能。 
2.1.3 BDS/GPS+GPRS模块 
本作品设计的教练车辅助驾驶系统需要获得车辆的位置信息。对此，本文设

计了BDS/GPS+GPRS模块。BDS/GPS+GPRS模块是为系统提供位置信息的核心

模块，包括MC20模块、Arduino单片机、电池组、卫星天线等。MC20是一款基于

MT2503D芯片平台开发的GPRS/BDS/GPS多功能模块，采用LCC主流封装，性能

稳定，能够实现BDS/GPS双模定位与GPRS通信功能。BDS/GPS+GPRS模块工作

流程为：MC20模块首先接收到BDS/GPS卫星信号，利用串口传送至Arduino单片

机，经单片机解算得到位置信息，再经串口回传至MC20模块，最后由GPRS将位

置信息发送至OneNET物联网平台[6]。BDS/GPS+GPRS模块如图5所示。 

 
图5 BDS/GPS+ GPRS模块 

为检验BDS/GPS+GPRS模块的工作性能，本作品进行了如下实验：利

BDS/GPS+GPRS模块实时采集BDS/GPS卫星信号，在单片机上进行伪距单点定

位计算，生成包含解算结果的NMEA0183(National Marine Electronics Association)
协议的数据流，通过编写相关程序，对数据流进行解析，获取定位结果，通过与

已知坐标相比较，以此验证定位模块的有效性。NMEA0183协议的数据流如图6
所示。 

 
图6 定位模块解算后生成的NMEA0183数据流 



第十一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631 

在本作品中，BDS/GPS+GPRS模块解算出的坐标为东经：11X.XXX2956；北

纬：3X.XXX9671，与已知坐标差异在米级以内。实验结果表明，BDS/GPS+GPRS
模块工作正常，能够接收BDS/GPS的卫星信号，数据完整，并能解算获得较高精

度的定位结果。 
2.1.4避障模块 
在驾驶技能训练过程中，需要对车辆周围进行检测，判断是否有压线或车辆

边缘触碰障碍物等情况。为此本文设计了避障模块，用来采集智能小车周围障碍

物信息。其主要由超声波发生器及其两侧的红外线传感器组成，通过多个传感器

进行障碍物信息收集，并将障碍物信息反馈至智能小车的控制模块。障碍物信息

经控制模块处理，并通过智能小车各个模块相互配合，可以有效实现自动避障功

能[7-8]。避障模块实例如图7所示。 

 
图7 避障模块 

2.2软件设计 

根据前述设计方案，对智能驾考模拟系统的构成与基本功能等方面进行阐述。

智能驾考模拟系统界面如图8所示。 

 
图8 智能驾考模拟系统界面 

为实现驾驶技能培训，配合智能小车硬件部分，本作品在百度地图API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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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设计了智能驾考模拟系统。其主要功能为：收集BDS/GPS+GPRS模块提供

的位置信息以及避障模块反馈的障碍物信息，并向用户反馈练习情况。该驾考系

统具有 “ 用户登录 ” 功能，便于驾校学员进行身份确认。借助小车的

BDS/GPS+GPRS模块，通过OneNET物联网平台可以获得小车的实时位置信息，

并将位置信息与既定路线进行对比，从而确认小车行驶路线是否正确。同时智能

小车携带有超声波和红外避障等模块，可确认其是否有压线或车辆边缘触碰障碍

物等情况，借以记录考生练习出现的失误。通过上述功能，帮助学员练习掌握驾

驶技能，发现问题所在，便于改正。 

 
图9 智能驾考模拟软件系统功能设计 

智能驾考模拟系统主要具有以下三方面功能，其软件设计如图9-10所示。具

体功能设计如下： 
① 用户登录：利用提供的账号与密码登陆，可实现多用户使用。 
② 练习科目选择：选择练习科目，主要训练项目为：科目二的倒车入库、

曲线行驶、侧方停车等；科目三的路线图、指定地点需执行的操作等。 
③ 练习错误记录：根据BDS/GPS+GPRS模块提供的位置信息与避障模块反

馈的障碍物信息，记录每个用户的练习错误信息。 

 
图10 智能驾考模拟软件系统功能详细设计 



第十一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633 

2.3应用场景 

科目二练习场景的主要功能如图11-12所示，在操作控制平台上模拟了六种

主要的科目训练要素，在教练车运行过程中，将卫星数量、定位结果、测速结果

等关键信息，实时传输反馈给软件系统，以便教练人员及驾考管理人员监控。 

    
图11 科目二场景的系统反馈 

 
图12 科目二场景的驾驶视角 

针对科目三的路考，作品也有相应设计。在实现智能系统的精密定位和测速

功能之外，充分发挥了基于超声波等传感器的避障功能，试图在紧急情况下提示

并保护新手驾驶员的安全。其驾驶视角的模拟情况如图13所示，在系统界面的左

侧，提示障碍物距离和相应的车控操作方法（图14），右侧则显示教练车运行参

数，包括定位的系统、卫星数目，实时经纬度，车速和路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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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科目三路考场景的驾驶视角 

 
图14 科目三路考场景的避障演示 

3.软硬件系统基本原理 

3.1 BDS/GPS定位原理 

卫星定位的基本原理是将卫星作为动态已知点，通过空间距离后方交会，求

得接收机天线相位中心所在的位置。按照观测方式的不同，卫星定位可以分为相

对定位和绝对定位，绝对定位也称为单点定位[11-12]。本作品中BDS/GPS双模定位

模块采用的是伪距单点定位模式，原理示意图如图15。 

 
图15 伪距单点定位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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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观测方程如下[17]： 
 ( )i i trop ionR c tr ts d dρ δ δ= + ⋅ − + +  (3.1) 

  2 2 2
0 0 0( ) ( ) ( )i i ii x x y y z zR − + − + −=  (3.2) 

公式(3.1)中， iρ 为伪距观测值， iR 是卫星至接收机的几何距离，c为光速，

trδ 为未知的接收机钟差， tsδ 为卫星钟差， tropd 为对流层延迟， iond 为电离层

延迟。其中 tsδ 可在广播星历中获取， tropd 、 iond 可通过模型修正[13,17-19]。公式

(3.2)中， ix 、 iy 、 iz 为卫星的坐标，可根据广播星历计算得到。 0x 、 0y 、 0z 为

未知的接收机坐标。由于卫星钟差 tsδ ，对流层延迟 tropd ，电离层延迟 iond 三个

参数可事先获得，因此可对公式(3.1)变形得， 
 i trop ion ic ts d d R c trρ δ δ+ ⋅ − − = + ⋅  (3.3) 

令式(3.3)中 i trop ion ic ts d d dρ δ+ ⋅ − − = ，则式(3.3)可写为， 

 i id R c trδ= + ⋅  (3.4) 
式(3.4)中， id 为经过卫星钟差、电离层、对流层改正过的伪距观测值。等式

右边含有接收机坐标及钟差，共4个未知参数，因此至少需同时观测4颗卫星才能

完成定位。式(3.5)-(3.8)为伪距单点定位观测方程。 

 2 2 2
1 1 0 1 0 1 0( ) ( ) ( )d x x y y z z c trδ= − + − + − + ⋅  (3.5) 

 2 2 2
2 2 0 2 0 2 0( ) ( ) ( )d x x y y z z c trδ= − + − + − + ⋅  (3.6) 

 2 2 2
3 3 0 3 0 3 0( ) ( ) ( )d x x y y z z c trδ= − + − + − + ⋅  (3.7) 

 2 2 2
4 4 0 4 0 4 0( ) ( ) ( )d x x y y z z c trδ= − + − + − + ⋅  (3.8) 

BDS/GPS双模定位原理是单系统单点定位的延伸，在时空基准统一的条件下，

根据卫星信息融合方式的不同，实现BDS/GPS双模定位[11]。数据处理模块进行双

模定位的流程图如图16所示。 

开始

BDS/GPS卫星捕获

BDS/GPS信号初始化

数据流解码

组合

完成双模定位

卫星失锁
是 否

双模接收芯片

位同步、子帧同步

时间/坐标系统统一

经纬度定位结果  
图16 数据处理模块工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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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智能小车关键功能模块原理 

3.2.1超声波避障模块原理 

超声波与红外避障系统的主驱动为两个直流电机，电机驱动电路利用H桥驱

动模块来驱动2个直流电机。该系统传感器模块为超声波与红外线结合的模式，

利用传感器件感应得到周围的障碍物信息，并传送至Arduino单片机，由单片机

内置程序处理数据，进而完成自动测距、避障[14-15]。自动避障模块示意图及

SCH(Schematic)原理图如图17-18所示。 

    
图17 避障模块示意图            图18超声传感器SCH原理图 

由避障模块的超声传感器播发并接收回波信号，进而在有回声情况下计算障

碍物距离。当教练车距离障碍物小于设定阈值（如2米）时，由主控制器命令驱

动模块及转向模块立即工作，同时进行语音预警消息提示，实现自动避障功能。

避障功能实现的具体技术路线图如图19所示。 

初始化

驱动电机

超声波传感器

播发超声

接受回声

收到回波

计算障碍物距离

是

Arduino
单片机

小于2米

语音预警

驱动电机转向

实现避障功能

是

 
图19 自动避障功能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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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位置信息处理原理 
本作品采用的位置信息接收模块为MC20模块。对于MC20模块，需使用命令

从NMEA0183数据流中获取解算后的定位结果，如： 
+QGNSSRD:$GNRMC011949.000,A,3155.18254,N,11846.90023,E,0.00,0.00,17121
9.A*73。其中“3155.18254,N,11846.90023,E”并非真实的经纬度信息，还需进一步

处理。例如：原始数据为AABB.BBBB，纬度，AAABB.BBBB，经度。解析算法

为：真实纬度 =AA+（BB.BBBB）/60，真实经度 =AAA+（BB.BBBB）/60。此

时获取的是真实的经纬度信息。 
位置信息处理模块是在百度地图API上进一步开发完成的，作为智能驾考模

拟系统的核心，利用OneNet物联网平台传来的位置信息，实时显示在百度地图上，

并与预定路线进行比较，当不符合规定路线时，进行错误信息提示。位置信息接

收与处理模块原理如图20所示。 

BDS/GPS双模芯片

串口

NMEA0183生成

读入“$GNGGA”字节

获取经纬度/高程

判定“$GNGGA”

卫星数判定大于4

是

串口关闭

主控制器

否

否

实时数据流

是

 
图20 位置信息处理模块原理图，以GNGGA命令为例 

3.2.3智能小车主控制器工作原理 
Arduino单片机是一款开源USB接口板，并有类似C语言的软件开发环境。

Arduino单片机能收集并处理各类传感器反馈的周围环境信息，并且通过智能小

车上的电动机、蜂鸣器、灯光等装置进行相应动作，以调整小车的状态。Arduino
单片机的编程是利用Arduino编程语言和Arduino开发环境来实现，通过Arduino编
程语言编写的程序，可以编成二进制，烧录到小车的微控制器中[16]。因此，我们

可以通过为智能小车写入各种程序，实现我们对智能小车的各项功能需求，以便

更好的模拟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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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束语 

针对目前驾校学员大幅增加而教练人员短缺的现状，本作品充分发挥北斗系

统在驾考培训领域中的优势，设计了基于BDS/GPS的教练车辅助驾驶系统，主要

包含BDS/GPS+GPRS模块及避障模块的Arduino智能小车组成的硬件系统，以及

用于实时信息反馈的软件系统。其中，BDS/GPS定位模块负责实时获取智能小车

的位置信息，而超声波与红外线避障模块负责采集周围的障碍物信息。二者结合，

即可以实现对教练车练习状态的判断，满足了驾考培训的实际需要。同时本作品

提供了配套的智能驾考模拟系统，方便学员查看练习中所出现的问题，便于学员

进行针对性练习。基于BDS/GPS的教练车辅助驾驶系统，充分发挥了北斗创新应

用的优势，提高了驾考学员的学习效率，缓解了驾考从业人员工作压力，并保证

驾驶技能训练的质量，具有较强的创新性和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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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系统的矢量双发翼身融合布局载运无人飞行平台 

作    者：李少林、杨富明、刘晚移、欧婕 
指导教师：马超、姜运亮 
学    校：中国民航大学 
 

 
【摘要】近些年来无人机成为了科学研究的热点，最先出现的是固定翼无人机（例

如滑翔机，航程远但起飞受地形限制）后来出现了旋翼无人例如多轴旋翼飞机，

航程近但能够垂直起降），想到两者是否可以互相补充？并且能够广泛应用，我

们设计了一款翼身融合式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和对应的货物运输系统。利用

pixhwak 飞控的强大功能和我国在主研发的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实现了定线自动巡

航的功能，通过更加精密的计算，将无人机质量减少的最小，实现了持久续航的

功能。总的来说：该款无人机拥有垂直起降、持久续航、自动巡航、载运货物的

优点。考虑到当前一般固定翼飞机受制于地形限制而无法得到广泛应用以及旋翼

飞机虽可垂直起降但远距离消耗能源大的缺点，我们设计了这款翼身融合式垂直

起降载运无人机,又考虑到其应用前景，我们将其发展整合成一套无人机的货物

运输系统。随着垂直起降战斗机推进系统的发展，应用于“鹞”式垂直起降战斗机

的推力转向涡扇发动机 以及应用于Ｆ－３５Ｂ垂直起降战斗机的升力风扇系统

将来可能会应用到无人机上,从而改变现有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飞行速度低的

现状。新概念高性能高速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将会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关键字】北斗定位，垂直起降，翼身融合，无人机，自动巡航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UAVs have become a hot topic of scientific research. The 
first one is fixed wing UAVs (such as gliders, which have a long range but take-off is 
limited by terrain). Then there are rotor UAVs, such as multi axis rotor aircraft, which 
have a short range but can take off and land vertically. Can they complement each other? 
And can be widely used, we designed a wing body fusion vertical take-off and landing 
fixed wing UAV and corresponding cargo transportation system. By using the powerful 
function of pixhwak flight control and Beidou satellite positioning system which is 
mainly developed in China, the function of automatic cruise is realized. Through more 
sophisticated and precise calculation, the quality of UAV is minimized, and the function 
of long-term endurance is realized. In general, the UAV has the advantages of vertical 
take-off and landing, long-term cruise, automatic cruise and automatic cargo handling. 
Considering that the current general fixed wing aircraft can not be widely used due to 
terrain constraints and the pain point of rotorcraft which can take off and land vertically 
but consumes a lot of energy in a long distance, we have designed this vertical take-off 
and landing UAV with wing body integration, and also considering its application 
prospect, we have integrated its development into a set of cargo transportation system 
of UAV.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pulsion system of VTOL fighter, the thrust 
steering turbofan engine applied to harrier VTOL fighter and the lift fan system applied 
to F-35B VTOL fighter may be applied to UAV in the future, thus chang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low flight speed of the existing VTOL fixed wing UAV. The new concept, 
high performance, high speed, vertical take-off and landing fixed wing UAV will be the 
next research direction. 
【Key words】Beidou Positioning, vertical takeoff and landing, wing body integration, 
UAV, automatic cru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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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及意义 

直升机可以垂直起降而不受起降场地限制，具备可悬停、灵活性好的优势，

但飞行速度小、航时短；固定翼飞机具有巡航速度髙、航时长的优势，但不具备

垂直起降能力。该项目矢量双发垂直起降翼身融合飞行器综合了直升机和固定翼

飞机两者的优点，既可以垂直起降，同时拥有固定翼飞机的速度性能和续航性能

优势，尤其适用于需要垂直起降的情况。 
该型号无人机可以搭载中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定位系统，既可军用也可民用; 

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已成为无人机家族的重要成员，获得各军事强国的大力发

展。在海军舰载机方面，舰载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的研发如火如荼，舰载垂直

起降固定翼无人机可以在军舰上起降，对于提高海军的海上监视和侦察能力具有

独特优势，将来有可能取代直升机，成为海军舰载机的新型武器。垂直起降固定

翼无人机对于赢得未来战场的主动权具有很髙的实用价值，已成为前航空器的研

究热点之一。不仅如此，随着电子商务以及其他O2O企业的发展，物流运输业的

发展非常迅速。但物流业作为劳动密集型密集型产业，随着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

失，越来越高的人工成本已经成为了企业沉重的负担。近年来，大家都在探索建

设更加高效、更加智慧的物流体系。利用该型号无人机来实现最后一公里物流配

送，可以节约大量人工成本，提高配送效率，成为了物流企业下一个发展方向。

该型号无人机综合了直升机和固定翼飞机两者的优点，可以加快实现科技强国，

造福人类。 

2. 设计方案、理论分析与无人机整体外观 

2.1设计方案 

2.1.1该无人机整体介绍 
该无人机横向两个电机固定在尾座式机翼前缘上，固定翼部分设计为“尾座

式”气动布局，机翼由中部翼和两个副翼两部分组成，整体采用梯形机翼布局。

该飞机使用pixhwak飞控控制，能够实现垂直起飞和水平巡航两种模式的切换。

机翼中部设计有货舱，能够装载货物（无人机中间的8个球）。整个无人机的catia
设计图纸如图（1）所示。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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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发动机部分设计 
该无人机使用两个电机，两个电机分别固定在两个舵机上面，实现电机可以

自由旋转，实现电机矢量化。如图（2）所示。 

 
图（2） 

两个舵机固定在一根横穿于机身的一根碳杆上面，如图（3）所示 

 
图（3） 

两个电机型号为“JFRC 2216 KV800” 使用两个“Kingkong 12A”电调与电机相

连，接着使用分电板与电调输出线相连，并且将分电板固定在横梁的中间。再从

分电板上引出两条电源线与电源相连。“pixhwak”飞控固定在分电板上，并引出电

源线通过“UBEC”连接在分电板上北斗定位系统连接在“pixhwak”上。 
2.1.3固定翼部分设计 
在垂直悬停状态下，飞机的升力靠电机和螺旋桨产生；在水平飞行过程中，

机翼是飞机产生升力的主要部分，且垂直尾翼和水平尾翼是使飞机保持稳定性的

气动部件，翼形的选取将直接影响飞行器的气动性能。针对不同的飞行速度特性

要求要选取不同的翼形。 
针对本中的坐式垂直起降无人机飞行特性，选择CJ—3406作为主机翼翼型，

该翼形具有较高的升力和较小的阻力，而且拥有很好的俯仰稳定性。CJ—3406为
“S”翼型；所谓“S”翼型，即机翼上下表面为“S”型。由Profli软件导出的翼型图如

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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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CJ—3406翼型 

机身部分的CAD图纸如图（5）所示 

 
图（5） 

2.2理论分析 

2.2.1机身翼型的数据分析： 
在雷诺数变化可以忽略的区间内，任意的机翼的任意工作状态，都可以用这

四个量完全描述：翼展b、弦长c、翼型A、翼型等效攻角𝛼𝛼𝐴𝐴（翼型的局部攻角，

即飞机攻角+安装角+下洗角）。此时，二维翼型的升阻力记为𝑐𝑐𝐴𝐴(𝐴𝐴,𝛼𝛼𝐴𝐴)与𝑐𝑐𝑐𝑐(𝐴𝐴,𝛼𝛼𝐴𝐴)。 
对于机翼（b,cA,A,𝛼𝛼𝐴𝐴），如果可以找到翼型B在攻角𝛼𝛼𝐵𝐵下的升阻比大于A： 

则机翼 的总阻力小于A。 
由于： 

对于𝑐𝑐𝐵𝐵同理，把 带入，显然可证明。并且这两个机翼的其他性

质（相同速度下的升力、诱导阻力）完全相等。尤其，对于同一个翼型而言，上

述结论的推论是：设计攻角应是翼型升阻比最大的攻角。设计点处，翼型的升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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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确定。而翼型的选择，则应是所有已知、并且有把握原模原样做出来的（有效

避免上一部分中提到的那些诸如蒙皮起皱的问题）翼型中升阻比最大的。 即，

此时升阻比已经确定（记为
𝑐𝑐𝑐𝑐
𝑐𝑐𝑙𝑙
），虽然可能有好几个翼型都在这个升阻比附近。按

照上一节中的概念，为了尽可能缩小翼面积、提高结构刚度，应该选择其中升力

系数最大的。 如图（6）（7）所示。 
对于这个翼型而言，设计点应在 cl=1.3，cl/cd=43。 

 
图（6）翼型的攻角与升力阻力的图表 

 
图（7）翼型的气动参数 



第十一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644 

2.2.2机翼面积确定 
直观上讲，翼面积越大，设计速度越慢，诱导阻力越大，螺旋桨推力也越大。

由上小节的结论，翼型的升阻比已经定了，并且升力等于重力，也是定值；所以

只有诱导阻力会随翼面积而改变。则在极值附近： 

除v外都是已知量，可唯一地解出v，即设计速度，亦即翼面积。 
由上一节的结论，设计升力系数取 1.3，由于𝑊𝑊𝐿𝐿 =𝑐𝑐𝑙𝑙

2
p𝑣𝑣2𝑆𝑆，得 S=0.3296 平

方米（翼展 1.3 米、则弦长39cm）。此时，整机升阻比约为43。如图（8）所示。 

 
图（8）机翼XFLR5分析图 

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主要有“尾座式”以及“鱼鹰式”，而“鱼鹰式”的动力旋

转结构复杂而臃肿，系统可靠性低，并且在模式转换时极易失控坠毁。而“尾座

式”系统相对简洁，可靠性较高，在进行姿态转换时整机姿态都会发生变化，但

这并不影响以运输物品为主的无人机，因此选用尾座式方案。 
垂直起降的无人机，往往有俯仰稳定性不足的天然劣势，而使用“S”型翼，

可以大大增强无人机的俯仰稳定性，同时，采用飞翼式气动布局，后掠角3度，

下反一度（增加升阻比），采用椭圆翼梢，减少诱导阻力。双垂直安定面，减少

横侧位移滑动。 
2.2.3机翼焦点设计 
机翼焦点设计在1/3翼根弦长处， 

2.3无人机整体外观 

如图(10)（11）（12）所示 



第十一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645 

 

图(9) 

 
图(10) 

 
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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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半自动化可交互式安全头盔 

作    者：韩羽铠、周清毓、王志淳、乔鑫  
指导教师：杜航航 
学    校：中国民航大学 
 
 

【摘要】如今社会正处于日新月异的发展阶段，经济状况愈来愈好，各地高楼正

拔地而起，建设我们的新城市正是重中之重。但是在建设过程中，仍然会出现不

可避免的工伤现象，我们应该怎样才能让管理工作变得更加便捷，更加全面，更

加可视化，将这样的损失伤害降低到最小呢？针对当前社会建筑工地安全事故频

发，建筑工地安全隐患不能及时探查问题。我们拟制作北斗半自动化可交互式安

全建筑工人头盔，此头盔将安装北斗模块，进行头盔的实时定位，从而实时确定

工人所在位置，并可以此来监督工人是否在指定位置工作，也可运用上位机建立

地理围栏，一旦工人在工作时间离开或者未在指定时间到达工地，都能将信息传

输给上位机。头盔安装各类机械运动传感器，收集周围环境数据，通过SIM800C
网络传输模块运用无线传输技术传输到上位机上，使人们能对工人是否摔倒或被

重物击中做出实时判断，实现智能监管功能。此头盔还带有各类如O2、C0、C02
等气体检测模块，实时读取环境气体浓度，再利用GPRS模块将环境质量据并入

互联网，实现城市区域环境大数据调查功能。上位机再将收到的数据传给我们自

己制作的网页，可实现智能化可视化的监工管理。 
【关键词】北斗 各类传感器 无线传输 上位机 网页制作 可视化 
【Abstract】Nowadays, the society is in the stage of rapid development, the economic 
situation is getting better and better, high-rise buildings are rising everywhere, and 
building our new city is the top priority. But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there will 
still be inevitable industrial injury. How can we make the management more convenient, 
more comprehensive, more visual, and reduce the loss to the minimum? In view of the 
current social construction site safety accidents, construction site safety hazards can not 
be detected in time. We plan to make Beidou semi-automatic interactive safety helmet 
for construction workers. This helmet will be installed with Beidou module to locate 
the helmet in real time, so as to determine the location of workers in real time, and to 
supervise whether workers work at the designated location, or use the upper computer 
to build a geographical fence. Once workers leave or do not arrive at the site at the 
designated time, they will It can transmit information to the upper computer. The helmet 
is equipped with various kinds of mechanical motion sensors to collect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data, which is transmitted to the upper computer through sim800c network 
transmission module using wireless transmission technology, so that people can make 
real-time judgment on whether workers fall or are hit by heavy objects, and realize the 
intelligent supervision function. The helmet also has a variety of gas detection modules 
such as O2, C0, C02, etc. to read the ambient gas concentration in real time, and then 
use GPRS module to integrate the environmental quality data into the Internet to realize 
the environmental big data investigation function in urban areas. The upper computer 
then transmits the received data to our own web page, which can realize the intelligent 
and visual supervision management. 
【Keywords】 Beidou; All kinds of sensors; Wireless transmission; Host computer; 
Web page production; Visu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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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及意义 

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同时也是一个工业大国，工人阶级历来都

是国家长治久安百姓幸福生活的保障。近年来，人工智能产业迅猛发展，不断地

冲击着人们的传统认知，随着“智慧城市、智慧生活”这一理念不断地深入人心，

针对这一问题，我们专门设计了为工人们佩戴的北斗智能安全头盔。 
该设备打破了传统的安全头盔的限制，传统的安全头盔是用来保护头部，防

止冲击物伤害头部的防护用品，并且工人们的安全意识十分薄弱，加上工作环境

的危险性，尤其有的时候偏僻并且分散工作，甚至还会有高空作业，就很难保证

危险的到来，所以我们研制了这款既能分析工人们的身体姿态情况，而且又能很

好的监控并管理工人们的身体状况、工作情况、以及周围环境的变化，进行实时

分析处理数据的北斗智能头盔。我们所设计的这款智能可交互式头盔是以北斗

GPS定位系统为基础，将综合气体传感器、北斗定位模块、MPU6050姿态传感器、

振动传感器、SIM800C、声光报警系统等模块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并将收集到的

信息传到上位机进行分析与处理，这样在工人们工作时，可实现精准定位、人体

的姿态体征检测、工人们的工作状态监控、工作环境的监测与分析和实时一线施

工人员出现危险时的报警功能，既保障了工人们的人身安全，也方便管理人员对

工人们的监控与管理，达到了智慧城市的目的。 

二、系统方案 

2.1 系统介绍 

北斗半自动化可交互式安全头盔是以安全、智能、远程监控及自动化为目的

进行制作。本次北斗半自动化可交互式安全头盔是运用各类传感器的相互搭配以

及无线传输技术构成，能实现信息的实时接收检测与远程传输功能，处理信息方

便又快捷，并且能将接收到的数据传入互联网，为城市环境的大数据建设作出贡

献。 

2.2 系统结构 

此头盔由以下部分组成： 

 
（1）STM32F104 主控板 
这是我们专门为北斗头盔设计的主控板，是我们自己设计、规划、焊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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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M32F1系列核心板。其体格较小，处理速度快，十分适用于我们为建筑工人设

计的北斗智能头盔的控制。 

 
（2）9260传感器 
这是9260传感器，它能对头盔的机械运动做出精准的测量。 

 
（3）甲烷传感器 
这是甲烷传感器，它主要能够精准测量空气中甲烷的含量以及粗略测量C02

等其他气体浓度。 

 
（4）声光报警器 
这是我们自己焊接的模拟声光报警器，它由闪光灯和蜂鸣器组成，能够在危

险情况下对使用者做出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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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氧气传感器 
这是氧气和一氧化碳传感器，它能对空气中氧气与一氧化碳含量做出精准测

量。 

 
（6）震动传感器 
这是震动传感器，它能对微小的震动做出模拟量的反馈。 

 
（7）OLED屏 
这是OLED屏，它能够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显示，实现人机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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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SIM800C模块 
这是SIM800C无线网络传输模块，它能对所有传感器接收到的数据进行汇总

并进行网络传输。 

 
（9）北斗定位模块 
这是北斗定位模块，能够测量经纬度，是我们本次制作头盔的最核心部件。 

三、成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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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功能介绍 

4.1 北斗定位功能 

头盔可依据北斗模块接收到卫星信息，并读取使用者的经纬度。 

4.2 地理围栏及自动监工签到功能 

根据头盔读取到的经纬度信息，SIM800C模块可将经纬度发送至上位机。我

们制作了一个网页，并将工人的工作区域用经纬度事先规划好，当上位机收到北

斗模块传输的经纬度信息时，网页会自动对接收到的经纬度信息进行对比，判断

工人此时是否在地理围栏内。我们也可对网页设置一个时间，比如每天早上8点
进行一次自动扫描，看看工人们是否都在工地，以此来实现自动监工签到功能。 

4.3 重物碰撞及摔倒预警功能 

我们对头盔安装了陀螺仪和震动传感器，一旦有重物砸中头盔，震动传感器

会立刻对震动做出数字量形式的输出，并将信息通过网络传输模块传给上位机。

上位机会对此做出判断，一旦数字量的阈值高于某一设定值（即震动等级高于某

一程度），网页就会对此做出警报。而陀螺仪可检测携带者的头部摆动加速度即

倾角，运用相同的原理，网站也可判断工人是否失足跌倒及跌倒的严重程度。 

4.4 环境信息监测功能 

头盔上还安装了环境气体检测传感器，可检测CH4、CO、O2等气体浓度，

并将气体浓度传输给上位机，在网页上实时显示。此信息也可并入互联网，对城

市工地区域的环境实时监控，为城市环境的大数据建设提供参考。 

4.5 自动闪光警报装置 

一旦使用者的头盔检测到过重的撞击，过严重的跌倒或及恶劣的环境气体因

素时，头盔在检测到这些信息后，单片机会自动做出反应，开启头盔上的蜂鸣器

与闪光灯，提醒使用者注意危险情况。 
总体流程图： 

 



第十一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组） 

653 

五、软件测试 

5.1 上位机数据接收 

 
注： 
longitude为经度 
latitude 为纬度 
O2 为氧气浓度 
CO 为一氧化碳含量 
A 为头盔实时加速度 
ZD 为震动感应的数字量 

5.2 网页数据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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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网页显示是我们自行设计并制作的，上位机接收到SIM800C模块发出的信

息，并将各类数据传输到网页上，网页相当于监控画面，将工人的各种信息进行

可视化显示。实现完全的智能监控。 

六、未来功能拓展预想 

1、可加入寄存器，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存储，分析数据随时间的变化情况，

以此可总结出一般规律，降低事故发生率。 
2、可设计出一款蓝牙配套手环，将头盔信息转移显示到手环上，使得人机

交互更方便快捷。 
3、此头盔可再设计得更加轻巧、柔软，使得其运用领域不再仅限于建筑工

地。如在如今基础上加上自动检索周围风景名胜功能可制成旅游帽，加上防火防

爆功能可制成军用特种帽等。 

七、结语 

相对于传统的工人头盔来说，本装置具有便捷性、实时性、可交互性等特点，

一线场外作业有着诸多的潜在风险，如高空作业风险、临边作业风险、施工洞口

风险等等；本装置有效的将气体综合传感器、北斗定位模块、MPU6050（9260）
姿态传感器、震动传感器、SIM800C、声光报警系统等模块传到上位机的信息结

合分析，并设置了多重预警，因此装置较为可靠，本装置最大特色之一就是将北

斗+GPS 定位与气体传感器等模块的有机结合，不只是用于定位，还可以通过定

位分析佩戴者所处的环境信息，从而使得得到的数据更加准确，更加实用，并且

能够更精准和快捷的监控并分析工人们的工作状态，这整个过程既包括我们对所

学知识的利用，也包含着我们对新知识的学习和探索，在未来我们也还需要对它

进行不断地完善和改进，在未来工人工作环境的发展中，安全可交互智能头盔用

途广泛，良好的提高了工人们的安全指数，更加的智能化，与现在的信息化时代

相靠拢，具有一定的社会实际意义与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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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北斗模块部分代码： 

 

 
 

SIM800C模块及环境传感器部分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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