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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微小型无人平台应用的北斗/偏振光/MIMU组合导航系统设

计与实现 

作  者：袁明尧、商行、崔加瑞、周文舟 
指导教师：范晨、张礼廉 
学  校：国防科技大学 

 
 
【摘要】随着微小型无人机的需求不断提高，其对全自主、高精度、长航时的导

航需求愈加迫切。自然界部分生物可以大气偏振光提取自身运动的航向信息，利

用步幅积分或者光流得到的里程信息用于导航，具有全自主和抗干扰等特点，能

够有效改善无人平台自主导航系统的定向误差累积和环境适应性不强等问题。本

课题以微小型无人飞行平台为应用对象，以自然界中生物具有的导航本领为启

示，开展了基于北斗/偏振光/MIMU组合导航方法研究，并进行系统设计与实现。

在软件上使用扩展卡尔曼滤波算法对北斗/偏振光/微惯性信息进行信息融合，完

成航向角的最优估计，在以TX2为核心的硬件平台上集成偏振相机、北斗、微惯

性测量单元等传感器，通过基于C++的多线程交互编程予以最终实现，设计了车

载和飞行试验，验证了系统的有效性。主要创新点有以下三点： 
（1）从昆虫敏感大气偏振光定向的基本原理出发，利用大气偏振光信息与

MIMU信息，融合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得到载体的位置速度信息，实现了载体三维

空间内的偏振光定向； 
（2）构建了一种扩展卡尔曼滤波器，可融合北斗导航信息、偏振光信息和

MIMU信息，实现了复杂环境下强鲁棒、高精度的载体航向估计； 
（3）设计基于TX2硬件集成平台，并基于C++的多线程交互编程实现组合导

航系统，设计车载与无人机搭载实验验证了系统设计的可行性。 
【关键词】北斗导航、仿生导航，微惯性测量单元，偏振光传感器，Kalman滤
波 
【 Abstract 】 As the demand for micro-drones increases, the need for fully 
autonomous, high-precision, long-haul navigation is increasingly urgent. Some insects 
in nature can extract the heading information of their own movement from the 
polarized light of the atmosphere, and use the mileage information obtained by stride 
integration or optical flow for navigation. This navigation ability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ull autonomy and anti-interference, which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autonomy of unmanned systems. The navigation system has problems such as 
accumulation of directional errors and poor environmental adaptability. This paper 
takes micro-small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as the application object, and uses the 
navigation ability of living creatures as inspiration to carry out research on Beidou / 
Polarized Light / MIMU integrated navigation method, and carry out system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The software algorithm uses the Extended Kalman filter 
algorithm to fuse the Beidou / polarized light / micro-inertia information to complete 
the optimal estimation of the heading angle. The polarization camera, Beidou, and 
micro-inertia measurement unit are integrated on the hardware platform with TX2 as 
the core. Such sensors are finally realized through multi-threaded interactive 
programming based on C++. Vehicle and flight tests are designed to verify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system. The main innovations are as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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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tarting from the basic principle of insect-sensitive atmospheric polarized 
light orientation, using atmospheric polarized light information and MIMU 
information, and integrating 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to obtain the position 
and velocity information of the carrier, the polarized light orientation in the 
three-dimensional space of the carrier was realized. 

(2)An extended Kalman filter is constructed, which can integrate Beidou 
navigation information, polarized light information, and MIMU information to 
achieve strong and highly accurate carrier heading estimation in complex 
environments. 

(3)The design is based on the TX2 hardware integration platform, and the 
multi-threaded interactive programming based on C ++ is used to implement the 
integrated navigation system. The design of vehicle and drone deployment 
experiments verifies the feasibility of the system design. 
【Key words】Bionic Navigation, MIMU, Polarized Light Sensor, BeiDou, Kalman 
Filter 

 
 

1. 作品简介 

目前，无人机已逐步深入大众生活，尤其是微小型无人机已经广泛应用于农

业、气象、警用、抢险救灾等领域。导航作为无人机的核心系统，是支撑其完成

各种任务的关键，而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不断完善，已经成为无人机常用的导航

手段。与此同时，仿生导航技术也成为导航领域的研究热点，例如仿生偏振光定

向、仿生磁等，借鉴了动物器官感知自然环境形成导航信息的机理和其大脑内导

航细胞处理信息的机制，可将自然界的光、磁、声和场景特征等信息源转化为载

体运动的航向、位置、速度等导航参数，具有全自主、抗干扰、测量误差不随时

间积累等特点，能够为拓展和完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应用提供强有力支持。 
本文以微小型无人机为应用背景，以TX2系统为集成平台，实现北斗/偏振光

/MIMU等传感器的组合导航。重点研究了组合导航算法设计，多传感器信息融合

相关问题以及系统的硬件集成与软件实现，最后通过车载与无人机实验对系统进

行验证。 
本北斗/偏振光/MIMU组合导航系统实现了以下功能： 
（1）信息融合功能：北斗/偏振光/MIMU组合系统综合几者优点，协同工作； 
（2）互补功能：北斗/偏振光/MIMU组合的导航综合了惯性导航、卫星导航、

偏振光、磁的功能，扩展了导航系统的环境适应性，提高了导航的精度； 
（3）备份功能：几种导航系统的组合可互为备份，让整个系统变得更可靠。

增加了光罗盘、地磁仪的组合导航系统能在各传感器模块之间取长补短，具有极

高的应用价值，日后可被广泛用于无人系统导航、单兵作战等领域。 
本系统可实时输出当前系统的速度、位置、姿态角结果，能有效抑制惯性传

感器的漂移，并对卫星信号进行平滑处理且可弥补其信号中断，当出现卫星信号

缺损、磁场异常干扰或天气异常等会导致某些传感器失效的情况时，对应的传感

器数据会失效，此时应基于MIMU自身的短时高精度、不依赖外部量测等优点，

继续更新导航参数，保持导航输出的连续性，实现系统在不同环境下导航模式的

无缝切换。车载实验与飞行试验结果表明，本北斗/偏振光/MIMU组合导航系统

无论在定位、定向上均远优于单一导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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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原理与平台实现 

2.1 算法原理 

本系统将在TX2平台实现北斗、MIMU、偏振相机、地磁仪等多传感器导航

信息的融合，实现精度更高，鲁棒性更强的导航参数解算算法。算法设计思路如

下所示。 

 
图2-1 组合定向方法逻辑框图 

当出现异常情况会导致某些传感器失效的情况时，对应模块的传感器数据会

失效，此时应基于MIMU继续更新导航参数，保持导航输出的连续性，并自动屏

蔽失效的导航模块，实现系统在不同环境下导航模式的无缝切换。 

卡尔曼滤波

去除模糊度

得到偏振光精确的定向结果

偏振光直接解算
得到的航向角
（有歧义）

磁强计定向
（易受干扰，
且不稳定）

姿态解算得到
航向信息

根据定向精度对MIMU
赋初值（磁或偏振光
初始定向结果）

基于MIMU的状态递推

组合定向结果

磁定向观测 偏振定向观测

得到速度、位置、周
内秒等信息

北斗系统观测量

北斗导航观测

卫星/MIMU
组合导航结果

高精度定向的
组合导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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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软件流程 

 
图2-2 组合导航方法逻辑框图 

首先进行MIMU的水平调平、磁强计标定及定向，并利用磁强计的结果对偏

振光去模糊度，得到偏振光的精确值，利用传递对准对MIMU航向角赋初值，在

无观测值的时候，进行纯惯导解算，有卫星、磁或偏振光观测数据时，进行卡尔

曼滤波，对速度、姿态以及位置进行更新各传感器输入输出及相应算法工作步骤

及数据流如下： 

系统上电

正常否回告错误信息

同步板启动

系统自检

初始化

惯导位置、速

度、姿态解算

读取数据

底层管理模块

读取MIMU 偏振光信息

导航信息输出

偏振光航向

组合导航计算

Y

N

磁强计数据

地磁航向解算

数据预处理

北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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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算法数据流图 

建立状态递推方程，然后建立观测方程进行信息融合。本文针对系统建立15
状态误差微分方程（速度误差、姿态误差、位置误差以及加速度计和陀螺仪的偏

差），针对卫星系统、偏振相机与地磁仪建立观测方程。第一层的多线程交互是

传感器层，此线程按照每一个传感器对应一个线程的方式进行实现，需要完成对

不同传感器的初始化启动、同步运行、读取数据及发布等功能。第二层是基于定

向功能与导航功能的数据解算模块，分别对应一种数据解算方式，在订阅对应传

感器的数据后，解算出航向信息或姿态、位置信息，进行发布。以地磁仪为例，

地磁仪的航向解算线程对应HMC5983传感器，需要订阅HMC5983传感器线程的

数据，得到数据后，通过地磁航向解算，得到地磁航向角，进行发布。根据几种

航向角的定向特点，本文在航向解算层的实现思路为： 
Step 1：解算得到第一帧地磁航向角，并将数据进行发布； 
Step 2：利用第一帧地磁航向角数据解析偏振光航向角的模糊度，得到更高

精度的偏振光航向角，将结果进行发布； 
Step 3：将精度更高的偏振航向角作为初始值赋予MIMU姿态解算线程，利

用初始航向信息进行MIMU姿态更新，得到航向解算结果并发布。 
Step 4：MIMU以200Hz的频率进行姿态更新，光罗盘与地磁仪以10Hz的频

率进行航向更新。 

高度

磁罗盘校正模块

读取参数文件

惯性调平和参数

估计
磁罗盘定向 光罗盘定向

惯导解算 航向解算

多信息融合1

北斗模块初始化

位置时间
校正参量

水平姿态角

水平姿态角

航向

角

高度

航向

传感器数据 数据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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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层为信息融合层，本文使用的是基于EKF算法的信息融合算法，因此在

第三层次的线程中，要订阅MIMU姿态信息、地磁仪航向信息与光罗盘航向信息，

进行信息融合后，得到组合导航的最优估计并输出。 

2.3 硬件实现 

2.3.1 TX2平台与导航传感器 
本系统的主要传感器包括：卫星接收机、微惯性测量单元、嵌入式导航计算

机、偏振相机、环境感知相机以及地磁仪等。使用的传感器信息如表2-1所示。 

表2-1 集成系统的传感器组成 

传感器 型号 数据接口 数量 备注 

6轴陀螺加计 STIM300 串口 1 早期调试使用STIM300，可

更换为国产器件 
3轴地磁仪 HMC5983 I2C或SPI 1  

BeiDou模块 Ublox 
NEO-M8N-0-10 串口 2 U-Blox模块 

气压高度计 MS5611 I2C或SPI 1 相对精度10cm 或者更换为

BME280（SPI接口） 
相机（主视觉

传感器） 
daA1280-54uc - 

Basler dart USB3.0 2 分辨率：1280x960 
帧率：54fps 

镜头 Theia SL183M CS 
Mount 2 

视场角：117x90度@1/3英
寸CCD靶面 

畸变：小于1% 
焦距：1.8-3mm 

偏振光相机 BFS-U3-51S5P-C USB3.0 1 

CCD位深度：12位 
分辨率：648x488 
像素尺寸：7.4um 

帧率：84fps@648x488 

镜头 Theia SL183M CS 
Mount 1 

视场角：117x90度@1/3英
寸CCD靶面 

畸变：小于1% 
焦距：1.8-3mm 

系统整体实物如图2-4所示。 

 
图2-4 硬件系统实物图 

TX2实物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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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Jetson TX2 

偏振相机实物图如下： 

 
图2-6 偏振相机实物图 

地磁仪与气压温度计安装图如下: 

 
图2-7 芯片安装位置 

MIMU器件安装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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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 Stim30在系统上的安装 

卫星接收机模块使用u-blox公司的两个NEO-M8N型芯片。如图2-9所示。 

 
图2-9 U-Blox芯片实物图 

接收的数据主要来自北斗系统的星座。 
2.3.2 硬件连接结构图 

 
图2-10 硬件连接结构图 

(a).系统集成

(b).STIM300

(c).轴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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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验与结果 

3.1 车载实验 

3.1.1 车载实验过程 
（1）实验地点 
在2019年3月在国家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区进行了车载实验，地点如图3-1所示。 

 
图3-1 车载实验地点 

（2）实验搭载车辆 
将系统安装在实验车辆上，如下所示。 

 
图3-2 实验车辆安装图 

（3）实验结果评定基准 

偏振光传感器

TX2 集成系统

MIMU(Stim300)
（a）车载系统整体图

（b）车载系统侧视图 （c）系统安装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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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载实验以高精度光纤陀螺组合导航为基准系统作为对照： 

 
图3-3 GI7690高精度惯导实物图 

实验具体步骤如下： 
Step 1：系统安装。将TX2系统安装在实验车上，并上电启动。 
Step 2：静态采集数据。开始采集数据静态，此时车辆发动但保持静止。 
Step 3：采集地磁标定信息。汽车首先正转两圈，反转两圈，采集地磁标定

信息。 
Step 4：数据采集。磁传感器标定结束后，汽车按照预定路线行驶，采集数

据。 
Step 5：结束实验。汽车回到出发点，关闭控制系统，关闭汽车UPS电源，

系统断电。 
实验具体路径如图3-4所示： 

 
图3-4 实验路线图 

3.1.2 车载实验结果分析 
（1）定向结果分析 
偏振光定向、地磁定向、纯惯性定向、以及信息融合最优定向估计结果如图

3-5到图3-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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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三种航向角与基准误差对比图 

三种定向方法与基准系统的误差对比如图所示。可以看出，微惯性测量单元

的误差存在发散现象，偏振光存在个别噪点及误差较大的点。地磁仪的定向波动

较大，定向效果也不够稳定。 

 
图3-6 组合定向结果与基准对比图 

综合统计定向精度指标如表3-1所示。 

表3-1 系统定向精度 

定向方法 平均误差 最大误差值 最小误差值 标准差 RMS 
MIMU定向 -4.647 -0.8492 -8.455 2.138 5.128 
地磁定向 0.06109 9.658 -12.57 2.001 2.002 
偏振光定向 -0.6854 2.847 -10.52 1.429 1.585 
复合定向 -0.1278 0.4736 -0.4682 0.1761 0.2176 

以均方根误差RMS（ ）作为衡量算法精

度的主要依据。从车载实验结果看出，使用卡尔曼滤波的方式对三种航向角信息

进行融合，可以达到提高精度稳定程度的效果，同高精度光纤组合导航系统比较，

误差优于0.5°，说明该算法的应用在提高精度的同时也拓展了环境适应性。 
（2）定位结果分析 
对比北斗导航纬度、经度、高度以及定位误差（与基准测得的数据作对比）、

传统组合导航解算定位误差（惯导加卫星）以及北斗/偏振光/MIMU组合导航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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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数据中的纬、经、高度以及定位误差，可知北斗/偏振光/MIMU组合导航的定

位误差要优于其余二者，其平均定位精度可提升至0-4米（BeiDou定位精度为0-5
米）。 

 
图3-7 组合定向结果与基准对比图 

综合统计定位精度指标如表3-2所示。 

表3-2 系统定位精度 

定位方法 平均误差 最大误差值 最小误差值 标准差 RMS 
BeiDou定位 4.538 7.161 1.551 1.149 4.6812 

传统组合导航定

位 3.837 6.659 1.62 1.168 4.0108 

北斗/偏振光

/MIMU组合导航

定位 
3.829 6.614 1.617 1.164 4.0020 

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出，利用偏振光、磁以及BeiDou信息，通过使用卡尔曼滤

波的方式对惯导结算结果进行校正，可以有效达到提高系统定位精度，无论是在

平均误差、最大误差值、最小误差值以及RMS上，北斗/偏振光/MIMU组合导航

定位性能均优于传统导航。 
（3）速度精度分析 
对比北斗/偏振光/MIMU组合导航与基准速度曲线，可以看出组合导航的速

度解算结果与基准值几乎完全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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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 北斗/偏振光/MIMU组合导航速度曲线图 

 
图3-9北斗/偏振光/MIMU组合导航速度误差图 

系统速度精度表格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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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系统北向速度精度 

定位方法 平均误差 最大误差值 最小误差值 标准差 RMS 
BeiDou北向

速度误差 -0.007933 1.292 -1.002 0.155 0.1552 

传统组合北

向速度误差 
0.01238 0.6286 -0.8506 0.1278 0.1284 

北斗/偏振光

/MIMU组合

北向速度误

差 

0.01226 0.6242 -0.08492 0.1261 0.1267 

表3-4 系统东向速度精度 

定位方法 平均误差 最大误差值 最小误差值 标准差 RMS 
BeiDou东向

速度误差 -0.0114 0.7401 -1.235 0.1483 0.1487 

传统组合东

向速度误差 -0.01702 0.5868 -0.1008 0.1254 0.1265 

北斗/偏振光

/MIMU组合

东向速度误

差 

-0.01068 0.5861 -0.985 0.1226 0.1231 

结果表明北斗/偏振光/MIMU组合导航算法性能优异。 
总之，车载实验结果表明，本文的北斗/偏振光/MIMU组合导航算法无论是

在定位、定向以及速度精度上均远远优于传统导航。 

3.2 无人机飞行试验 

3.2.1 飞行实验过程 
（1）实验目的 
通过无人机实验验证组合导航算法在TX2集成系统上的有效性。 
（2）实验方法 
在长沙某地进行飞行实验，进行实时组合导航解算的同时也对个传感器数据

进行存储，进行算法结果的验证和校核。 
（3）实验步骤 
Step 1：系统安装。将TX2集成系统安装在无人机安装板上，并进行了电磁

屏蔽处理，如图3-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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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0 无人机搭载实验图 

Step 2：静态采集数据。系统上电，无人机在地面保持静止，开始采集数据， 
Step 3：采集地磁信息并进行标定。无人机上升到预定高度后，正、反转各

两圈，进行地磁RLS校正，标定结果如图所示。 

 
图3-11 无人机搭载条件下地磁仪RLS校正结果图 

由于无人机搭载条件下，磁力计测得的数据受无人机旋翼的磁场影响，能测

得的磁力数据叠加了一个无人机的磁场。从RLS校正结果来看，同车载实验测得

的原始数据相比，飞行实验中磁强计测得的原始数据要小1000倍左右。这就导致

了地磁数据的有效数字减少了三位，也将影响磁传感器的定向精度，在后续结果

分析中也会有所体现。 
Step 4：无人机飞行实验。数据采集与实时解算结果一同输出保存。加入地

磁仪的标定参数后，开始解算数据，同时保存原始数据，用于事后验证算法的正

确性。 
Step 5：结束实验。无人机返回初始位置降落，关闭控制系统与电源。 
3.2.2 飞行实验结果分析 
按照不同路径进行了两组实验，飞行路线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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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2 第一次飞行轨迹图 

 
图3-13 第二次飞行轨迹图 

（1）第一组实验结果图 
定向结果图如下所示： 

 
图3-14 定向结果对比图 

组合导航的经纬变化、速度变化、姿态变化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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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5 北斗/偏振光/MIMU组合与北斗/MIMU组合导航经纬位置变化图 

 
图3-16 北斗/偏振光/MIMU组合与北斗/MIMU组合导航姿态角变化图 

 
图3-17 北斗/偏振光/MIMU组合与北斗/MIMU组合导航速度变化图 

3.2.2 第二组实验 
（2）第二组实验结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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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8 定向结果对比图 

 
图3-19 北斗/偏振光/MIMU组合与北斗/MIMU组合导航经纬位置变化图 

 
图3-20 北斗/偏振光/MIMU组合与北斗/MIMU组合导航姿态角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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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1 北斗/偏振光/MIMU组合与北斗/MIMU组合导航速度变化图 

由无人机搭载实验的定位、定向、定姿结果的对比结果来看，完成了偏振相

机/地磁仪/MIMU/北斗组合定向算法在TX2系统的实时解算，且从效果上可以看

出，实时定向能力与传统依赖卫星信号的组合导航系统的定位、定向、定姿能力

相当，具有实用性。 

4. 总结 

目前国内外鲜有公开报道将仿生组合导航系统，本系统将仿生偏振光定向加

入到经典组合导航系统中，以低成本传感器为硬件前提，在提高导航定向精度的

基础上，拓展了组合导航系统的环境适应性以及鲁棒性，并研究了航向精度的提

高对系统其他导航性能指标的影响。主要贡献总结如下： 
（1）构建了一种适扩展卡尔曼滤波器，可融合北斗导航信息、偏振光信息

和MIMU信息，进行仿生组合导航，并通过车载实验与飞行试验验证了算法的有

效性。 
（2）设计了北斗/偏振光/MIMU组合导航系统的软硬件结构，在各传感器进

行降噪处理和多传感器时空一致性误差分析的基础上，给出了各模块的信息融合

方法。 
（3）实现了北斗/偏振光/MIMU组合导航系统。采用TX2平台，以多线程交

互的方式在不同层次上分别实现了多传感器时间同步，完成了数据采集、不同传

感器算法线程交互、信息融合层面线程航向参数解算等研究，并通过车载和飞行

试验验证了系统的可用性。 
本系统扩展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应用范围，提高了系统的容错率与环境适

应性，达到了在保证导航精度与鲁棒性的前提下，降低系统成本，提高冗余度的

效果。相对于单一的导航，定向、定位精度均大大提高，且系统整体实现了小体

积、高集成、高精度，具有较大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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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的农业病虫害智能管理系统 

作    者：徐常塑、姜业明、尚文虎、刘子铭 
指导教师：王金武、唐汉 
学    校：东北农业大学 
 
 

【摘要】病虫害防治是农业为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证农产品稳产高产，农

业增收和增效、农业生态环境的重要一环。根据目前我国农业发展速度缓慢、自

主创新能力差、病虫害治理困难、绿色农业迫切需求以及农业系统化与智能化程

度低等诸多问题，融合目前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导航定位系统和5G高速传输网

络与多传感器信息技术来构建一套系统的智能病虫害应用方案，将北斗导航定位

系统创新应用在农业病虫害智能管理中，符合国家农业发展的大趋势与大要求。

围绕病虫害发生状况的采集、上报、汇总、识别、分析、管理一系列应用流程链，

以基于深度学习的病虫害自动识别、基于北斗导航定位系统的病虫害发生地理位

置分析与植保机具作业调动、基于产生式的病虫害专家系统知识库的构建和基于

移动GIS的病虫害发生预测为技术，为病虫害防治、管理提供基于人工智能技术、

网络信息技术的全新手段，改变传统植保病虫害处置工作大量依赖人工现场巡

查、经验判断以及过量使用农药的状态，具有信息化、网络化、系统化和精准化，

降低劳动力，提高生产率的特点。 
【关键词】北斗系统，智能病虫害防治，精准农业，物联网 
【Abstract】Pest control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which is an 
important link to ensure stable and high yield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crease 
agricultural income and efficiency, and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ccording to many problems such as the slow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the poor 
ability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the difficulty of pest management, the urgent need 
of green agriculture and the low degree of agricultural systematization and 
intelligence, a set of intelligent pest application scheme is constructed by integrating 
the BDS independently developed in China, 5G high-speed transmission network and 
multi-sens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navigation and 
positioning system in the intelligent management of agricultural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conforms to the general trend and requirements of national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Based on a series of application flow chains of collecting, reporting, 
summarizing, identifying, analyzing and managing the occurrence of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of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based on deep 
learning, geographic location analysis of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based on Beidou 
navigation and positioning system and mobilization of plant protection machines and 
tools,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base of expert system of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based on production and prediction of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based on Mobile GIS 
As a technology, it provides a new means based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nd network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r the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 of plant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It changes the state that traditional plant protection treatment 
of plant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relies heavily on artificial field inspection, 
experience judgment and excessive use of pesticides. I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formatization, networking, systematization and accuracy, reducing labor force and 
improving productivity. 
【Key words】BDS, Intelligent pest control, Precision agriculture, I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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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科技强则农业强，科技兴则农业兴。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现代化

离不开农业现代化，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

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我国是农业生产大国，目前农业发展

正处在加速阶段，但仍处于机械化、半自动化阶段，近年来，精准农业和农业系

统管理成为我国农业转型升级的方向[1]。以时空信息技术、大数据、物联网及人

工智能等方面配合高精度导航定位及增强技术在农业上的精准应用，是未来智慧

农业发展的重点[2]。而长期以来我国重要基础设施过分依赖GPS，风险巨大，后

果严重，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作为我国独立自主发展的卫星系统，根据不同领

域的不同需求与其他技术相结合，在促进我国农业领域和国家现代化发展具有举

足轻重的作用。 
农业生产在我国经济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粮食安全为题直接关系国

计民生，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决定性因素[3]。农业生产本质上

是自然再生产以及经济再生产的过程，而病虫害防治是农业为生产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保证农产品稳产高产，农业增收和增效、农业生态环境的重要一环。目前

我国病虫害管理存在防治工作不成体系、技术到位率低、过分依赖以及过量使用

化学农药以及病虫害治理智能化程度低等问题，严重影响制约农业生产发展[4]。

通过多技术融合配合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导航定位系统来构建一套系统的智能

病虫害应用方案，围绕病虫害发生状况的采集、上报、汇总、识别、分析、管理

一系列应用流程链，为病虫害防治、管理提供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网络信息技术

的全新手段，改变传统植保病虫害处置工作大量依赖人工现场巡查、经验判断以

及过量使用农药的状态，具有信息化、网络化、系统化和精准化，降低劳动力，

提高生产率的特点，对推动我国农业绿色健康科学发展具有关键作用。 

2. 病虫害智能管理系统总体构建 

 
图1 病虫害智能管理系统总图构建 

病虫害智能管理系统可根据用户需求和实际田间作物状态，实现四大功能：

病虫害自动识别、病虫害防治方案知识库、病虫害发生范围及区域管理与统计和

病虫害情况预测预报。系统主要包括应用套件、应用赋能、数据接入服务以及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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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管理服务四部分构成。其中病虫害发生状况管理核心部分为应用套件，主要包

括基于深度学习的病虫害自动识别、基于北斗导航定位系统的病虫害发生地理位

置分析与植保机具作业调动、基于产生式的病虫害专家系统知识库的构建和基于

移动GIS的病虫害发生预测。 
应用赋能主要是通过构建的基于产生式的病虫害专家系统知识库对病虫害

实现自动识别以及大田作物下的地理位置进行分析，以产生不同位置下病虫害发

生的严重程度的光谱信息，并通过可视化工具传递到有好的人机界面，便于后期

操作人员获取准确无误的病虫害地理位置信息并发出相应指令对病虫害进行处

理。 
数据接入服务主要是对操作人员的身份认证农业病虫害管理系统本身是基

于互联网的可视化操作系统，自身需要网关以及配备安全设备，防止病毒对系统

造成入侵导致地理位置信息获取的不准确或者严重的导致瘫痪无法工作的情况。

由于数据获取不仅需要获取北斗导航定位系统发送来的位置信息，还有病虫害自

动识别信息，需要系统能够实现多功能的数据并发处理，且数据获取传输和处理

能够及时准确，防止病虫害发生大面积的扩散[5]。 
设备管理服务主要是后期对病虫害进行治理时进行设备配备和设备管理。无

论是利用植保无人机并搭载北斗导航定位系统进行远程精准喷药或使用大型配

备北斗导航定位系统无人驾驶拖拉机并搭载喷药系统进行田间作业，其具体喷药

量的多少、植保机具速度的大小都需要病虫害发生的地理信息获取的严重程度去

衡量和控制。且哪些发生病虫害的区域已经治理、哪些没有治理，或者实时监测

植保机具的地理位置、工作状态和喷药质量，均需要利用北斗导航定位系统来精

准实现。 

3. 关键技术应用与创新 

3.1 病虫害知识库构建 

知识库是专家系统的核心；知识库的构建和入库是专家系统构建的一项关键

性工作。水稻病虫害专家系统在建立过程中，先确定水稻的发病时期（苗期或分

蘖期或穗期），可以减少系统的复杂性和模糊性，增加诊断结果的可信度。其次

选择发病部位，用户可直接对发病部位进行问诊。在诊断过程中，如得出的结论

可信度不高，系统向用户提出问题，用户回答问题后，系统根据用户的回答做二

次诊断，直到得出唯一的结果。 
3.1.1 水稻病虫害知识库结构 
水稻主要病虫害在不同时期表现不同的诊断规则及防治方法，诊断知识结构

采用树型结构，使用户看起来简单直观。其知识库结构如图2所示。 

 
图2 知识库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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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诊断树建立 
首先，提取症状的过程保证症状的完整性，不完整的症状集会导致推理结果

的不确定性。其次保证各种病虫害的症状集不完全相同，这可能导致系统推理错

误。最后，确保症状的独立性，症状不可以是复合症状，症状之间要相互独立，

不能有依赖性[6]。提取症状后，建立诊断树，诊断树是推理的依据，规则的提取、

系统的设计都是在此基础上完成的。水稻苗期主要病虫害诊断树如图3所示。 

 
图3 水稻苗期主要病虫害诊断树 

3.1.3 规则元素及编码 
部分规则元素及编码见表1、2。知识库选用关系型数据库软件 SQL Server 

2018 来存储和管理产生式规则知识。上面已经提取了诊断规则并把规则进行了

编码见表1。可以采用在数据库中直接录入的方法，也可以在查询分析器中采用

编码的形式录入。 

表1 部分规则元素及编码 

规则元素 编码 问诊语 
水稻稻曲病 DQB 有比健粒大3～4倍的进球状体吗？ 
水稻胡麻斑病 HMB 水稻病部产生大量黑色绒毛状霉吗？ 
水稻干尖线虫病 GJB 水稻病健交界处有锯齿状纹吗？ 
水稻赤枯病 CKB 水稻的根部赤褐色吗？ 
绵腐病 MFB 苗期基部腐烂枯死吗？ 
水稻病毒病 BDB 叶片上有黄白色短条斑吗 
苗瘟 MW 苗期的水稻基部黑褐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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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症状及编码 

名称 编码 名称 编码 
赤褐色 JHS 条斑 TB 
鱼籽状菌浓 YJN 斑点 BD 
黑色绒毛状霉 DHM 黄色菌浓溢出 HJY 
病斑上有轮纹 BLW 倒V字形病斑 DVB 
鼠粪状菌核 SJH 枝梗、穗轴或穗颈上有 YXD 
黑褐色 HHS 谷粒不饱满 BBM 
病斑内部有X体 YXT 椭圆形病斑 TBB 
叶 Y 颈 J 
穗 S 优先级 YXJ 

3.2 基于深度学习的病虫害识别 

3.2.1 图像预处理 
基于Python平台、OpenCV库及PhotoShop技术实现对病虫害图像的3种预处

理，包括截取感兴趣区域、归一化尺寸、病理分割[7]。病理分割的目的是从病虫

害图像中分离出只包含病虫、病斑的图像，分割的效果将直接影响到特征提取和

病虫害识别的准确率。针对不同的预处理方法，得到不同形式的样本图片，通过

LahelImg工具，参考官方VOC的标注格式标记病理区域，形成不同的数据集，以

此作为模型的输入对模型进行训练。3种待训练数据集的典型图片如图4所示。 

      
图4 3种待训练数据集典型图片 

3.2.2 模型训练 
为探究不同深度学习目标检测模型在有限样本下对水稻病虫害图像的训练

与诊断效果，分别采用TensorFlow深度学习平台中的Faster R-CNN Inception v2和
SSD MobileNet v1两种基于卷积神经网络（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s，CNN）

的预训练模型。结合3种图像预处理方式，共有6种不同的模型训练方式。通过比

较、分析6种结果模型在各个方面的性能，甄选应用于水稻病虫害诊断的最优模

型。 
3.2.3 模型评估 
6种模型中检测结果示例如图5所示。综合图6和图7可以看出，Model1 的整

体识别效果较好，不仅具有最高的识别准确率，且识别可信度 confidence1≥0. 9、
confidence2≥0. 9 的值都最大，而 Model6 的整体识别结果较差。主要是因为 
Model1 中的待训练数据集包含较完整的病虫害及背景信息，而 Model6 中的

待训练数据集通过病理分割得到，仅包含简单的病虫害信息，以及 Faster Ｒ
-CNN Inception v2 预训练模型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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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6中模型识别准确率 

 
图6 6种模型病虫害置信度 

   
Mode 1 Mode 2 Mode 3 

   
Mode 4 Mode 5 Mode 6 

图7 6种模型检测结果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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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病虫害发生地理位置分析 

病虫害发生地理位置分析模块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中心平台和现场终端。中

心平台主要包括系统数据库、GIS系统管理平台、决策指挥系统、发生位置定位

系统等；现场终端主要包括病虫害识别系统以及相应的传感器套件、图像识别模

块、通信模块，以及Android管理软件[8]。模块整体结构图如图8所示。 

 
图8 病虫害发生地理位置分析模块整体结构图 

中心平台总体采用B/S架构设计，充分利用GIS强大的数据信息管理功能，把

现场终端采集的数据经过过滤、分析、加工，将各种信息进行准确地显示、表达、

解析，通过地图的形式可视化地表征出来。根据所建立的病虫害知识库，为决策

人员快速、科学、合理地制定出可行的病虫害治理的方法，及时地实施植保作业

指挥调度。 
现场终端主要是布置在监测地区的各种监测终端，即包括病虫害自动识别系

统等一系列地面监测与识别病虫害的设备与措施手段。另外其数据的传输需要通

过目前国家正在大力推广的5G技术进行，可保证整个系统的数据传输与储存的

时效性、稳定性，以便执行者能够及时有效地进行应对和处理。而形成病虫害区

域地图就要通过北斗导航定位系统对大田农作物的病虫害发生区域进行定位，从

而将位置信息通过5G基站传输到数据库服务器中。另外为了使病虫害发生地理

位置分析模块能够行之有效地运行，在其数据库中需要包括病虫害监测数据库和

其他数据表[9]。 
 病虫害监测数据库 
病虫害图斑是进行病虫害监测调查与防治的基本单位[10]。病虫害监测数据表

包括图斑ID(主键)、乡镇名、村名、小地名、受灾面积、灾害类型、受灾程度、

可见性、发生时间、调查时间、历史次数、调查方式、有害生物、寄生树种、调

查人员、防治方式、防治时间等字段见表3。 

表3 病虫害监测表 

字段名 数据类型 中文含义 说明 
TBID char 图斑ID 主键，唯一标识符，7字符长 

LB varchar 村名 最大长度为10字符 
XDM varchar 小地名 最大长度为20字符 
ZHMJ float 灾害面积 单位:亩，小数点后保留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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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 数据类型 中文含义 说明 
ZHLX tinyint 灾害类型  
KJD bit 可见性 0为潜在，1为可见 

WHCD tinyint 危害程度  
DCSJ datetime 调查时间  
FSSJ datetime 发生时间  
LSCS int 历史次数  
DCFS tinyint 调查方式  
YHSW varchar 有害生物 最大长度为12字符 
JSSZ varchar 寄生树种 最大长度为12字符 

DCRY varchar 调查人员 最大长度为8字符 
FZFS tinyint 防治方式  
FZSJ datetime 防治时间  

 其他数据表 
属性数据表除了包含理县基础地理信息(如县界、乡镇边界、村界、等高线、

小班、林班、公路、河流、土地利用等)的所有属性数据，还包括与病虫害相关

的其他数据表，如生物灾害(包括全国性种类、省区级种类和县级种类三张表)、
病害调查表、虫害调查表、病害防治表、虫害防治表等等[11]。 

 
图9 某种植地病虫害地理位置分析示意图 

通过北斗导航定位系统、5G技术和多种属性数据库实现病虫害地理位置分

析，由图9可知不同的病虫害区域均由不同颜色进行区域分界，以便决策者能够

根据构建的病虫害知识库进行及时有效地处理。 

3.4 病虫害发生预测 

病虫害发生预测模块对水稻病虫害信息进行采集、存储，运用预测模型制作

病虫害服务发布给用户，并且为用户提供防治建议[12]。主要分为病虫害信息采集、

预警服务生成以及服务发布3个子模块。系统采用C/S架构，移动端基于 Android
开发 App，一方面可实现水稻病虫害空间信息及属性信息的采集，并通过先进

的5G网络传输至服务端，另一方面可根据用户输入的虫害特征值快速地生成防

治建议。服务端负责解析移动端传入的虫害数据并存储到构建的虫害时空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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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管理人员以虫害数据库中的信息作为输入，病虫害分析模型作为工具，进行

分析、处理，并得到虫害监测及预测结果，最后通过ArcGIS Server 以专题图形

式发布给用户[13]。模块结构如图10所示。 

 
图10 模块结构设计 

3.4.1 模块功能设计 
模块功能结构如图11所示。主要分为虫害信息采集、防治措施推荐、服务发

布3个模块。用户通过在移动端安装 App，实现浏览棉田地图、利用手机定位及

编辑虫害发生区域，实现虫害的空间信息及属性信息采集，并提交到服务端的虫

害数据库中；通过读取用户输入的虫害属性信息(如红叶株率)，结合监测及预测

算法对数据进行快速处理，以图表形式展示病虫害预测结果，并根据结果提供预

存在 app 中的防治措施，此外，还可以将系统生成的防治措施以短信的形式分

享给其他用户[14]；服务发布功能处理流程为，管理员在后台服务端连接虫害数据

库，运用 Python 脚本语言编写的预测模型对数据进行处理，将虫害发生情况按

照标准生成预警服务专题图向移动端发布，提供在线浏览功能。 

 
图11 模块功能设计 

3.4.2 信息采集 
ArcGIS Mobile 是移动 GIS 解决方案之一，可将 ArcGIS 的应用范围扩展

到野外。本系统通过其提供的开发工具包，调用相应的 API 可实现个性化的地

理空间信息采集功能[15]。 
对于位置信息，借助于 ArcGIS 提供的 API 加载稻田地图，通过调用手机

内置的北斗定位模块获得经纬度信息定位到当前地点，农户根据病虫害发生的具

体情况，在地图上绘制几何形状，描述虫害的发生区域；对于属性信息，主要为

各类病虫害发生的严重程度，用户通过输入特征信息，如红叶株率，系统自动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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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其严重程度所属等级。采集时间默认为系统当前时间，也可设置时间，方便后

续补充数据。完成上述信息采集后，系统将三者封装为 JSON 格式的数据，通

过移动网络发送至服务端的数据服务器中并自动录入虫害数据库。 
3.4.3 基于马尔科夫链水稻病虫害发生预测 
病虫害的信息采集过程中，经常使用定点采样的方法，即在固定地点以相等

时间间隔下连续采样，其形成的病虫害时间序列数据，恰好可以运用马尔科夫法

进行病虫害发生发展情况的预测处理。 
在马尔科夫预测中，状态可表示为他发生的不同等级，代表病虫害发生严重

程度[17~19]。状态转移概率为事件发展过程中，从某一状态出发，下一刻转移到其

他状态的可能性。 
3.4.4 水稻病虫害发生位置的空间插值方法 
克里格插值法是空间统计分析方法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对有限区域内的区

域化变量取值进行无偏最优估计的一种方法。在克里格插值中，待估点的估计值

为其周围由 n 个已知的样点观测值构成的线性组合[20~23]，即: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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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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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j

Z x Z xλ
=

= ∑（ ）  

式中: ( )iZ x ，i= 1，2…n，表示位于区域内 ix 的观测值， 0x 为未知点， iλ 为

避免系统误差选取的参数，根据无偏和最优条件用拉格朗日乘数法得到普通克里

格方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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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µ 是极小化处理时的拉格朗日乘数， ( , )i jx xγ 是随机变量Z在采样点

,i jx x 之间的半方差; 0( , )ix xγ 是 Z 在采样点 ix 和未知点 0x 之间的半方差。这些量

可由变异函数得到，是对试验变异函数的最优拟合。 
本系统充分利用二者的特点，在小的采样点范围，运用马尔科夫链预测方法

预测未来病虫害等级的转移状况，然后通过普通克里格插值，对未采集到的区域

进行插值处理，得到整个区域的病虫害预测分布情况[24]。在计算出水稻病虫害状

态转移矩阵的基础上，采用 Python 语言，借助 ArcPy 编写耦合的预测方法脚

本，实现基于马尔科夫链预测并进行插值，经过处理后得出水稻病虫害预测如图

12所示。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图12 某种植区域插值后病虫害预测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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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属性输入及防治建议 b.等级预测及防治建议 

图13 水稻病虫害防治服务查看界面 

3.5 植保机具远程作业管理 

根据北斗导航定位系统所做出的水稻病虫害发生地理位置与预测位置分析，

需要及时准确地调动植保机具根据病虫害的种类、属性进行针对性地变量喷药，

这就需要通过北斗导航定位系统对植保机具进行控制以及搭载在机具上一套完

整的智能喷雾控制系统[25]。北斗导航定位系统需要将机具的实时位置以及作业质

量反馈给决策者，智能喷雾控制系统要求能够根据病虫害发生预警分析自动调节

喷药药量和根据车速变化调整药量，保证单位面积用药量一致，从而提高农药利

用率；自行监测重叠区域，避免重复喷药；用颜色来区分完成和未完成的作业区

域；对喷雾压力、速度异常进行自检和报警；工作状态和作业现场照片实时上传

至后台。 
3.5.1 基于北斗的植保机具控制 

  
路径规划                   作业区域监测 

 
直线导航             曲线导航                椭圆导航 

图14 植保机具控制主要功能 

针对植保机具的控制主要是作业过程中利用北斗导航定位系统对机具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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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的定位和作业质量的监测以及已喷药区域和未喷药区域的自动导航问题。 

 

 

 

  
  

自动驾驶器 人机交互平台 农业基准站 液压阀 角度传感器 
图15 北斗自动导航在农机上的配置 

农机自动导航系统主要由卫星天线、北斗高精度定位终端、行车控制器、电

机方向盘、车载惯性导航模块及避障模块等部分组成[26~28]。 
 自动驾驶器：感知车身姿态，获取位置信息，自动控制车辆转向系统，

使车辆始终准确地保持沿预定航线行驶； 
 农业显示器：与多种设备实现互联互通，用于人机交互； 
 农业基准站：将RTK差分数据通过电台传输给流动站电台，流动站电台

将收到的差分数据输出给流动站，提高车辆定位导航精度，使得车辆行驶路线与

预设航线保持一致； 
 液压阀：用于机具转向的执行部件； 
 角度传感器：闭环反馈PID控制算法，高精度液压控制，自动转向角度控

制更加及时、准确。 

 
图16 自动导航原理图 

自动导航算法设计的基本工作原理为[29]：在导航显示单元平板计算机中，设

定作业略径，通过角度传感器和GNSS接收机获取农机的实时位置、速度和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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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农机当前位置与预设作业路径的横向偏移误差和偏移航向角，然后通过自动

驾驶算法计算电机方向盘的控制量，驱动电机转动，进而带动转向系统及时修正

农机的行驶方向。在农机作业过程中，自动驾驶系统不断进行“测量和控制”动作，

使得农机的行走路线无限接近于作业参考路径。自动驾驶算法分为入线和上线两

个过程。入线算法主要解决车辆偏离期望航线大于1m或偏离期望航向角大于10
时，车辆上线超调过大、时间过长等难点。采用模糊PID控制算法，控制量为车

辆偏移航线的横向偏差和车辆航向与期望航向角的偏差。 
3.5.2 智能喷雾控制系统 
智能喷雾控制系统采用旋钮式可调电位器调节脉宽调制信号（PW M ）来实

现对压力单元的变量控制，进而控制压力的大小和喷药流量[30]。其控制系统由电

源模块、脉宽调制模块和放大驱动模块组成，工作原理如图17所示。 

 
图17 智能喷雾控制系统 

电源模块由L7805CV稳压模块及其周边电路组成，为脉宽调制模块供电；脉

宽调制模块芯片及外围电路构成多协振荡器，产生PWM 脉冲信号送于放大驱动

模块，可使用与脉宽调制模块相连的旋钮电位器来调节PWM 信号的脉冲宽度；

产生的PWM脉冲信号通过放大驱动模块放大后能够实现对电机的驱动和控制，

实现压力调节和喷药量的变量控制。旋钮式可调电位器的调节范围可以通过脉宽

调制模块预先进行设定，并且旋钮式可调电位器的调节范围可随时进行系数调

整，以满足不同压力和流量的要求[31]。 

 
图18 变量控制系统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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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控制器采用模块封装技术，所有的控制部分都封装在防潮的控制盒子里

面。药液首先从药液箱中在压力单元的作用下被抽出，经过过滤器过滤掉多余的

不溶性杂质，然后进入压力单元，控制盒子底座设有U 形安装孔，操作人员可

以使用螺栓将控制盒子固定在电动喷雾机压力单元的上方或压力单元和电池的

中间[32]。控制盒子底部设有防水接头，可以防止控制电缆在作业时被拉动影响控

制器的内部稳定。 

4. 结论与展望 

根据我国未来智慧农业和精细农业的发展趋势，融合目前我国自主研发的北

斗导航定位系统和5G高速传输网络与多传感器信息技术来构建一套系统的智能

病虫害应用方案，围绕病虫害发生状况的采集、上报、汇总、识别、分析、管理

一系列应用流程链，为病虫害防治、管理提供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网络信息技术

的全新手段，改变传统植保病虫害处置工作大量依赖人工现场巡查、经验判断以

及过量使用农药的状态，具有信息化、网络化、系统化和精准化，降低劳动力，

提高生产率的特点。 

 
图19 基于北斗的病虫害智能管理系统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自主研发的更多产品会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

中来，带领农业朝着智能化、精细化、无人化的方向发展，本文是在目前农作物

病虫害智能管理方面构建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包括整体的构思、技术手段以及

应用的前景，农业生产环节有很多，比如播种、施肥、收获等等，都可以以物联

网的思维将所有环节智能控制起来，让农业生产不再消耗大量劳动力，真正做到

智能化。未来在农业领域中应用北斗导航定位系统会越来越密切，衍生出来的产

品和应用在不同农作物上的功能也会越来越多，目前我国农业技术较发达国家还

比较落后，很多技术手段都是从国外直接借鉴，缺乏自主创新性，农业领域应紧

紧跟上科学技术的脚步，让农业不再是落后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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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精准农业物联网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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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导盲手杖设计 

作    者：孙健 
指导教师：杨通 
学    校：中国民航大学 
 
 

【摘要】市面上的导盲设备带来的安全性不高，对盲人的保障也并不全面。普通

导盲手杖需要依靠使用者自己的感官判断周边环境的优劣，这种情况随机性很

大，安全性不高，而且效率低下；导盲犬昂贵且训练投入较大，性价比较低。为

了克服这些缺陷，本文设计了一款智能化的导盲手杖。本设计主控芯片采用

STM32微处理器，基于北斗导航系统、智能小车和通信系统相结合的方式，实现

导航定位、避障功能、牵引功能、一键求助功能和语音交互功能。其中导航模块

采用GSM/GPRS/GNSS组合模块—SKC111，这一组合模块的引入使得设计更加

便捷，集成化更高，设计更加简便；避障模块考虑到盲人可能遇到身体或头部等

高处的障碍物，采用三超声探头设计，能够检测使用者前方地面到2.5m左右高度

的障碍物；牵引功能与导航功能和避障功能相结合，生成电子路线引导使用者前

行并避开障碍；一键求助功能使用导航模块集成的通信功能绑定使用者亲人的手

机，一旦使用者按下求助键，亲人能够收到警报求助并根据北斗定位获得使用者

的地理位置。这一综合设计进一步增加了盲人出行的安全性和便利性。 
【关键词】北斗导航 导盲手杖 超声波 牵引功能 
【Abstract】The safety of blind guide equipment on the market is not high, and the 
protection for blind people is not comprehensive. Ordinary sight-seeing canes need to 
rely on the user's own senses to judge the merits of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This 
situation is very random, not very safe, and inefficient; guide dogs are expensive and 
require a large training input, and the cost-effectiveness is low. In order to overcome 
these shortcomings, this article has designed an intelligent guide cane. The main 
control chip of this design uses STM32 microprocessor,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smart car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 to achieve 
navigation positioning, obstacle avoidance function, traction function, one-click help 
function and voice interaction function. The navigation module uses the GSM / GPRS 
/ GNSS combination module—SKC111. The introduction of this combination module 
makes the design more convenient, more integrated, and easier to design. The obstacle 
avoidance module considers that the blind person may encounter high places such as 
the body or the head. The obstacles are designed with three ultrasonic probes, which 
can detect obstacles from the ground in front of the user to a height of about 2.5m; the 
traction function is combined with the navigation function and the obstacle avoidance 
function to generate an electronic route to guide the user forward and avoid obstacles; 
The one-click help function uses the integrated communication function of the 
navigation module to bind the user's relative's mobile phone. Once the user presses the 
help button, the loved one can receive an alert for help and obtain the user's 
geographic location according to Beidou positioning. This comprehensive design 
further increases the safety and convenience of travel for the blind. 
【Key words】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blind cane  ultrasound  
traction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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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及现状 

近几十年来，社会生产的进步，使得生活质量直线提高。科技创新作为生产

创造的领头羊，新生的科技产品应立足于为人类创造便利和提高生活水平。盲人

作为社会组成的一份子，相对于正常人，他们缺少了视觉感官，而视觉感官可能

是人类感官中最重要的一个，且不说盲人无法欣赏优美的景色，他们连起码的衣

食住行都有困难，尤其是“行”。盲人出行的大街上人口众多，再加上私家车数量

的爆发式增加，以及近两年火起来的共享单车，每个城市每个角落都能看到共享

单车的身影，它们在方便了行人的同时，由于管理不够规范或者行人乱停车的现

象，严重阻碍了盲人的出行通道：盲道。盲道作为盲人出行的交通要道，是专门

辅助盲人行走的道路设施。可是由于城市管理者的管理不善或者某些人社会公德

的缺失，出现了各种不负责任的“盲道”，造成盲道之“盲”，如下图1。由于盲道

的不确定性和乱象，导盲手杖的设计以及智能化显得至关重要。 

 
图1 现状堪忧的盲道 

目前广为研究和应用的导盲设备可分为自主式和引导式两大类。自主式盲人

导航设备以智能导盲杖为代表，处理器位于手杖的把手处，利用安装在不同位置

的传感器探测周围障碍物，数据经过处理后通过震动或者语音警示使用者，使之

安全行走，因其携带性不高，不利于推广。引导式盲人导航设备多用GPS导航技

术获得使用者的位置信息和电子地图数据，从而给予盲人行迹规划，这就需要较

高精度的导航系统设备。由此可见目前诸多盲人导航设备在功能上比较单一，在

技术上又面临着种种难题，虽然能满足一定的导航需求，但不能提供全方位的导

盲服务。因此，结合两类产品之优势，借北斗之力，乘北斗之便，研究设计契合

北斗系统发展目标的实际应用，在此基础上增加其他新颖的、实用的功能，发展

北斗产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1-2]。 

2. 导盲手杖的整体功能设计 

本导盲手杖设计了诸多实用功能，例如基本的测距和避障功能、语音提示和

交互功能、导航定位功能、一键求助功能和牵引功能。 

2.1 整体设计模型 

首先使用Cinema 4D R20软件设计了导盲杖的整体初始模型。如下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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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导盲杖的整体设计模型 

手柄处使用弧度流线式设计，另可外加软质橡胶外壳，保证舒适的同时方便

使用者手持，长时间的手持也不会感到乏累，也可在手柄处系一根绳子套在手腕

上以保证不脱把。导盲杖的触地端设计可方便分离的智能小车[3]，使用者在智能

小车的牵引状态下前行，可以利用导盲手杖内置的芯片控制智能小车前行和转弯

避障操作。值得一提的是，本导盲手杖的测距避障系统考虑到了不同高度处的障

碍物，以避免复杂情况下出现不同高度处障碍物的情况（比如拉木头的卡车），

以防在盲人只探地的情况下无法应对出现在身体中部和上部的障碍物；为了保障

使用者全身的安全，设计了位于不同高度的3个探测器，对导盲手杖前端距离1.5m
高度覆盖0~2.5m的障碍物进行检测报警并自动避开。同时利用北斗定位导航系

统，进行道路规划并获得使用者位置信息，驱动智能小车前进。 

2.2 整体设计路线 

整机基于STM32微处理器[4-5]，通过智能避障与牵引模块、北斗导航模块、

语音模块等，实现避障功能、牵引功能、导航功能、语音交互功能和一键求助功

能。如下图3。 

 
图3 整体功能设计图 

内存单元

微型处理器

STM32
处理器

超声波发射电路

超声波接收电路

超声探头

超声波模块1

超声波发射电路

超声波接收电路

超声探头

超声波模块2

超声波发射电路

超声波接收电路

超声探头

超声波模块3

牵引模块

北斗卫星导航
系统

移动通信系统

北斗导航模块

GSM/GPRS通信
模块

蓝牙模块

多功能导航模块

音频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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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模块设计与模块分析 

2.3.1 智能避障与牵引模块 
避障小车的设计初衷是为了让小车代替人类感官，做一些人类不便到达的地

方去执行任务；同样，盲人缺少视觉感官，这一设计思想完全可以用到盲人导盲

工具的设计上，使用避障小车不仅可以起到避障作用，同时还能加入牵引作用，

引导使用者前进，绕开障碍物。 
智能小车避障模块常用技术的有红外和超声波，本设计拟采用超声波传感系

统实现自动监测障碍物之间的距离，并能通过单片机控制舵机实现左右转弯来避

开障碍物。超声波探测距离的原理如图4：超声波发射器向前方发射超声波，同

时开始计时，如果超声波在传播过程中有障碍物，则障碍物会反射回波，超声波

接收器接收到回波并停止计时；根据超声波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和计时器记录的

时间t，距离计算公式如式（1）[6]： 
 

2
ts c= ×  (1) 

发射探头

接收探头

障碍物

 
图4 超声波探头测距图示 

其中s为超声波探头到障碍物的距离，c为超声波在空气介质中传播的速度，

1 2t t t= + 为超声波从发射到接收的总时间。 
超声波探头采用JSN-SR04T一体化超声波测距模块，这种模块爱用RT一体

（收发一体）设计，这款探头可提供20cm~600cm的非接触式距离感测功能，精

度可达2mm。如图5所示。 

 
图5 RT一体化超声波测距模块JSN-SR0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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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设计中，采用独立三探头模式，实现导盲手杖前方0~2.5m高度的障碍物全

覆盖的效果。如下图6所示，1号探头位于手柄下方，2号探头位于手杖中间部位，

3号探头位于小车上方。三个可以发射固定角度的探头通过互补叠加的方式实现

在前进到距离障碍物1.5m时可检测到并发出预警，底部牵引小车即可通过转弯避

开障碍物。 

 
图6 三探头模式超声波避障模型 

关于超声波测距误差分析：由于超声波在空气介质中的传播速度由多重因素

决定，因此在测距的准确性这一问题上值得讨论，超声波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可

由以下表达式（2）表示： 
 R TC

M
γ ∗ ∗

=  （2） 

式中，T——热力学温度； 
γ  ——气体定压和定容热容比，在空气中约为1.39； 
R——普适气体常数，空气中的值约为 8.31 J*mol-1*k-1； 
M——空气的平均相对分子质量，其值约为29×10-3 kg*mol-1； 
表1中给出了热力学温度从243.15 K-375.15 K（即-30 ℃-100 ℃）范围的声波

速度。 

表1 超声波的传播速度与温度关系表 

温度（K） 343.15 253.15 263.15 273.15 283.15 293.15 300.15 373.15 
声速（m/s） 312 320 326 331 336 343 352 390 

考虑超声波探测器的使用温度范围大概在0 ℃-30 ℃（即273.15 K-303.15 K）

范围内，由表1可知此范围内超声波的传播速度并无太大变化。因此可以忽略环

境温度变化对超声波传播速度的影响，因此可以取平均值c=340 m/s带入公式计

算距离。 
然而产品中应用多个探头的情况，可能会引起交叉干扰的问题。即超声波探

头A发射的声波，经过反射有可能被超声波探头B和C接收，这样B和C根据A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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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计算距离值，势必会造成误差，影响最终判断。所以可能的解决方法是对每个

探头发出的声波信号进行编码，然后使用相应的解码规则，让每个探头只能听见

自己发出的信号产生的回波。 
硬件电路避障思路为：系统将采集的传感器信号送到STM32微控制器，控制

器通过信号的不同发出不同的指令，通过控制电机的运动方向和运动速度来改变

智能小车的运动状态。模块结构如下图7： 

 
图7 避障与牵引模块结构图 

软件控制流程如下图8： 

 
图8 避障与牵引模块软件控制流程 

2.3.2 音频模块 
音频模块的作用是使使用者能通过听觉系统及时了解到周边环境的变化、导

航行为和导盲手杖的行为，以做好心理准备。 
选择WT588D-20SS语音芯片作为音频模块的设计芯片，语音处理模块

WT588D-20SS芯片功能强大，能够重复擦写，它内部的音频处理器，处理速度

快，音质好。满足报站所需要的要求。该芯片必须通过微控制器控制，通过一线

串口模式读写。当语音信号通过语音输出电路，系统将进行语音报站和语音提示。 
本模块可通过WT588D VoiceChip软件进行编辑和语音录入。整个音频模块

设计分为两部分：语音存储和语音播报。语音播报部分利用主控芯片采集超声波

避障模块和导航模块的动作信息，根据处理器发出的指令，经过处理生成对应的

预先输入的自然语言，然后驱动耳机以语音方式输出给使用者，发出警示和导航

传感器 传感器采样 传感器电路 STM32控制器 电机驱动电路

开始

初始化

车身摆正

检测是否有障碍

直走

停车2s 倒退 左拐

直走

右拐

直走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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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音频模块的结构设计如图9。 

 
图9 音频模块整体结构设计 

2.3.3 导航功能模块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基本原理是根据高速运动的卫星瞬间位置作为已知的

起算数据，采用空间距离后方交会的方法，确定待测点的位置。如下图10所示。 

 
图10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定位原理 

假设t时间在地面待测点上安置北斗卫星定位系统接收机，可以测定北斗卫

星定位系统信号到达接收机的时间 t∆ ，再加上接收机所接收到的卫星星历等其

他数据可以确定以下四个方程式（3）[7-8]： 
 2

1
2
2
2

3 3 3 3 3
2

4 4 4 4 4








2 2 2 2
1 1 1 1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x -x) +(y -y) +(z -z) +c (t-t )=d

(x -x) +(y -y) +(z -z) +c (t-t )=d

(x -x) +(y -y) +(z -z) +c (t-t )=d

(x -x) +(y -y) +(z -z) +c (t-t )=d

 （3） 

其中， x 、 y  、 z 和 t ——未知参数； 
c ——北斗定位信号的传播速度，在这里取光速值代入计算； 
t ——北斗接收机的时钟； 

1d 、 2d 、 3d 、 4d ——定位卫星 1~4 到北斗接收机所在位置的距离； 

1t 、 2t 、 3t 、 4t ——各个卫星的时钟； 

超声波信号采集

单片机

耳机输出功能

WT588D语音芯片

录制语音

SPI-Flash

数据USB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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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 iy 、 iz ——四颗卫星的轨道坐标（ i  = 1,2,3,4）； 
通过求解以上方程组可解算出待测点的坐标x、y、z。 
导航模块拟采用SKYLAB的产品：GSM / GPRS / GNSS组合模块—SKC111，

如下图11。该模块是一个集成了高性能的GNSS、4频GSM/GPRS（GSM850 / 
GSM900/ DCS1800 / PCS1900）、蓝牙接收器的多功能模块，基于MTK2503方案。

此外，SKC111采用OpenCPU，这可以简化无线应用的开发流程，精简硬件结构

设计，利于降低成本，并且模块本身尺寸极小，仅为18.7mm(L)×16.0mm(W)×  
2.1mm(H)，具有较高的性价比。 

 
图11 多功能导航模块SKC111 

导航功能主要为导盲手杖提供路线指引，使用者通过语音输入确定自己当前

所处的位置，设置好出发点；然后通过语音输入设置终点并通过语音反馈进行再

确定，以确保导航路线的准确性，并记录使用者常用轨迹。导航模块搭配牵引模

块实现整体路线的引导。 
在SKC111多功能导航模块中利用集成功能的便利性可以很方便地增加一键

求助功能和语音输入功能。 
一键求助功能利用SIM卡的通信功能将导盲手杖与亲人的手机绑定，在导盲

手杖上增加一个按键；一旦使用者陷入困境无法自救，而旁边又无人能够救治时，

可以通过使用一键求助功能通知亲人或者报警并发送位置，原地等待救治。 
语音输入功能主要依靠蓝牙设备，通过接通带有语音输入功能的蓝牙耳机，

实现与导航模块的直接交互。 
SKC111的引脚图如下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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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SKC111引脚图 

SKC111模块兼具多种功能，并且兼容北斗。引脚5（PWRKEY）接电源开关；

引脚15（GNSS_ANT）接北斗卫星导航信号接收天线；引脚22（GNSS_TXD）、

23（GNSS_RXD）异步串口接引脚25（TXD_AUX）、24（RXD_AUX）；引脚28
（GNSS_VCC_EN）用来驱动一个外部电源来供给26引脚（GNSS_VCC）为北斗

导航模块供电。 

3. 本导盲手杖的优势 

本课题是通过超声波避障系统对盲人行走方向障碍物进行探测，并通过北斗

定位系统采集常用路径轨迹点，利用拐点判别法结合当前所处位置信息进行对

比，通过语音警示或播报的形式引导盲人出行，有效的解决当下社会保障体系不

完善，盲人出行困难这一大问题。 
本课题研究的导盲手杖有以下几点优势： 
（1）采用三个超声波探测装置，覆盖0~2.5m高度威胁到盲人的障碍物检测，

并通过智能小车的牵引功能实现存在于威胁高度范围内的避障，反应时间短，精

度较高，实现简单且易于控制，具有很大的安全性和实用性。 
（2）基于北斗定位系统的轨迹导航，可以高效准确的定位使用者当前位置

和距离目的地的距离并可以实时跟踪定位，进行路径导航。 
（3）采用语音播报的形式进行障碍警示和语音交互，弥补了盲人及视力障

碍人群的先天不足，高效且更加人性化。 
（4）采用SKC111多功能模块，可以更加便捷的实现一键求助功能和蓝牙功

能，后续开发更加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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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结与展望 

本课题主要根据盲人出行辅助工具的研究现状和背景，通过对便利性、创新

性和可行性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研究，设计出一款智能化的导盲手杖。通过北斗

卫星导航系统、常用路径轨迹采集导航、超声波避障及语音交互，将传统导盲手

杖与智能小车相结合，在避障的基础上增加了牵引功能。最终实现导航定位、避

障功能和牵引功能三者相结合的，使得使用者在出行时更加智能化，并且长时间

使用时也不会感到劳累。本设计可在未来产品化之后实现辅助盲人安全有效的出

行。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全球定位系统，计划在2020年前后，建

成北斗全球系统，向全球提供服务。本导盲手杖采用北斗导航定位技术，在实现

基本导盲杖功能的基础上，将导航定位、牵引和避障三大功能相结合，能够较全

面地识别盲人出行可能遇到的阻碍，全方位解决盲人出行的难题。对本课题的展

望如下： 
（1）加入红绿灯识别功能，尽量减少盲人出行对他人的依赖； 
（2）对避障功能进行加强，本设计中只涉及到导盲手杖前方0~2.5m高度范

围内的障碍物检测，而现实中的障碍物也可能来自其他方向； 
（3）通过数据融合技术实现更加精准的避障效果； 
（4）加强北斗导航定位精度，盲人对导航定位精度要求更高，因此精度的

再研究是有重大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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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利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将倾斜摄影测量和InSAR结合，应用于古村

落的保护。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高精度的定位功能的基础之上，充分利用倾斜摄

影技术和InSAR技术的独特优势。从多角度、多途径、多方位的对古村落及村落

的周边环境进行监测。旨在为我国传统文化的承载者之一—古村落，提供一个安

全并且有利于监管的环境。使文化的保护工作在技术的支撑下更有利于落到实处

或将文化的保护工作变得更高效、更便捷、成本更低廉。利用倾斜摄影技术所建

的村落模型有利于村落文化的宣传、有利于村落文化品牌特色的打造、有利村落

旅游业的发展为村落注入经济活力、也有利于相关部门对村落进行规划建设和监

管。其次在北斗导航技术的基础之上将倾斜摄影技术与InSAR技术结合，应用于

古村落的保护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它们在国内的发展，同时也拓宽它们的应用领

域。 
【关键词】倾斜摄影技术、InSAR技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Abstract】 In this paper, 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is used to combine 
oblique photogrammetry with InSAR to protect ancient villages. Based on the 
high-precision positioning function of 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the unique 
advantages of tilt photography and InSAR technology are fully utilized. Monitor the 
ancient villages and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of the villages from multiple angles, 
channels and directions. It aims to provide a safe and conducive environment for the 
ancient villages, one of the carriers of our traditional culture. Making cultural 
protection work more technically supportive is more conducive to implementation or 
to make cultural protection work more efficient, convenient and cost-effective. The 
village model constructed by the oblique photography technology is conducive to the 
promotion of village culture, to the creation of village cultural brand characteristics, to 
the development of village tourism, to inject economic vitality into the village, and to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and supervision of the village. 
Secondly, on the basis of Beidou navigation technology, the combination of oblique 
photography technology and InSAR technology, applied to the protection of ancient 
villages has promoted their domestic development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also 
broadened their application fields. 
【Keywords】 tilt photography technology, InSAR technology, 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1．选题 

1.1 研究现状 

我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国家之一，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古村

落作为我国的历史文化底蕴的承载成与传承者之一，然而随着我国的经济的高速

发展，村落人口的快速流失导致古村落的逐渐面临消失的局面。因此对村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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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护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变得刻不容缓。 
国内外已经有诸多学者和从事文化遗产保护的人员提出了诸多关于村落保

护的方案。例如在当下互联网时代，徐玉红等人提出了大力宣传古村落文化从而

带动村落旅游业的发展最终达到村落保护的目的，陈姝颖等人提出了打造村落的

品牌文化形成独特的优势，最终以品牌的力量为古村落创造收入。本文主要研究

了基于北斗系统的多种技术融合对古村落进行保护。 
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BDS）是我国自主研制并独立运行的全球卫星导航

系统。成为美国的GPS、俄罗斯的GLONASS、欧洲的Galileo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之后的第四个成熟的卫星导航系统。可在全球范围内全天候、全天时为各

类用户提供高精度、高可靠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并具短报文通信能力，已经

初步具备区域导航、定位和授时能力[1-2]，定位精度10米，测速精度0.2米/秒，授

时精度10纳秒。在信号传输存在问题的区域（深山、隧道等地即信号盲区），可

将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安装在一些移动基站信号比较强的地方, 能够实现信

号无障碍接收和传输。针对存在的重点盲区, 可以通过无缝技术进行定位调整, 
也可以在移动设备中进行组件调整, 应用多星座卫星组合重新组建, 实现分散系

统向集中整合处理过度, 从而更加准确稳定地进行定位, 实现无缝隙衔接。 
无人机倾斜摄影测量技术是由无人机与倾斜摄影技术的结合的一种新兴技

术，充分利用了无人机的灵活机动、作业成本低廉、作业效率高、限制飞行条件

少等特点和倾斜摄影测量技术高度自动化、准确、快速等特点。通过对无人机低

空飞行获得的数据经过相应软件（常用的有Smart3D、PhotoScan、Pix4D）的处

理可以获得研究区域的三维模型。 
InSAR技术是建立在电磁波干涉和合成孔径雷达成像技术的基础之上的一

种技术，它是一种侧视成像的主动式微波遥感系统。InSAR技术经大量的研究者

进行一系列的改进后，使其成功应用在对地观测的领域中。在实际的应用中相关

研究者成功的发现了InSAR技术可以检测到地表微小的变化，此后，在对地观测

的星载遥感应用中把 InSAR技术作为重要的研究技术之一。差分干涉测量

（D-InSAR）技术，永久性散射体差分干涉测量（PS-InSAR）技术和短基线集差

分干涉测量均是在InSAR技术提出之后，并对InSAR技术进行改进和发展而产生

的新技术，其已经被广泛应用在地形测绘领域中，例如地表形变的监测、冰川运

动监测、地形的制图等[3-5]。 

1.2 选题的意义 

我国现阶段经济高速发展，在城镇化的进程中，由于过于的重视发展速度，

村落的人口急剧下滑，最终导致了许多作为文化传承与见证的古村落面临消失的

局面[6]。这明显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和建设文化强国，建立文

化自信，增加民族文化的感召力，弘扬民族文化的时代特征相悖。同时村落建筑

的归属权属于村民私人所有，由于村民的个人能力资源有限无法有效的对其进行

保护。加之由于传统的古村落一般处在比较偏远的地方，导致相关部分难以有效

的对其进行监管，在这些情况下村落古建筑等破坏极为严重。针对这种现象本文

提出了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多技术融合，发挥各技术独特优势。及时获得村落

的周边环境情况，村落情况等，极大的减少了在村落保护中投入的人力物力，同

时也可以实时的向相关的部门提供村落的信息。以便于做相应的开发（文化宣传、

旅游开发）等，从而达到从多角度、多途径的对古村落进行保护。 
InSAR技术与无人机倾斜摄影技术均是当下测绘中比较热门的技术，是国内

外诸多学者致力研究的对象，本文将他们与我国自主研发并独立运行的北斗卫星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9A%E4%BD%8D/3990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F%BC%E8%88%AA/774194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E%88%E6%97%B6/191412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9A%E4%BD%8D%E7%B2%BE%E5%BA%A6/5165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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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航系统相结合，在一定的程度上推动了InSAR技术和无人机倾斜摄影技术在国

内的发展，拓展了其应用的领域，论证了其在实际领域应用的可行性。 

2．研究内容 

2.1 研究目的 

为解决古村落地处偏远导致相关部门监管难度大、村落居民由于个人社会资

源有限难以随村落文化和古建筑进行有效的保护等问题，提出了基于北斗系统无

人倾斜摄影技术和InSAR技术的结合，实现对村落文化的宣传、对村落古建筑定

期检查、对村落周边的地形变化定期或不定期的监测。旨在提供一个可视、安全、

便于监管的古村落，同时利用现代的技术为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做一份贡献，真正

达到“以新护旧，以旧促新”。用现代新技术对村落文化进行保护，同时在保护的

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新技术的发展和拓展了新技术的应用领域。 

2.2 基本思路 

基本思路如下图图1所示 

 
图1 基本思路图 

根据图1可知：左边虚线框为倾斜摄影技术建模的技术流程，村落的定位（范

围）与摄影区域方案制定（主要是航向、航线、航、航向重叠度等）都利用北斗

导航系统，最终得到的村落模型可以用于村落风貌介绍、村落文化宣传、古建筑

监管与维修等方面。右边虚线框内为InSAR的技术流程，主要应用于对古村落周

边环境的监测。若果监测到村落周围地形形变异常（超过设定的阈值）用北斗导

航定位技术确定形变的范围，然后在利用倾斜摄影技术对形变区域进行监测。一

旦形变加剧就通知相关部门做相应的措施或制定合理的应急预案。简单来说就是

通过北斗导航系统将倾斜摄影技术与InSAR技术结合从多角度、多途径、多方位

的对村落以及村落的周边环境进行监测和保护。 

2.3 研究方法 

（1）倾斜摄影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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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斜摄影技术是一种无需二次控制的、非接触的测量技术。常采用旋转摄影

或正射平行摄影的方式然后利用摄影测量的原理即可获取目标监测区域的DEM
模型。通过对两期DEM模型的叠加分析，计算出监测区域的变化量以及监测区

域局部的变化量。该方法的可行性已经得到了国内外诸多学者的论证，并广泛应

用于滑坡监测、区域模型构建等方面。 
倾斜摄影测量模型或坐标的解算过程中常用非线性迭代的最小二乘法平差

求解，例如常用的共线方程是倾斜摄影中最基本的公式之一，其表达的是物方点、

像点和投影中心三点在一条直线上的数学关系式，具体公式如下式（2-1） 
 x − 𝑥𝑥0 = −𝑓𝑓 𝑎𝑎1(𝑋𝑋𝐴𝐴−𝑋𝑋𝑆𝑆)+𝑏𝑏1(𝑌𝑌𝐴𝐴−𝑌𝑌𝑆𝑆)+𝑐𝑐1(𝑍𝑍𝐴𝐴−𝑍𝑍𝑆𝑆)

𝑎𝑎3(𝑋𝑋𝐴𝐴−𝑋𝑋𝑆𝑆)+𝑏𝑏3(𝑌𝑌𝐴𝐴−𝑌𝑌𝑆𝑆)+𝑐𝑐3(𝑍𝑍𝐴𝐴−𝑍𝑍𝑆𝑆) （2-1） 

y − 𝑦𝑦0 = −𝑓𝑓
𝑎𝑎2(𝑋𝑋𝐴𝐴 − 𝑋𝑋𝑆𝑆) + 𝑏𝑏2(𝑌𝑌𝐴𝐴 − 𝑌𝑌𝑆𝑆) + 𝑐𝑐2(𝑍𝑍𝐴𝐴 − 𝑍𝑍𝑆𝑆)
𝑎𝑎3(𝑋𝑋𝐴𝐴 − 𝑋𝑋𝑆𝑆) + 𝑏𝑏3(𝑌𝑌𝐴𝐴 − 𝑌𝑌𝑆𝑆) + 𝑐𝑐3(𝑍𝑍𝐴𝐴 − 𝑍𝑍𝑆𝑆)

 

在式（2-1）中下x,y表示像点的像平面坐标；𝑥𝑥0，𝑦𝑦0，𝑓𝑓表示影像的内方位元

素；𝑋𝑋𝑆𝑆，𝑌𝑌𝑆𝑆，𝑍𝑍𝑆𝑆为摄站点在物方空间坐标系中的坐标；𝑋𝑋𝐴𝐴，𝑌𝑌𝐴𝐴，𝑍𝑍𝐴𝐴为物方点在物

方空间坐标系中的坐标； 𝑎𝑎𝑖𝑖，𝑏𝑏𝑖𝑖，𝑐𝑐𝑖𝑖（i=1，2，3）为影像的3个外方位元素组成

的9个方向余弦[7]。通过求解大量地物点的坐标即可得出所摄区域的模型，其可

以用于量测地物的长度、面积、体积等方面。 
（2）InSAR技术 
近年来随着雷达技术及与其相关科技的不断发展，现在可以通过合成孔径雷

达干涉测量（InSAR）技术高效的获取地表形变信息，InSAR 技术具有全天候、

大范围、高空间分辨率、高精度（可达到毫米级）、不受天气影响、不同的波段

对地表有不同程度的穿透能力等诸多优势。雷达影像不同于光学影像，光学影像

是由像元的灰度信息来获得地表的特征信息然而雷达影像是由幅度、相位组成的

复数值来表示相应的信息。InSAR技术是利用雷达系统在不同的空间位置获取同

一地物点的两幅SAR图像，由得到的SAR图像提供的相位信息计算每一次的观测

相位并通过相位干涉求得相位差，从而可以反算出相应的地形及地表信息。

InSAR测高原理几何示意图如下图图2所示。 

 
图2 InSAR测高原理几何示意 

在图2中S1、S2为在不同位置获得的SAR影像时雷达天线所处的位置，H表

示卫星距参考水准面的高度，B表示空间基线的距离。𝛼𝛼表示空间基线与水平方

向的夹角，γ为雷达观测地物点P的侧视角，ΔR表示两次观测成像时雷达天线到

地物点P的距离差值，h为地物点P的高程值。因为干涉测量回波信号具有高度的

相干性所以可以利用相位差𝜙𝜙求得信号传播路径差值从而得到地物点P的高程： 

S2

S1

B

R2=R+ΔR

参考水平面

P
h

H
R1

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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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物点P两次成像的相位值为： 
 𝜙𝜙1 = −2 2𝜋𝜋𝜋𝜋

𝜆𝜆
𝑅𝑅1 + 𝜙𝜙1

′  （2-2） 

 𝜙𝜙2 = −2 2𝜋𝜋𝜋𝜋
𝜆𝜆
𝑅𝑅2 + 𝜙𝜙2

′  （2-3） 

𝜙𝜙1′、𝜙𝜙2′表示两次成像时、地物点本身由于后向散射所产生的随机相位，若

假设地物点P后向散射特型无变化，则有: 
    𝜙𝜙1

′ = 𝜙𝜙2
′  （2-4） 

用𝜙𝜙𝑖𝑖𝑖𝑖𝑖𝑖表示干涉相位，由（2-2）（2-3）可得： 
 𝜙𝜙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 𝜙𝜙1 −𝜙𝜙2 = − 4𝜋𝜋

𝜆𝜆
𝛥𝛥𝑅𝑅 （2-5） 

其中λ为雷达传感器的波长，由图2的几何关系可以得到垂直基线𝐵𝐵1和平行基

线B2的表达式： 
 B1 = 𝐵𝐵𝐵𝐵𝐵𝐵𝐵𝐵(𝜋𝜋

2
− 𝜃𝜃 + 𝛼𝛼) （2-6） 

 B2 = 𝐵𝐵𝑐𝑐𝐵𝐵𝐵𝐵(𝜋𝜋
2
− 𝜃𝜃 + 𝛼𝛼) （2-7） 

由三角形余弦定理得： 
 𝑅𝑅2

2 = 𝑅𝑅1
2 + 𝐵𝐵2 − 2𝑅𝑅1𝐵𝐵 𝑐𝑐𝐵𝐵𝐵𝐵 �

𝜋𝜋
2
− 𝜃𝜃 + 𝑎𝑎� （2-8） 

又𝑅𝑅2 = 𝑅𝑅1 + 𝛥𝛥𝑅𝑅               （2-9） 

所以有：𝐵𝐵𝐵𝐵𝐵𝐵(𝜃𝜃 − 𝛼𝛼) = 𝐵𝐵2−2𝛥𝛥𝛥𝛥𝛥𝛥−𝛥𝛥𝛥𝛥2

2𝛥𝛥1𝐵𝐵
                            （2-10） 

当ΔR、B均远小于R1时可得到： 

 Δ𝑅𝑅 ≈ 𝐵𝐵2

2𝛥𝛥1
− 𝐵𝐵 𝐵𝐵𝐵𝐵𝐵𝐵(𝜃𝜃 − 𝑎𝑎) （2-11） 

 Δ𝑅𝑅 ≈ −𝐵𝐵 𝐵𝐵𝐵𝐵𝐵𝐵(𝜃𝜃 − 𝑎𝑎) =B2 （2-12） 
根据图2中的几何关系可以推出地物点P的高程为： 

 h = 𝐻𝐻 − 𝑅𝑅1 𝑐𝑐𝐵𝐵𝐵𝐵(𝜃𝜃) （2-13） 
联立（2-5）、（2-10），由式（2-13）可得到地物点P的高程与干涉相位𝜙𝜙𝑖𝑖𝑖𝑖𝑖𝑖的

关系 

 h = 𝐻𝐻 −
𝐵𝐵2−� 𝜆𝜆

4𝜋𝜋
𝜙𝜙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𝜆𝜆
2𝜋𝜋
𝜙𝜙𝑖𝑖𝑖𝑖𝑖𝑖+2𝐵𝐵 𝑠𝑠𝑖𝑖𝑖𝑖(𝜃𝜃−𝑎𝑎)

𝑐𝑐𝐵𝐵𝐵𝐵(𝜃𝜃) （2-14） 

可以明确的知道，地物点P的地面高程可以由卫星的高度H、空间基线和干

涉相位解求出来，但在实际环境中要特别注意无高程变化的的区域也会产生干涉

相位，把这种现象称为平地效应。在这种区域要先把干涉相位中由平地效应产生

的去除才可得到地形相位，最后通过相位解算才能得到所求地物点的高程[8]。 
（3）北斗导航定位技术 
北斗导航系统定位技术是通过推算卫星信号站点之间的传播时间进而确定

相应卫星站点之间的距离，这样最后就可以较为准确的确定接收机的位置[9]。常

用的定位方法为载波相位测量法，其原理为：假定用a表示卫星发射的载波信号

相位数值，b表示地面基站接受的载波信号相位数值，S表示卫星站点之间的距离。

则有： 
 S = λ(a + b) （2-15） 

式（2-15）中λ表示载波信号的波长，实际上a值是无法测算的，但是接收机

的所产生的基准信号与卫星所发射的载波信号相位是一致的，故在实际的计算中

常常用接收机的所产生的基准信号代替卫星发射的载波信号相位数值。 



第十一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研究生组（含科技教师） 

52 

在载波相位测量法的定位过中会受到诸多误差因素的影响而降低了定位精

度。因为在相同的时间点不同的地点对同一卫星进行观测时信号接收时所受到的

误差影响有关联性所以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对同步观测量进行差值计算来最大程

度上的减小或减少误差[10]。载波相位测量常用的差值计算方法主要有三种：单差、

双差、三差。它们的示意图如下图图3所示。 

 
图3 差分模型示意图 

3．实例展示 

在研究基于北斗系统InSAR技术与倾斜摄影技术结合应用的过程中，对汶川

县秉里村的一处滑坡应用倾斜摄影技术建立模型，并选取了河北燕郊镇做了

InSAR处理，并对两种技术的处理结果进行了质量检测。 

3.1 倾斜摄影技术实例展示 

图4为汶川秉里村某处滑坡的实地航摄照片。 

 
图4 汶川秉里滑坡 

航摄的具体参数见下表1。 

卫星i

用户 基准站

卫星j

用户 基准站

卫星i

卫星
i1

卫星
i2

卫星
j1

卫星
j2

用户 基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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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无人机飞行参数及数据获取 

时间       地区        飞行高度 平均GSD       获取航片数量 
2019年1月   秉里村     500m 
2019年4月   秉里村      500m 

5.2cm             978 
5.0cm             1024 

利用北斗导航定位系统对研究区域进行定位，并规划号无人机飞行的航向、

航线等。然后通过ContextCapture软件可以获得研究区域的模型，同时可以获得

模型对应的DSM(数字表面模型：包含了地表建筑物、桥梁和树木等高度的地面

高程模型。)，将第一期的DSM数据减去第二期的DSM数据既可以得到航摄区域

的变化，正值表示滑坡体高程减少，为滑坡的下滑区域，负值表示滑坡体高程增

加，为滑坡的堆积区域。结果如下图图5所示。 

 
图5 结果示意图 

从图5左图我们可以得知在2019年1月到4月期间，滑坡区域的高程最大下降

值为113.83米，平均下降值为4.81米。右边下方是滑坡体的山头部分，为高程下

降的区域，左上方是滑坡体的山脚部分，为高程上升区域。由图5右图我们可以

看出滑坡体的整体位移方向由东南方向往西北方向移动，滑坡体山脚部分由西南

方向往东北方向位移，滑坡体中间部分凹陷，滑坡体山腰边缘区域位移程度最大。 

3.2 InSAR技术实例展示 

河北燕郊镇的地理位置示意图如下图图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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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燕郊镇地理位置图 

本次验证选取了SentinelA数据计算了研究区域河北燕郊镇从2017年3月21日
至2018年10月6日的20景数据和辅助数据STRM1 DEM计算了在时序上的形变结

果，使用数据列表如下表2。 

表2 数据列表 

序号 文件名 
1 sentinel1_142_20170321_101334036_IW_SIW3_A_VV.split_burst 
2 sentinel1_142_20170414_101334966_IW_SIW3_A_VV.split_burst 
3 sentinel1_142_20170520_101328524_IW_SIW3_A_VV.split_burst 
4 sentinel1_142_20170625_101330654_IW_SIW3_A_VV.split_burst 
5 sentinel1_142_20170719_101331841_IW_SIW3_A_VV.split_burst 
6 sentinel1_142_20170824_101333944_IW_SIW3_A_VV.split_burst 
7 sentinel1_142_20170917_101334854_IW_SIW3_A_VV.split_burst 
8 sentinel1_142_20171023_101335420_IW_SIW3_A_VV.split_burst 
9 sentinel1_142_20171116_101335019_IW_SIW3_A_VV.split_burst 
10 sentinel1_142_20171222_101333623_IW_SIW3_A_VV.split_burst 
11 sentinel1_142_20180115_101332930_IW_SIW3_A_VV.split_burst 
12 sentinel1_142_20180220_101332063_IW_SIW3_A_VV.split_burst 
13 sentinel1_142_20180328_101332491_IW_SIW3_A_VV.split_burst 
14 sentinel1_142_20180421_101333273_IW_SIW3_A_VV.split_burst 
15 sentinel1_142_20180515_101334501_IW_SIW3_A_VV.split_burst 
16 sentinel1_142_20180620_101336663_IW_SIW3_A_VV.split_burst 
17 sentinel1_142_20180714_101338046_IW_SIW3_A_VV.split_burst 
18 sentinel1_142_20180819_101340157_IW_SIW3_A_VV.split_burst 
19 sentinel1_142_20180912_101341292_IW_SIW3_A_VV.split_burst 
20 sentinel1_142_201801006_101341307_IW_SIW3_A_VV.split_bu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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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处理结果如下图图7所示。 

 
图7 燕郊沉降分布图与时序沉降图 

将研究区域得到的沉降分布图在Arcmap中做成图7中的专题图，可以明确的

知道在图7的左图中黑色圆圈内的沉降量最大，其中最大的沉降量达到-59.07mm，

经过对比发现沉降量最大的区域位于研究区域的主城区，并在图7的左图中中可

以清楚的知道以主城区为中心向外的一定范围的区域内，离城中心越远沉降量越

小。从7的右图中可以清楚看见研究区域每一点随时间的形变量。 
通过实例检测与论证在一定程度上充分证明了两种技术结合完全可以应用

于对古村落及其周边环境的监测，从而达到保护古村落的目的。 

4．价值 

4.1 创新之处 

用北斗系统将摄影技术与InSAR技术结合起来应用于古村落、古文化的保

护。充分利用各自的优势达到低成本、多角度、多途径、多方法对古村落及周边

环境监测的目的。并能准确、快速知道监测村落及周边环境的变化，为村落的安

全保驾护航，为相关的部门的规划、开发、宣传、监察等提供切实可依的依据或

可行的方案。 
最终达到对村落文化的宣传有模型可依、对村落古建筑古遗迹监察有据可

依、对村落路线等规划有航可导、对周边环境的监测有数据可支撑，安全有保障。 

4.2 实际意义 

（1）将村落文化的保护真正落到实处，做到有技术可以依靠。 
（2）利用北斗系统将倾斜摄影技术与InSAR技术结合应用于文化的保护，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北斗导航定位技术、倾斜摄影技术与InSAR技术的发展并拓

宽应用领域。 
（3）由倾斜摄影技术建立的模型用于村落文化、村落特色的宣传有利打造

村落旅游产业文化、村落文化品牌产业。村落产业的打造有利于提供更多的就业

岗位，有利于吸引村落居民回归，村落人口的回升也有利于村落文化的保护。同

时村落文化品牌的打造、旅游产业的发展能给村落注入经济活力，这将有利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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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古建筑的修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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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定位和LORA的森林防火系统 

作  者：王起帆、左乾隆 
指导教师：沈利荣、孙海峰 
学  校：西安电子科技学 
 
 

【摘要】森林火灾是森林最危险的敌人，也是林业最可怕的灾害，其不仅会烧毁

成片的森林，还会造成林内多种动物的死伤。森林火灾因为常常处在深山老林中，

不易发现，火势蔓延起来则存在扑灭困难等问题。因此，实时的监测并实时的报

告火灾位置、火灾大小等情况对森林防火具有重要意义。针对传统的森林火灾依

靠人力、建立瞭望塔、视频监控站点等方法存在的火灾监控方法 效率低、漏点

多、风险大等问题。本项目设计了一种基于北斗定位和LORA的森林防火系统。

该系统基于北斗定位模块、LORA远程通讯模块及温度传感器和离子烟雾传感器

实时监测并将发生森林火灾的地点、火情及时发送给主控台，包括：经度、纬度、

温度信息，同时还具有多台站之间的转发功能，防止某一基台和主控台通信不畅

导致的火灾无法传递到主控台的问题。在技术方面，该系统主控台采用STM32
单片机、LORA模块及PC机作为控制中心，及时处理由基控台发来的火情信息；

基控台由STM32单片机、北斗模块、LORA通讯模块、烟雾传感器、语音报警模

块及温度传感器组成，基控台主要采集火情发生时的火情信息及时发送给主控

台。该系统采用嵌入式系统，具有稳定性好、能耗低、环境适应性强、可远距离

传输等优点，对于森林防火有巨大的益处。 
【关键词】北斗导航  森林防火  LORA模块  STM32 
【Abstract】Forest fires are the most dangerous enemies of forests and the most 
terrible disasters in forestry. They will not only burn forests, but also cause death and 
injury to various animals in the forests. Forest fires are often found in old forests in 
the mountains. They are difficult to find, and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difficulty in 
extinguishing fires. Therefore, real-time monitoring and real-time reporting of fire 
locations and fire size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forest fire prevention. Aiming at 
the problems of traditional forest fires that rely on manpower, watchtowers, and video 
monitoring stations, the fire monitoring methods have low efficiency, many leaks, and 
high risks. This project designed a forest fire prevention system based on Beidou 
positioning and LORA. The system is based on the Beidou positioning module, 
LORA remote communication module, temperature sensor and ion smoke sensor to 
monitor in real time and send the location and fire situation of the forest fire to the 
console in time, including: longitude, latitude, temperature information. The 
forwarding function between the stations prevents the problem that a fire caused by 
poor communication between a base station and the console cannot be transmitted to 
the console. In terms of technology, the main console of this system uses STM32 
single-chip microcomputer, LORA module and PC as the control center to process the 
fire information sent by the base console in time; the base console is STM32 
single-chip, Beidou module, LORA communication module, smoke It consists of 
sensors, voice alarm module and temperature sensor. The base console mainly collects 
the fire information when the fire occurs and sends it to the main console in time. This 
system uses an embedded system, which has the advantages of good stability, low 
energy consumption, strong environmental adaptability, and long-distance 
transmission. It has great benefits for forest fire pre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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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Beidou navigation, forest fire prevention, LORA module ,STM32 
 
 

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 研究背景 

2019年9月澳大利亚发生严重山火，因无及时预警，导致森林火灾持续数月，

截至目前森林山火已经烧毁500万公顷土地，造成数千所房屋被烧毁，数万人离

开居住地。澳大利亚森林火灾还造成数以亿计的动物死伤，对澳大利亚的生态系

统造成了毁灭性打击。习总书记曾说过“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可见森林生态

系统对于一个国家重要性，和及早发现森林山火的重要性。每年全球全都会发生

持续数月的森林山火灾害，森林火灾是森林最危险的敌人，也是林业最可怕的灾

害。森林山火不仅成片的烧毁林木、烧毁林下植物资源、危害野生动物、引起水

土流、使下游河流水质下降，还会造成林内动物的死伤；森林山火燃烧时排放出

大量有毒有害气体，污染全球大气环境，加重全球温室效应；森林火灾还对人们

的生命财产和物质财产有着巨大的威胁。它给森林带来最有害，最具有毁灭性的

后果。 

1.2 研究意义 

针对上文所述森林山火所造成的危害，并考虑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高精度高可

靠性等优势以及LORA无线通信模块在远程火情监控方面的巨大潜力，本文研究

并设计出了一套基于北斗定位和LORA的森林火灾远程监控系统，其主要研究意

义有： 
 保护地球森林资源，维持生态平衡，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共同家园。 
 降低森林山火对全球大气环境污染、缓解全球温室效应。 
 保护国家的森林财产，为我国林业发展提供保障。 
 降低大型山火的事故率，降低山火对林区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威胁。 
 维护森林地区安定，促进经济协调发展。 
 有效监测森林火情，将森林山火消灭在萌芽状态。 
 降低林业部门森林火灾监控的人力资源和经济成本。 

2. 中国北斗导航系统 

2.1 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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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行研制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是继美国全球定位系统（GPS）、俄罗斯格洛

纳斯 卫星导航系统（GLONASS）之后第三个成熟的卫星导航系统。北斗卫星导

航系统 （BDS）和美国 GPS、俄罗斯 GLONASS、欧盟 GALILEO，是联合国

卫星导航委员 会已认定的供应商。 其精度为： 定位精度平面 10 米、高程 10 
米 测速精度 0.2 米/秒 授时精度单向 50 纳秒。开放服务不提供双向高精度授

时 由于技术设计，对于北斗定位服务，中心控制系统计算出具体的位置后在 发
挥用户，期间要经过地球静止卫星走一个来回，再加上卫星的转发，地面中心的

计算，时间延长就更长了，因此对于高速物体定位精度会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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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基本原理和特点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全球卫星定位与通讯系统。可在全球范

围内全天候、全天时为各类用户提供定位、导航、授时、短报文通讯服务。目前

已免费向亚太地区提供公开服务。随着技术开发和新型卫星的发射，北斗卫星导

航系统将有望为全球用户提供更 高精度和可靠性的服务。作为全球导航卫星系

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有其特有的优势和特色： 
 采用三种轨道卫星组成的混合星座定位，抗遮挡能力更强，相较于其 他

卫星导航系统，该系统能够为中国区域及周边范围提供全天候、更高精度的 PNT
（导航、定位、授时）服务； 

 具有兼容特性，提供多个频点的导航信息，能够实现和其他导航系统 的
互操作，通过多频信号组合提高服务精度； 

 拥有绝对的自主权和高强度的保密性，保证了 PNT 服务的稳定性和可 
靠性； 

 创新性融合了导航与通信能力，其短报文功能实现用户位置报告和信 息
共享，在公共通讯网络中断等特殊场合发挥重要作用。 

3. 基于北斗定位和LORA的森林防火系统设计方案 

3.1 主要功能概述 

基于北斗定位和LORA的森林防火系统是借助北斗定位系统、LORA无线通

信技术、温度传感器和离子烟雾传感器，以及语音模块等来完成森林山火的监测、

警报与防控功能。系统包含一个主控台以及多个基台，主控台放置在林区工作人

员所在地点，基台分布在需要监测火情的区域内，实时对四周环境进行防火监测

预警，并与主控台进行通信。本系统的主要功能如下： 
 离子烟雾传感器检测森林烟雾浓度，及时预警森林山火。当烟雾传感器

附近烟雾浓度达到一定程度时，基台将发出火情指令到主控台。 
 温度传感器采集基台附近温度，辅助烟雾传感器实现对火情的探测。 
 利用北斗定位系统实时定位获取发生森林山火位置信息并传送给主控

台。 
 通过语音播报对基台附近人员或游客发出火灾警示。 
 通过LORA无线通信技术实现主控台与基台间远距离无线通信，通讯距

离可达3km。 
 主控台连接电脑，当收到基台的警报信息后，将在电脑软件界面上显示

出火情发生地点和温度信息，可以直观的让工作人员看到相关信息； 
 主控台收到警报后，将控制蜂鸣器拉响以警示工作人员。 

3.2 系统整体设计方案 

本系统由一个主控台和若干基台组成，主控台由LORA无线通讯模块、报警

模块以及PC显示模块组成；基台由火情探测模块、语音播报模块、北斗定位模

块以及LORA无线通讯模块组成，火情探测模块包含烟雾探测电路，以及温度探

测电路。本系统主要架构图如图3.1所示，系统示意图如图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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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系统主要架构图 

 
图3.2 系统示意图 

本项目利用离子烟雾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来完成森林火灾的预警，当烟雾传

感器检测到烟雾浓度过高时，烟雾传感器驱动电路将输出高电平，来触发基台的

火灾警示工作，之后语音模块将播报警示语音用于警示附近人员或游客，基台将

检测温度，并驱动北斗定位模块获取位置信息，然后通过LORA远程无线通信无

线模块将火情警报指令及时的发给主控台，指令中包括经度、纬度、温度等火情

相关信息。主控台通过无线模块收到基台发送的火情发生指令后，主控台蜂鸣器

拉响报警。同时，主控台通过串口将信息传递到电脑软件界面，工作人员可以直

接看到火情位置等信息。另外此系统可扩展实现电控消防，留有接口可以连接继

电器或其他电控阀门开关，用于基台在探测到火情时自动开启一些防火设备，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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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灭火器等。并且此系统除了以上功能外，提出了一种利用基台间互传消息，扩

宽防火控制区域、避免基台因各种因素报警信号没有传递到主控台（与主控台失

联）的设计思路，将在3.4软件设计一节中详细介绍。 

4. 系统硬件电路设计方案 

4.1 系统硬件设计总体电路图 

 
图3.3 基台主体电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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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主控台电路图 

 
图3.5 传感器外围电路电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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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系统各模块硬件电路设计实现 

5.1 微控制器硬件电路设计及实现（MCU） 
 主控台和基台都以stm32为MCU，选件stm32f103c8t6。 
STM32F103x8增强型系列使用高性能的ARM® Cortex™-M3 32位的RISC内

核，工作频率为72MHz，内置高速存储器，丰富的增强I/O端口和联接到两条APB
总线的外设。所有型号的器件都包含2个12位的ADC、3个通用16位定时器和1个
PWM定时器，还包含标准和先进的通信接口：多达2个I2C接口和SPI接口、3个
USART接口、一个USB接口和一个CAN接口，外观图如图3.6，设计实现电路图

如图3.7所示。 

 
图3.6 stm32f103c8t6外观尺寸图 

 
图3.7 微控制器设计实现电路图 

微控制器是系统的控制中心，基台微控制器主要处理基台各传感器电路输出

信号，控制北斗模块、语音模块，以及控制LORA模块的收发，确保可以将火情

准确无误的发送给主控台。主控台微处理器主要处理分析由基台发来的火情指

令，及时回复并处理火情，并传送信息到PC端。 
2.北斗定位模块硬件电路设计及实现 
 该部分本项目采用GPS+北斗双定位模块ATGM33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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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ATGM332D模块是秉火设计的高性能、低功耗、GPS、北斗双模定位模

块，采用中科微电子公司的ATGM332D-5N-31 模组方案。可以实现三维位置定

位（经纬度、海拔）、测速与授时。 
其定位精度CEP50=2.5米，定位时间冷启动小于等于32s，热启动小于等于1s。

支持全星座北斗 BDS、GPS 同时接收。该模块数据通信协议遵循NMEA0183标
准。串口通讯速率支持4800、9600、115200bps。供电电压3.3~5V。 

ATGM332D外观图如图3.8所示，ATGM332D电路原理图如图3.9所示，

ATGM332D与STM32f103c8t6开发板引脚连接说明，如表3.1所示。 

 
图3.8 ATGM332D外观图 

 
图3.9 ATGM332D电路原理图 

表3.1 引脚连线说明 

ATGM332D模块与STM32f103c8t6开发板引脚连接说明 
 ATGM332D模块 STM21f10303c8t6开发板 

引脚序号 引脚名称 引脚说明 引脚名称 
1 VCC 电源、3.3V供电 3V3 
2 GND 地 GND 
3 TX 串口数据接收引脚 PA2 
4 RX 串口数据发送引脚 PA3 
5 PPS 信号灯输出引脚 P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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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0 北斗模块驱动电路 

北斗定位模块是基台的主要模块，主要定位火情发生的位置，可以获取经度、

纬度、海拔等信息。本系统中对北斗模块的驱动电路如图3.10所示，使用单管NPN
管做开关控制。 

3.LORA无线通讯模块硬件电路设计 
 本项目采用ATK-LORA-01模块实现远程无线通信。 
ATK-LORA-01是 ALIENTEK 推出的一款体积小、微功率、低功耗、高性

能远距离 LORA 无线串口模块，通信距离可达到3千米以上，能够解决复杂环

境中的超远距离通信的问题。 
该模块设计是采用高效的 ISM 频段射频 SX1278 扩频芯片，模块的工作频

率在 410Mhz~441Mhz，以 1Mhz 频率为步进信道，共 32 个信道。可通过 AT 
指令在线修改串口速率，发射功率，空中速率，工作模式等各种参数，并且支持

固件升级功能。 
ATK-LORA-01 模块具有：体积小、灵敏度高、支持低功耗省电，特点包括： 
1、工业频段：433Mhz 免申请频段。 
2、多种功率等级（最大 20dBm，最大 100mW）。 
3、多种串口波特率、空中速率、工作模式。 
4、支持空中唤醒功能，低接收功耗。 
5、双 512 环形 FIFO。 
6、内置看门狗，永不死机。 
7、频率 410-441Mhz，提供 32 个信道。 
8、接收灵敏度达-136dBm，传输距离 3000 米。 
9、自动分包传输，保证数据包的完整性。 
ATK-LORA-01 无线串口模块外观如图3.11（正面图）和图3.12（背面图）

所示,各引脚的详细描述如表3.2 所示，硬件电路如图3.13所示。 

                      
图3.11 ATK-LORA-01正面图           图3.12 ATK-LORA-01反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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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ATK-LORA-01各引脚的详细描述 

 

 
图3.13 LORA通讯模块电路及I/O设计实现图 

 
图3.14 透明传输（点对多） 

可以通过设置地址、信道、传输速率实现定向传输和透明传输，可以实现点

对点传输以及点对多传输，传输方式灵活可控。在本系统中使用点对多的透明传

输方式，如图3.14所示。多个基台和主控台可以互相通信，基台间也可以互相监

听到警报信息，而未来也可利用其定向传输的能力扩展更多功能。 
LoRa技术的使用是本次森林防火系统特色之一。LoRa是一种基于扩频技术

的远距离低功耗广域网通信技术，其最大特点就是在同样的功耗条件下比其他无

线方式传播的距离更远，实现了低功耗和远距离的统一，它在同样的功耗下比传

统的无线射频通信距离扩大3-5倍。在城镇传输距离可达2-5千米。而在同样传输

距离下，其设备功耗更小。LoRa基于扩频技术，使其具有更好的抗干扰能力，

在较复杂环境中相比其他无线通信方式具有更好的传输能力。 
4.电控消防 
该部分可以是电控阀门开关或继电器，可在检测到火情时开启阀门，例如消

火栓，及时处理火源，因实验环境受限，相关设计后续会继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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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JQ8400FL10P语音警报及蜂鸣器电路设计实现 
JQ8400 语音模块选用的是 SOC 方案，集成了一个 16 位的 MCU，以及

一个专门针对音频解码的 ADSP，采用硬解码的方式，更加保证了系统的稳定性

和音质。小巧尺寸更加满足嵌入其它产品的需求。此芯片最大的优势在于能够灵

活的更换 SPI -FLASH 内的语音内容，SPI -FLASH直接模拟成 U 盘，存储文件

非常方便。一线串口控制模RX232串口控制可选，为研发提供更多的选择性。 
JQ8400FL10P 语音模块支持MP3、WAV格式文件解码，支持FAT 文件系统。

采样率8~48KHz。支持上一曲，下一曲，播放、暂停、停止、选曲、等常用功能

控制的同时，支持指定曲目播放、插播、循环播放，具有循环次数设置的功能。

该模块支持30级音量调节。具有BUSY 信号输出指示。 
该模块内部flash 有4MB存储空间，并且可以使用USB接口以U盘的形式直

接存入语音文件，因此可以对警报提示语音自由更换，方便应用于各种场合。该

模块可以驱动2W功率的喇叭，未来可以再外接声音放大设备。 
语音报警模块接线电路及I/O串口设计如图3.15所示，蜂鸣器驱动电路如图

3.16所示。 

 
图3.15 JQ8400FL10P语音报警模块电路设计实现 

 
图3.16 蜂鸣器驱动电路图 

语音报警模块是连接在基台端的报警模块，当发生火情时，语音报警模块开

始发出火情报警语音，提醒在发生火情附近的人们注意安全。蜂鸣器是安装在主

控台端的报警模块，当主控台成功接收到基台发来的火情指令后，立即拉响主控

台的蜂鸣器，发出火情警报音，用于警醒主控台工作人员，能够及时对火情发生

做出应对反应。 
6.火情探测电路设计实现 
该部分本项目采用的温度传感器是DS18B20温度传感器。 
DS18B20数字温度计提供9位二进制编码。温度读数指示器件的温度信息经

过单线接口送入DS18B20或从DS18B20送出，因此从主机CPU到DS18B20仅需IO
线和地线，DS18B20的电源可以由数据线本身提供而不需要外部电源。因为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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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DS18B20在出厂时已经给定了唯一的序号因此任意多个DS18B20可以存放在

同一条单线总线上，这允许在许多不同的地方放置温度敏感器件，DS18B20的测

量范围从-55℃到+125℃增量值为0.5℃，可在l℃(典型值)内把温度变换成数字，

外观图如3.17所示，引脚说明如表3.3。 

 
图3.17 DS18B20外观图 

表3.3 DS18B20引脚说明 

 
DS18B20温度传感器外部电路： 

 
图3.18 DS18B20温度传感器外部电路 

温度传感器用于采集基站附近温度，发生火灾时，发送包含温度的火情指令。 
烟雾传感器电路：MC145018P+NIS-07 
烟雾传感器电路主要由离子烟雾传感器NIS-07，以及驱动芯片MC145018P

组成。NIS-07离子式烟雾传感器是利用烟雾进入电离室后，破坏电离式内的电流

平衡的原理来检测烟雾火灾的发生，在没有烟雾的情况下，电离室的是平衡稳定

的，当有烟雾进入电离式时，离子流动被烟雾阻碍而导致电性能发生变化，

MC145018P采集到变化的电性能被干扰的信号，判断是否达到报警极限，最终输

出报警信号。离子式烟雾探测器外观图及引脚说明如图3.1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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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9 离子式烟雾探测器外观图及引脚说明 

MC145018P是一个低功耗离子式烟雾传感器驱动芯片，装配上一个离子舱和

少数外围元件后，能够组成一个高灵敏度的烟雾检测报警装置。当检测到烟雾时，

驱动芯片IO口可以输出数字高电平信号，电路还具有低电源电压报警功能及LED 
报警提示功能。内含传感器信号端口双边保护输出设计，并且可通过外接电阻调

节内部比较器基准电压，即调节烟雾检测的阈值电压。最佳工作供电电压9V。 
当通过烟雾传感器内腔的烟雾浓度到一定程度时，烟雾传感器输出到驱动芯

片的电压减小，当低于驱动芯片内部比较器基准电压后，实现输出电压的电平翻

转。同时驱动电路指示灯将开始闪烁。由于烟雾传感器电路的供电电压是9V，IO
口输出高电平为8V多，所以在输出端再接一个反相器电平转换电路。MC145018P
引脚图如图3.20所示， 烟雾传感器驱动电路如图3.21所示。 

 
图3.20 MC145018P引脚图 

 
图3.21 离子烟雾探测器外部电路 

7.电源电路设计实现 
电源芯片输出3.3V、5V用于给各模块供电。基台使用电池9V供电，主控台

使用电脑USB供电。如图3.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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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2 电源电路设计 

系统软件设计 
 主控台主程序流程图 

 
图3.23 主控台流程图 

主控台上电后，主控台各模块初始化，LORA模块进行基本参数的配置，初

始化成功后点亮LED灯2。之后主控台处于接收查询状态，等待无线模块接收到

基台发来的指令。当接收到数据，进行识别以及对校验码的校验，若检测到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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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火情警报指令，给基台回复‘成功接收’指令，控制蜂鸣器发出警报音，解析收

到的火情地点地理定位信息以及温度信息，将信息传递到PC端软件，在界面上

显示；若识别失败或校验错误，则回复给基台‘接收错误’的指令。之后主控台回

到接收查询状态。 
 基台主程序流程图 

 
图3.24 基台主程序流程图 

基台上电后，各个模块初始化，初始化成功后点亮LED灯2，当基台通过烟

雾传感器探测到火情时，发出语音警报，探测周围温度，开启定位功能，获取北

斗模块的定位信息后进行解析，得到基台所在地点的经纬度信息，然后生成包含

定位信息和温度信息的火情警报指令码，并生成校验码，通过LORA无线模块发

出。校验码由指令所有字节异或生成，跟随在指令的末尾，起到对指令的识别、

校验防止错漏的作用。对于主控台回复的超时等待时间约为2s，若在此时间内基

台收到主控台回复‘成功接收’指令，则此次火情探测警报结束。若接收到主控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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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接收错误’指令或超时没有收到回复，无线模块继续发送火情指令，直至收到

主控台的正确回复。警报语音未来可以设置为循环播放等方式，用于提醒基台周

围人员。 
基台扩展功能程序流程图 

 
图3.25 基台扩展功能程序流程图 

对于基台扩展功能，增加对其他基台警报信息的处理能力，为了避免其他基

台因距离还有其他各因素报警信号没有传递到主控台的情况，令可以接收到该基

台信号的基台传递出此报警信息，将地理定位等传递给主控台，提出了以上程序

逻辑思路来处理这个问题。基台使用中断的方式来获取LORA无线模块接收到的

数据以保证实时可以接收环境中的LORA无线信号，每个基台设定一个设备ID，

基台警报指令中包含本设备ID号，以及警报信息来源设备ID号，主控台回复指令

中也包含这两个ID号。警报指令可用符号infX1.X2表示，其中X1是设备ID，X2
表示警报信息来源设备ID。上图设定本设备为A设备，对任意其他设备ID=X的警

报信息的处理过程。设备A除了实现基台基本探测报警功能发射infA.A以外，对

其他设备的报警信息接收并计数，当设备X的警报信息次数X.count到达N，则发

出警报指令infA.X，并且在收到主控台回复后，能够无线发送出此回复信息并且

对应修改信息中ID号，则原报警基台可以接收到回复。 

6. 系统操作流程及无线通讯指令 

6.1 系统操作流程 

Step1：主控台接入PC的USB端口，灯1是电源指示灯，灯2亮表示设备初始

化成功，打开PC串口调试助手，设置9600波特率，8位数据，1停止位，校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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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e； 
Step2：基台上电，灯1是电源指示灯，可看到北斗模块灯闪烁，说明北斗摸

块接收到信号，单片机指示灯2亮说明基台初始化成功； 
Step3：当有烟雾到达传感器位置，达到一定浓度后，传感器电路指示灯闪

烁，代表烟雾浓度达到报警阈值，之后语音模块发出警示语音，基台发出警报信

息； 
Step4：之后主控台接收到警报后，发出警报音，PC端串口助手接收到指示

信息包含经纬度定位信息，温度测试信息； 
Step5：基台在报警成功后，需要人工复位，再用于下次火情探测警报。 
无线通讯指令 

表4.1 无线通讯指令 

警报

指令 

基台->
主控台 

5b 11 length xx1 
xx2 xx3 xx4 xx5 

sum 

xx1经度整数；xx2经度小数；xx3纬度整数；

xx4纬度小数；xx5温度；sum校验码=各项异

或值 

主控台

->基台 

5b 81 length 01 05 
sum 成功收到消息 

5b 81 length 01 33 
sum 接收消息失败 

 
主控台和基台之间的无线通讯通过LORA模块，基台警报信息的数据格式按

照表4.1通讯指令格式。 
基于北斗和LORA的森林防火系统实物图片 
 主控台实物图 

 
图5.1 主控台 

 基台A实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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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基台A 

 基台B实物图 

 
图5.3 基台B 

 北斗天线实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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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北斗天线 

7. 基于北斗和LORA的森林防火系统试验测试 

7.1 主要模块测试 

1.北斗模块测试记录：使用电脑串口助手显示北斗模块传递的信息，结果如

图6.1所示。 

 
图6.1 北斗模块数据流 

由图6.1可见，可以实现导航信息的接收，可以准确定位位置信息。北斗定

位模块测试成功。 
2.烟雾传感器以及驱动芯片电路测试，接线图如图6.2所示。 

  
图6.2 烟雾探测器测试图              图6.3 驱动芯片信号 

测试结果显示当传感器的放置方式不同会对输出信号有较大干扰杂波。传感

器连线、稳定性都会对结果有一定影响。图6.3是对驱动芯片内部比较器输入信

号的测试，可以看到在直流偏置上有较大幅度的干扰信号。经过测试，将烟雾传

感器按如图6.4方式放置，获得了基本无杂波的输出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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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 烟雾传感器无杂波放置图 

7.2 系统总体测试 

1.基台无线传送报警信息测试：另外拿一个lora无线模块直接接电脑串口，

可以直接接收基台lora模块发送的信息显示在串口调试助手上（如图6.5所示）。 

 
图6.5 lora模块调试结果 

2.基台上电现象验证：基台上电后北斗模块灯闪烁，说明北斗摸块接收到信

号，单片机指示灯2亮说明初始化成功（如图6.6所示）； 

 
图6.6 基台上电验证结果 

3.测试烟雾传感器：用烟雾测试传感器，达到一定浓度后，传感器电路指示

灯闪烁，代表烟雾浓度达到阈值，可以产生报警，测试反相器输出端在一般状态

下输出高电平，当有烟雾触发时，输出低电平； 
4.基台整体功能测试：烟雾传感器电路含有测试按键，可以用按键模拟烟雾

浓度达到阈值，按下按键并持续几秒，传感器电路指示灯闪烁，语音模块发出报

警，定位模块在成功定位后被控制关闭，PC端lora模块接收到信息并显示在串口



第十一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研究生组（含科技教师） 

77 

调试助手上如图6.8所示，整体测试现象如图6.7所示； 

 
图6.7 整体功能测试现象图 

 
图6.8 基台测试结果图 

5.主控台上电现象验证：主控台上电后灯2亮表示设备初始化成功，如图6.9
所示，主控台无线接收到警报后，发出警报音，PC端串口助手接收到指示信息

图6.10所示。 

 
图6.9 主控台上电指示灯图                图6.10 主控台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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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和LORA的森林防火系统设计特色及创新点 
 采用LORA低功耗远程无线通信模块，可实现超过3km的远距离火情监控

及火情传递； 
 无线通信采用扩频通信技术，抗干扰性强，稳定性高； 
 利用北斗定位模块可以实时获取火情发生地点定位信息，因此基台放置

地点可以自如按需更换； 
 采用高灵敏度烟雾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以及高精度定位模块，可快速

获取火灾所在准确位置以及火情信息； 
 可在PC端软件直观看到火情信息； 
 多基站台的通信设置，可实现基站台之间火情的转发，避免某一基站台

和主控台通信失败导致的该基站台火情播报延误等问题； 
 基台的语音警报功能，可避免发生人员伤亡； 
 功耗低：DC9V供电，特别适合干电池供电的自动控制产品； 
 成本低，稳定性强，可靠性高，经济价值高； 

8. 结论与展望 

本项目研究了基于北斗定位和LORA的森林火灾预警系统，该系统基于北斗

定位模块、LORA远程通讯模块及温度传感器和离子烟雾传感器实时的监测并将

发生森林火灾的地点、火情及时发送给主控台，同时还具有多台站之间的转发功

能，防止某一基台和主控台通信不畅导致的火灾无法传递到主控台的问题。在技

术方面，该系统主控台采用STM32单片机、LORA 模块及PC机作为控制中心，

及时处理由基控台发来的火情信息；基控台由STM32单片机、北斗模块、LORA
通讯模块、烟雾传感器、语音报警模块及温度传感器组成，基控台主要采集火情

发生时的火情信息及时发送给主控台。该系统采用嵌入式系统，具有稳定性好、

能耗低、环境适应性强、可远距离传输等优点。 
本次设计的系统预警性强，成本比较低，经济实用性强。可有效的解决森林

火灾发现难、不能及时处理等造成重大森林火灾的问题。本次设计还有许多不足

之处，未来将对该系统的功能进一步完善，为我国森林防护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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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天文台（BD-CASTIC2020-443） 

作  者：倪平 
指导教师：闻新 
学  校：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摘要】使用天文望远镜观测星空、寻找星座，初学者容易在星空中迷失方向。

基于Arduino的北斗授时、定位系统与天文台结合，可以随时定位北斗七星作为

参考来辨识星空。首先，根据天体计算方位公式，利用经纬度、时角和赤纬角进

行建模；其次，设计可控双自由度天文台，并根据数学模型编写定位北斗七星的

代码；最后，以Arduino主控板为核心，制作简易测试模型，烧录程序。经过多

次测试，北斗天文台测试模型大多数时候可以定位到北斗七星，并按照天文台底

的四季星图辨识星座。该测试模型符合预期标准，可以用来培养初学者对天文的

兴趣、更好的发现新天体、也可以对学生进行宇宙星空进行科普。 
【关键词】天文望远镜；北斗；Arduino；星座 
【Abstract】Use astronomical telescopes to observe the stars and find constellations, 
beginners tend to get lost in the stars. Combination of Beidou Timing and Positioning 
System Based on Arduino and Observatory, the Big Dipper can be located at any time 
as a reference to identify the stars. Firstly, according to the formula of celestial body 
azimuth, the model is built by using latitude and longitude, hour angle and declination 
angle; Secondly, the controllable two-degree-of-freedom observatory is designed, and 
the code for locating the Big Dipper is written according to the mathematical model; 
Finally, with the Arduino main control board as the core, a simple test model is made 
and the program is burned. After many tests, the Beidou Observatory test model can 
locate the seven stars of the Big Dipper most of the time, and identify the 
constellations according to the four seasons map at the bottom of the Observatory. The 
test model meets the expected standards, and can be used to cultivate beginners 
interest in astronomy, better discover new celestial bodies, and popularize science of 
cosmic stars for students. 
【Key words】Astronomical Telescope; Bei Dou; Arduino; Constellation 
 
 

一、引言 

自伽利略发现了光学望远镜以来，越来越精良的望远镜不断地开阔了人类的

视野，其中天文望远镜让人类在研究天体、星空以及宇宙等方向上不断进步[1]。

从最初的地面天文望远镜，到空间望远镜“哈勃”的诞生，以及“哈勃”的四次大修，

虽然每次大修都焕然一新，但仍可以看出它的“老态”[2]， 这促使人们又转回地

面天文望远镜。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无论地面望远镜还是空间望远镜的技术都在

不断的进步。而越来越多的人都能通过天文望远镜来观测星空，学习天文知识，

并且可以让对孩子都可以通过天文望远镜观察星座、宇宙，则能很好的表明一个

国家的科技和教育水平。 
而利用光学天文望远镜直接观察星空，并不会得到星云图像，除了太阳系的

天体，实际河外天体都离我们很远，哪怕几百倍的光学望远镜里成像依旧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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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点，所以初学者在观测的时候，很容易就会迷失在相差不多的星空之中，也不

适合对没有基础的人进行科普。北斗天文台，则利用北斗导航来定位北斗七星，

使得在任何北斗覆盖的地方都能找到北斗七星的方位，在天文台底自动指出对应

季节的星图，并在其中找到北斗七星与北斗天文台定位的实际北斗七星相比较，

便可以辨识北斗七星周围的星座。相当于，一个星际罗盘。使得人们都可以利用

北斗天文台，轻松的辨认出各种星座方位。四季星图与观测的实际天文图像相对

比，加强记忆，最终将四季星空的分布最终全部掌握，利用北斗天文台使得人们

都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天文爱好者。同时该天文台以Arduino为主控板，并采用

折叠收纳设计，经济的同时又减小了体积。 

二、北斗七星方位建模 

北斗七星的赤纬角同样以年为周期，七颗天体平均赤纬角约55°，以北斗七

星勺柄方向为基准，在2018年冬至的时候，赤纬角为23.66°[3][4]，此时勺柄方向

与地球正北极相差近乎0°。因此，在计算时角时则以2018年冬至做基准。 

表1 数据量表 

项目 符号 说明 
A点经度 x1 北斗芯片获取A点经度。 
A点纬度 y1 北斗芯片获取A点纬度。 
B点经度 x2 北斗芯片获取B点经度。 
B点纬度 y2 北斗芯片获取B点纬度。 
冬至时间 t 2018-12-23 
北斗时间 UTC 北斗芯片授时时间，取国际标准时间。 
东经 E 北斗芯片获取，计算中取正。 
西经 W 北斗芯片获取，计算中取负。 
南纬 S 北斗芯片获取，计算中取正。 
北纬 N 北斗芯片获取，计算中取负。 
时角 alp 简易计算的时间差角 
方位角 shuit 天文台指针与正北极夹角 
考虑北斗天文台受众与北斗芯片ATGM332D-5N-3XD的2.5米精度，为使北斗

天文台独立且易携带，该天文台获取A、B两点距离不超过10米，在地球曲面则

可忽略曲率、距离随纬度变化以及地形等因素近似为一张平面进行建模。 

 
图1 平面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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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1所示为任意时间，随机两点A,B距离不超过10米,AD


 指向正北方向，

shuit∠ 为当前北斗天文台指针与正北方向夹角，为了方便计算，设计指针与线

段AB垂直，此时可求 shuit∠ 等于 BAC∠  。 
alp∠ 为时角，最终水平方位角即 shuit∠ + alp∠ 。 

首先，根据余弦公式计算 BAC∠  

 
2 2 2AC +AB -BC

∠BAC=arccos
2AC AB

  (1) 

其次，计算时角，因起始参考时间为t，故 
 alp=UTC-t∠ ． (2) 

三、程序设计 

3.1 北斗天文台系统 

北斗天文台仅由一个遥控系统实现人机对话，该遥控系统可以实现实时进行

北斗七星勺柄定位和对双自由度天文台的调整，方便观测星辰。如图2该天文台

分为：遥控信号接收模块，北斗信号接收模块、北斗信号解析模块、北斗七星定

位模块以及天文望远镜调节模块。本天文台采用以Arduino UNO为控制核心的嵌

入式设计[5]与北斗芯片[6]相连接。 

 
图2 北斗天文台系统 

3.2 北斗信号模块 

北斗芯片ATGM332D-5N-3XD可接收的数据类型分别有$GPGGA （GPS 定
位信息）、$GPGLL （地理定位信息）、$GPGSA （当前卫星信息）、$GPGSV
（可见卫星信息）、$GPRMC（最简定位信息）、$GPVTG（地面速度信息）等。

其中GPS信息以GP开头，北斗定位信息以BD开头，双模模式则以GN开头。 

 
图3 ATGM332D-5N-3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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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只需授时和经纬度，故只需接收$BDRMC（最简定位信息）数据即可，

具体见表2。 

表2 BDRMC（最简定位信息） 

序号 名称 样例数据 单位 描述 
 消息ID $BDRMC  RMC协议数据头 

1 定位点的UTC时
间 151226.425  格式：hhmmss.sss 

2 定位状态 A  A：定位；V：导航 
3 纬度 2826.3241  格式：ddmm.mmmm 
4 纬度方向 N  N：北纬；S：南纬 
5 经度 45654.5454  格式：dddmm.mmmm 
6 经度方向 W  W：西经；E：东经 
7 对地航速 0.1 Knots 范围：000.0-999.9 
8 对地航向 180.45 度 以真北为参考基准 

9 定位点的UTC日
期 

200220  格式：ddmmyy（日月

年） 
10 磁偏角  度 范围：0-180 
11 磁偏角方向   E：东；W：西 
hh 校检和 10   
 回车和换行 <CR><LF>  代表协议帧结束 

 
void bdRead() { 
while (BdSerial.available()) 
{ 
bdRxBuffer[ii++] = BdSerial.read(); 
if (ii == bdRxBufferLength)clrBdRxBuffer(); 
} 
char* BD_BufferHead; 
char* BD_BufferTail; 
if ((BD_BufferHead = strstr(bdRxBuffer, "$BDRMC,")) != NULL || 

(BD_BufferHead = strstr(bdRxBuffer, "$GNRMC,")) != NULL ) 
{ 
if (((BD_BufferTail = strstr(BD_BufferHead, "\r\n")) != NULL) && 

(BD_BufferTail > BD_BufferHead)) 
{ 
memcpy(Save_Data.BD_Buffer, BD_BufferHead, BD_BufferTail - 

BD_BufferHead); 
Save_Data.isGetData = true; 
clrBdRxBuffer(); 
} 
} 
} 
void clrBdRxBuffer(void) 
{ 
memset(bdRxBuffer, 0, bdRxBufferLength);      //清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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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 0; 
} 
以上代码，是读取并筛选信号的函数，在函数中获取了BD、GN两种模式的

RMC信号并储存。 
接下来需要解析获取的RMC信息。 
void parseBdBuffer() 
{ 
char *subString; 
char *subStringNext; 
if (Save_Data.isGetData) 
{ 
Save_Data.isGetData = false; 
DebugSerial.println("**************"); 
DebugSerial.println(Save_Data.BD_Buffer); 
for (int i = 0 ; i <= 9 ; i++) 
{ 
if (i == 0) 
{ 
if ((subString = strstr(Save_Data.BD_Buffer, ",")) == NULL) 
errorLog(1);//解析错误 
} 
else 
{ 
subString++; 
if ((subStringNext = strstr(subString, ",")) != NULL) 
{ 
char usefullBuffer[2]; 
switch(i) 
{ 
case 1:memcpy(Save_Data.UTCTime, subString, subStringN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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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UTC时间 
case 3:memcpy(Save_Data.latitude, subString, subStringNext - subString);break;

 //获取纬度信息 
case 4:memcpy(Save_Data.N_S, subString, subStringNext - subString);break;

 //获取N/S 
case 5:memcpy(Save_Data.longitude, subString, subStringNext - 

subString);break; //获取纬度信息 
case 6:memcpy(Save_Data.E_W, subString, subStringNext - subString);break;

 //获取E/W 
case 9:memcpy(Save_Data.date, subString, subStringNext - subString);break;  

//获取日期 
default:break; 
} 
subString = subStringNext; 
Save_Data.isParseData = true; 
if(usefullBuffer[0] == 'A') 
Save_Data.isUsefull =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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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se if(usefullBuffer[0] == 'V') 
Save_Data.isUsefull = false; 
} 
else 
{ 
errorLog(2);//解析错误 
} 
} 
} 
} 
} 
void errorLog(int num) 
{ 
DebugSerial.print("ERROR"); 
DebugSerial.println(num); 
while (1) 
{ 
digitalWrite(L, HIGH); 
delay(300); 
digitalWrite(L, LOW); 
delay(300); 
} 
} 
以上代码开始解析数据，并对数据进行提取，这里按照表2进行选择，只取

经纬度与时间，并且有报错代码，当无数据解析的时候报错代码使得芯片小灯常

亮，获取到数据的时候，芯片小灯会不断闪烁，用于芯片测试使用。 
void printBdBuffer() 
{ 
if (Save_Data.isParseData) 
{ 
Save_Data.isParseData = false; 
DebugSerial.print("Save_Data.UTCTime = "); 
DebugSerial.println(Save_Data.UTCTime); 
if(Save_Data.isUsefull) 
{ 
Save_Data.isUsefull = false; 
analogWrite(12,255); 
delay(300); 
analogWrite(12,0); 
delay(300); 
DebugSerial.print("Save_Data.latitude = "); 
DebugSerial.println(Save_Data.latitude); 
DebugSerial.print("Save_Data.N_S = "); 
DebugSerial.println(Save_Data.N_S); 
DebugSerial.print("Save_Data.longitude = "); 
DebugSerial.println(Save_Data.longitude); 
DebugSerial.print("Save_Data.E_W = "); 
DebugSerial.println(Save_Data.E_W); 
} 
e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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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bugSerial.println("BD DATA is not usefull!"); 
analogWrite(12,0); 
} 
} 
} 
以上代码主要用于计算机端进行测试信号的解析，当信号不可用时候，天文

台外在蓝色提示的灯常亮，当信号可用的时候可在计算机观察接收到的北斗数

据，方便监测，且天文台外在提示灯开始闪烁，此时可以开始定位北斗七星的方

位。 

3.3 遥控信号模块 

遥控信号模块在主循环之中，主要接收十六进制的信号，分别是控制望远镜

左旋转的4键、右旋转的6键、抬高镜头的2键、调低镜头的8键以及定位北斗七星

的5键。 
void loop()  //主循环 
{ 
bdRead(); //获取BD数据 
parseBdBuffer();//解析BD数据 
printBdBuffer();//输出解析后的数据 
// DebugSerial.println("\r\n\r\nloop\r\n\r\n"); 
if (irrecv_11.decode(&results_11)) { 
ir_item=results_11.value; 
String type="UNKNOWN"; 
String typelist[14]={"UNKNOWN", "NEC", "SONY", "RC5", "RC6", "DISH", 

"SHARP", "PANASONIC", "JVC", "SANYO", "MITSUBISHI", "SAMSUNG", 
"LG", "WHYNTER"}; 

if(results_11.decode_type>=1&&results_11.decode_type<=13){ 
type=typelist[results_11.decode_type]; 
} 
Serial.print("IR TYPE:"+type+"  "); 
Serial.println(ir_item,HEX); 
switch (ir_item) { 
case 0xFF38C7: 
xp(); 
break; 
case 0xFF10EF: 
zuo(); 
break; 
case 0xFF5AA5: 
you(); 
break; 
case 0xFF18E7: 
taitou(); 
break; 
case 0xFF4AB5: 
ditou(); 
brea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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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recv_11.resume(); 
} else { 
} 
} 

3.4 功能函数及初始化程序 

这一部分主要为了实现天文台的各种功能所引用的函数，以及初始化天文台

各个模块。 
#include<Wire.h> 
#include <IRremote.h> 
#include <Servo.h> 
#define BdSerial  Serial 
#define DebugSerial Serial 
int L = 13; //LED指示灯引脚 
IRrecv irrecv_11(11); 
decode_results results_11; 
Servo servo_10; 
Servo servo_6; 
Servo servo_7; 
Servo servo_8; 
Servo servo_9; 
struct 
{ 
char BD_Buffer[80]; 
bool isGetData;  //是否获取到BD数据 
bool isParseData; //是否解析完成 
char UTCTime[11];    //UTC时间 
char latitude[11];  //纬度 
char N_S[2];  //N/S 
char longitude[12];  //经度 
char E_W[2];  //E/W 
bool isUsefull;  //定位信息是否有效 
char date[7];   //日期 
} Save_Data; 
const unsigned int bdRxBufferLength = 600; 
char bdRxBuffer[bdRxBufferLength]; 
unsigned int ii = 0; 
int ir_item; 
int a; 
int b; 
int c; 
double c2; 
void setup() //初始化内容 
{ 
BdSerial.begin(9600);   //定义波特率9600 
DebugSerial.begin(9600); 
DebugSerial.println("Wating..."); 
Save_Data.isGetData = false; 
Save_Data.isParseData =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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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ve_Data.isUsefull = false; 
Serial.begin(9600); 
irrecv_11.enableIRIn(); 
servo_6.attach(6); 
servo_7.attach(7); 
servo_8.attach(8); 
servo_9.attach(9); 
servo_10.attach(10); 
servo_6.write(0); 
delay(50); 
servo_7.write(0); 
delay(50); 
servo_8.write(0); 
delay(50); 
servo_9.write(0); 
delay(50); 
servo_10.write(0); 
delay(50); 
analogWrite(3,255); 
analogWrite(5,255); 
} 
void ditou() { 
servo_8.write((servo_8.read() - 10)); 
delay(50); 
} 
void you() { 
servo_9.write((servo_9.read() - 5)); 
delay(50); 
servo_10.write((servo_10.read() - 5)); 
delay(50); 
} 
void zuo() { 
servo_9.write((servo_9.read() +5)); 
delay(50); 
servo_10.write((servo_10.read()+5)); 
delay(50); 
} 
void taitou() { 
servo_8.write((servo_8.read() + 10)); 
delay(50); 
} 
void xp() { 
int x1=0; 
for (int m=7;m<=10;m=m+(1)){ 
x1=int((Save_Data.longitude[m-1]-'0'))+x1*10; 
} 
if (String(Save_Data.E_W)="W"){ 
x1=(-1)*x1; 
} 
int y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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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int n=6;n<=9;n=n+(1)){ 
y1=int((Save_Data.latitude[n-1]-'0'))+y1*10; 
} 
if (String(Save_Data.N_S)="S"){ 
y1=(-1)*y1; 
} 
analogWrite(3,0); 
analogWrite(5,255); 
delay(5000); 
analogWrite(3,255); 
analogWrite(5,255); 
delay(10000); 
int x2=0; 
for (int m=7;m<=10;m=m+(1)){ 
x2=int((Save_Data.longitude[m-1]-'0'))+x2*10; 
} 
if (String(Save_Data.E_W)="W"){ 
x2=(-1)*x2; 
} 
int y2=0; 
for (int n=6;n<=9;n=n+(1)){ 
y2=int((Save_Data.latitude[n-1]-'0'))+y2*10; 
} 
if (String(Save_Data.N_S)="S"){ 
y2=(-1)*y2; 
} 
analogWrite(3,255); 
analogWrite(5,0); 
delay(5000); 
analogWrite(3,255); 
analogWrite(5,255); 
a = abs(y2 - y1); 
b = abs(x2 - x1); 
c2 = pow(a, 2) + pow(b, 2); 
c=sqrt(c2); 
int shuit=0; 
shuit=int(acos((pow(b,2)+c2-pow(a,2))/(2*b*c))*180/3.1415926); 
if (x1 < x2) { 
if (y2 > y1) { 
shuit = 360-shuit; 
} 
else 
{ 
shuit = shuit; 
} 
} 
else 
{ 
if (y2 > y1) { 
shuit = 180 +sh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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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se 
{ 
shuit = 180 - shuit; 
} 
} 
servo_6.write((shuit/2)); 
delay(50); 
servo_7.write((shuit/2)); 
delay(50); 
int ye=0; 
int mo=0; 
ye=int((Save_Data.date[4]-'0'))*10+int((Save_Data.date[5]-'0')); 
mo=int((Save_Data.date[2]-'0'))*10+int((Save_Data.date[3]-'0')) ; 
int alp=0; 
alp=360-((ye-18)*365+mo*30+368)%360; 
servo_9.write((alp/2)); 
delay(50); 
servo_10.write((alp/2)); 
delay(50); 
} 
以上代码，主要利用舵机做机械臂来实现天文望远镜的双自由度控制。北斗

定位函数利用电机带动北斗芯片从A点移动到B点，分别获取两点坐标后开始计

算北斗七星勺柄指向的方向，并且调整天文台面以及望远镜，使得望远镜指向斗

柄方向。 

四、北斗天文台设计 

北斗天文台受众主要为天文初学者、天文爱好者以及中小学生，所以北斗天

文台相对体积小易携带、成本低已生产，可以进行推广。主要材料按模块有以下： 
1）望远镜自由度模块：180°舵机*5、光学可调望远镜。 
2）遥控模块：遥控器、信号接收头。 
3）北斗定向模块：北斗芯片、电机、l298n驱动、蓝色led、Arduino UNO。 
利用CATIA进行北斗天文台的三维建模[7]如图4，其中北斗芯片折叠导轨，

用于获取经纬度，为了方便收纳采用折叠的结构。 

 
图4 北斗天文台三维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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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北斗天文台试验模型组装 

为了节约成本，并且可以做到实时修改。按照北斗天文台的大致设计一简易

模型，并组装试验。 

 
图5 组装模型 

 
（a）                  （b）                （c） 

图6 试验结果 

图6为实验结果，其中（a）为开机启动，（b）为接收到并解析出北斗信号，

（c）为以遥控器控制光学望远镜转动试验。 

六、模型实验结果 

在实验中，通过移动和转动北斗天文台，并重新启动北斗芯片20次，使光学

望远镜指向与星空北斗勺柄指向比对，结果如下： 

表3 测试结果 

实验结果 次数 原因 措施 
成功 15   

失败 3 电机卡死/偏差导致定位误差 大功率电源/重新

定位 
未启动 2 接线断路 重新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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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首先利用数学建模建立根据两点经纬度以及当前日期来定位北斗七星

勺柄指向，并且依此来设计嵌入式程序；然后开始进行北斗天文台CATIA三维建

模，根据三维模型，制作试样模型；最后，根据试验模型来测试北斗天文台的可

靠性，对试验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解决，得出最可靠的北斗天文台用于正

式加工。 
根据试验结果表明当前试样模型可以用于正式的北斗天文台加工，当前模型

可以用来做天文初学者的学具，使得天文初学者更容易入门；也可以用来对学生

进行天文知识兴趣启蒙，以此来提高全国的天文素质水平，使得天文知识走向大

众化、低龄化。为了增加该天文台的趣味性和功能，计划后续采用液晶星图来替

代固定星图，使得液晶星图图像可以随着望远镜物镜角度变化而不断变化，引入

北斗芯片测速功能来计算新发现的天体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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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TESLA北斗民用导航信息安全认证方法 

作  者：张云 
指导教师：刘亮、杨通 
学  校：中国民航大学 
 
 

【摘要】本文针对于欺骗攻击提出了一种基于国产密码算法和TESLA相结合的北

斗导航系统抗欺骗方案。本方案中，使用SM3算法来生成具有时间信息的TESLA
密钥链，然后使用密钥链中的密钥生成北斗D2导航电文的消息认证码，将该消

息认证码插入到D2导航电文的预留位中。此外，本方案使用SM2算法对TESLA
密钥链中的时间信息进行保护加密，防止TESLA中的密钥重放攻击问题。使北斗

导航系统被欺骗的可能性降低，增强了北斗导航系统的安全性。 
【关键词】TESLA；国产密码算法；消息认证码；D2导航电文 
【Abstract】This paper proposes an anti-spoofing scheme for 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domestic cryptographic algorithms and TESLA 
for spoofing attacks. In this solution, the SM3 algorithm is used to generate a TESLA 
key chain with time information, and then the key in the key chain is used to generate 
the message authentication code of the Beidou D2 navigation message. This message 
authentication code is inserted into the reserved bit of the D2 navigation message. In 
addition, this solution uses the SM2 algorithm to protect and encrypt time information 
in the TESLA key chain to prevent key replay attacks in TESLA. The possibility of 
the 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being deceived is reduced, and the safety of the 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is enhanced. 
【Key words】TESLA；Domestic cryptographic algorithm；Message authentication 
code；D2 Navigation Message 

 
 

一、引言 

随着人们日常生活质量水平不断提升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卫星导航系统

的定位和授时功能几乎普及在人们的生活中，由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组成的基础设

施越来越多，例如金融、电力、水力、通信、交通、测绘技术等一系列与人们日

常生活密不可分的业务[1]。作为全球四大卫星系统之一的北斗导航系统是中国自

主研发创造的卫星导航系统，并且区别于其他导航系统的双向短报文服务[2]。近

年来北斗导航系统逐渐完成了“从无到有”“完成亚太地区的覆盖”“实现全球地区

覆盖”三步走的战略[3]，从而应用到人们日常生活中给人们创造了极大的便利与

价值。尽管北斗导航卫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在享受这一生活便捷

的同时，卫星导航系统也会受到欺骗者的人为攻击，给北斗导航系统以及人们的

日常生活造成潜在的危险。 
欺骗者可以消无声息的对目标接收机实施欺骗过程。其原因主是民用北斗导

航系统具有开放、未认证、无加密的特点[4]，并且导航信号的调制与发射方式是

对外公开。民用卫星导航信号的安全隐患主要是来自于干扰和欺骗两种。卫星信

号的经过发射功率较低并且经过长距离的传输会导致接收机接收到的信号极其

微弱。另一方面，由于民用卫星信息的编排格式是明文传输的，这样会导致其信



第十一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研究生组（含科技教师） 

93 

息具有一定的可预测性[5]。欺骗方会篡改导航电文数据的重要参数信息以达到欺

骗的目的，从而误导目标接收机产生错误的定位结果和时间信息，这样的情况称

为欺骗[6]。以GPS为例，伊朗军方在2011年劫持一架美国RQ-170无人机，后来根

据伊朗方报道，他们正是篡改控制段对接收机传输的电文信息数据来实施的欺骗

过程[7]。2012年-2013年Humphreys教授团队通过一系列民用导航卫星信号欺骗实

验（包括模拟欺骗无人机场景以及控制超级游艇）给全世界敲醒了安全的警钟[8]。

现在有很多案例可以证实民用导航系统在欺骗攻击面前具有明显的缺陷和安全

风险，并且全世界现在因为欺骗攻击带来的基础设施估计及财产安全不计其数。 
随着北斗导航的建设与发展将其应用于亚太甚至全世界的民用导航中，卫星

信号认证技术的研究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安全性问题，本文就是基于导航电文安全

的前提下，提出一种针对北斗民用导航电文的安全认证方法，从而防止明文传输

的北斗导航信息被欺骗方篡改，最终保障了北斗民用用户的正常运行。 

二、相关工作 

近年来，欺骗干扰一直是当今电子战中现实威胁，欺骗干扰和抗欺骗干扰技

术已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重点[9][10]，尤其是在导航电文加密认证技术方面[11]，它

是未来需要研究的方向。迄今为止，各国学者提出多种抗欺骗方案来提供给军用

或者民用用户来检测欺骗信号，这些欺骗方案大致可以三类。第一类方法是基于

信号特性检测欺骗攻击的方法，第二类方法是基于外部辅助的抗欺骗方法，最后

一类是基于信息加密认证的欺骗检测方法。第一类方法主要是根据卫星导航信号

的内部物理特性进行检测欺骗攻击的，它主要通过一定的特征或者一些手段来分

析正常卫星信号与欺骗信号之间的差异。第二类方法主要通过一致性检测的手段

来检测卫星子系统的信息，从而帮助接收机得出检测结果。第三类方法通过加密

算法使得卫星信号携带的信息不可预测来检测欺骗信息。 
基于信息加密认证的抗欺骗方法既能满足通用性又不需要复杂的检测方式，

同时，为了避免采用外国密码而可能产生的安全漏洞，所以采用中国自主研制的

国产密码[12]-[14]应用于北斗抗欺骗方法之中。 

三、基于TESLA的北斗导航系统D2导航电文认证 

1．D2导航电文简介 

在TESLA协议中，发送方需要将待发送的数据按照传输的时间等间隔划分，

介绍D2导航电文的传输目的是为了以下认证子帧时间的划分做参考。由北斗控

制接口文件(BD-ICD)[15]知，D2导航电文按照不同单位的由大到小可以划分为超

帧、主帧和子帧。D2导航电文的传输速率为500bps(D1导航电文的传输速率为

50bps)，传输整个D2导航电文的时间历时360s，即一个超帧的传输时间；每个超

帧由120个主帧构成，每个主帧历时3s；每个主帧由5个子帧构成，每个子帧历时

0.6s。D2导航电文每一子帧的播发内容和页面分时发送情况不同，其中图1是D2
导航电文的编排结构。 

D2导航电文各个子帧的编排格式如下图所示，子帧1播发基本导航信息，子

帧4页面1-6播发北斗系统完好性及差分信息，子帧5页面103-116扩展播发卫星历

书信息。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子帧1的页面1-10的低150比特信息、子帧5的页面

14-34、页面74-94以及页面117-120为预留信息。这些预留位置可以作为导航电文

认证方案中密文的插入位置。具体不同子帧的页面编排格式参考[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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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D2导航电文编排结构 

2 SM2&SM3算法简介 

本方案是一种基于国产密码和协议结合的北斗民用信号认证方案，这里的国

产密码主要是用到了SM2和SM3，其中SM2算法主要用在下节对一些重要信息

(主要是对根密钥)的签名，SM3算法用于TESLA协议中密钥链的密钥生成在本方

法中，主要使用SM2算法、SM3算法，这两种算法的性质如表1所示。 

表1 SM2、SM3算法性质 

算法名称 算法特点 
长度 

明文 密钥 密文 

SM2 非对称加密 256 
公钥: 256 

512 
私钥: 128 

SM3 哈希函数 小于264 无 256 
SM2算法是国际通用的密码算法。它在运算中所采用的椭圆曲线是源于

ECC-256（Elliptic Curve Cryptography -256）中的一条。根据标准文献[12]和
[13]SM2算法可以基于SM3哈希算法来生成数字签名。哈希算法SM3可以将不固

定长度的明文数据生成固定长度的哈希值。不同的明文数据在同一哈希算法的计

算下，会生成不同的哈希值。SM3哈希函数主要包含3个过程，分别是数据填充，

迭代压缩以及输出三个部分SM3哈希值的计算过程在文献[14]详细叙述。 

3 实现方案 

本方案设计的初衷是由于北斗民用导航信息的编排格式是对外公布的，因此

北斗民用接收用户很有可能遭受到北斗导航电文被篡改的攻击，根据BD-ICD[15]
的导航电文的内容和算法的含义，本方案总结表2所示的导航电文被篡改可能对

北斗导航系统的定位和授时带来的功能性瘫痪。 

表2 导航电文部分内容被篡改带来的影响及其原因 

导航电文参数 影响 原因 

星历和钟差参

数 
伪距错误，

PVT错误 

星历和钟差参数可以计算卫星信号发射时刻的北斗

时，接收机本身的原子钟与北斗时已知。故星历和

钟差参数错误，会导致信号传输时间差错误，进而

导致伪距的计算错误。 
卫星自主健康

信息标识

（SatH1） 
拒绝测距 

当卫星健康信息出现错误时，则接收机可能误认为

卫星故障或永久关闭，那么接收机就会自动删除接

收到的来自某一卫星的信息，从而不能正常测距。 

基本导航信息

全部卫星历书、格网点电离层信息与其它系统时间同步信息

子帧1 子帧2 子帧3 子帧4

...... ...

子帧5

北斗系统完好性以及差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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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航电文参数 影响 原因 

电离层延迟改

正模型参数 
伪距错误，

PVT错误 

电离层延迟也能造成卫星信号传输时间差，进而导

致伪距的计算错误，地面监测站需要不断监测误差

信息来不断更正电离层延迟所造成的影响。 

用户距离精度

指数（URAI） 

RAIM下拒

绝进行计

算PVT 

当卫星出现故障时，接收机启动RAIM进行完备性检

测依据的重要数据就是URAI，所有URAI出现错误

时，接收机就就在RAIM下拒绝定位。 
北斗时

(BDT)，即周

内秒计数

（SOW） 

时间错

误，伪距

错误 

接收机进行测距功能，校准延时偏差时，都会以周

内秒计数为基准，因此SOW也会对伪距测量和时间

产生影响。 

表2中星历和钟差参数、卫星自主健康信息标识(SatH1)、电离层延迟改正模

型参数、用户距离精度指数(URAI)四者的播发特点如下：D1导航电文中在子帧1、
2、3中播发，30秒重复周期；D2导航电文中在子帧1页面1~10的前5个字中播发，

30 秒重复周期。而周内秒计数(SOW)的播发特点是每子帧重复一次。表2中需要

说明的是：在第四行中，没有引入星上设备时延差参数这个导航电文参数的原因

是，对于使用B3I信号的单频用户而言，由于B3I信号的设备时延已经包含在导航

电文钟差参数中，无需再修正星上设备时延。另外还需要说明的是：在表格的第

六行中，与其他卫星导航不同的是，北斗时并不在北斗导航电文中播发，而SOW
和MOY只是北斗时(BDT)的表现形式，本质上BDT由地面中心站的原子钟实现，

地面中心站通过卫星双向时间传递技术传递给系统的监测站钟和卫星星载钟。由

星载钟的时间驱动卫星信号发射，在导航电文中发播74bit的星载钟的钟差参数。

用户终端通过接收测量解算码元相位和星载钟种差参数改正，通过星载钟溯源复

现得到BDT。 
如表2所示的导航电文参数，假如它们被欺骗方篡改发起导航电文欺骗攻击，

使用北斗导航系统的民用接收机就会得到错误的定位信息和时间信息，甚至可能

发生更大的安全隐患问题，因此本文提出一种基于国产密码和协议结合的北斗民

用信号认证方案，该方案对表2的关键导航电文参数进行加密保护，使得使用本

方案的北斗民用接收用户能够辨别其接收到的导航信息是否是欺骗信息，从而增

强了北斗民用用户的安全性。 
本文提出使用D2导航电文的预留位置传输导航电文认证消息，其中导航电

文认证消息是将表2分析的内容根据不同的安全需求进行加密保护，因为表2中的

导航电文内容被篡改对于整个系统的影响相对较大。这样做的目的不仅避免了对

现有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帧结构的调制，而且还将密文信息分散到不同子帧中可以

使得极大的提高了密文信息的不可预测性。 
由D2导航电文特性知，每个超帧由120个主帧构成，而第5子帧又是以120个

页面分时发送的，所以对于子帧5来说一个主帧即构成它的一个页面。第1子帧是

按照10个页面分时发送的，而且导航电文的子帧都是连续发送的，所以对于第1
子帧来说它是以10个主帧为单位进行重复播发的，即整个D2导航电文传输结束

相当于子帧1的10个页面重复播发了12次。此外，子帧1的页面1-10的低150比特

信息为预留位置，本方案以子帧1的10个页面为一组，生成每一组中的导航电文

认证信息插入到对应的预留位置，图2是D2导航电文子帧1的10个页面的结构，

其中预留位置用红线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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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D2导航电文子帧1的10个页面的结构 

在图2中的k表示的是主帧的序号值，当k的值为14-34、74-94、117-120的时

候主帧的子帧5都是预留位置，k的最大取值为120。虚线的三个红框表示的是相

邻连续的三组子帧1的10个页面。下面以一组子帧1的10个页面为例说明导航电文

认证方案的内容以及以10个页面传输的时间为参考作为TESLA中的认证子帧，本

方案具体的内容及对应的页面结构如图3所示。 

 
图3 页面结构 

图3中一个认证子帧产生两个消息认证码值，即MAC-1与MAC-2，用户在一

个认证子帧中接收到两个MAC完成两次消息认证。第一行表示的是以D2导航电

文第1子帧的10个页面传输的时间轴，即每个页面(包含5个子帧)的传输时间为3s，
10个页面传输时间为30s以此重复周期传输。第二行表示的是页面号。第三行是

两部分预留位信息，每一部分预留位信息都是750bit，该750bit信息是第1子帧5
个页面的低150bit的总和；每一部分预留位信息还分别包含两部分信息，它们分

别是消息认证码信息和生成该消息认证码信息的密钥信息(以下简称密钥信息)、
根密钥的签名信息。由于根密钥的签名信息是使用SM2算法，其签名信息长度为

512bit，故消息认证码信息和密钥信息的长度为238bit。下面分别介绍这两部分信

息在发送端的生成过程和对应的结构。 

子帧1 子帧2 子帧3 子帧4 子帧5

子帧1 子帧2 子帧3 子帧4 子帧5

子帧1 子帧2 子帧3 子帧4

…
 …

…
 …

主帧k

主帧k+1

主帧k+10

…
 …

页面1

页面2

页面10

子帧5

子帧1 子帧2 子帧3 子帧4主帧k-1

页面10

子帧5

子帧1 子帧2 子帧3 子帧4主帧k+11
页面1

子帧5

…
 …

…
 …

…
 …

…
 …

…
 …

…
 …

页面9页面8页面7页面6页面5页面4页面3页面2页面1 页面10

MAC-1&Key-1 根密钥的签名 MAC-2&Key-2 根密钥的签名

0 3 6 9 12 15 18 21 24 27 30

750bit 750bit

时间(s)

页面号

预留位信息

512bit 512bit238bit 238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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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消息认证码信息和密钥信息 

4.1 消息认证码的生成 

本文中选择128bit长度的随机数在TESLA中作为密钥链的初始密钥，然后依

次使用公式(2)的单向功能函数来生成密钥链中的所有的密钥。密钥链生成后，

使用对应的密钥去加密某一认证子帧的消息生成该消息的消息认证码。现在的加

密体制中，消息认证码的实现方法较多，例如，使用单向散列函数、分组密码、

流密码、公钥密码都可以实现消息认证码，在本文中，使用的是单向散列函数来

生成消息认证码。其中，单向散列函数的选择也有很多，例如SHA-1、SHA-224、
SHA-256等，但上述的单向散列函数都是国外设计的，出于安全的角度考虑，本

文选择国产密码算法SM3单向散列函数来生成认证码，该方法我们称之为

HMAC-SM3，如图4所示是HMAC-SM3生成MAC值的具体过程。 

 
图4 HMAC-SM3生成MAC值的过程 

如图4所示，TESLA密钥链中每一个密钥都经过HMAC模块来生成不同认证

子帧消息对应的MAC值。其中在HMAC模块中，生成明文消息的MAC值的步骤

如下： 
(1)将密钥链128比特的初始密钥补零填充至512位，因为SM3算法的分组长度

为512比特。 
(2)将填充后的密钥与ipad循环后的比特序列进行XOR运算，其中ipad指的是

00110110比特序列，也将其循环值512位。因此XOR运算后的值与SM3算法的分

组长度相同，并且该序列就具有了与密钥相关的比特序列，这里我们将该序列称

之为keyrelated1序列。 
(3)将 keyrelated1 序列与明文消息 i 进行组合，这里的组合指的是将

keyrelated1序列放置在明文消息i的开头处。 
(4)将keyrelated1序列与明文消息i进行组合后的结果用SM3算法得出该结果

明文消息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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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散列值。 
(5)同样将填充后的密钥与ipod循环后的比特序列进行XOR运算，其中opad

指的是01011100比特序列，这里我们将XOR运算后的结果称之为keyrelated2序
列。 

(6)将keyrelated2序列与步骤(4)中的散列值进行组合，这里的组合指的是将

keyrelated2序列放置在散列值的开头处。 
(7)最后将步骤(6)的组合结果经过SM3算法得出的散列值就是最终明文消息i

的消息认证码(MAC)i。 
上述使用HMAC-SM3即可生成导航电文的消息认证码信息，但是出于加密

和认证速度的考虑，并不是所有的导航电文对用户的定位和授时功能有着重要的

影响(见如表2分析)，因此在本文引入一种导航电文加密选择内容，以下称之为

消息认证码相关信息，该信息可以在发送端选择部分导航电文进行加密，以满足

不同安全需求的用户。 

4.2 消息认证码信息和密钥信息的结构 

如图5显示了整个消息认证码信息和密钥信息的结构，它由三部分组成，分

别是消息认证码(MAC)部分、消息认证码相关信息部分以及密钥信息部分。 

 
图5 消息认证码信息和密钥信息的结构 

考虑到不同卫星交叉认证的存在，图5显示了两个连续认证子帧之间的消息

认证码信息和密钥信息的结构，用户接收到上面信息的顺序分别是从左到右和从

上到下。ID表示的是卫星号，其大小为6bit，正好可以包含64个卫星的值(当前北

斗在轨卫星为39颗，选取6bit大小的ID是以防将来卫星数目的增多，提高方案的

兼容性)。MACi j− 中的i表示的是第i颗卫星的消息认证码，j表示的是认证子帧

的序号值。同理 ReMACi j l− − 表示的含义只是对应的消息认证码相关信息，其

大小为2bit，表3显示了这2bit信息可以提供导航电文加密选择内容的方案(结合表

2的分析提供的导航电文参数)。由图5知消息认证码信息和密钥信息只有230bit
的预留信息，故在图5中显示的MAC部分和密钥信息部分共230bit的预留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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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导航电文加密选择内容的方案 

MACi-j 含义 比特数 在导航电文中的位置 

0 
电离层延

迟改正模

型参数 
64 子帧1页面2第47-52、61-82、91-112、121-134位。 

1 钟差和星

历参数 445 

钟差参数
(74bit) 

子帧1的页面1第78-82、91-102位，页

面3第101-112、121-136位，页面4第
47-52、61-82、91位。 

星历参数
(371bit) 

子帧1的页面4第97-112、121-134位，

页面5、6、7、9第47-52、61-82、91-112、
121-134位，页面8第47-52、61-82、
91-112、121-136位，页面10第47-52、

61-73位。 

2 
所有基本

导航信息

内容 
557 

除了钟差和星历参数、SatH1、电离层延迟改正模

型参数、URAI外的位置还包括子帧1的页面1第
47-52、61-77、103-112、121-130位，页面4第92-96

位。 

3 

所有的认

证子帧时

段内的导

航电文内

容 

7500 5个页面的所有导航电文 

该表对应于图3的页面结构后，MAC-1是由前5个页面的导航电文参数生成的

消息认证码，MAC-2是由后5个页面的导航电文参数生成的消息认证码，它们都

属于一个认证子帧时刻，都属于一次认证过程。MACi j− 的取值可以是从0-3这4
个数值，本方案只提供4种导航电文加密选择内容的方案，未来还可以增加更多

的方案来满足不同用户安全的需求。为了方便提取加密内容，表3给出了所有导

航电文参数在导航电文中的位置信息。 

4.4 根密钥的签名信息 

发送方在生成TESLA密钥链结束后会将最后一个密钥作为根密钥进行公布，

本文中采用数字证书的密钥传输，这样做的目的是给用户一个消息认证凭证，即

用户接收到的所有密钥链的子密钥都可以经过多次F函数变换为根密钥，这样就

证明子密钥的真实性。但是为了防止因为根密钥的更新而认证情况的发生(这种

情况一般很少发生)，本文提出每次生成MAC值后将根密钥的签名连续不断的附

在MAC值与密钥后面，图6为根密钥签名信息对应的明文结构图。 

 
图6 根密钥签名信息对应的明文结构图 

根密钥 SOW-i 填充信息

128bit 100bit 28bit

256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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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密钥的大小是由F功能函数决定的，上述提及的len为128bit，故根密钥大

小也是128bit，而SM2签名输入的明文大小为256bi，因此设计128bit的信息作为

根密钥的辅助信息。辅助信息分别包含两部分，第一部分为时间信息SOW-i，其

中i是页面的编号，时间信息的大小为100bit，它是由5个页面的SOW信息组成的；

第二部分是28bit的填充信息，本方案中填充信息为1bit大小的卫星自主健康信息

标识(SatH1)和4bit大小的用户距离精度指数(URAI)，二者共计5bit，剩下23bit为0，
以后也可以将这些0信息设计为其他有用的信息。综合表3 MACi-j提供的导航电

文参数加密方案与图6中SOW-i、填充信息所涉及的导航电文参数内容，本方案

分别将表3分析所有易于收到欺骗影响的导航电文参数通过不同的方法都予以保

护。 

 
图7 根密钥的签名信息生成与验证 

图7只是一个根密钥的签名信息在发送发的生成以及用户验证的过程。发送

方在生成一个消息认证码的同时，将根密钥的签名信息一同附在其后面(如图6所
示)。当用户接收到该签名消息并验证成功时，说明在半个认证子帧时刻内的导

航电文的SOW信息、卫星自主健康信息标识(SatH1)和用户距离精度指数(URAI)
是真实可靠的，并且发送方使用的根密钥没有更新；当用户认证失败时，用户会

按照表4的情况进行判断。 

表4 根密钥签名信息认证失败的情况 

 
消息认证

码信息和

密钥信息 

根密

钥的

签名

信息 

结果 

是否

认证

成功 

√ √ 半个认证子帧内认证的消息都是真实可靠的 

√ × 
半个认证子帧内消息认证码认证的信息是真实可靠

的，根密钥的签名信息(SOW、SatH1、URAI)是欺

骗信息 

× √ 

情况1：根密钥发生更新以及半个认证子帧根密钥的

签名信息(SOW、SatH1、URAI)是真实可靠的 
情况2：根密钥没有发生更新，半个认证子帧内消息

认证码认证的信息是欺骗信息，根密钥的签名信息

(SOW、SatH1、URAI)是真实可靠的 
× × 半个认证子帧内认证的消息都是欺骗信息 

根密钥签名信息 签名信息SM2算法

SM2私钥

签名信息 SM2算法验证

SM2公钥

认证成功
该信息为真实信息

认证失败

视情况讨论

 传输链路

上传根密钥和SM2公钥 下载根密钥和SM2公钥

互联网

发送方
用户

根密钥的签名信息生成模块 根密钥的签名信息验证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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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都是按照半个认证子帧来说明的根密钥签名信息认证失败的4种情况，

这是根据图3所示用户生成每个消息认证码信息和密钥信息、根密钥的签名信息

二者的时间都是半个子帧的时间。在情况1下根密钥的更新是通过数字证书更新

的，即发送方和用户利用互联网来协商密钥的，同样SM2公钥也是通过数字证书

传输的。数字证书由密钥管理中心（Public Key Infrastructure, PKI）发放。该密

钥管理中心是属于地面主控站的一个下属机构。根据X.509的要求，合法的数字

证书包含如表5所示的类目。根据所设计的抗欺骗方法，这些类目所对应的内容

也如表5所示。 

表5 数字证书内容 

类目 对应于本方法的内容 
版本号 由密钥管理中心决定 

证书持有人公钥 SM2公钥信息 
证书持有人根密钥 根密钥信息 

主题信息 主控站标识符 
证书有效期 公钥的有效期 
认证机构 密钥管理中心 

发布者数字签名 由密钥管理中心决定 
签名算法标识符 由密钥管理中心决定 

 
如表5所示，证书持有人公钥就是SM2公钥信息，。证书中的证书有效期信息

可以提示接收机更新数字证书。此外，当消息认证码信息和密钥信息认证失败并

且根密钥的签名信息验证成功的时候，接收方也需要连接互联网更新数字证书，

从而防止因为根密钥没有更新而发生认证失败的情况。 

四、性能测试结果 

通过长时间模拟传输多个D2导航电文信息在高斯白噪声下的通信过程，接

收端通过提取对应的消息认证码信息，接收机可以验证信息的真伪。对于整体实

验的分析主要从时间开销分析以及认证成功率分析两个方面入手。 

1 时间分析 

本方案结合D2导航电文特性，其传输一次的经历时间为360s，其生成一次带

有认证功能的D2导航电文各个阶段的所需要的时间统计如表6所示： 
表6. 总体过程时间分析 

名称 时间（秒） 
TESLA密钥链生成 (24个密钥) 0.289 

消息认证码信息生成(一个认证子帧内) 0.018 
根密钥信息的签名生成(一个认证子帧内) 平均0.216 
根密钥信息的签名认证(一个认证子帧内) 平均0.177 

方案总体时间 平均0.7 
根据表6可知，本方案总体的耗时为平均0.7秒，远低于RTCA标准[1]中最低

的精密进近的时间（2秒），故使用该方案的北斗民用用户因为加密和认证的时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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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过多地影响卫星的性能。 

2 认证率分析 

如图8所示，纵坐标代表的是本方案在不同情况下的消息认证码信息的认证

错误率，它的大小取决于导航电文在高斯白噪声下的误比特率和认证比特的数

目，认证比特的数目是根据表3导航电文加密选择内容的方案中不同方案用于生

成消息认证码的导航电文比特数，其中A-1代表的是MACi-j=0时在不同载噪比的

认证错误率；A-2代表的是MACi-j=1时在不同载噪比的认证错误率；A-3代表的

是MACi-j=2时在不同载噪比的认证错误率。 

 
图8 三种导航电文加密内容的方案认证错误率 

正常情况下，北斗民用接收机能够接收到的卫星信号载噪比大约是

45dBHz(如表13所示，本次实验接收到4号卫星的平均载噪比为44.6029dBHz)，从

图8中可以得出在11db损失的情况下(从44dBHz到33dBHz)本方案的认证错误率

很低(低于10-3)。 

 
图9 三种导航电文加密内容的方案认证错误率和没有导航电文加密方案的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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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中NA-1表示的是没有采用MACi-j=0的导航电文加密方案时候，用户选择

MACi-j=0对应的导航电文参数用来进行定位的错误率，A-1是采用MACi-j=0的导

航电文加密方案时，对应的错误认证率。MACi-j=0时认证错误率和错误率计算

所使用的认证比特数不同，NA-1中只采用64比特的导航电文参数作为认证比特

数；A-1中的认证比特数为166，其中包含102比特的消息认证码和64比特的导航

电文参数。同理NA-2中只采用445比特的导航电文参数作为认证比特数；A-2中
的认证比特数为547，其中包含102比特的消息认证码和445比特的导航电文参数。

NA-3中只采用557比特的导航电文参数作为认证比特数；A-1中的认证比特数为

659，其中包含102比特的消息认证码和557比特的导航电文参数。图9只是表明，

使用本方案的用户的认证错误率与未使用本方案的用户的错误率有着很小的差

别，这就说明了使用认证方案的用户由于方案本身带来的影响较小。 

 
图10 不同误比特率下方案的认证率 

图10中MAC&Key曲线表示的是由于消息认证码和密钥传输错误导致认证

失败的可能性，Data表示的是由于导航电文数据传输错误导致的认证失败的可能

性，其中导航电文数据选取的是表XX中MACi-j=3。MAC&Key+Data曲线表示的

是总的认证失败的可能性，即按照公式(5)求得的结果。MAC&Key+Data曲线整

体的认证率比MAC&Key和Data都低的原因是MAC&Key+Data的认证率是由

MAC&Key和Data两部分认证率累成的结果，换句话说只要MAC&Key和Data二
者任一出错，都会导致用户认证失败的发生。 

五、结论 

本方案主要应对北斗信号欺骗问题，基于D2导航电文重要定位参数设计的

一种基于国产密码算法与TESLA结合的抗欺骗方案。该方案利用SM2,SM3以及

TESLA来对信号进行加密，隐藏，认证，从而抵抗生成式欺骗式干扰以及转发式

欺骗干扰，在国内尚属首次。通过仿真实验以及分析结果数据，表明该方案不会

造成接收端和发射端产生过多的延时。从认证率的角度而言，在和实际相近的信

噪比的情况下，信息可以达到很高的认证率，表明该方案性能良好，在实际中有

应用的可能性。总之，希望该方案可以为卫星导航抗欺骗系统提供一种新思路、

新想法，帮助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设的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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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最佳信号选择的4G自主移动定位系统 

作  者：张文文、冯旭鑫、汪立夫 
指导教师：姚志强、盛孟刚 
学  校：湘潭大学 
 
 

【摘要】本系统重点研究如何利用地面4G移动无线电信号解决自主导航中的关

键问题，进行了算法及原理验证，并基于该方法研制了“软无电台+PC”原理样机，

实现了利用LTE信号的自主定位，原创性地提出了信号选择概念，并提出了一种

基于综合评价机制的信号选择方法，可有效减少信号硬件接收机负担，与使用全

部信号相比，实测数据表明定位效率和精度有较大提高,最后在三种环境下分别

进行了车载和步行两种路测。 
【关键词】最佳信号选择；自主导航；LTE信号 
【Abstract】Focuses on how to use this system ground 4 g mobile radio signals to 
solve the key problems in autonomous navigation, verified the algorithm and 
principle, and based on this method has been developed "soft no radio + PC" principle 
prototype, and implement the use of LTE signal independent positioning, originally 
proposed the concept of signal selection, and puts forward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chanism based on signal selection method, which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burden of signal receiver hardware, compared with using all signals, the measured 
data show that positioning precision and efficiency are improved greatly, and finally 
in the three kinds of circumstances are two road test the car and walk. 
【Key words】Optimal signal selection;autonomous navigation;LTE signal 

 
 

1 系统概述 

来自空间的卫星导航信号非常微弱，特别是在地下、城市峡谷、室内等复杂

环境情况下，严重的信号遮挡导致卫星定位系统“丢星”。其中，高楼密集且射频

环境复杂导致信号传播过程存在大尺度衰落（主要指多径和阴影衰落），导致接

收机定位精度很差；而在地下、室内以及敌方恶意干扰下，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将

无法有效定位。此类环境恰好是人类生活的主要场所，也是军事战术对抗、反恐、

无人机侦查、消防、救援等场景下定位对象的主要活动区域，让卫星定位导航系

统应用存在死角盲区以及极大的隐患[1-3]，如图1-1所示。 

    
图1-1 复杂环境下的导航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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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GNSS系统受挑战的环境中，本系统使用4G无线电信号进行自主导航定

位，并基于通用软件无线电平台研制半实物导航定位平台，实测验证平台的可靠

性和有效性。 

2．系统方案 

2.1 总体方案 

系统目标：当北斗导航信号微弱或者被干扰情况时实现接收机的导航定位，

并进行算法及原理验证。接收机可以在处于静默状态时，利用地面丰富的4G无

线电信号实现自主导航，而不暴露自己的位置。 
基于此目标提出一套基于最佳LTE信号选择的精确定位基础理论与方法。本

系统通过软件无线电平台获取LTE信号及其信道估计参数；利用信道参数鉴别应

用场景，从获取的LTE信号中提取信号特征、初次定位信息、信号鉴别和分类等

定位数据信息；提出最佳LTE信号选取方法，以提高定位效率；最后，将获得的

定位数据通过扩展卡尔曼滤波器迭代优化获得终端位置。 

2.2 关键技术 

2.2.1 最佳LTE信号选择算法研究 
LTE信号的定位精度受到以下几种因素的影响：信号源的几何位置分布、信

号接收频率、多径、非视距效应等。本系统所采用的LTE信号选择算法为综合评

价算法。在现有信号选择算法中，在现有选择算法中，绝大多数算法分析的是信

号源位置分布对定位精度的影响，而实际环境中，多径效应、非视距、接收机性

能对测距影响严重，将测距性能纳入信号选择指标是非常重要的。而在模糊数学

中，通常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处理多种因素影响的事物，对所有评断对象，给出

一个非负的评价参数并综合选择。我们从定位角度出发，综合使用信号源几何位

置分布和测距指标，使用模糊综合评价算法综合评价各信号源，实现信号选择。 

 
图2-1 基于LTE的信号选择方案 

构建评价矩阵

评价矩阵标准化处理

给出评价对象
和评价指标

确定评价指标信息熵值

信息熵定权
确定权值矩阵

各评价对象综合评价值

计算模糊向量
确定模糊向量

选择评价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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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基于SVM的视距/非视距判别方法 
在移动通信无线信号传播过程中，存在视距和非视距两种情况，其中视距的

情况下定位的结果很好，而非视距时用传统定位方法会产生巨大的误差，因此视

距/非视距信号判别对LTE信号选择和定位具有重要的影响，图2-2为基于支持向

量机（SVM）非视距与视距判别流程图。 
首先从软件无线电平台上获取解析后的LTE信号，利用信道估计的方法估计

LTE的信道频率响应（CFR）或信道脉冲响应（CIR），其中CFR可以通过傅里叶

逆变换转化成CIR。然后通过估计的CIR可以计算LTE的特征，然后选择最佳特征

组合作为SVM分类算法的输出数据，如果SVM算法输出为1，则为NLOS信号，

输出为0，则为LOS信号，最后使用判别结果来选择LTE信号。 

 
图2-2 视距/非视距判别方法 

2.2.3 LTE信号定位的轨迹跟踪研究 
扩展卡尔曼滤波（EKF）对系统状态进行最优估计，使系统的状态估计值有

最小均方误差（MMSE）。与其他滤波算法相比，EKF有更强的稳定性和实时性，

无需等到测量结束时才开始运行，而是每得到一个新的测量值，就可以对系统状

态估计值更新一次，并且前面所有的测量值的位置信息都已经包含在当前的状态

及其均方误差估计值中，非常适合于定位、导航等实时性、动态性强的应用，能

实现非线性条件下的次优解，滤波原理较为简单，且容易实现。如图2-3所示。 

 
图2-3 轨迹跟踪方法 

从状态信息的角度出发，状态变量由测距信息、移动速度等数据构成。移动

速度由专业的速度估算仪器或移动车轮转速以及采样时间内移动的路程估算得

到，本系统中估计路测时速度为人步行速度、车行驶速度（30km/h）。EKF的状

态转换图如图2-4所示。 

 
图2-4 扩展卡尔曼滤波的状态转换图 

2.2.4 自主移动定位系统设计 
1）硬件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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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软件无线电接收平台进行实测验证： 
 Hack RF one：双通道硬件接收平台，支持10MHz - 6GHz全频段 
 接收天线：全向接收天线 
 PC：信号软件处理定位平台采用Lenovo thinkpad X1硬件平台，其包含

中央处理单元(CPU)以及图形处理单元(GPU)，采用ubuntu16.04、64bit操作系

统。 
 接收信号：LTE、GSM（对比） 
该系统的硬件部分功能画分为信号接收模块与数据处理及数据显示硬件模

块，其系统框架图如下： 

 
图2-5 软件无线电半实物仿真实验平台硬件划分图 

接收硬件模块包含：Hack RF one、全向天线、USB数据线(用于接收硬件模

块与数据处理及显示硬件模块的通信设备)。 
数据处理及显示硬件模块：Lenovo PC机，其包含了CPU和GPU，其中GPU

用于处理接收到的LTE或GSM信号，CPU只用于运行属主应用级程序。具体的硬

件实物模块如下图： 

 
图2-6 软件无线电半实物仿真实验平台实物图 

2）软件部分 
本系统软件部分采用了Qt设计软件结合百度API地图进行设计，通过设计相

关的软件接口、定位信息提取算法、用python语言实现了信号选择算法、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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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算法，具体平台设计流程如图2-7所示。 

 
图2-7 软件无线电半实物仿真实验平台运行流程图 

3．研究结果和实现指标 

3.1 测试环境与设备 

在XX大学3000亩校园内挑选了两处典型场景做路测，一处为典型复杂城市

环境，遮挡严重；另一处为稍微空旷一点的视距（LOS）环境。 
测试分为两种运动状态，一是步行速度，样机装入手推车行进测试；二是

30km/h车载速度，车辆搭载样机，天线吸在车顶。 

 
图3-1 LTE信号定位步行测试设备 

GSM信号

接收模块

LTE信号接

收模块

软件接口 软件接口

主控程序运行程序

运行 运行

定位数据

信息

输出

机会信号

选择算法

定位算法

定位结果

输入

百度地图
API

显示定位

结果

检测是否
设备是否

连接成功
是



第十一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研究生组（含科技教师） 

110 

 
图3-2 LTE信号定位车辆测试设备 

3.2 视距环境下的实验与实测结果 

3.2.1 测试环境 
测试路段为XX大学博学路第二田径场路段，四周分布各类LTE基站。分别

以步行速度、30km/h的车辆移动速度在该路段进行测试。 
3.2.2 视距环境实测结果分析 
该路段步行轨迹优化后的定位误差结果如图3-3所示，该路段信号选择和轨

迹优化后的RMSE如表3-1所示。 

 
图3-3 视距环境下步行滤波前后误差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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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视距环境信号选择和轨迹优化后的RMSE对比 

算法处理 定位精度 
无选择算法 256.02m 
聚类选择 209.07m 
次优选择 187.93m 
综合选择 128.56m 
EKF滤波 17.77m 

根据图3-3，表3-1可以发现，该路段所接收的基站位置相对接收机来说较高

视线开阔，为视距环境，步行速度行驶下，该路段不同采样点接收机所接收的信

号几乎相同，EKF滤波后的RMSE为17.77m。 
该路段车载轨迹优化后的定位误差结果如图3-4所示，该路段信号选择和轨

迹优化后的RMSE如表3-2所示。根据图3-4，表3-2可以发现，该路段所接收的基

站位置相对接收机来说较高视线开阔，为视距环境，以30km/h速度行驶下，而将

接收机放置于车辆，由于目前接收机处理速度较慢，在快速运动过程中用于定位

的基站信号快速改变，因而运动过程中定位误差更大，EKF滤波后的RMSE为
49.34m。 

 
图3-4 视距环境下车辆滤波前后误差对比 

表3-2 视距环境LTE信号选择和轨迹优化后的RMSE对比 

算法处理 定位精度 
无选择算法 262.10m 
聚类选择 98.51m 
次优选择 107.72m 
综合选择 73.52m 
EKF滤波 49.3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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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复杂城市环境下的实验与实测结果 

3.3.1 测试环境 
实测环境：路段为XX大学逸夫楼到联建路口，即沿博学路由北向南，约900

米。步行速度，四周分布各类LTE基站。 

 

 

 
图3-5 复杂测试环境俯视照片 



第十一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研究生组（含科技教师） 

113 

 

 
图3-6 测试道路实景照片 

3.3.2 复杂城市环境下选择算法性能分析 
1）LTE信号选择算法性能对比 
使用LTE信号强度测距并实现接收机位置解算，针对三种选择算法其LS定位

算法排名如图3-7所示，LS定位算法排名累积概率分布如图3-8所示，LS算法

RMSE对比如表3-3所示。 

表3-3 LTE三种选择算法在该路段的LS定位算法RMSE对比 

算法名称 平均定位精度 
综合选择 139.11m 
聚类选择 406.70m 
次优选择 319.9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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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LTE三种选择算法的LS定位算法排名分布 

 
图3-8 LTE三种选择算法的LS定位算法排名累积概率分布 

结合图3-7、图3-8可知，综合选择算法选择结果排名更靠前，且综合选择性

能在前50%为0.75，聚类选择算法为0.5，次优选择算法为0.4，综合选择算法远优

于聚类选择和次优选择算法。对比三种选择算法的LS位置估计RMSE，综合选择

算法LS平均定位精度为139.11m,聚类选择算法平均定位精度为406.70m，次优选

择RMSE为319.97m。 
LS是使用最广泛的定位解算算法，但其稳定性不强、定位精度不高，因此

项目采用更加先进的SDP算法进行定位求解，精度大大提高，同时也比较了两个

算法定位结果的差别。 
基于LTE信号强度的LS与SDP定位求解RMSE性能对比如图3-9所示，为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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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精度与定位算法的关系，我们保持所有参与定位的信号源一致，使用接收机

接收的所有信号参与定位。结合表3-4可发现，SDP定位算法定位性能优于LS，
但SDP求解需要的时间远大于LS定位算法。 

 
图3-9 LTE信号LS与SDP定位算法RMSE比较 

表3-4 LS与SDP定位性能比较 

定位算法类型 RMSE 最大误差 解算时间 
LS 260.37m 721.99m 0.0121s 

SDP 106.54m 288.25m 12.9346s 
 
同样地，针对LTE不同选择算法，比较LS与SDP定位算法间的区别，三种算

法的SDP定位求解排名如图3-10所示，对应累积概率分布如图3-11所示，三种算

法选择的SDP定位求解RMSE如表3-5所示。 

 
图3-10 LTE三种选择算法的SDP定位算法排名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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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1 LTE三种选择算法的SDP定位算法排名累积概率分布 

比较LTE三种选择算法选择后的LS与SDP定位算法结果，三种选择算法适用

SDP求解接收机位置83%以上的定位精度排名在前0.5，针对三种选择算法，使用

SDP解算接收机位置性能优于LS算法。 

表3-5 LTE三种选择算法在该路段的SDP定位算法RMSE对比 

算法名称 定位精度 
综合选择 96.71m 
聚类选择 134.06m 
次优选择 124.36m 
无选择算法 260.37m 

2）LTE信号选择实测性能的图形化显示 

 
图3-12 最佳信号选择前后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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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6 信号选择后的平均定位精度对比 

接收信号类别 LTE信号 
选取算法类 综合选择 次优选择 聚类选择 
定位算法 SDP算法 

平均定位精度 96.71m 124.36m 134.06m 
定位算法 LS算法 

平均定位精度 139.11m 319.97m 406.70m 
 
综上所述，其最终测试结果如表3-6所示复杂城市环境下本项目的行人位置

估计的均方根误差最好的结果为96.71m。 
3.3.3 轨迹跟踪优化方法的性能 
在信号选择后，采用EKF进行轨迹跟踪优化，下图给出了优化前后的性能对

比。 
结合图3-13、3-14和表3-7可知，EKF滤波优化对信号定位精度提升较为明显，

对在该道路运动的接收机，估计位置收敛于运动道路，对LTE信号滤波后的定位

精度控制在40-70米之间，性能提升较高。 

表3-7 复杂城市环境下轨迹跟踪优化性能结果 

接收信号类别 LTE信号 
选取算法类 综合选择 

SDP算法的平均定位精度 
优化前 优化后 
96.71m 52.87m 

LS算法的平均定位精度 
优化前 优化后 
139.11m 68.90m 

 

 
图3-13 复杂环境下EKF滤波优化前后的定位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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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4 轨迹跟踪优化前后的定位结果 

 
图3-15 软件无线电半实物仿真实验平台显示 

3.4 空旷城市环境下的实验与实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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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6 空旷城市环境俯视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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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7 空旷城市环境实景照片 

3.4.2 空旷城市环境下选择算法性能分析 
1）LTE信号选择算法性能对比 
如图3-18所示，在空旷城市环境下接收LTE信号。三种选择算法在该路段选

择后的LS定位算法排名累积概率分布如图3-19所示，三种算法选择的LS定位求

解RMSE如表3-8所示。 

 
图3-18 LTE三种选择算法的LS定位算法排名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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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9 LTE三种选择算法的LS定位算法排名累积概率分布 

表3-8 LTE三种选择算法在空旷环境的LS定位算法RMSE对比 

算法名称 平均定位精度 
综合选择 87.54m 
聚类选择 89.71m 
次优选择 104.08m 

 
结合图3-18、图3-19，综合选择性能在前50%为0.69，聚类选择算法为0.65，

次优选择算法为0.5；综合选择算法LS平均定位精度为87.54m,聚类选择算法平均

定位精度为89.71m，次优选择RMSE为104.08m。综合选择算法优于聚类选择和

次优选择算法。 

 
图3-20 LTE三种选择算法的SDP定位算法排名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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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1 LTE三种选择算法的SDP定位算法排名累积概率分布 

表3-9 LTE三种选择算法在该路段的SDP定位算法RMSE对比 

算法名称 定位精度 
综合选择 77.91m 
聚类选择 80.43m 
次优选择 76.33m 
无选择算法 94.61m 

对空旷城市环境进行同样的处理，并针对LTE不同选择算法，三种算法的SDP
定位求解排名如图3-20所示，对应累积概率分布如图3-21所示， SDP定位求解

RMSE如表3-9所示。对比可知，三种选择算法适用SDP求解接收机位置77%以上

的定位精度排名在前0.5，针对三种选择算法，使用SDP解算接收机位置性能优于

LS算法。 
2）LTE信号选择实测性能的图形化显示 

表3-10 信号选择前后的平均定位精度对比 

接收信号类别 LTE信号 
选取算法类 综合选择 次优选择 聚类选择 
定位算法 SDP算法 

平均定位精度 77.91m 76.33m 80.43m 
定位算法 LS算法 

平均定位精度 87.54m 89.71m 104.0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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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2 最佳信号选择前后的结果 

综上所述，该环境下测试结果如表3-10所示，空旷环境下本项目选择算法达

到的行人位置估计的均方根误差最好的结果为76.33m。 
3.4.3 轨迹跟踪优化方法的性能 
在信号选择后，采用EKF进行轨迹跟踪优化，下面给出了优化前后的性能对

比。 

 
图3-23 空旷城市环境下EKF滤波优化前后的定位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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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4 轨迹跟踪优化前后的定位结果 

表3-11 空旷城市环境下轨迹跟踪优化性能结果 

接收信号类别 LTE信号 
选取算法 综合选择 

SDP算法的平均定位精度 
优化前 优化后 
77.91m 51.36m 

LS算法的平均定位精度 
优化前 优化后 
87.54m 33.65m 

 
图3-30 空旷城市环境下软件无线电半实物仿真实验平台显示 

结合图3-23、3-24和表3-11可知，EKF滤波优化对信号定位精度提升较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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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对在该道路运动的接收机，估计位置收敛于运动道路，对LTE信号滤波后的

平均定位精度约为30-50米之间，性能提升较高。 

3.5 不同环境下、不同速度下定位精度比较 

对复杂城市环境与空旷环境进行车载测试，将接收天线吸附于车辆顶端，双

通道接收机和PC端放置于在车辆内，以30km/h的速度分别在复杂城市环境与空

旷城市环境进行移动测试。最佳信号选择和轨迹优化后的结果如图3-25，3-26所
示，不同环境下相应的定位精度如表3-12所示，不同环境下软件无线电半实物仿

真平台显示如图3-27、3-28。 

 
图3-25 车载最佳信号选择前后的结果 

 
图3-26 车载轨迹跟踪优化前后的定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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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8585

112.859

空旷环境下车辆轨迹优化对比结果

南苑

图书馆

一田   新办公楼    一教

体训馆   马院    南山阶梯

EKF 优化前的定位坐标

EKF 轨迹优化的定位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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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2 不同环境下、不同速度下总的最佳定位方法性能比较 

接收信号类别 视距环境 空旷环境 复杂城市环境 
算法

优化 
选取算法 综合选择 
轨迹跟踪 EKF 

RMSE定位精度 
（车载） 

优化前 优化后 优化前 优化后 优化前 优化后 
73.52m 49.34m 128.96m 61.37m 288.31m 91.97m 

RMSE定位精度 
（步行） 

优化前 优化后 优化前 优化后 优化前 优化后 
128.56m 17.77m 94.61m 33.65m 235.96m 41.84m 

由表3-12可发现，当接收机置于车辆以30km/h速度运动情况下，定位误差大

于步行状态下定位误差。接收机在获取和解析信号需要一定时间，以移动通信信

号为例，目前的LTE基站覆盖范围大多在200米-3公里，校园环境覆盖距离更短，

在步行时较慢时所接收的信号源大多相同；而将接收机放置于车辆，由于目前接

收机处理速度较慢，在快速运动过程中用于定位的基站信号快速改变，因而运动

过程中定位误差更大。 

 
图3-27 复杂城市环境车载软件无线电半实物仿真实验平台显示 

 
图3-28 空旷环境下车载软件无线电半实物仿真实验平台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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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接收机以30km/h速度行进时，短短的1公里和300米内定位点分别下降为7
个和4个，充分说明目前研制的原理样机（双通道）需要进一步提高处理速度，

可以进一步提高定位精度。 

4 总结 

研究4G信号导航定位系统，使用通用软件无线电设备接收环境中的无线信

号，对未来不分时间不分地点的导航定位来说意义非凡，搭建基于软件无线电设

备的信号导航定位平台，未来可在此平台研究组合信号导航定位或组合卫星信号

导航定位，对无缝定位意义重大。 
本作品的特色和创新主要体现在： 
（1）使用通用软件无线电接收设备，该设备可以不更换硬件，加载不同的

软件定义通信协议接收不同体制的无线电信号，在本作品实测中使用同一硬件设

备接收LTE信号； 
（2）提出信号选择方法，处理环境中丰富的信号，减少导航定位平台的负

担； 
（3）使用卡尔曼滤波对定位轨迹进行优化，结果表明，优化后的定位精度

大大提高。 

参考文献 

[1] Seco-Granados G, Lopez-Salcedo J, Jimenez-Banos D, et al. Challenges in indoor 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s: Unveiling its core features in signal processing[J]. IEEE Signal 
Processing Magazine, 2012, 29(2): 108-131. 

[2] Kassas Z, Humphreys T. Observability and estimability of collaborative opportunistic 
navigation with pseudorange measurements[C]. 2012 ION GNSS Conference Nashville, TN, 
2012. 

[3] Kassas Z M, Humphreys T E. Observability analysis of collaborative opportunistic navigation 
with pseudorange measurements[J]. IEEE Transactions on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 2014, 15(1): 260-273. 



第十一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研究生组（含科技教师） 

128 

基于北斗探空的富春江流域大气环境现状调查 
及其管控策略研究 

作    者：郭赈东、李秋阳、蔡旭璋、高溪远 
指导教师：严家德、王成刚 
学    校：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摘要】为推动大气环境空气质量逐步改善，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本项目以环境监测站和自动气象站的长期地面观测数据为基础，对富春江流域大

气环境现状进行了分析，利用北斗探空仪、系留探测系统、气象无人机等观测设

备开展野外垂直观测，对典型污染过程的大气垂直结构、扩散条件、污染成因等

进行了分析，根据WRF-CHEM数值模式结果，提出了污染治理的管控策略，结

果表明：该区域颗粒物浓度年变化波动较小，12月至次年的5月颗粒物浓度处于

较高水平；PM2.5浓度分布不均，浓度较高区域的主要出现在城市和工业区，且

夏、冬两季分布特征相反，所以不同季节需要使用不同的治理措施。垂直方向上

PM2.5夜间浓度普遍高于白天，因为夜间稳定层结容易造成污染物在近地面堆积，

需要适当减少夜间排放。整个区域夏季已使用容量低于大气环境总容量，可增加

58.4%的排放量，冬季已使用容量超标，需消减28.5%的排放量；不同的区块大

气环境容量的使用情况有明显的差异，工业分布需要考虑实际情况。 
【关键字】北斗探空；大气污染；时空变化；垂直分布；大气环境容量 
【Abstract】This survey uses sounding data based on the Beidou system and 
near-surface data to study the air pollution in Fuchun River Basin and analyzes the 
atmospheric environmental capacity by using the WRF-CHEM model, to discuss 
management and control strategies for pollution control in Fuchun River Basin. The 
survey results show that,The annual variation of the particulate concentration in this 
region is relatively small, and the particulate concentration is at a high level from 
December to May of the following year;The distribution of PM2.5 concentration is 
uneven, and the higher concentrations are mainly located in Cities and industrial 
zones,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re opposite in summer and winter, so different 
seasons need to use different management measures.From a vertical perspective,the 
PM2.5 concentration at night is generally higher than that during the day. stable 
stratification is likely to cause pollutants to accumulate near the ground,Night-time 
emissions need to be appropriately reduced.The use of atmospheric environmental 
capacity in the whole region is relatively low in summer,which can increase the use of 
58.4%,and the use of atmospheric environmental capacity in winter exceeds the 
standard,and the use of 28.5% needs to be reduced,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ces in 
the use of atmospheric environmental capacity in different blocks,and the industrial 
distribution needs to be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conditions. 
【Key words】Beidou radiosonde; air pollution; temporal and spatial variation; 
vertical distribution; atmospheric environmental capacity 

 
 

1.引言 

富春江自古有“天下佳山水、古今推富春”之美誉。随着经济的发展，富春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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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的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尤其是空气污染问题，近年来已成了富春江

流域各区政府和人民关注的焦点。为落实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坚持树

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为了更准确进行大气污染观测和分析，

有必要在富春江区域建立完整的观测体系，从而能反映区域空气质量总体水平，

确定区域空气质量状况。 
富阳区位于富春江流域的下游，地域宽广，地形地貌较为复杂，境内有低山、

高丘、低丘、谷地、盆地、平原等多种类型。其中低山、丘陵面积最大，主要集

中分布于西北、东南部，富春江横贯中部腹地，整体上呈东南、西北向中部倾斜，

“两山夹一江”的主要特征[1]，是富春江流域污染较为严重的区域，因此富阳区的

空气污染状况可直接反应出富春江流域的污染状况。随着大气环境问题的日益显

著，评估富阳地区的空气质量现状，分析主要污染的分布特征，制定有区域针对

性的污染物管控措施是改善富春江流域空气质量的重要环节。 
本次调查依托富阳区的研究项目，借助完善的空气质量监测系统，收集空气

质量监测数据并对其进行整理，分析主要污染物的区域性污染现状，以及污染物

和气象要素的垂直分布特征，并计算不同条件下的大气环境容量，根据统计计算

结果使用调整产业结构、改变能源结构、强化节能、制定严格的排放标准等[2]

手段对富阳区以及富春江流域的各类企业、工厂工地和机动车等污染源[3]提出管

控意见，以达到控制超标污染物浓度、加强略有超标污染物的治理、密切监控未

超标污染物的污染态势，使空气质量有所好转，污染物浓度平稳下降的目的，促

进杭州市富阳地区社会经济的全面均衡可持续发展, 解决大气环境突出问题, 推
动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 

2.技术路线 

为得到富春江流域大气污染状况，本研究将利用富阳地区已有的地面自动气

象站，区域大气环境监测站，以及为期40天基于北斗探空的垂直加密观测站资料，

对富阳地区大气污染物时、空分布特征，污染物垂直结构特征以及大气环境容量

进行研究。垂直加密观测站主要依靠北斗系统的定位来确定观测仪器的方位和风

速，同时进行其余气象要素和污染物的观测。 
本次研究技术路线如图所示： 

 
图1 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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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外场观测和数据处理 

3.1 外场观测 

       
探空小球                       传感器 

   
系留汽艇                     无人机 

图2 观测拍摄图 

3.2 观测数据展示 

基于北斗卫星的小球观测数据展示 

 
图3 数据展示 

3.3 数据处理 

1)自动站气象数据和污染数据使用极值剔除法以及拉依达法则进行处理 
2)垂直探空数据使用极值剔除法，拉依达法则以及线性拟合的方式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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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果讨与论 

4.1 大气污染现状分析 

4.1.1 大气污染时间分布特征 
图4表示不同等级AQI全年占比变化情况，由图可以看出2015-2016年优良天

总占比基本相同约为86%，2016年空气质量达到优的天数超过2015年的2倍；

2015-2016年总污染天数占比类似， 2016年没有出现重污染天气，但中度污染天

数略多一些。2017年空气质量由明显的改善，优良天数占比较2016年增加4.8%，

其中空气质量为优的天数达到40.2%，没有重度污染天，中度污染天也明显减少；

2018年优良天数占比以及污染天数情况与2017年类似，虽然要优于2015和2016
年，但已经没有明显的改善情况，且空气为优的天数有所降低，说明该区域空气

质量已经平缓。自2015年以来，杭州市以及富阳区政府加大空气污染的调控措施，

关闭大量违规工厂，空气治理明显得到优化，但近两年来的空气质量区域平稳，

还需要需求更加适当的管控措施。 

 
图4 2015-2018年富阳区全年AQI等级变化图 

图5分别为富阳区PM2.5和PM10的年、季变化特征图，从年变化图(a)中可以看

出，富阳区颗粒物变化呈逐年降低趋势，其中2015年到2016年颗粒物浓度降低幅

度最大，PM10浓度降低21.4%，PM2.5浓度降低12.4%，2016年到2018年PM2.5逐年

降低，幅度基本一致，PM10浓度逐年降低幅度小于PM2.5浓度，从降低趋势上来

看，二者逐渐趋于平稳。从季变化图(b)中可以看出，污染物浓度春冬季节较高，

夏秋季节较低，具有明显的季节变化特征。 

 
(a)逐年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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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季节变化图 

图5 2015-2018年富阳区PM2.5和PM10年、季平均浓度变化图 

图6为2015-2018年富阳PM2.5与PM10浓度月变化图。如图所示，1-5月，PM2.5

浓度与PM10浓度都变化不大，PM2.5浓度维持在50μg/m3左右，PM10浓度在85μg/m3
左右。5月—12月，PM2.5与PM10浓度月差异显著，均呈“V”字型变化，即8月浓度

最低（PM2.5为27.3μg/m3，PM10为44μg/m3）；12月浓度最高（PM2.5为56.5μg/m3，

PM10为110.3μg/m3），均比8月的增加了1倍左右。7月—8月，空气质量指数类别

为优，其他月份空气质量指数类别为良。另外，PM2.5在PM10中的占比6月最大，

为67％，12月最小，为51％。 

 
图6 2015-2018年富阳区PM2.5和PM10月均浓度变化图 

4.1.2 污染空间特征分析 
从图7可以看出，富阳区夏、冬季PM2.5浓度区域分布特征类似，呈现富春江

一带较高，东南、西北区域较低的特征，浓度最大的区域位于富春、银湖、场口，

浓度最小值区为东南部的龙门和渌渚。整个区域浓度的分布情况和地形、城市密

切相关，PM2.5浓度基本沿富春江分布，这一带属于富阳主城区人口密集，并且

富春江两岸的河谷区域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 

 
(a)夏季                          (b) 冬季 

图7 夏、冬季PM2.5浓度空间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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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为富阳夏季、秋季、冬季臭氧浓度区域分布图。如图所示，富阳夏季臭

氧浓度整体上呈中部低—东北、西部高的分布特征。浓度最大区域为东北部的渔

山，达到85μg/m3，西部也达到了70μg/m3以上，浓度最小值区以中部的场口、渌

渚为代表，为60μg/m3。富阳秋季臭氧浓度整体上有所减少，分布与夏季类似，

但浓度的大值中心由东北部的渔山变为灵桥，浓度为68μg/m3，且浓度大值区分

散为东部的灵桥、龙门、湖源，浓度最小值为中部的场口，为33μg/m3。富阳冬

季臭氧浓度各区域相差不大，整体上较夏、秋两季有较大降低，除以北部富春、

银湖为代表的浓度低值区为18μg/m3和以西部万市、洞桥为代表的浓度高值区为

38μg/m3，其他大部分地区均为28μg/m3。 

 
(a)夏季                         (b) 冬季 

图8 夏、冬季臭氧浓度空间分布图 

4.2 污染成因分析 

4.2.1 PM2.5垂直方向成因分析 
图9表示污染物浓度随高度的变化情况08时地面浓度为93.39±26.27μg/m3，随

高度缓慢减小到800米的37.09±19.35μg/m3，800米以上浓度突然增大且标准差在

1μg/m3附近波动，是800米以上观测资料较少导致。11时的地面污染物浓度

81.76±33.92μg/m3，与08时相比稍有减小。污染物随高度不断减小，对应的波动

也不断减小。14时的地面污染物浓度再次减小，为65.70±28.34μg/m3，在图中，

每个高度的污染物波动明显减小。从地面到1000米高空，污染物分布均匀，这是

湍流的强烈混合作用导致。17时的地面浓度为77.65±25.19μg/m3，随高度不断减

小，1000米处浓度为51.42±0.25μg/m3。此时，夜间稳定边界层开始出现，但稳定

边界层上部仍然保留白天混合层的特征，因此虽然地面浓度增大，但高空廓线与

14时类似。20时地面污染物浓度为95.35±27.54μg/m3，受到晚高峰的影响，浓度

相比于上个时次明显增加。污染物随高度不断减小。在25米以下，污染物波动较

大，25米以上，波动较小且平均，约13μg/m3，表明该时次污染物廓线变化较小。

23时的地面污染物浓度达到108.26±36.83μg/m3，随高度明显减小，各个高度的标

准差也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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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PM2.5浓度随高度典型变化图 

4.2.2 边界层物理过程对PM2.5垂直结构的影响分析 
大气边界层的热力特征对污染物垂直浓度分布影响十分显著。图10描述了位

温与污染物浓度垂直结构。08时的位温廓线在100米以下随高度降低，100米往上

随高度增加。即在近地面表现为不稳定层结，湍流活动剧烈，但湍流无法突破高

空的稳定层结。同时，新登附近存在许多低矮的工业排放源，从而出现熏烟型污

染，100米处浓度最高(257.35μg/m3)。100米以上，由于稳定层结对湍流活动的强

抑制作用，污染物浓度随高度减小。在400米以上，位温不随高度变化，处于残

留层。11时，随着太阳辐射的增强，位温几乎不随高度变化，但在200到225米高

度范围，层结稳定(𝜕𝜕𝑉𝑉𝑃𝑃𝑃𝑃/𝜕𝜕𝜕𝜕 >0)，所以污染物在200米以下浓度较大且分布均匀。

14时的太阳辐射进一步增强，0-25米位温随高度降低，层结极不稳定，强烈的湍

流将大气中污染物充分混合至均匀。17时的位温廓线与上一时次类似，污染物浓

度改变很小。20时夜间稳定边界层出现，位温在200米以下随高度增加，稳定层

结使污染物在垂直方向上的输送受到抑制，地面浓度开始增多。23时近地面仍然

是稳定层结，污染物在100米以下堆积，浓度达到106.86μg/m3。 

 
图10 位温与污染物垂直结构日变化 

4.2.3 混合层高度日变化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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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夏两季混合层高度日变化特征如图（图11）。可以看到夏季日间混合层

高度比冬季高800m左右，冬夏混合层平均高度均在午后（14时附近）达到最大，

借助小球探空，能够观测到夏季的日间混合层高度可以达到1700m左右（一般的

系留气艇与无人机探空作业不易达到这个高度），而冬季最高在900m附近；而夜

间混合层高度冬夏两季均在200m高度左右，夏季略高。这是由于夏季阳光辐亮

度高于冬季，使得日间地表对大气的辐射强迫远比冬季来得剧烈，从而夏季日间

边界层对流发展更为旺盛，进而令混合层延展得更高；反观夜间，尽管较高的地

温带来较高的辐射作用，但此时地表对大气的辐射冷却却是对混合层的发展起到

了强烈的抑制作用，因此夏季夜间较高的地温反而削弱冬夏混合层高度差异。 
值得关注还有冬夏两季昼夜边界层转换对日出日落的响应速度。由于小球探

空在便利性上的优势，我们能够得到大量时间上较为密集的探空资料。通过对比

我们可以看到，夏季混合层高度的变化在昼夜变化的响应上更为迅速。以日落为

例，在观测时段内，夏季的平均日落时刻在19时左右，而冬季则平均在17时日落。

而冬夏两季的夜间稳定边界层建立的时刻均在20时左右。前文亦提到，夏季更高

的地温带来更高强烈的辐射作用，日间能够更快地加热大气，反之夜间则是更迅

速地使边界层冷却、混合层收缩。 

 
图11 夏、冬两季混合层高度日变化 

4.2.4 大气环境容量分析 
大气环境容量是指在一个特定区域内、一定的气象条件、一定的自然边界条

件及一定的污染源排放条件下，在满足该区域大气环境质量目标前提下，所允许

的区域大气污染物的最大排放量。特定的环境的容量与该环境的社会功能、环境

背景、污染源位置布局、污染物的物理化学性质、区域的气象条件以及环境自净

能力等因素有关[4]。 
为有效控制地区污染负荷的增加，落实“增产不增污”甚至“增产减污”的环境

管理目标，我国提出了更为严格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该制度以环境容量

为基础、以改善环境质量为目标，采取一定的措施将排放进入给定区域内的全部

污染物的排放总量控制在环境容量容许范围内，从而满足该区域环境质量要求。

建立动态的大气环境容量[5]可以确保在实现本区域空气质量目标的前提下，保证

社会经济和大气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随着数值模式的发展和计算机运算能力的提升，数值模拟在空气污染预报、

边界层结构、气象要素分布特征等相关研究中得到了广泛运用[6]。利用中尺度大

气化学模式（WRF-CHEM）[7]和小尺度大气扩散模式（CFD）[8]通过环境容量迭

代计算方法，针对富阳全区及新登、富春、江南板块开发了环境容量计算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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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12年《环境空气质量标准》，PM2.5作为影响我国城市空气质量达标的首要

污染物，环境空气中的PM2.5标准限值相比SO2、NO2、CO、O3、PM10成为更严

格的约束，因此从空气质量管理的需求出发，本次调查以PM2.5达标为约束核算

富阳地区的大气环境容量。 
1、富阳全区大气环境容量估算的季节变化 
图13为WRF-CHEM模型通过大气环境容量计算系统得到的2019年夏季和冬

季富阳全区的计算结果。由于不同季节大气扩散条件的差异，造成了冬夏有不同

的大气环境容量。在夏季，全区大气环境总容量为1685.38吨/季，已使用的容量

为1064吨/季，剩余容量为621.376吨/季，表明在现有的排放量基础上还可再增加

58.4%的污染物排放。而在冬季，由于富阳地区静风出现频率增加、混合层高度

降低、通风量下降，大气环境容量较夏季缩减了近一半，容量仅有896.61吨/季。

而模式计算结果表明冬季已用环境容量可达1254吨/季，远超过冬季排放标准，

需要消减28.50%的污染源排放量，否则，富阳全区污染排放如果不加控制，则今

后成为环境污染主因的可能性较大。由上述分析可知，鉴于冬季污染排放超饱和，

建议在工厂较多区域，对冬季的颗粒物排放采取严格管控措施，同时可将排放较

多的生产活动尽量安排在夏季，以充分利用大气自净能力。 

 
图12 富阳全区夏、冬两季大气环境容量计算结果 

2、子区块大气环境容量的季节变化 
富阳市不同地区的大气环境总容量是不相同的，夏季环境总容量从小到大排

列为新登<富春<江南，且已使用容量有相同的变化趋势，富春、江南和新登地区

可增加排放比例分别为48.4%、47%和43%。冬季的环境总容量从小到大排列为

新登<江南≈富春，已使用容量都已超标，均需要对污染物的排放量进行消减，其

三个地区的消减比例分别为37%、41%和40%。这是由于夏季日照强，混合层高

度及平均风速较大，污染物在大气环境中的稀释扩散能力较强；而冬季静风频率

较高，逆温层厚度较厚且持续时间长，混合层高度低，平均风速小，通风系数小，

污染物在大气环境中稀释扩散能力弱，所以大气环境总容量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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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富阳市不同地区夏季和冬季大气环境容量(a富春；b江南；c新登) 

4.3 管控策略研究 

研究对富阳区的大气污染物浓度变化特征和趋势进行研究，分析了富阳地区

的大气扩散条件及影响因素，并计算了富阳区域不同季节和时段的大气环境容

量。为了让富阳地区空气质量持续得到改善，达到污染物的排放总量低于在环境

容量容许范围的目标，提出以下几点管控建议： 
1、分区域治理：研究表明不同区域污染物浓度值差异明显，需要针对不同

区域使用不同的管控措施，积极规范产业园区和城市新城、新区的设立和布局，

结合化解过剩产能、节能减排和企业兼并重组，加速推进重污染企业搬迁改造和

退城进园，形成有利于大气污染物扩散的城市和区域空间格局。现阶段富阳地区 
PM2.5、PM10的“重”污染区主要分布在主城区、江南区块，新登区块。这三个区

域应作为污染物的管控、防治的重点区域，在该区域内要加大力度实行绿化、覆

盖、除尘、洒水等措施，对燃煤电厂脱硫、脱硝、除尘设施进行监管，提升燃煤

机组污染排放标准，并严格控制生物质燃烧等活动。 
2、随季节更改排放量：计算结果表明富阳地区大气环境容量的季节特征非

常明显，夏季容量值是冬季的 2 倍。在夏季，已使用的容量低于全区大气环境

总容量，而冬季已用环境容量远超过排放标准，表明在夏季可以容纳更多的污染

物，而冬季则需要减排。建议在工厂较多区域，对冬季的颗粒物排放采取严格管

控措施，同时可将排放较多的生产活动尽量安排在夏季，以充分利用大气自净能

力。 
3、开展污染源排放清单编制和动态更新：构建包括二氧化硫(SO2)，氮氧化

物(NOX)、一氧化碳(CO)、挥发性有机物(VOC)、氨(NH3)、可吸入颗粒物(PM10)、
细颗粒物(PM2.5)、黑碳(BC)、有机碳(OC)等9种大气污染物排放清单编制工业体

系，包括化石燃料固定燃烧源、工艺过程源、溶剂使用源、移动源、扬尘源、农

业源、生物质燃烧源、储存运输源、废弃物处理源和其他排放源(餐饮源)10类污

染源，并保持排放清单的动态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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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强环境监测能力：优化调整和增设空气质量监测站点，逐步建设并完

善道路、工业、农村、城区等网格化微型空气监测站点和垂直监测、遥感监测等

专题站点，推进区级空气自动监测站建设，完善大气复合污染成分监测网，强化

对污染较严重地区的污染源追踪解析。 
5、阶梯式排放：受地型影响，富春江流域白天吹谷风、夜间吹山风的特征

非常明显，污染物在夜间易在平原、谷地累积。考虑到混合层的日变特征，在有

条件的情况下建议使用阶梯式日排放的方式，日出后适当增加排放，午后逐渐减

少排污染物。 

5.总结 

1、2015-2018年富春江沿岸细颗粒物浓度逐年降低，目前的污染物浓度主要

集中在春、冬季节，包括12月至次年的5月，因此冬春季节要适当减少排放量，

控制环境污染程度。 
2、不同季节的区域颗粒物污染物浓度高值区主要是沿江分布，这与城市布

局和工厂的分布有关；臭氧浓度高值区则主要位于两岸山区，与颗粒物分布相反。

因此在工业布局和治理的时候要注意分区域治理，结合各区块的环境和经济特征

进行治理。 
3、颗粒物浓度日变化特征明显，夜间易形成稳定层结，出现逆温层，稳抑

制颗粒物向上扩散，造成近地面污染物的堆积。因此夜间需要控制夜间的排放量，

在上午至午后可以适当的增加排放。 
4、不同季节混合层高度不同，夏季混合层高度明显高于冬季；混合层高度

有明显的日变化特征，午后达到最大值，夜间最低趋于平稳。因此工业生产和排

放需要考虑混合层高度的季节差异，夏季增加排放，冬季减少排放。 
5、富春江流域夏冬两季大气环境容量与已使用环境容量差异较大，富阳区

夏季可增加排放比例为58.4%，冬季需减少排放比例为25.8%；工业布局不同的

区块，大气环境容量的使用有差异，工业排放需要考虑当地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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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定位系统的倾转旋翼多用途无人机 

作    者：管若乔 
指导教师：张译元、胡丹丹 
学    校：中国民航大学 
 
 

【摘要】倾转旋翼无人机是一种兼具垂直起降和快速前飞特性的飞行器，和其他

垂直起降飞行器（如倾转机翼飞机、涵道风扇、推力换向飞机）相比，倾转旋翼

飞机的悬停性能最高，仅次于直升机。本设计包含两架倾转三旋翼无人机，支持

双机协同任务模式。此外，本设计创新性地提出了一种矢量倾转模式，在该模式

下，三旋翼的前排两个倾转轴可向相反的方向倾转，进而提高机体的协调转弯能

力及抗扰镇定能力，并进一步增强倾转旋翼无人机的轨迹跟踪及姿态增稳性能，

更好地规避在不同应用场景中所采集数据的噪音信号，提高产品的安全性及可用

范围。倾转旋翼多用途无人机可用于搜救、商业广告、环境测绘、物流配送等室

外场景，在应用于不同场景时应搭载合适的负载检测装备（如普通相机、热敏相

机、倾斜摄影模块、声呐、无人机专用物流箱、催泪瓦斯、网枪等）。本设计的

飞行控制器兼容北斗导航系统，通过北斗基站、机身双天线及北斗差分定位装置

可将室外定位精度提升至±1cm，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实际应用时的姿态、位置精

准控制。 
【关键词】倾转旋翼；矢量倾转；北斗定位；多用途；精准控制 
【Abstract】Tilt rotor UAV is a kind of aircraft with both vertical takeoff and landing 
and fast forward flight characteristics. Compared with other vertical takeoff and 
landing vehicles (such as tilt wing aircraft, culvert aircraft, thrust reversing aircraft), 
the hovering performance of tilt rotor aircraft is the highest, second only to helicopter. 
This design includes two tilt three rotor UAVs, which support the two aircraft 
cooperative mission mode. In addition, this design innovatively proposes a vector tilt 
mode. In this mode, the front two tilt axes of the three rotors can tilt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thus improving the coordinated turning ability and anti-interference and 
stabilization ability of the body, further enhance the track tracking and attitude 
stabilization performance of the tilt rotor UAV, better avoid the noise signal of the data 
collected in different application scenarios, and improve the safety and availability of 
the product. Tilt rotor multi-purpose UAV can be used in outdoor scenes such as 
search and rescue, commercial advertising, environmental mapping, logistics 
distribution. When it is used in different scenes, it should be equipped with 
appropriate load detection equipment (such as ordinary camera, thermal camera, tilt 
camera module, sonar, express box, tear gas, net gun, etc.). The flight controller of 
this design is compatible with 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Through Beidou base 
station, double antenna and Beidou differential positioning device, the outdoor 
positioning accuracy can be increased to ± 1cm, which can ensure the precise control 
of attitude and position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 to the greatest extent. 

【Keywords】Tilt Rotor; Vector Tilt; Beidou Positioning; Multi Purpose; Precise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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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美国贝尔公司通过 XV-15 和 V-22（图 1（a））验证了倾转旋翼飞机的有效

性，并于 1993 年启动了 Eagle Eye 项目（图 1（b））来研究倾转旋翼飞机。自

2002 年以来，韩国航空航天研究院设计并完成了类似的 TRUAV——TR-100 和

缩小版本的 TR-60（图 1（c）），该机型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印度理工学院马

德拉斯和国家理工学院 Mexs 研究与高级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相似。近十年来，

日本航天探索局开发了四倾翼无人飞行器 AKITSU（图 1（d）），日本的千叶

大学、土耳其的萨班哲大学、希腊的帕特雷大学和瑞士的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也

开发了类似的倾转三旋翼（图 1（e））。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和法国

贡比涅工业大学设计了倾转四旋翼（图 1（f）），该飞机在机身的正面和背面装

有两对可倾斜的旋翼。 

 
图1 倾转旋翼无人机的研发实例 

在定位导航方面，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系统日趋完善，其安全性及实用性优

于GPS。北斗卫星具备定位和通信双重作用，可以提供实时高精度定位与导航等

服务。 

二、主要用途 

基于北斗导航的倾转旋翼多用途无人机自主抓投系统可以完成搜救、商业表

演、场景测绘、物流配送等任务。近三年来，不同构型的倾转旋翼无人机产品已

在行业内逐渐显露头角，主要产品有深圳智航的V330警用安防型无人机、天津

腾云智航的iFly V10测绘型无人机、京东集团的VT1物流运输型无人机，实物如

图2所示。 

 
图2 安防型、测绘型、物流型倾转旋翼机知名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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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场景测绘 

倾转旋翼航测无人机的机体由航空复合材料制成，可在极限环境下垂直起

降，通过无线电设备或机载自动控制系统进行飞行操控，小型摄影模块（通常是

倾斜摄影模块）进行图像采集，测绘图像处理软件进行3D场景复原，是目前最

为高效的测绘工具。 

2.商业表演 

目前，多旋翼无人机编队表演已在重要的开幕式、运动会、晚会等场合大放

异彩，但其表演形式偏向于慢速静态，而倾转旋翼无人机兼具垂直起降及高速飞

行能力，可完成高速动态表演。以倾转旋翼无人机为载体，通过无人机协同控制、

光学运动捕捉、空间高精度定位及灯光灯带控制等技术可带给观众更为震撼的视

觉盛宴。 

3.物流配送 

物流无人机系统通常由载机、定位基站、云端服务器和调度软件组成，旨在

为城市提供安全快速的自动化航空货运服务。而倾转旋翼无人机在飞行速度方面

远快于多旋翼无人机，在时效性方面远优于常规物流无人机及人力投送方式。载

机上搭载的高清相机可自主扫描二维码/ID码并识别货物，投放装置可高效抓取

放置货物。目前城市物流无人机系统及管理流程均待完善，但该系统的应用迎合

通用航空产业智能协同的发展目标，对人力资源及地面交通资源的有效利用具备

积极作用。 

4.野外搜救 

针对某些救援人员无法靠近或进入的灾害事故现场，为了及时准确地搜索到

待救援人员并安全快速送达救援物资，可通过装有摄像头的无人机及配套数据图

像传输设备进行实时图像采集与分析，并进一步规划救援工作。无人机搜救可直

接、快速地将物资投放到救灾现场，有效解决实际应急救灾中“最初一公里”和“最
后一公里”难题。 

三、技术方案 

基于北斗导航的倾转旋翼多用途无人机系统以两架子母机为主体，北斗双天

线RTK定位装置及视觉捕捉模块为辅助设备，可定制完成多种应用场景下的精准

任务。针对多用途的设计目的，将系统划分为感知层、决策层和行为层3个层次，

系统整体架构如图3所示。 

 
图3 多用途无人机系统整体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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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层负责实现多机定位、特征检测、障碍检测、友机检测及边界检测，所

获得的数据经过预处理后传递给决策层，在决策层的序贯决策中根据态势情形最

终决策出所采用的策略、操控目标以及所采用的操控行为，并将实时决策结果传

给行为层，最终由行为层根据决策结果控制无人机执行动作。 
本设计侧重研究飞行器总体设计、飞行控制（包括避障与协同）与导航功能，

对通信链路及视觉捕捉系统进行了简要分析与介绍。图4、图5及图6分别展示了1
号机实物外观、2号机实物外观及子母机总体外观。子母机的三个旋翼均为为等

边三角形式分布，其中，1号及轴距55cm，前排两旋翼采用常规9*6双叶桨，尾

部旋翼采用8*6三叶桨。而2号机由于载荷要求高于1号机，其翼展长度及动力系

统部件的指标均高于1号机，其轴距为98cm，前排两旋翼采用1455双叶桨，尾部

旋翼采用1555双叶桨。 

 
图4 1号机实物外观 

 
图5 2号机实物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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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子母机总体外观 

1. 总体设计 

矢量倾转三旋翼无人机具备四种飞行模式：垂起模式、矢量模式、过渡模式

和固定翼模式。其中矢量模式指无人机前排两旋翼反向倾转，从而实现快速偏航

及姿态调整，模式说明见表 1。无人机总体设计参数见表 2，实物/仿真控制指标

见表 3。 

表1 矢量倾转三旋翼无人机的飞行模式 

飞行模式 垂起模式 固定翼模式 过渡模式 矢量模式 

主座倾角 0° 90° 0°~90° -30°~30° 
俯仰操纵 前后差速 升降舵 二者 二者 

滚转操纵 左右差速 副翼 二者 二者 

偏航操纵 尾座倾转 副翼 二者 二者 

表2 无人机总体设计参数 

参数 1 号机 2 号机 
翼展长度 1.55m 2.12m 
任务载荷 250g 1000g 
巡航速度 12m/s 20m/s 
悬停时间 ≥8min ≥15min 
电池规格 4S 2200mah 6S 12000mah 
电机 朗宇 2212 980kv 飓风 3520 520kv 
电调 好盈乐天 40A 好盈飞腾 60A 

副翼舵机 银燕 3054 金属数字 银燕 3054 金属数字 

桨 前排 9*6 双叶+尾部 8*6 三

叶 前排 1455+尾部 1555 

碳管规格 17mm*20mm 17mm*20mm 
倾转舵机 RDS3120 20kg 级 Planner 25kg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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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无人机控制指标 

所属模式 名称 指标程度 

过渡模式 垂起改平飞段的稳定飞

行 
10s升至15.0m，5s内完成过渡过程且掉高

小于3m（无风）。 

矢量模式 圆形、矩形跟踪仿真飞行 

圆形轨迹半径10m，矩形边长10m，模拟

风扰3级，三轴姿态跟踪误差不超过

±5.0°，x、y、z方向位置跟踪误差不超过

±0.5m。 

2. 北斗定位 

本设计采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Bei 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BDS）
作为定位系统，为无人机提供全天候、全天时、高精度的定位、导航和授时服

务。利用BDS和惯性导航系统为无人机提供水平方向的位置信息，BDS和气压计

为无人机提供高度方向的位置信息。结合先进制导、导航与控制技术，实现无人

机自主飞行。 
在完成高精度定位需求的任务时，可加装实时动态测量模块（Real Time 

Kinematic，简称RTK）。其是以载波相位观测量为根据的实时差分GPS测量技术，

是GPS测量技术发展中的一个新突破。RTK技术根据差分方法的不同分为修正法

和差分法。所谓修正法，即将基准站的载波相位修正值发送给用户，改正用户接

收到的载波相位，再解求坐标。所谓差分法，即是将基准站采集的载波相位发送

给用户，进行求差解算坐标。本设计采用PPK后向差分解算方式，在飞行区域空

旷无遮挡，且搭建有地面基准站的前提下，可以达到厘米级的定位精度，RTK高

精度定位模块如图7所示。 

 
图7 可搭载的RTK差分定位模块 

3. 飞行控制 

基于北斗导航的倾转旋翼多用途无人机以Pixhawk开源飞控系统为平台，在

开源算法、代码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新增代码主要位于根目录msg、src/lib及
src/modules文件夹内。改进内容为：（1）VTOL矢量模式ADRC跟踪控制器；（2）
VTOL过渡模式增益调度控制器；（3）双机协同通信、控制策略。最新版本源码

见附件，Pixhawk开源飞控硬件实物如图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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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Pixhawk开源飞控硬件实物 

（1）单机控制 
1）矢量模式 ADRC 跟踪控制器 
由于矢量模式属于旋翼模式的发展，而旋翼无人机具有 6 个自由度，因此基

于 ADRC 控制器对升降、俯仰、横滚和偏航四个通道分别进行设计，如图 9 所

示，传感器返回姿态角和高度值。 
其中，TD用来跟踪参考输入信号v0(t)、安排过渡过程以解决直接取误差带来

的跳变以减少系统输出的超调、增强系统鲁棒性。ESO是ADRC的核心部分，采

用双通道补偿的方法改造对象模型，将肥线性、不确定性的系统近似线性化和确

定化，并替代误差积分反馈以避免其副作用。NLSEF则利用特殊非线性组合来设

计u0(t)以改善控制器性能。 

 
图9 基于ADRC的矢量模式控制框图 

2）过渡模式增益调度控制器 
根据倾转旋翼无人机状态方程，定义电动倾转旋翼机广义倾斜走廊见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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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倾转角 ( )r tτ = 和过渡走廊 ( )gc τS 是状态反馈控制器的重点设计部分，

过渡模式在线增益调度的控制程序流程如图10所示。 

 
图10 过渡模式在线增益调度程序流程图 

综合控制器框图如图 11 所示，其中开关权值 W 的取值如式(2)所示。整体飞

行控制结合了开关增益调度、H∞/LMI参数寻优方法、RBF 神经网络及 PID 控制

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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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矢量倾转三旋翼综合飞行控制框图 

（2）双机协同控制 
本设计采用了分布式协同控制结构，两架无人机的地位平等、任务独立。1

号机的任务侧重于引导，2 号机的任务侧重于负载。子母机可独立控制亦可协同

控制，双机均具备自主控制与决策能力。在决策系统中，双机路线实时互通、不

设为障碍，默认双方所识别的障碍物为共有障碍物，进而在双机工作模式下将独

立避障问题转换为全局避障问题。 

4. 自主避障（可选） 

倾转旋翼多用途无人机可搭载 Intel NUC8系列工控机（图12），利用

Realsense D435i深度相机（图13）及LiDAR Delta3激光雷达（图14）进行自主避

障。其中，深度相机检测距离为0.105-10m，深度视域为87°±3° x 58°±1° x 95°±3°，
激光雷达检测距离为0.15-16m。 

 
图12 Intel NUC8i5工控机 

 
图13 Intel Realsense D435i深度相机 

 
图14 LiDAR Delta3激光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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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旋翼模式及矢量模式下，深度相机及激光雷达可同时作用，检测来自机体

正前方及机身底部水平面的障碍物。在固定翼模式下，由于目前所用相机性能的

限制，仅激光雷达可用于避障。在面对单个、两个或多个障碍物时，无人机执行

避障决策分别如下： 
（1）单障碍物绕行避障（图15） 

 
图15 无人机绕行避障 

当无人机遇到一个具有威胁的障碍物时将选择绕行，即无人机绕开设定威胁

区域继续任务，实现避障行为。 
（2）双障碍物穿行避障（图16） 

 
图16 双障碍物穿行避障 

当无人机检测到两个或者两个以上障碍物，并且障碍物之间的距离大于设定

的威胁区域范围，无人机就选择以穿越的形式进行避障。 
（3）多障碍物越行避障（图17） 

 
图17 多障碍物越行避障 

当无人机被多个障碍物包围，并且障碍物之间的距离小于设定的威胁范围

时，将飞高并跨越的形式进行避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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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视觉捕捉（可选） 

以倾斜摄影模块为例，将5×Z220相机组成倾斜摄影模块，以倾斜多视影像

为基础，借助于多视影响特征提取与定向技术、密集匹配与三维重建技术、纹理

贴图技术进行三维建模，该模块及处理方法适用于大规模城市建筑物三维建模。  
在图像处理阶段，利用影像自动化进行三维建模的并行软件系统捕捉静态物

体，辅以相机传感器属性、图像位置姿态参数、控制点等信息，进行空中三角测

量计算及模型重建，输出GIS模型，输出格式包括OSGB、OBJ、S3C、3MX等。

倾斜摄影模块常用载荷如图18所示。由于该部分为可选载荷，本设计侧重载机控

制与导航方向，仅为挂载此类载荷设计了工控机控制接口及机身云台，对相应的

图像处理软件没有涉及。 

 
图18 倾斜摄影模块载荷 

四、优势与创新 

1. 矢量倾转优势 

在矢量模式下，前排两个主旋翼最大可向后倾转至15°，在两个旋翼反向倾

转时提供偏航力矩（左旋翼向前倾转，右旋翼向后倾转，完成右侧偏航，反之亦

然），从而完成快速协调转弯及姿态稳定。 

2. 总体设计优势 

在机型方面，与多旋翼、固定翼相比，倾转旋翼具有垂直起降、高速前飞的

特性，且较复合翼节能、废重小，较涵道风扇气动干扰小。在构型方面，倾转三

旋翼较倾转二旋翼的结构紧凑、载重能力强、巡航速度快，较倾转四旋翼的机身

轻、综合能耗低、航时长、航速快。在布局方面，本设计具备无尾飞翼布局大载

重、隐身性强、平衡性强、升阻比小等特点，而且利用矢量倾转的快速转弯特性

弥补了无尾飞翼布局的起降滑跑距离长等缺点，进一步提升了飞机的横侧操纵性

及纵向操纵性。 

五、飞行实验 

经过50次实验，对实验数据分析得到，机体过渡模态切换成功率98%，过渡

模态纵向高度跌落值约1.5m。给出某次矢量模式跟踪实验的三轴姿态数据波形，

如图19所示。给出某次过渡模式增稳实验的高度及纵向速度数据波形，如图2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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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矢量模式跟踪实验的三轴姿态波形 

由波形图可以看出，微风条件下的矢量模式三轴姿态跟踪误差在10%以内，

大风扰条件下机体对三轴控制输出量做出了迅速调整。 

 
图20 过渡模式增稳实验的高度波形 

由波形图可以看出，机体在微风条件下过渡模态的高度跌落值极小，全流程

综合高度误差在6%以内。因此，本文所提的设计方法可以应用于实际场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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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较高的推广价值。某次实物飞行实拍情况如图21-22所示，其中图21为垂直起

飞阶段实况，图22为旋翼模式到固定翼模式的过渡阶段飞行实况。 

 
图21 垂直起飞阶段实况 

 
图21 过渡模式（垂改平）飞行实况 

六、效益分析 

1. 经济效益 

（1）倾转三旋翼飞行器的所有旋翼在垂直起降、高速巡航模式下不停转，

而复合翼飞行器在运行时至少有一个旋翼停转，其废重远大于倾转旋翼飞行器。

因此，倾转旋翼飞行器的飞行效率更高、更节能，进而节省电池方面的开销。 
（2）在常规机型已逐渐普及的环境下，倾转旋翼飞行器兼具固定翼及旋翼

的特点，可在条件恶劣的环境下应用，具有常规机型不具备的优势。因此，该机

型在民用市场上的应用前景广阔，经济效益显著。 

2. 社会效益 

（1）该作品符合航空环保的要求，迎合发展人工智能的大环境，结合互联

网+、5G技术可进一步促进物联网，便利人类生活，提高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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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倾转旋翼飞行器更便于多用途使用，具有其他类型航空器不可取代的

优势，其有利于带动通用航空产业的发展，对航空勘测、地质勘探、休闲娱乐等

行业的发展也可以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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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GPS 和北斗组合定位的星载高动态弱信号 
接收机设计与实现 

作    者：周弘扬、王超、杨波、宋迤达 
指导教师：张华 、程春霞 
学    校：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摘要】当今社会对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NSS）的定位通信需求越来越高。 
GNSS 接收机正在从传统的单通道单模向多通道多模兼容、从地面应用向空间应

用、以及联合定位发展。随着应用的环境越来越复杂，对接收机的各项指标也越

来越苛刻。其中让 GNSS 定位系统应用于高轨卫星或航天器的自主定位的应用已

经成为研究的热点。而传统接收机的捕获跟踪定位算法已经无法满足高轨环境的

需求。因此本文设计研发一套基于 GPS 和北斗组合定位的星载高动态弱信号接

收机系统，利用天线，放大器，FPGA 和 DSP 等硬件电路，为高灵敏度接收机

算法提供硬件平台支撑；设计高效 FFT 算法实现弱 GNSS 信号(-145dbm)的快速

捕获；通过设计二阶 FFL 和三阶 PLL 融合跟踪算法以实现高动态大多普勒变

化率的信号跟踪并设计 GPS 和北斗融合定位算法以实现高轨环境下的星载定

位。 
【关键词】GPS 和北斗组合定位；高效 FFT 算法；FLL 与 PLL 融合算法； 
【Abstract】 Nowadays, 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GNSS) needs more and 
more positioning communication. GNSS receiver is developing from traditional 
single- channel single-mode to multi-channel multi-mode compatibility, from ground 
application to space application, and joint positioning. As the application environment 
becomes more and more complex, the performance of the receiver becomes more and 
more demanding. The application of GNSS positioning system in autonomous 
positioning of high orbit satellite or spacecraft has become a research hotspot. But the 
traditional receiver's acquisition, tracking and positioning algorithm can’t meet the 
needs of high orbit environment. Therefore, this paper designs and develops a set of 
satellite high dynamic weak signal receiver system based on GPS and BD combined 
positioning, which provides hardware platform support for high-sensitivity receiver 
algorithm by using hardware circuits such as antenna, amplifier, FPGA and DSP; 
designs efficient FFT algorithm to achieve fast acquisition of weak GNSS signal (- 
145dbm); designs second-order FFL and third-order PLL fusion tracking algorithm to 
achieve high The signal tracking of dynamic large Doppler rate of change and the fusion 
positioning algorithm of GPS and BD are designed to realize the satellite positioning in 
high orbit environment. 
【Key Words】 GPS and BD combined positioning; Efficient FFT algorithm; Fu sion 
algorithm of FLL and PLL 
 
 

第1章 引言 

对于高轨道的接收机定位技术，国内外也进行过相关试验。美国 A0-40 卫星

搭 载 全 球 定 位 系 统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 接 收 机 在 大 椭 圆 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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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 Highly Elliptical Orbit, HEO)58000km 高度成功接收 GPS 导航信号,  但未

能实现在轨实时定位
[1]
。ESA 的 GIOVE-A 卫星搭载 GPS 接收机首次在高于 

GPS  星座的轨道高度实现在轨定位,其轨道高度为 23300km 的中地球轨道

(Medium Earth Orbit, MEO)。NASA 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也研发了一款适用于高轨

道的 Navigator 接收机[2],该接收机在磁多层探测(Magnetospheric Multiscale,  
MMS)航天器中承担 GPS 导航定位任务,在 76000km 轨道高度成功实现在轨导航

解算。在中国,嫦娥五号飞行试验器(ChangE-5T)搭载 GNSS 接收机兼容处理 GPS
和格洛纳斯 
(GLONASS)信号,于 2014年 11月在地月转移轨道和月地转移轨道开展在轨飞行试

验验证工作[3]。同时许多科学家在高轨卫星轨道积分滤波方面和 GNSS 捕获跟踪

算法上展开研究[4-5]。 
本论文针对目前市场需求，设计并研发基于北斗和 GPS  的组合定位的星载

高动态弱信号接收机，以实现对高轨卫星即航天器的定位。对空间卫星 GNSS 导
航技术的研发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2章 星载接收机技术指标 

2.1 目标 

通过天线，射频前端，以及后端中频信号处理的设计和算法研究，设计出满

足增益指标等要求的多通道星载接收机，以适应在高轨的高动态弱信号环境下，

通过 GPS  和北斗组合导航的方式为卫星或航天器提供自身轨道位置信息，实现

卫星或航天器的自主定位。 

2.2 技术指标 

（1）星载接收机要求能够接收低于-145dBm 的卫星信号。 
（2）天线增益要求为>6dB 
（3）第一级放大，要求>16dB 
（4）8通道 GPS L1 和 8 通道 BD B1 
（5）频率： GSPL1: 1575.42  1.5MHz ； BD2B1: 1561.098  2.5MHz 
（6）灵敏度： 145dBm 
（7）定位精度： 

表 2.1：GNSS 定位精度 

参数 GPS L1 BD2 B1 GNSS 

位置 水平 1  7.5 m 10m 7.5 m 
高程 1  10 m 15 m 10 m 

速度 水平 1  0.1m/s 0.1m/s 0.1m/s 
高程 1  0.15m/s 0.15m/s 0.15m/s 

（8）初始定位时间：GNSS 初始定位时间见表 2.2 

表 2.2：GNSS 初始定位时间 

参数 冷启动 热启动 重捕（ 失锁 10s ） 

时间（s） 32 1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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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动态性能：见表 2.3 

表 .3：GNSS 接收机动态性能 

速度 加速度 高度 
2000m/s 16g 不限 

 
（10）数据更新率：  1Hz 
（11）快捕模块捕获速度：具备 1s 快速捕获能力（重捕速度），多谱勒范围为： 
16KHz ~ 16KHz 。 
（12）数据 I/O： 
2个 232 电平异步串口 
1）串口缺省波特率为 115200bps 
2）数据传输格式：NMEA0183 格式，自定义格式。 

第3章 星载接收机硬件设计与实现 

3.1 天线设计 

微带天线、螺旋天线都可以形成圆极化的半球波束，都可作为常用的天线形

式。对于微带天线，由于它的剖面低、结构紧凑，常被手持设备采用。但是微带

天线与螺旋天线相比对周围环境更敏感。另外，微带天线在空间的高能粒子和宇

宙射线等辐射可能会引起介质基片材料性能的改变、以及在轨大温度交变环境下

长期工作可能会产生剥离的风险。所以，从可靠性和安全性考虑，选择螺旋天线

作为星载圆极化天线。 
星载圆极化天线的技术要求如下： 
（1）极化方式：右旋圆极化 
（2）电压驻波比：≤2.0 
（3）最大增益：>6 dB 
（4）波束宽度：≥60° 
（5）端口阻抗：50Ω 
（6）天线接口：SMA 
其主要特点是：（1）沿轴线有最大辐射；（2）辐射场是圆极化；（3）输入阻抗近

似为纯电阻；（4）有较宽的频带。 
仿真模型 

在HFSS13 中建立仿真模型，如图 3.1 所示。天线的辐射方向是沿 Z 轴的

正方向传播。螺旋线的直径为 45mm，为右旋圆极化，螺距 S=24.5mm，圈数 n 
为6，接地板直径为 122mm，为了兼顾重量和螺旋线形状，采用两个正交的介质

板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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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仿真模型 

测试环境 
1.辅助发射天线：右旋螺旋天线（频率：1.2~1.6GHz） 
2.标准天线： 
右旋螺旋天线（频率：1.2~1.6GHz）左旋螺旋天线（频率：1.2~1.6GHz）天

线带内增益标称值≥10dB 
3.收发射端设备： 
测试仪器型号与特性： HP8720 矢量网络分析仪（频率：130 MHz ~18GHz，

输出功率-10dBm）+ AV3860C 功率放大器（0.8~18GHz，放大倍数 30dB） 
4.驻波测试仪器：Wiltron37269 矢量网络分析仪（频率 40MHz~40GHz）。 

  
（a）天线组装          （b）天线暗室测试图  

3.2 天线测试环境 

测试结果 
圆极化螺旋天线电压驻波比随频率变化曲线如图 3.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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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圆极化螺旋天线实测电压驻波比随频率变化曲线 

图 3.3 中的天线阵电压驻波比（VSWR）随频率变化的数值如表 3.1 所示。 

表3.1 天线 VSWR 随频率变化的数值 

频率[GHz] 1.56 1.57 1.58 

VSWR 1.61 1.59 1.58 
由图3.4和表3.1可知，该天线在频率f=1.56GHz时电压驻波比为1.61，在频率

f=1.57GHz时电压驻波比为1.59，在频率f=1.58Hz时电压驻波比为1.58，所以在

1.56~1.59GHz整个工作频带内，天线的电压驻波比≤1.61，满足电压驻波比≤2的
指标要求。 

圆极化螺旋天线辐射特性测试结果如表3.2所示。 

表3.2 天线辐射特性测试结果 

  Phi=0°   Phi=90°  

频率(GHz) 主极化 
（d i） 

交叉极化 
（d i） 

轴比 
（d ） 

主极化 
（d i） 

交叉极化 
（d i） 

轴比 
（d ） 1.56 6.861 -18.483 0.940 6.889 -41.789 0.064 

1.57 6.912 -18.095 0.977 6.982 -38.445 0.093 

1.58 6.986 -16.392 1.179 7.059 -34.590 0.144 
天线在 1.56GHz（北斗）、1.57GHz（GPS）两个频点的远场辐射方向图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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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a)(b)、3.5(a)(b)所示。 

(a) hi=0°二维方向图 

 
(b) Phi=90°二维方向图图 3.4 1.56GHz 方向图 

 
(c) Phi=0°二维方向图 

 
(d) Phi=90°二维方向图图 3.5 1.57GHz 方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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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线辐射特性测试表格和图可以看出，该天线的最大增益为 6.9dB，轴比 
<1.2，主瓣宽度约为 60 度，符合指标要求。测试结论 
通过前面的螺旋天线测试结果，可得到天线实测性能和要求指标的复核情况，

如表 3.3 所示： 

表3.3 天线实测性能和要求指标复核表 

电 参 数 要 求 指 标 设 计 性 能 复 核情 况 

极化方式 右旋圆极化 右旋圆极化 符 合 

电压驻波比 ≤2 ≤1.61 符 合 

最大增益 >6dB 6.9dB 符 合 

波束宽度 ≥60° 60° 符 合 

端口阻抗 50Ω 50Ω 符 合 

天线接口 SMA SMA 符 合 

3.2 接收机接收设计 

星载接收机包含三个部分，分别是射频板，中频板和电源板（如图 3.6 所示）。 
（1）射频板包含射频前端部分和信号采集部分。主要将天线接收到的高频

信号转换成中频信号，并将中频模拟信号转化成数字信号。 
（2）中频板包含 DSP，FPGA 等信号处理解算芯片。主要将卫星信号解算

出来，实时对 GNSS 信号进行捕获、跟踪、定位解算。 
（3）电源板由开关电源芯片及其电路构成。主要进行 DC-DC 变化，将较

高的电源电压，转化成合适的电压为射频板和中频板供电。 

 
图3.6 接收机总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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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增加可靠性，各个部分的连接采用 40 针的 FPC 接插件链接，电路结

构如图 3.7 所示。 

 
图3.7 射频板与中频板链接接口 

通过 PCB 打烊，焊接和连线电装，星载接收机机体如图 3.8 所示 

 
图3.8 接收机机体 

3.3 本章小结 

本章介绍了天线和接收机硬件电路设计以及仿真和组装。为星载接收机算法

提供有效的硬件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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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星载接收机捕获算法设计与实现 

4.1 传统捕获算法 

（1）传统捕获算法包括：二维搜索方法和 FFT 频率并行搜索方法。 

 
二维搜索算法如图 4.1，4.2 所示 

 

 
图4.2 二维捕获算法结构 

由于相位的不确定性，在此过程中逐次对本地复现的不同相位 CA 码和采集

数据进行相干，每颗卫星的相干操作都进行顺序计算，使得捕获时间大大加长。 
（2）FFT 并行捕获算法 
FFT 并行算法通过对传统二维捕获算法进行相应的改进实现了速度的提升，

如图 4.3 所示。 

 
图 4.3 FFT并行捕获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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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T 并行运算可以实现本地复现 CA 码的并行计算，相比于串行运算缩短了

大量的时间，但是在此算法中对于多普勒的搜索还是采用了串行的搜索方法。其

数据长度与传统捕获方法相同，所以捕获灵敏度有待提升。 

4.2 高灵敏度 FFT 并行捕获算法 

为了弥补FFT的灵敏度问题，以及解决二维搜索的时长问题，在此我们采用

一种新的高效FFT算法，如图 4.4 所示。 

图4.4 算法结构图 

此算法通过对超长数据进行折叠相加的方法来缩短捕获时间，同时也提高了

灵敏度，通过对折叠数据进行 FFT 可以完成相位的并行运算。FFT 后频域的移

位等效于时域的多普勒补偿后做 FFT，所以省去了 FFT 并行捕获算法中的多普

勒频率移动补偿，改用更为方便的频域移位来代替。在算法的结构上只需进行一

次 FFT 和多次的 IFFT 就可完成对多普勒频率、PN 码以及其相位的搜索，完成

高灵敏度和运算时间短的捕获任务。 

4.3 算法验证与实现 

 
图4.5 传统捕获算法捕获结果图 

 
图4.6 传统捕获的卫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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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4.5、图 4.6  可以得出，传统捕获算法因其相干数据长度较短，所捕获

的卫星数量较少，并且相干峰值较低，捕获灵敏度较低。 

 
图4.7 高灵敏度 FFT 并行捕获结果图 

 
图4.8 高灵敏度 FFT 并行捕获的卫星信息 

根据图4.7、图4.8可知高灵敏度FFT并行捕获算法相对于传统算法因其数据

长度大大增加，使得捕获灵敏度有了很大的提升，其捕获的卫星数目大大增加，其

相干峰值也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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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 FPGA 程序设计框图 

根据高灵敏度 FFT 并行捕获算法转换而来的 FPGA 程序框图如图 4.9 所
示，通过嵌入式程序来实现卫星的高灵敏度捕获。 

第5章 接收机跟踪算法设计与实现 

5.1 PLL 鉴相算法 

锁相环 PLL 是实现相位锁定的反馈闭环结构，PLL  在工作过程中，反馈调

节控制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的频率相等，使输入相位和输出相位成一固定差，实

现相位锁定目的。 
PLL 需要的输入信号需要由鉴相电路或算法得出相位误差信息。鉴相算法主

要包括以下几种：直接判决法；costas 法，除法鉴相器和二象限反正切法。他们

的输出和相位关系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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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直接判决法和 costas  法判决效果受到输入信号的幅值影响,在弱信号条件

下鉴别效果受到很大影响，不能适应弱信号鉴相的要求.除法鉴别器和二象限反

正切鉴别器的增益一致均为 1，但是二象限反正切鉴别器在其鉴别范围内线性度

较好,在不同信号强度和信噪比环境下,都有较好的相位鉴别效果。 

5.2 FLL 鉴频算法 

FLL是通过反馈实现频率锁定的闭环反馈结构，在FLL工作时，由频率鉴别

器鉴别输入频率，并送入反馈计算回路中实现频率锁定。 
常用的频率鉴别器包括：点积叉积法，叉积法和四象限反正切法，他们的输

出频率和原始信号的关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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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点积叉积法鉴频器使用点积值的符号实现消除导航电文跳变导致的影响，而

叉积法和四象限反正切法鉴频器的结构决定了它们在导航电文跳变时会使频

率鉴别结果发生错误，影响鉴别结果。为了在弱信号条件下延长信号积分周期，

以提取有用信息，故鉴别器要能够抗导航电文跳变的影响，选择点积叉积鉴频器

作为 FLL 的鉴频器。 

5.3 二阶FLL与三阶PLL载波环路 

在高动态条件下，n-1阶锁频环与n阶锁相环具有相同的动态性能，为了载波

跟踪环路拥有更好的动态抗干扰性能。 
使用二阶FLL实现对载波存在的频率误差进行跟踪，三阶PLL实现对载波存

在的相位误差进行跟踪，FLL环路对于频率误差的容忍度更高，PLL环路则相位

锁定精度更高，两者组合，实现高动态下频率和相位的稳定跟踪。 
最后选择三阶PLL辅助二阶FLL的载波跟踪环路结构。同时适用于GPS和 
BD的载波信号跟踪，但需要根据两者的不同进行微调。二阶FLL与三阶PLL组

合结构图如图5.3.1所示 

 
图 5.1 二阶 FLL 辅助三阶 PLL 结构图 

5.3 算法验证与实现 

通过在 Matlab 实现二阶 FLL 与三阶 PLL 载波跟踪算法，仿真验证在相同卫

星信号条件下，对比不同环路的跟踪相关峰峰值的稳定度和峰值清晰度，验证不

同环路结构对载波跟踪的影响。分别对比了 5ms  相关累积时间下，仅使用二阶 
FLL 和三阶 PLL 辅助二阶 FLL 两种结构的跟踪效果，以及前段 5ms 相关累

积时间和后段 20ms 相关累积时间下使用二阶 FLL 和三阶 PLL 辅助二阶 FLL 
两种不同结构的跟踪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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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5ms 二阶 FLL+三阶 PLL 跟踪相关峰 

 
图 5.3 5ms 二阶 FLL 跟踪相关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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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5m+20ms 二阶 FLL+三阶 PLL 跟踪相关峰 

 

 
图 5.55m+20ms 二阶 FLL 跟踪相关峰 

经过对比，在仅有二阶 FLL 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跟踪，但是相关峰不清晰，稳

定性较差，相关峰抖动幅度较大，而在二阶 FLL+三阶 PLL 的情况下，相关峰清晰

明确，抖动较小。使用二阶 FLL 辅助三阶 PLL 的结构更能够适应弱信号和高动

态的条件，因此选用二阶 FLL 辅助三阶 PLL 作为载波跟踪算法的基础。 

5.4 本章小结 

本章对比了不同的频率和相位鉴别方法的优缺点，根据高动态、弱信号条件

下不同鉴别器存在的问题选择合适的鉴别器。分析了不同阶数环路结构的动态性

能，并仿真对比了 FLL 和 FLL+PLL 两种载波跟踪结构，选择使用二阶 FLL 辅
助三阶 PLL 作为跟踪的基础。 

第6章 接收机定位算法设计与实现 

6.1 定位算法原理与仿真 

在高轨环境下，提高灵敏度是接收到足够卫星的基础保障，但是考虑到接收

机硬件等条件限制，接收的灵敏度无法无限提高。因此要想稳定的实现定位，则 
需要采用有效的算法来弥补硬件。 
在高轨道中，卫星和接收机之间的相对位置如图 6.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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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卫星和接收机之间的相对位置 

在发射端，信号首先经过增益为G的发射天线放大后，由发射机发射功率为

Pt的信号，信号在空间中传播过程中，由于大气层的影响，会产生一个传播损耗

L，最后信号到达接收机，经过增益为G的接收机天线放大后，最终得到功率为P的
信号，该信号经过解调后，解算出PVT信息。信号传播链路原理图如图所示。 

 
图 6.2 卫星和接收机之间的传播链路 

经过 matlab卫星可见性仿真，接受机的灵敏度位-145dBm，接收机可见 GPS 
卫星的数量，如图 6.3 所示： 

 
图6.3 接收机的功率为-180dBw，GEO 对 GPS 的可见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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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体在进行定位时，必须满足同时存在 4 颗及 4 颗以上的卫星，根据 6.3 
所示，单纯接收 GPS 信息下，无法实现长时间的定位。因此需要考虑加入北斗

卫星信号。 
经过 matlab 卫星可见性仿真，接受机的灵敏度位-145dBm，接收机可见 GPS 
卫星的数量，如图 6.3 所示： 

 
图6.4 接收机的功率为-180dBw，GEO 对 GPS/北斗系统的可见星数 

可以看出在高轨卫星中，只有组合定位才可使得卫星数量足够多，由图可知

组合定位的情况下，平均有 4 颗以及 4 颗以上卫星的时间大幅度增加，即可实现

载体的实时定位。 

6.2 组合定位算法实施 

GPS和北斗的轨道运算模型都通过开普勒轨道模型推算，接收机并不是从牛

顿万有引力定律出发来计算卫星的空间位置的。事实上，GPS和北斗的地面监控部

分通过持续接收、测定卫星所发射的信号来确定卫星的运行轨道，然后推算出一

组以时间为函数的轨道参数来精确描述、预测卫星的运行轨道，再将这些轨道参

数上传给卫星，并让卫星转播。接收机正是从卫星信号上获取这些参数，然后利

用这些参数计算出卫星的位置和速度的。 
由于GPS和北斗系统计算卫星轨道位置的步骤过于复杂，本文在此仅介绍位

置解算的算法。 
伪距方程为： 

( ) ( ) ( )
1

2 2 2 2
cj j u j u j u u jx x y y y y b vρ  = − + − + − + +  

          (6.1) 

将方程线性化后得出: 
ˆ ˆ ˆˆ j u j u j u

j j u j u u u u
j j j

x x y y z z
R b v x y z b

R R Rσρ
− − −

= + + − ∆ − ∆ − ∆ + ∆      (6.2) 

伪距的残差可表示为： 

( ) ( ) ( )2 2 2
ˆ ˆ ˆj j u j u j u u jx x y y z z bρ ρ∆ = − + − + − + ∆ −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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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的结算矩阵可写为：∆ρ = H ⋅ ∆x                           (6.4)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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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当卫星的数量大于 4 颗时，使用最小二乘法结算位置。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为了实现在高轨、高动态，高干扰环形下的卫星或航天器的自主定位功能，

本文设计并实现了一种基于GPS和北斗组合定位的星载高动态弱信号接收机系

统。该系统以射频处理为前端，以FPGA+DSP架构为数字处理模块后端。利用 
FFT与差分算法结合实现高灵敏度捕获，以二阶FLL与三阶PLL融合算法提

高动态范围，使得该系统能够实时为高轨道高动态弱GNSS信号下的空间卫星提供

自身位置等信息，实现自主定位功能。 
由于时间紧迫，中频板与射频板仍有很多不足之处，例如，对于射频信号的

处理，完全可以请教更加专业的人士对于高速信号的处理，减少增益的损失。中

频板上很多信号的完整性也没有保证，应该更加注重信号传输时的完整性。另外

我们的中频处理算法仍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可以从软件方面进一步提高信号的增

益，使得这套系统可以处理更加微弱的 GNSS 信号，例如提高信号采样延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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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科普教学设计表 

四川省德阳中学校   赵静 
 

课程名称   您好，北斗为您服务           授课年级   高中     
课程名称 您好，北斗为您服务 课时 1 

教学目标 

知识和

能力 

1. 学生能够了解全球的GNSS（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2.学生能用自己的话说出北斗目前的概况。 
3.学生能够理解北斗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4.学生能够基本了解北斗定位基本原理 。 
5.学生能够举例北斗的应用领域。 

过程和

方法 
1.学生能通过设计北斗应用方案活动，掌握多学科解决问题的

方法。 
情感态

度和价

值观 

1. 学生能够进一步加深爱国情感，提高民族荣誉感。 
2.学生能对科学产生浓厚兴趣，为以后成为科技创新人才做铺

垫。 

学生特征 
高中年级学生身心渐趋成熟，逻辑思维趋于严密，在日常生活中，他

们对于一些应用了导航的应用也很熟悉，具有丰富的使用经验，但是

对于国产的北斗导航卫星系统知之甚少。 

教学重点 
1. 北斗导航卫星系统的概况。 
2.北斗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教学难点 1. 北斗“三步走”战略 
2.北斗定位基本原理 

教学方法 
1. 讲述法 
2.提问法 
3.讨论法 

教学准备 

备课材

料 
ppt课件 
相关视频，动画 

教学环

境 多媒体教室 

 
教学

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

动 
设计意

图 

引入 

首先，我想问问大家，在座的各位，有没有谁觉得

自己是“路痴”，或者被别人形容为“路痴”。 
包括我自己，我生活中也有很多朋友被形容为“路
痴”，我们因为不熟悉道路情况、分不清楚方向等，

出行的时候总是会让家人朋友担心。 
但是这个问题已然解决，现在我们有导航了。 
说到导航，大家会想到什么？ 
GPS？北斗？ 
让我们看看他们之间的关系。 

学生回

答 
 

通过任

务引入

课程，让

学生的

思绪紧

随教师

课堂设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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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述

教学

目标 

这节课我们的教学目标分为以下5个部分。 
1.北斗概况 
2.北斗“三步走”战略 
3.北斗定位基本原理 
4.北斗应用 
5.设计北斗应用方案 

引入本

节课题,
集中学

生注意

力。 

加深学

生对计

算机网

络组成

元素的

认识。 

讲解

新课

（1） 

1. GNSS（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① 什么是GNSS？（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我们称为全球导航卫星系统。是能在地球表面或近

地空间的任何地点为用户提供全天候的三维坐标

和速度以及时间信息的空基无线电导航定位系统。 
我们可以把它比作是一个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现有

4个VIP会员，它包括美国的GPS、中国的北斗、俄

罗斯的GLONASS以及欧盟的伽利略。GPS最成熟、

使用最多、最广泛。但是北斗这里还要介绍北斗的

一大功能，在技术水平上，唯有中国的北斗不仅具

有导航定位功能，而且还有位置报告功能。 
②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介绍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简称B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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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回

答 
思考 

培养学

生提炼

知识的

能力。 

讲解

新课

（2） 

2.北斗概况 
① 研发北斗初衷 
1985年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了GPS论坛会，这次会议

上美国军方宣布了三条限制应用措施，第一条就是

美国军方可能会随时区域性的关闭GPS，第二条是

会降低民用或其他国家地区的导航精度，第三条就

是变更识别码，这些措施也直接导致我国产生自主

研发导航系统的想法。 
当时一些有思想的科学技术人员认清了现实，导航

系统是属于高科技领域的东西，涉及到军用和民

用，我们若没有自己的导航，就会在处处受制于人。

当然，导航系统的前提是得拥有自己的卫星，再来

建立自己的定位系统，在当时那个国家还很穷的年

代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② 北斗研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但是相信很多普通人还是认识不到北斗研发的重

要性和必要性的，大家试想一下，如果在我们还没

有北斗的时候，几乎全是美国GPS的天下，但可能

多数人都没想过，要是美国关闭了GPS，会发生什

么事情？ 

 
思考回

答 
通过中

国忍辱

负重的

事件加

深学生

印象，提

高学生

爱国情

怀。 

让学生

理解研

发北斗

初衷。 
通过层

层递进

北斗研

发的重

要性和

必要性 
。 
激发学

生爱国

国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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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迷路？找不到某家餐馆？ 
但美国却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一个国家没有掌握

自主全球定位系统，就等于失去了眼睛。 
第一个：1993年“银河号事件”，美国以莫须有借口，

指控一艘中国远洋货轮运送非法原料到伊朗，直接

关闭了GPS导航，致使这艘中国货轮在大西洋没了

方向，只能被迫停止航行，最终被美国扣留3周时

间，造成巨大损失。 
第二个：1996年“台海军演”，又是美国突然关闭GPS
导航，让我们加装了GPS制导模块的导弹，就像丢

了指南针一样，大大偏离了原定落点范围，美国派

出的两支航母编队，我们也没法对其进行有效追

踪。 
换句话来说，小到我们的手机汽车，大到轮船导弹，

只要上面装载的还是GPS导航，一旦美国哪一天想

动手，分分钟就可以关掉。放在21世纪的今天，无

异于一场灾难！所以，中国科学家，相关领导更是

痛下决心，一定要研发出中国自己的北斗。 

讲解

新课

（3） 

3.北斗“三步走”的战略目标 
1994年，北斗正式立项，并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

目标。2000年年底建成北斗一号系统，向中国提供

服务；2012年年底建成北斗二号系统，向亚太地区

提供服务；2020年前后建成北斗全球系统，向全球

提供服务。 
三个系统对应着3种不同的轨道卫星： 
“萌星”、 “吉星”和“爱星”。 
“萌星”： MEO卫星（中圆轨道卫星），“萌星”是全

球组网的主力，不辞辛劳地绕着地球满场跑，让自

己的星下点轨迹不停地画着波浪线，以求覆盖到全

球更广阔的区域；这一轨道的卫星因小巧灵活加之

英文简称谐音而被网友称为“萌星”。 
“吉星”： GEO卫星（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吉星”
则始终随着地球自转而动，以便时刻聚焦祖国；这

一轨道的卫星被北斗人称为“吉星”。 （正圆轨道） 
爱星：IGSO卫星（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爱星”
则像辛勤的蜜蜂一样，让自己的星下点轨迹始终聚

焦亚太地区跳8字舞。被北斗人称为“爱星”。 
正如棋子落在纵横交错的棋盘上，这3类卫星在不

同的轨道上坚守着岗位。 
在美国GPS、俄罗斯格洛纳斯、欧洲伽利略等纷纷

以单一轨道卫星部署星座的背景下，来自中国的北

斗独树一帜，采用3种轨道卫星组成混合导航星座， 
重点介绍北斗三号系统 
北斗三号系统由24颗中圆地球轨道MEO卫星、3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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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静止轨道GEO卫星和3颗倾斜地球同步轨道

IGSO卫星共30颗卫星组成。 
3月9日19时55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

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第29颗组网卫星、第二

颗地球静止轨道卫星。这是北斗三号系统的倒数第

二颗组网卫星。按照计划，今年5月份，我国将发

射最后一颗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届时，北斗三号全

球星座部署将全面完成。 

讲解

新课

（4） 

4.北斗定位基本原理 
① 三星定位原理 
预备知识： 
1.电磁波的传播速度 = 光速 = 3*10^8 m/s 
2.三维坐标系中两点距离？ 
知道两点坐标，求A1到C的距离。 
观看视频学习三星定位原理 
② 四星定位原理（考虑时钟差） 
如果考虑钟差因素（钟差，指用户设备与卫星之间

的时钟差），增加了一个未知数，就是四个未知数

（三维位置加上钟差），那就需要四颗卫星的四个

观测量，这就是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的基本原理。 

学生思

考 
学生回

答 
通过视

频加深

印象 

回顾所

学,加深

印象。 
运用多

学科知

识学习

北斗定

位基本

原理 

讲解

新课

（5） 

5.北斗应用： 
说到北斗应用，首先想到的是导航。 
让“银河号事件”不再重演——“北斗”渔船卫星定位

通信终端 
“北斗”渔船卫星定位通信终端的普及安装，将有效

提高全市渔船安全监控与应急救援能力，避免和减

少涉外渔业事件的发生，保障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案例：2014年发生黄岩岛事件， 2012年4月10日，

12艘中国渔船在中国黄岩岛潟湖内正常作业时，被

一艘菲律宾军舰干扰，菲军舰一度企图抓扣被其堵

在潟湖内的中国渔民，渔民正是通过北斗卫星导航

系统的短信功能向海监渔政呼救，幸运地是被赶来

的中国两艘海监船所阻止。 
抢险救灾 ： 
2008年汶川地震，重灾区汶川瞬间变成了信息孤

岛，灾区内的基础设施和通讯设施全部被毁坏，常

规的通讯手段全部失灵。5月12日晚22时，首批武

警官兵抵达地震重灾区，通过携带的北斗卫星导航

系统终端机发出了地震重灾区第一束生命急救电

波。大批民众因此得救 
卫星导航到底能有什么用，这完全取决于人类的想

象力。 
讲解其他生活中北斗的应用 
北斗全面助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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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B%84%E5%B2%A9%E5%B2%9B/92162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F%B2%E5%BE%8B%E5%AE%BE/138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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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中，基于北斗系统

的高精度定位设备火速驰援，为两座医院迅速施工

争取了宝贵时间。 
我国重点战疫区域内，有上百架无人机将一线急需

的防疫物资在北斗的定位导航下，精准的送到医护

人员手中。 
疫情期间，面对迅速增长的物流配送压力，全国各

地数十万台北斗终端也进入物流行业。 
接下来，请同学小组讨论，写出至少五种应用北斗

导航系统的应用。 
提示：交通、农牧业、林业、渔业、公安、防灾减

灾、特殊关爱、大众应用、电力、金融方面进行讨

论。 

合作

探究 

巩固所学知识，加深学生知识掌握。 
接下来，就是大家利用北斗大显神通的时候了。 
请大家利用所学，可以结合其他学科的知识，设计

一个北斗应用方案，四人一组。 
例子：北斗定位圈 、车载、手持终端 

小组讨

论 
重现知

识的延

展过程。 

总结

升华 

“北斗的研制，是中国人自己干出来的。‘巨人’对我

们技术封锁，不让我们站在肩膀上。唯一的办法，

就是自己成为巨人。”北斗一号卫星总指挥李祖洪曾

这样说说。 
期望将来有同学能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自己的力

量 
北斗精神：自主创新、团结协作、攻坚克难、追求

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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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件详见附件PTT文档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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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难而立国之重器，功不唐捐玉汝于成》教案 

山东省济南第一中学 李忠文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1、了解北斗卫星导航实验系统——北斗一号的工作原理。 
2、了解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北斗二号和三号的工作原理。 
3、知道有源定位与无源定位的不同。 
4、知道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发展的历史进程。 
过程与方法： 
1、通过小组讨论，分析欧洲政局变化对中国卫星导航发展带来的影响。 
2、通过积极参加“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深入了解北斗卫星导

航系统给生活带来的便利。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通过了解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建设历程，体会科学家们筚路蓝缕，艰苦

创业的革命精神。 
2、通过观看院士的报告视频，学习北斗人的奉献精神，精益求精的品格。 
3、通过学习课程，树立努力学习，建设祖国的决心。 
【教学课时】1课时 
【教学方式】报告讲座 
【教学用具】课件和多媒体系统 
【教学简程】《百难而立国之重器，功不唐捐玉汝于成》共分为六个板块，

分别是1.银河号事件，2.北斗一号，3.伽利略计划，4.北斗二号，5.北斗三号和6.
我们能做什么。六个板块贯穿着我国北斗卫星导航发展历程。免费的GPS午餐真

的那么可口吗？银河号事件，惊醒了国人，大国重器只有掌握在自己手里才能有

话语权。在我们经济和技术极端困难的情况，北斗一号的双星定位先开创的先河，

短报文系统更是成为了救援利器；欧盟的伽利略计划最终沦为政治工具，激起了

我国科学家们的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满腔激情，最终让欧盟倒过来求共享频率，

我们扬眉吐气。北斗二号的丰富经验，让我们有底气剑指GPS，北斗三号横空出

世。北斗三号瞄准GPS，全球组网兼济天下，星间链路，处处展示着中国人的气

度与智慧。最后，我们中学生能做什么？其实很简单，好好学习，宣传北斗，参

与北斗，积极参加“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为成为新一代祖国的建设

者打好基础，为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发展贡献自己青春智慧和力量。 
【教学过程】 
（一）银河号事件——免费的GPS背后的国家角力 
（问题引入）美国的GPS几乎成了卫星导航的代名词，好用，免费，那我们

为什么还要开发自己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1993年发生银河号事件 
1993年7月7日，隶属于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广州远洋运输公司的银河号货船

离开母港天津新港，先到亚洲的上海、香港、新加坡、雅加达等地，然后载着782
个集装箱的货物驶往卸港迪拜、达曼和科威特。这些集装箱里装的全都是运往中

东地区的文具、小五金、机械零件和染料等轻工业制成品和一些工业原料。 
然而，美国无中生有掀恶浪。从7月23日起，以获得情报为由，指控中国"

银河号"货轮7月15日从大连港出发，装载着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两类制造化学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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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原料，正在驶往伊朗的阿巴斯港。美国官员还振振有词地宣称：美国政府要

求中国政府立即采取措施，制止这一出口行为，并威胁说，否则，就要制裁中国。

美国8月3日在与中国外交部的又一次交涉中，竟然要求中国政府命令"银河"轮返

回出发地；或由美国人登船检查货物；或者索性停留在某个地点，听候发落。美

国还向该货轮计划停靠的港口所在国散布其错误情报，并据此要求这些国家阻止

该货轮按计划进港卸货，制造了震惊世界的"银河号"事件。 
中国面临两难选择，接受、拒绝都“窝囊”。一个主权国家缺要被强制搜查，

窝囊！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别无选择。“如果你拒绝，他(美国)就说，果然给我说中

了吧，船上肯定有吧，那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两害相权取其轻”，外交部

国际司副司长沙祖康以此来形容当时的决定。“拒绝，窝囊，我们就要背黑锅；

让他们去查，某种程度上我们受到了侮辱，也窝囊。但是两个窝囊中选择了第二

个。等这个事情的真相查明了，没有(违禁化学品)。那窝囊就是他们的。” 
9月4日，中国、沙特代表及美国顾问签署检查报告，确认“银河号”没有违禁

化学品。中国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怒斥：你们的情报是花一块钱买的吗？！ 
（视频）沙祖康《开讲了》讲解银河号事件 
作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居然可以被别人随意捏造一个借口就登门入室

随意翻查，这是何等的屈辱！当时中国政府代表、中方检查组负责人沙祖康连用

了17个“窝囊”来发泄悲苦的心境！可是，当时国际秩序上强权就是公理，霸权就

是话语权。当时的国力对比如此，再窝囊憋屈，你也得无条件地忍受。没有理由，

强大就是理由！货轮在公海上航行，实时的定位又多么重要，大家可想而知。然

而美国居然在银河号海域关闭了GPS信号！银河号无法定位，茫茫的大海上，何

去何从？ 
同学们，国之重器，是不是要掌握在自己手里面才能有话语权！ 
古有北斗七星辨明方向，今有北斗卫星定位九州。1994年我国决定开发自己

的卫星导航系统——北斗！ 
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三步走”的发展规划，1994年开始发展的北斗卫星

导航实验系统为第一步，2004年开始发展的正式系统又可以分为第二步和第三

步。其中第二步为到2012年，发射10多颗卫星，建成覆盖亚太区域的北斗卫星导

航系统。这一步目前已经基本实现，至2012年底，北斗二代导航系统一共发射了

16颗导航卫星，2012年12月27日，北斗导航系统正式开始提供服务，服务范围覆

盖率亚太大部分地区。第三步则是在已建立的区域导航系统的基础上，到2020
年，建成由5颗静止轨道卫星、27颗中轨道卫星和3颗倾斜轨道卫星组成的覆盖全

球的卫星导航系统。 
（二）北斗一号——双星定位展中国智慧 
1994年，我国启动北斗导航实验系统建设。考虑到当时的国情，我国选择了

“863计划”倡导者陈芳允院士提出的双星定位原理系统，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熟知

的“有源定位”，也叫做RDSS（Radio Determination Satellite Service）卫星无线电

测定服务，该系统只需两颗卫星和地面高程数据库就能实现我国及周边地区定

位。2000年10月和12月，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两颗北斗导航试验卫星，分别

定点于东经140度和80度。北斗卫星导航试验系统建成，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

第三个拥有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 
空间段：由3颗地球静止轨道卫星组成，两颗工作卫星定位于东经80°和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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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地面段：由中心控制系统和标校系统组成。中心控制系统主要用于卫星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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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定、电离层校正、用户位置确定、用户短报文信息交换等。标校系统可提供

距离观测量和校正参数。用户段：用户的终端。 
工作原理： 
第一步，由地面中心站向位于同步轨道的两颗卫星发射测距信号，卫星分别

接到信号后进行放大，然后向服务区转播； 
第二步，位于服务区的用户机在接收到卫星转发的测距信号后，立即发出应

答信号，经过卫星中转，传送到中心站； 
第三步，中心站在接收到经卫星中转的应答信号后，根据信号的时间延迟，

计算出测距信号经过中心站——卫星——用户机——卫星——中心站的传递时

间，并由此得出中心站——卫星——用户机的距离，由于中心站——卫星的距离

已知，由此可得用户机与卫星的距离； 
第四步，根据用上述方法得到的用户机与两颗卫星的距离数据，在中心站储

存的数字地图上进行搜索，寻找符合距离条件的点，该点坐标即是所求的坐标； 
第五步，中心站将计算出来的坐标数据经过卫星发送往用户机，用户机再经

过卫星向中心站发送一个回执，结束一次定位作业。 
定位原理——三球交会测量原理： 
（1）分别以两颗同步卫星为球心，以卫星到用户接收天线距离为半径，构

成两个球面； 
（2）两球面相交得一圆，该圆垂直于赤道平面； 
（3）在地球不规则球面的基础上增加用户高程，获得一个“加大”的不规则

球面； 
（4）圆与不规则球面相交，得两个点，分别位于南北半球，取北半球的点

即为用户机的位置。地面中心站存有全国的地面数字高程库，上述定位解算在地

面中心站完成。 
覆盖范围主要覆盖我国和周边地区。 
短消息通信是“北斗一号”的一大特色： 
可为用户机与用户机、用户机与地面中心站之间提供每次最多120个汉字或

1680比特的短消息通信服务。每个用户机都有唯一的一个ID号，并采用1户1密的

加密方式，通信均需经过地面中心站转发。其流程是：消息发送方首先将包含接

收方ID号和通信内容的通信申请信号加密后通过卫星转发入站；地面中心站接收

到通信申请信号后，经脱密和再加密后加入持续广播的出站广播电文中，经卫星

广播给用户； 
接收方用户机接收出站信号，解调解密出站电文，完成一次通信。我们不但

能知道在哪里，还能知道发生了什么！2008年 汶川地震 进入灾区的救援部队，

利用北斗120个字的短报文功能向指挥部汇报送灾情，让救援更有效。 
优点与不足 
“北斗一号”卫星导航系统与GPS系统相比具有卫星数量少、投资小、用户设

备处理简单等优点，并能实现一定区域的导航定位、通讯、定时等多种用途，可

满足当前我国陆、海、空运输导航定位定时的需求。 
但第一代的北斗系统不足众多：覆盖范围有限；有源定位消耗功率大，在军

事上容易暴露位置引来打击；为了实现双星定位而采用的地球同步轨道太高，影

响了系统的定位性能；基于中心控制系统的定位解算方案也限制了用户的容量。

但作为一次试验性质的导航定位尝试，北斗一号无疑是成功的。作为我国独立自

主研发的首个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北斗一号克服了当时所面临各种困难，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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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俄两国在卫星导航系统上的垄断，并为之后北斗二号的建设积累了丰富的建设

经验。 
（三）伽利略计划——近在咫尺去触不到的核心技术 
2003年3月，欧盟“伽利略”卫星定位系统计划正式启动。 
随着欧洲经济实力的壮大，欧盟的独立意识大大增强，政治上越来越用一个

声音说话，安全上也力图减少对美国的依赖。独立探索太空以及与其他航天大国

频繁合作，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欧洲全力推进自己的各种

航天计划。 
具体地说，欧洲发展“伽利略”卫星定位系统可以减少欧洲对美国军事和技术

的依赖。从商业角度讲，要利用美国的GPS全球定位系统，就要购买美国的信号

接收设备，欧洲的航天工业如空中客车公司必须完全依赖美国系统。有了欧洲自

己的卫星定位系统后，欧洲航天业就可以发展自己的卫星定位用户，并出售设备。 
法国总统希拉克曾表示，没有“伽利略”计划，欧洲“将不可避免地成为附庸，

首先是科学和技术，其次是工业和经济”。 
一直以来，美国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在民用导航领域独步天下，即便同

时代有俄罗斯的“格洛纳斯”系统与之竞争，但“格洛纳斯”年久失修，导航卫星残

缺不全，早已淡出国际市场，根本不具备与GPS一比高下的能力。欧盟发起的“伽
利略”全球卫星导航计划，被认为是结束美国“独霸”局面的最有力挑战。按设计，

“伽利略”将一共由30颗“中轨道”和“静轨道”导航卫星覆盖全球，其定位精度超过

了GPS，在兼容性和精确度等设计方面也优于GPS。为了打破GPS的垄断地位，“伽
利略”的“公共管理服务”系统拟使用的频率故意选择了与美国GPS相近的频率，

这样的安排有可能冲淡GPS的频道效果，令美国人坐立不安。 
此时，中国在区域卫星导航和定位系统上已有长足发展，2000年相继发射了

两颗静地轨道的导航实验卫星，2003年4月又发射了第三颗“静轨道”卫星，基本

形成了覆盖全中国的区域导航和定位系统，这一系统就是“北斗”一号。 
当时的“北斗”系统尚属实验开发阶段，其技术参数落后于GPS，也落后于

2002年欧盟决定启动的“伽利略”系统，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北斗”一号只属于

区域性，其商用价值并不高。在这样背景下，欧洲人主动“邀请”中方加入全球卫

星导航系统，中方欣然受之，双方一拍即合。 
欧洲把中国纳入，不仅使欧洲一些国家的领导人赚足了政治资本，也使“伽

利略”计划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得到极大缓解，更给“伽利略”进入中国诱人的市

场打下了基础。2003年底，在中方实际完成了区域导航系统“北斗”一号之后，中

欧草签合作协议。2004年中欧正式签署技术合作协议，中方承诺投入2.3亿欧元

的巨额资金，第一笔7000万欧元的款项很快就打到欧方账户上。 
2005年，“伽利略”首颗“中轨道”实验卫星“GLOVE-A”搭乘俄罗斯“联盟”号运

载火箭顺利升空。虽然这只是一颗实验性卫星，并非是要最终布置的30颗导航卫

星之一，但“GLOVE-A”的发射，标志着欧盟“伽利略”计划从设计向运转方向转

变。 “伽利略”系统确定地面位置或近地空间位置要比GPS精确10倍。其水平定

位精度优于10米，时间信号精度达到100纳秒。必要时，免费使用的信号精确度

可达6米，如与GPS合作甚至能精确至4米。(可与GPS兼容） 
一位军事专家形象地比喻说： GPS系统只能找到街道，而伽利略则可找到

家门。 
然而，进入2005年，欧洲政治开始转向，亲美政治人物纷纷上台，欧洲迅速

向美国靠拢。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航天局与美国“修好”，同意修正之前拟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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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美国GPS相近的发射频率，以便投入使用后产生信号冲突的可能性降至最低限

度。但这样的技术重新修正，却花掉了预算之外的一大笔钱。作为回报，美国同

意在技术上支持“伽利略”的开发。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欧盟开始排挤中国。眼看着投入巨额资金，却得不到

与之相称的对待，甚至待遇还低于没有投入一分一厘的其他非欧盟国家，如印度

等国，令中国大为不满。中国不但进不到“伽利略”计划的决策机构，甚至在技术

合作开发上也被欧洲航天局故意设置的障碍所阻挡，中方除了挂得一个参与人的

“好名声”之外，其他一无所得，反而要担负巨额资金投入，这样的“结局”令中方

十分不满。 
本来中国诚心与欧盟合作，一开始就定位“北斗”为区域导航系统，给“伽利

略”计划留下了毫无保留的施展空间。但是，欧方“骨子里”并没有放弃轻视中国、

压制中国的心态。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中国抽身离去，留下为经

费吵成一团的欧盟各国。直到2008年4月27日，“伽利略”系统的第二颗实验卫星

才升空，此时距上次发射已经有差不多四年时间，这样的进度，比最初的计划推

迟了整整五年。直到2019年才开始全球服务，只是开局不利。2019年7月11日发

布的服务降级公告，24颗星全部瘫痪，被称为“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历史上最严重

的故障”！ 
由于实质参与欧洲“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受挫，中国决定“单干”。2006年11

月，中国对外宣布，将在今后几年内发射导航卫星，开发自己的全球卫星导航和

定位系统，到2007年底，有关覆盖全球的“北斗二号” 系统计划已经浮出水面。 
（四）北斗二号——艰难困苦时不我待， 自力更生玉汝于成 
2006年《中国航天白皮书》正式宣布具有军事用途的第二代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即将部署，从2007年开始我国正式组网第二代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2007
年4月14日，我国发射了第一颗北斗二号卫星，保护了ITU频率资料，开展了国

产星载原子钟、精密定轨与时间同步、信号传输体制等大量技术试验。 
“ITU”，是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国的一个重要专门机构。简称“国际电联”、“电

联” 。主管信息通信技术事务的联合国机构，负责分配和管理全球无线电频谱与

卫星轨道资源，制定全球电信标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电信援助，促进全球电信

发展。电信联盟分配了四个波段给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这与伽利略定位系统使用

或计划使用的波段存在重合。然而，根据国际电信联盟的频段先占先得政策，若

北斗系统先行使用，即拥有使用相应频段的优先权。 
（视频）杨长风院士《开讲了》讲解惊心动魄的频率之争4小时 
欧盟方面专门组建了谈判团队来中国，请求共享此优质频率，在经历了 2008 

年到 2016 年的漫长谈判，最终以欧洲接受了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应用管理中心提

出的频率共用理念，同意在国际电联框架下完成卫星导航频率协调，结束了这场

马拉松式的较量。 
中国向全世界展示大国风范和中国气度。 
从2007年开始，到2012年为止，我国在5年内共发射了16颗北斗二号卫星，

实现了对亚太区域的覆盖，并在2012年底正式对外提供服务，完成了北斗三步走

战略的第二步。同时，鉴于北斗一号短报文和位置报告功能的实用性，该项功能

在北斗二号中得到了保留。 
2019年5月17日23时48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丙运载火箭，

成功发射了第四十五颗北斗导航卫星。该卫星是我国北斗二号工程的第四颗备份

卫星，至此，我国“北斗二号”区域导航系统建设圆满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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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源定位：“无源定位”服务，也叫RNSS（Radio Navigation Satellite Service）
卫星无线电导航服务，理论上，采用该种体制的卫星导航系统，用户数量是无

限制的。但用户被动测量需要，至少来自4颗在卫星时钟控制下的导航卫星连续

发送的无线电导航信号，并根据这些卫星信号的不同传输时间，来测定用户到这

些卫星的不同距离，然后通过用户终端的数学运算得到用户的三维坐标与速度。

这样需要的卫星数量大大增加了。 
覆盖范围大大扩大了：南北纬55度，东经55度至180度（东至斐济群岛、西

至阿联酋的迪拜、南至新西兰的奥克兰群岛、北至俄罗斯的腾达） 
北斗二号的丰富经验，让我们有底气剑指GPS，北斗三号横空出世。 
（五）北斗三号——达则兼济天下的大国风范 
北斗二号卫星总指挥兼总设计师杨慧:北斗系统是一个重承诺的系统，一定

会为用户提供连续稳定的运行服务。将中国北斗的“三步走”概括为北斗的“三生

三世”：一生一世为生存，北斗一号从无到有，展现了中国北斗为生存而战的能

力；再生再世为服务，北斗二号以惊人的“中国速度”建设了区域导航系统，从根

本上摆脱了对国外卫星导航系统的依赖，真正践行了承诺；三生三世为奉献，北

斗三号在设计指标和定位精度上大幅提升，精益求精，开始全球组网的步伐。 
“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将有5颗静止轨道卫星（GEO）和30颗非静止轨道

卫星组成，30颗非静止轨道卫星又细分为27颗中轨道卫星（MEO）和3颗倾斜轨

道同步卫星（IGSO)组成，共有三种运行轨道。 
中科院院士、北斗导航系统副总设计师杨元喜说，“北斗三号”与“北斗二号”

的区别不仅在于卫星组网从区域走向全球，更在载荷、星间链路、激光通信等方

面有创新。比如“北斗三号”采用星载氢原子钟，其精度将比“北斗二号”的星载铷

原子钟提高一个数量级。再如增加卫星搜救功能及全球位置报告功能。整个北斗

系统除了空间段这30多颗卫星，还包括地面段和用户段，前者有地面基准站，后

者有用户终端。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即我国很难像GPS那样，在全球大范围建立

地面站，那怎么办？ 
星间链路：为解决境外卫星的数据传输通道，在卫星之间搭建的通信测量链

路，通过卫星间的位置相互定位，假如某一些卫星的位置定的比较准确了，就把

它们的位置也作为观测点，联合其他地面观测点去定位其他的卫星。这样一来，

卫星的位置精度就能够得到大幅提高。实现了卫星与卫星、卫星与地面站的链路

互通。就是说，虽然我们“看不见”处在地球另一面的北斗卫星，但通过北斗卫星

的星间链路，同样能和它们取得联系。 
2020年3月9日19时55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

成功发射北斗系统第五十四颗导航卫星。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后续将进行变

轨、在轨测试和试验评估，适时入网提供服务。北斗三号系统由24颗中圆地球轨

道卫星、3颗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和3颗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共30颗卫星组成，

此次发射的是第二十九颗组网卫星，同时也是第二颗地球静止轨道卫星，该类卫

星在星基增强、短报文通信、精密单点定位等特色服务上发挥关键作用。 
2020年5月，将按计划发射最后一颗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届时，北斗三号全

球星座部署将全面完成。 
覆盖范围：全球，达则兼济天下！ 
随着性能的部分提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经开始逐步应用于测绘、电信、

水利、渔业、交通运输、森林防火、减灾救灾和公共安全等诸多领域。北斗卫星

导航系统为城市的智能交通调度提供了定位信息，无人驾驶再添利器。当汶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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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发生后，灾区的手机通信基站被破坏，电缆、光缆被截断，有线、无线通信

全部中断。在这种情况下，利用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成功为灾区一线和指挥部

建立了实时通道。还有智慧城市建设，天上地下万物互联即将成为现实！ 
（六）我们能做什么——宣传参与努力学习，贡献青春力量 
我们现在还是中学生，还都不能独当一面，但是我们可以努力学习，为将来

建设祖国积蓄力量。我们可以宣传北斗，让更多的人了解北斗导航。我们可以参

与北斗，用自己的智慧创造新应用。 
参与的方式就是参加“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北斗杯”全国青

少年科技创新大赛（BD-CASTIC）是中国青少年卫星导航领域高层次、高水平、

大规模的科技盛会，本活动由教育部科学技术司、共青团中央学校部、中国科协

青少年科技中心、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等相关部门共同主办，教育部卫

星导航联合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共同承办（秘书处设在北京大学

数字中国研究院办公室）。此次大赛旨在大力宣传北斗系统的科普知识，开拓培

养与交流的渠道，搭建全国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的平台，提高青少年的科技创新

能力、实践能力，打造我国青少年科技活动知名品牌，为北斗系统工程建设与应

用创新增添活力。 
期待着你们的参与，用你们的青春智慧和力量，让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传播的

更广，利用的更好！ 
课件详见附件PTT文档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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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领航放飞梦想——北斗创新助我成长 

成都市华阳中学  龙新明 
 

课件详见附件PTT文档 略 



第十一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研究生组（含科技教师） 

184 

北斗立方星创新设计大赛如何选题 

海南文昌中学   谭理川 

一、教学目标 

设计是创造性的劳动，其本质是创新。本文课程具有较强的创新教育这一特

点，在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能力方面进行尝试。让学生了解北斗立方星

的功能结构以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的规则，参考历届比赛的作

品，展开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在北斗立方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设计，明确创新设

计的适用性和可行性，引导学生抓住科技创新的共性，使同学们在创新设计制作

中能够事半功倍。 

二、教学重点和难点 

1．分析了解北斗立方星的结构以及大赛的规则后，明确自己创新设计的研

究方向，在线查新找出自己的创新点和与其他作品的不同点。在这里课题选择是

重点问题，在课题选择过程中，多数同学的难点问题也就是创新点的确定．所以

要求学生结合立方星的特点和目前卫星设计的不足之处大胆想象，结合创新设计

实例，打破学生对创新设计的神秘感，使学生明白，创新设计并非少数杰出人才

的专利，相信每个正常的人都有创新能力，人人都可以进行创新，创新能力无时

不在，创新能力无人不有。 
2．通过案例《彗星先行者》分析，组织学生参加课堂讨论，各抒己见，给

学生创造 一个开动脑筋、培养创新意识、挖掘创新潜能的宽松环境，并注重培

养学生乐观自信、兴趣广 泛、充满好奇、勇于探索、意志坚强、敢于质疑、有

信心和责任心的优良创造人格。 

三、教学过程设计 

下面我们通过《彗星先行者》这个案例分析来据阐述如何在立方星的基础上

进行创新设计，首先我们来看看此案例创新的思路： 

（一）选题背景 

提问：基于什么样的背景下去选题？ 
（1）由于彗星可能于诞生太阳系形成早期，而在后续的演化过程中，由于

它们离太阳较远，所受到的太阳辐射作用和引力作用较小，故而可以长久地处于

低温状态下，尤其是彗核内部的演化程度很小，较多地保留了太阳系形成早期的

遗迹和信息，是太阳系最古老的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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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欧洲空间局组织的无人太空船计划，格林尼治时间2004年3月2日7

时17分（北京时间3月2日15时17分）发射，研究楚留莫夫－格拉希门克彗星 代
号为67P。2016年9月30日，罗塞塔号彗星探测器撞向67P/楚留莫夫-格拉希门克

彗星，罗塞塔号与地面失去联系，正式结束了长达12年的“追星”之旅。 

 
（3）2005年1月13日，北京时间2时47分，美国成功发射彗星探测飞船，“深

度撞击号”。2005年7月4日，释放出一颗372公斤级的铜弹，撞击“坦普尔1号”彗
星的彗核，价值3.3亿美元。人类第一次与彗星亲密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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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选题目标 

提问：你想达到什么目标？ 
本课题研究的目标为将立方星作为先导卫星，通过利用北斗立方星套件原有

装置以及增添的设备，使得立方星能够做为先导卫星，对选定慧星提前进行勘测，

并承担一定的任务。 

 
（三）研究意义 

提问：研究此课题有什么意义？ 
（1）本课题将立方星作为先导卫星，对选定彗星周围环境（包括气压、温

度、湿度、粉尘颗粒、可燃气体）进行检测，以及拍摄彗星图像，通过数传模块

将立方星收集到的数据及图像传回，为科学家提供数据参考，为彗星探测器制定

更加优化的任务方案，可减少未知的因素，及减少彗星探测器的任务量，可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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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地探索彗星。 
（2）并且在北斗立方星套件的基础上增设了可燃气体传感器这一设备，在

探测彗星时的同时寻找可燃能源。 

（四）创新设计 

提问：怎么样进行创新设计？ 
首先将立方星发射到选定慧星附近，通过姿控分系统及推进分系统对选定彗

星进行环绕运动，后通过有效载荷分系统对彗星周围的温度、湿度、尘埃颗粒的

浓度、气体进行检测，然后将探测到的数据通过数传模块发送到地面测控站。 

 
（1）本课题首次提出将立方星作为先导卫星，通过环绕彗星运动，对所选

定彗星周围环境（温度、湿度、颗粒、气体等）进行提前探测，将探测到的数据

通过数传传送回地面测控站，技术人员再进行研究分析，可减少一些不定因素，

为彗星探测器任务的执行提供基础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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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立方星的制作成本低，体积小巧，可以与大型火箭一同发射到太空，

无需单独发射。作为先导卫星可以对彗星提前进行一些简单的探测，如探测气体

成分，拍摄彗星图像等，减少彗星探测器的工作量，使彗星探测器直接进行进行

更深程度的探究。 

 
（3）本立方星在原套件的基础上增设了可燃气体传感器，可检测彗星大气

中是否存在可燃气体，为彗星探测器提供前景，对彗星上存在的可燃气体进行更

深入的勘测。 

 
（五）可能遇到的问题 

提问：创新设计可能会遇到什么困难？ 
（1）立方星如何对彗星进行环绕运动。 
（2）在进行环绕运动时，如何有效的避免尘埃对立方星撞击引起的震动。 

（六）解决方案 

提问：针对遇到的问题怎么去解决？ 
（1）对于立方星如何对彗星进行环绕运动这个问题，我们通过姿控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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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立方星的位置姿态信息，实现立方星姿态稳定和姿态变化，同时通过推进分

系统，根据选定彗星的运行轨迹，对立方星的轨道与姿态进行实时控制。 
（2）对于在进行环绕运动时，如何有效的避免尘埃对立方星撞击引起的震

动这一问题，我们采取在立方星的外部装上尘埃防护罩，可有效的用于抵御尘埃

撞击，从而使立方星减小尘埃撞击所带来的震动。 

（七）系统设计 

提问：立方星由哪些分系统组成？ 

分系

统 电源分系统 姿控分系统 测控与通信分

系统 星务分系统 

设备 

可循环充电电

池18650、电源

保护模块、多

路稳压电路 

北斗+GPS定
位模块、九轴

惯性导航模

块、大气压强

模块。 

外部数传接

口、GPRS数
传、蓝牙数传、

Zigbee数传 

星载计算机即立

方星上的星载计

算机载荷板，其上

有Arduino、
Mega2560核心电

路板和其扩展板。

星载软件即

Arduino IDE。 

功能 

完成将光能，

核能或化学能

转换成电能为

整星供电的重

要任务，负责

在立方星各个

飞行阶段为立

方星的用电负

载提供能源。 

感知星的姿

态和地理位

置，并将数据

传给主控单

元。 

数传模块将接

收到的信息通

过GPRS、
Zigbee、蓝牙等

模块发送出

来。 
 

获取所有板卡传

回的信息，根据程

序设定的逻辑，驱

动相应的执行器。 

 
分系

统 
推进分系

统 结构与机构分系统 有效载荷分系

统 
热控分系

统 

设备 包括2*2路
直流电机

驱动、12
路舵机驱

动 

卫星盖板（18个）、卫星

顶框（6个）、卫星固定框

（6个）、卫星立柱（12
个）、尘埃防护罩。 

气压传感器

BMP180、温度

传感器

PMS5003ST、粉
尘传感器

PMS5003ST、可
燃气体传感器、

摄像头。 

使用以聚

酰亚胺为

材料制成

的外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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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承担立方

星轨道与

姿态控制、

轨道与姿

态机动及

位置保持

等各种功

能。 

卫星结构主要用于维持

卫星外形构型，同时为其

他系统提供安装空间并

支撑和保护卫星。卫星机

构则主要负责形成和释

放星上部件或者使星上

部件展开到所需位置。 

用于直接实现

立方星所承载

的特定任务 

起到一定

作用的隔

热效果。 
 

（八）下一步工作和对未来的展望 

提问：未解决的问题提出下一步工作要求？ 
（1）本论文课题的下一步工作为完善立方星的功能，加强立方星在计划执

行中的可操作性以及解决如何在彗星上取得样本并带回地面的问题。 
（2）彗星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含有碳、氮等生命必要的元素，如果我们

继续在彗星方面进行研究，将存在在彗星上开采资源的可能性，如果存在这种可

能性，将会缓解地球资源短缺等问题。而且彗星彗核中有太阳系原始物质，深入

探索彗星可能会促使人类对太阳系的历史产生更具体地了解。 
（九）课堂总结和课后思考 
（1）根据案例分析说说你学到的创新设计的方法是什么？ 
（2）科技创新设计一般有哪些步骤？ 

（十）作业安排 

根据案例分组或者个人设计出自己的作品参加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

大赛。 
课件详见附件PTT文档 略 
北斗领航放飞梦想——北斗创新助我成长 
成都市华阳中学  龙新明 
课件详见附件PTT文档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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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的STEM教育之定位原理&创新应用 

山东省济南第一中学    闫玉良、陈建龙 
 
课件详见附件PTT文档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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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卫星的水池水质修复系统 

作    者：王莹、赵婉婷、曾云成、刘镇坤 
指导教师：李海峰 
学    校：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摘要】本发明实用于水池水质修复领域，具体为基于北斗卫星的两项仪器相配

合而进行水池水质修复。现代水资源修复正在向精准化方向迈进。精准化水资源

的基本涵义是根据水域中动植物的环境状况,调节水质中的各项物质的含量,以最

少的或最节省的投入达到高投入的水质修复成果。以前的方法是人工在水池中以

水的颜色，来判断水池的情况，然后对水池整体进行处理，然而在实际中许多大

型的水池会出现部分富营养化。传统水质修复是采用直接在水中撒化学药剂，换

水，清淤泥等多种方式，这样的修复效果差而且很浪费资源，也浪费劳动力。水

池中可能会出现溺水、乱扔垃圾、盗窃的情况，本发明提供一种可以检测定位然

后传输置北斗卫星，如出现水质问题水质修复机器人将自动移动到检测定位的位

置，然后将在水中投放相应缺少的物质。如出现溺水乱扔垃圾盗窃的情况，将提

醒相关人员进行救援或维护水池安全。从而减少了资源浪费，也提高了人和水池

的安全性。 
【关键词】北斗卫星 机器人 水池水质修复 节约资源 溺水救援 水池安全 
【Abstract】The invention is applied in the field of water quality restoration of a 
pond, specifically for water quality restoration of a pond based on the cooperation of 
two instruments of beidou satellite.Modern water resources restoration is moving 
towards precision.The basic meaning of precision water resources is to adjust the 
content of various substances in water quality according to the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of animals and plants in water, so as to achieve high-input water quality 
restoration results with minimum or minimum investment.The previous method was 
to judge the situation of the pool artificially by the color of water in the pool, and then 
to treat the pool as a whole. However, in reality, many large pools will appear partial 
eutrophication.Traditional water quality restoration USES direct chemical agents 
sprinkled in the water, water change, muck removal and other methods, which is poor 
and wasteful of resources and labor.Drowning, littering and theft may occur in the 
pool. The invention provides a method for detecting and positioning and then 
transmitting the beidou satellite. In case of water quality problems, the water quality 
repair robot will automatically move to the location of detection and positioning, and 
then drop the missing material into the water.In case of drowning and littering theft, 
relevant personnel will be reminded to rescue or maintain pool safety.Thus reduce the 
waste of resources, but also improve the safety of people and pools. 
【Key words】Beidou satellite，robot，Pond water quality restoration，Saving 
resource，Rescue drowning，Pool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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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研发背景 

现今大多数的公园、学校、鱼塘等的水池的维护都由人工来处理，出现问题

无法及时的得知信息，也无法及时对水质进行修复，从而会导致大量鱼类植物等

死亡，水池每天都需要观测和水质垃圾的处理，使工作人员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

检测和观测。而且水池也不能及时进行处理和专业针对的进行修复。在修复的过

程中因投放量过度或缺少，某些物质因本身未缺少而又投放该物质，不仅会导致

水池病情未治愈，而且会导致资源的浪费。水份中物质成分比例和含量是水池中

动植物生存最为重要的因素，它能让动植物生存，也能让动植物死亡。水池水份

中的某成分缺少不仅会改变整个动植物的环境，生长，而且还会改变土壤的好坏，

导致土壤的异常并二次破坏水源甚至会引发生态环境的失衡。 
如今大多数的公园在大部分时间都会有人游玩，而其中可能会发生溺水、盗

窃水池中的观赏鱼或者破坏荷花等等情况，然而工作人员无法及时得到消息，从

而无法及时的求援溺水者，也无法阻止破坏。 
尽管当今社会的科技在飞速的发展，但在资源节约而且及时的水池水源治

理，救助溺水，防止盗窃等方面还没得到最为理想的方案。 

 
2．研发意义 

水池水源在治理的过程中需要多次治理，而且治理是以多年的经验进行判断

水池水质的情况，从而进行大面积的喷洒化学物质或其他方法对水池的水质修

复，而检测系统自动到某处的水质进行针对的修复，防止资源的浪费。水池中可

能会出现人员溺水的情况，将提醒相关人员进行救援。水池中往往会养殖一些观

赏的鱼类或其他动物以及植物，有时会出现偷窃现象，水池中植物在开花季节也

会出现破坏植物的现象，系统将会提示相关人员来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在劳动

力价格不断攀升的今天，需要一些工作人员来管理水池，而且不一定能管理好，

使一种节约资源和科学的检测与修复而且不需要人工巡查水池情况的系统，具有

更重要的意义。 

3．前期研发基础 

1、对水池的环境进行观察。 
2、对水池中投放的化学物质进行收集。 
3、对气囊在水面的承载能力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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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北斗卫星定位技术的了解。 
5、对工作人员的工作进行观测。 
6、对水池中植物的生存环境方面的数据进行收集。 
7、对水池中垃圾种类大小进行收集统计。 
8、对水池中出现盗窃鱼的情况进行信息收集。 
9、对人为故意破坏水池而采取的方法进行收集。 
10、红外测距仪进行系统性的学习。 
11、对全站仪计算坐标方法进行学习。 
12、对水池维护措施的观测。 
13、对养殖鱼池常出现的问题进行了解。 
14、对一个物体所占的坐标进行分析。 

4. 研发范围和总体计划 

研发范围是基于北斗定位系统的水池水质修复系统。总体目标是通过检测

器，水质修复机器人和北斗定位系统的配合实现对水池水质的针对性修复，而且

通过此系统会将水质缺少的位置和缺少的成分进行针对性的修复，垃圾障碍物的

位置，溺水人员的位置，及时的发送至管理人员。 

二．各仪器设计技术原理和运作过程 

1．检测器 

简述：水池中需要安放检测器，安放密度以及位置由水池大小和实际情况来

规定，检测器自身定位由北斗卫星提供。检测器将长时间在水中检测水的化学物

质成分和水池表面上的情况，如出现问题将会把缺少的化学物质及位置，或水面

上出现情况的位置传至水质修复机器人。 

 
1.基站（信息传输及定位装置）  2.检测器外壳  3.气囊  4.传感器 

5.测距仪稳定盘  6.测距仪  7.电池、中央处理器等  8.通口 
（2）检测器的定位与数据传输 

检测器定位在以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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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在水池系统中以知一个已知点A，与A不重合的点B，已知A和B之间

的坐标方位角，以该角推出第三点C的坐标方位角，而且检测出A-C的距离D，设

坐标方位角为α,垂直角度为β，由公式𝑋𝑋𝐶𝐶 = cos𝛼𝛼 ×𝐷𝐷 + 𝑋𝑋𝐴𝐴  𝑌𝑌𝐶𝐶 = sin𝛼𝛼 × D +
𝑌𝑌𝐴𝐴     𝑍𝑍𝐶𝐶 = tan𝛽𝛽 × 𝐷𝐷 + 𝑍𝑍𝐴𝐴 得出C点的XYZ坐标。C语言程序如下： 

 
（2.2）在水池系统中已知两个已知点A和B，将A点为站点，以B点为后视点，

以后视点方向为0°方向，定位待测点C，测出C点的距离D，水平角度α，垂直角

度β，tan 𝛾𝛾 = (𝑋𝑋𝐵𝐵−𝑋𝑋𝐴𝐴)
(𝑌𝑌𝐵𝐵−𝑌𝑌𝐴𝐴)   𝑋𝑋𝐶𝐶 = cos(𝛼𝛼 + 𝛾𝛾) × 𝐷𝐷 + 𝑋𝑋𝐴𝐴   𝑌𝑌𝐶𝐶 = sin(𝛼𝛼 + 𝛾𝛾) × 𝐷𝐷 + 𝑌𝑌𝐴𝐴 

𝑍𝑍𝐶𝐶 = tan𝛽𝛽 × 𝐷𝐷 + 𝑍𝑍𝐴𝐴  得出C点的XYZ坐标。C语言程序如下： 

 
水质检测器对正常设备的定位 

（2.3）水质检测器对水池中正常的设备的定位是多次的每次将与上一次的

角度增加多α1或 β1 从而进行每隔1CM测出一个坐标点，由大量的坐标点建立出

该水池中正常设备的空间模型，这些坐标点将形成正常安全的障碍物坐标库。 

α1 = arccos (𝐷𝐷√𝐷𝐷
2+1

𝐷𝐷2+1
)   β1 = arctan (1

𝐷𝐷
)  (D为检测器与障碍物的距离、单

位为厘米CM) 
（3）水质检测器的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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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质检测器的运作过程 
（4.1）每个水质检测器都有6个传感器，分别为氨氮传感器、亚硝酸盐传感

器、PH传感器、DO传感器、𝐻𝐻2𝑆𝑆传感器、重金属传感器，传感器将信息采集后

经过处理器处理储存在内存卡中，过10分钟后在进行检测，共检测6次，然后将

最近6次的信息发送至检测装置中部，中部将6次的数据取平均值A = (𝐴𝐴1 + 𝐴𝐴2 +
𝐴𝐴3 + 𝐴𝐴4 + 𝐴𝐴5 + 𝐴𝐴6)/6，并且与正常区间相匹配𝐴𝐴𝑀𝑀𝑀𝑀𝑀𝑀 < 𝐴𝐴 < 𝐴𝐴𝑀𝑀𝐴𝐴𝑋𝑋，如果正常将会

把信息存储在内存卡中而且不进行发送，如果平均值超出或者低于正常值区间范

围A < 𝐴𝐴𝑀𝑀𝑀𝑀𝑀𝑀 ∪ 𝐴𝐴𝑀𝑀𝐴𝐴𝑋𝑋 < 𝐴𝐴，信息会单独存储在一个报警文件夹中然后信息将发送

到水质修复机器人。 （PH）判断是否异常C语言程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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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时基站进行位置定位，将新的定位坐标XYZ中XY，由公式X1 =
�𝑋𝑋0� × cos𝛼𝛼 + 100    𝑌𝑌1 = �𝑌𝑌0� × sin𝛼𝛼 + 100    (0 < 𝛼𝛼 < 2𝜋𝜋  )[公式中所有单位

均为厘米（CM）]，坐标处理器计算出离检测器中心周围1米的360个点位（每一

度一个点），而且得到360个点中离水质修复机器人最近的点位，python程序如下： 

 
（4.2）检测器头部有一个360度旋转的红外线测距仪器，实时观测水面上垃

圾或障碍物，如出现障碍物将测出其距离，因已知其转动角度，由上述的公式计

算出该垃圾或障碍物的XYZ坐标。 
步骤一：将该坐标与水池地理位置图上相比较，判断该障碍物是否在水池中。 
步骤二： 如果该XYZ坐标出现在水池地理位置图上，将XYZ坐标与正常安

全的障碍物坐标库相比较。（水池中可能会安放正常的设施，避开这些正常设施

的坐标点）。 
步骤三：进行10次测距，该垃圾或障碍物的XYZ坐标的数据群如果不相同，

可能出现异常现象；如相同说明是普通的垃圾。（普通红外测距仪在无干扰的情

况下100米（M）之内1秒（S）可测2次距离） 
步骤四：如果数据相同将位置信息发送至水质修复机器人；如数据不同，如

果该坐标群处于深水区域，该有可能会是溺水等情况，位置信息将加以溺水警报

发送至相关人员。如果该坐标群出现在水中观赏植物区域，可能是有人进入水池

中破坏植物，将信息加以水池被破坏信息发送至管理人员。 
（4.3）水质检测器上部的红外测距仪当测出一障碍物时，顺时针旋转进行

二次测量，然后逆时针旋转进行三次测量，每一次测量都要旋转一次，旋转方向

与前一次相反，共有两个测距仪（前后）旋转角度至刚接触异常障碍物的位置，

以此测量方法从而得到10次数据，以10次数据得到数据群。 
（4.4）水质检测器的存储器中有安全障碍物的坐标群（水池中正常的设备），

当红外测距仪将不断的测这些点的位置，如出现无法测出坐标，说明该设备出现

盗窃等异常情况，将会无法测出的坐标群加以警报发送至管理人员。 

2.水质修复机器人 

（1）水质修复机器人构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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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斗卫星信息接收与传输器  2. 顶部  3.动力装置  4.物质排出口和氧气口  

5.基础机身  6.气囊 

 
（2）水质修复机器人技术原理 
北斗卫星传递的信息同时会传输至水质修复机器人中，机器人中间箱中有多

个区间，每个区间中存储不同的化学物质，在存储箱下有一个智能开口通道，化

学物质等可以通过智能开口通道掉入下方的搅拌通口,开关连接在内部处理模

块，由内部处理模块发送信息调节开关打开或者关闭，当内部处理模块打开时化

学物质会进入搅拌通道进行搅拌，搅拌通口有5个测试器，（图中红色均为测试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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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测试器    2.物质排出口   3.搅拌器 

内部测试器与内部处理模块相连接，当5个测试器检测出来的结果大致相同

时𝐵𝐵1 ≈ 𝐵𝐵2 ≈ 𝐵𝐵3 ≈ 𝐵𝐵4 ≈ 𝐵𝐵5，内部处理将下达指令给通口，通口门打开将搅拌均

匀的化学物质水排出，搅拌通口与水池水相连接。仪器的四周围绕着气囊用于将

仪器漂浮与水面上，气囊显为4个五分之一圆弧，机器人底座前后左右各有一个

通风通口用与机器人的移动，前后的通风口与搅拌通口相连接，相连接的中部上

方拥有一通口与外界环境相连接，向上的通口中间有一发动机，发动机与内部处

理模块相连接，处理模块接收到信息中枢的信息时，将信息处理然后传至发动机，

使发动机启动向上部的通风口中吸取空气，然后在下部的出口中吐出，机器人会

因水的反作用力而移动。 
（3）水质修复机器人的运作过程 
当水质修复机器人的北斗卫星信息接收器收到来自北斗卫星的信号之后，将

信息传递置中心处理器，信息中包含检测器周围1米的360个点位（每一度一个

点），和360个点中离水质修复机器人最近的点位坐标。 
水质修复机器人得到最近点位后，内部处理器将计算来自检测器的障碍物位

置信息，如果运行路线上有障碍物由程序避开该障碍物1米的前提下得到最近的

路线，Python程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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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修复原理 
当PH过低或硫化氢和亚硝酸盐等过高时，水质修复机器人将移动到指定物

质向搅拌通道投放氧化钙，搅拌均匀后排出      2𝐻𝐻+ + 𝐶𝐶𝑎𝑎𝐶𝐶 = 𝐻𝐻2𝐶𝐶 + 𝐶𝐶𝑎𝑎2+ 
当PH过高时，水质修复机器人将移动到指定物质向搅拌通道投放氯化钙，

搅拌均匀后排出      𝐶𝐶𝑎𝑎2+ + 2𝐶𝐶𝐻𝐻− = 𝐶𝐶𝑎𝑎(𝐶𝐶𝐻𝐻)2 
当溶解氧等不足时，水质修复机器人将移动到指定位置沿着之前计算出离检

测器1米的360个坐标位置不断运动，氧气口在外界吸入氧气从排出口排出，给与

水加氧。 
当氨含量过高时，水质修复机器人将移动到指定物质，将硝化菌排放到搅拌

通道中，搅拌均匀后排出，同时对水源供氧给硝化细菌充分的氧气。 

3.水池水质修复的信息传递过程 

在水池中水质检测装置将以多个数据采集终端，分布在水池中采集水质的数

据,并将采集的水质数据通过自组网传至管理人员,实现了对水池的监控,同时信

息会发送到水质修复机器人，机器人会跟随着检测器提供的信息和北斗定位的情

况下，到达指定位置之后将投放相应的物质在搅拌通道中，与水搅拌均匀后投入

水中。 

4.仪器的防水以及线路位置 

水质修复机器人和水质检测器的外壁防水均用EPO防水涂料，内部由钛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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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中心为线路通道用于线路连接。EPO防水涂料防水涂料具有很强的防水性、

抗腐蚀性和隔热的可裸露使用的聚合物乳液涂料。钛合金具有强度高、耐蚀性好，

而且轻巧的材料。水质修复器和检测器外壁较薄不需要太多的钛合金，所以不会

造成制造成本的提高，薄外壁同时会使内部空间体积的提高，客观上提高的浮力

和承载化学物质的能力。 

 
1.外部EPO防水涂料 2.外部钛合金 3.线路 4.内部钛合金 5.内部EPO防水涂料 

5.水质修复的极端情况 

（1）当水池修复的过程中出现储存箱中化学物质的不足，水质修复机器人

将通过头部的传输器上传缺少的物质和水质修复机器人的位置，提醒管理人员添

加相对应的化学物质。 
（2）当水质修复机器人收到多个检测器检测出的相同问题，水质修复机器

人将对该区域体积和缺少密度V × ρ = 𝑀𝑀1  𝑀𝑀1 × 𝐾𝐾 = 𝑀𝑀2 (K比例换算常数，𝑀𝑀1

原本缺少物质的重量  𝑀𝑀2所需投放物质的重量)求所需要填补的物质质量，将该地

域位置和缺少种类含量发送至管理人员。 
（3）当水质修复机器人存储器中同一坐标出现氨氮，硫化氢，亚硝酸盐多

次异常时，将会把该坐标位置发送至管理员，提醒管理人员换水和清理淤泥。 

三.系统原理 

系统运行图： 

1.运行流程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0%90%E8%9A%80%E6%80%A7/4993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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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系统原理 

通过检测器检测水面上的障碍物和水中的化学物质含量，如出现异常情况。 
1.检测器检测出水面上有障碍物，而且障碍物的坐标与系统自身输入的正常

障碍物坐标不一致，检测器将会把障碍物坐标发送至管理人员，如障碍物的坐标

不断增加或障碍物所占的坐标过大，说明有人在水池中故意仍垃圾或者有人进入

水池，检测器将以该障碍物的坐标加警报的数据发送至管理人员，传输器将此数

据传输至地面管理员的工作室，以及传至app以短信的方式发送置管理员，管理

员在任意地域都可以接收信息。 
2.检测器检测出水中的物质超出或低于了正常水平，水质检测器将检测信息

计算之后，将位置和缺少的物质信息发送至app和水质修复机器人，水质修复机

器人将通过计算寻找最近的安全路线，然后在动力装置和北斗卫星的导航下到达

该位置，然后进行水质修复，直至达到水质正常。 
步骤一：通过检测器检测水中是否出现异常。 
步骤二：将定位，水物质异常，对异常情况判断。 
步骤三：如果水面异常，将信息发送置管理员，app；如水质异常将发送至

水质修复机器人和app。 
步骤四：管理员到指定位置观测情况；或水质修复机器人到定位的指定位置

投放指定物质。 

五.结论 

基于北斗卫星定位系统的水池水质修复系统，可实时对水质中的物质进行检

测，通过此系统可准确的定位水质中物质异常的地方，而且进行准确针对性的修

复。通过此系统可以及时的将溺水，破坏水池的位置发送至管理人员，保护人员

安全和水池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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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的农村生活垃圾智能分类装置 

作    者：侯浩、杨宏超、李明杰 
指导教师：徐明霞 、王振峰 
学    校：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农村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

农村生活垃圾的组成结构日益多样和复杂，农村生活垃圾的数量呈现不断上升趋

势。当前，我国生活垃圾分类回收设施建设主要在城市地区，广大农村地区还未

实施生活垃圾分类。为培养农村生活垃圾分类习惯养成，推动农村人居环境可持

续发展，建设美丽乡村，团队设计了一种基于“北斗”的农村生活垃圾智能分类回

收装置。该装置具有以下功能：智能语音识别系统，该系统能够识别多种方言，

采用人机交互的方式指导生活垃圾正确分类；红外线感应装置，实现生活垃圾分

类桶内的垃圾满溢检测，及时通知垃圾清运人员更换垃圾桶并清运；利用北斗卫

星全天候、高精度的特点，实现农村生活垃圾智能分类装置、垃圾分类运输车辆

的实时定位，为相关部门提供垃圾分类车辆调度、生活垃圾分类动态信息等提供

依据。该装置具有广阔的应用和推广前景，智能语音识别系统有助于培养农村居

民的生活垃圾分类习惯，助力于全面推进全民参与生活垃圾分类的意识和行动。

该生活垃圾分类回收装置已在多个村庄安装使用，使用效果良好。 
【关键词】北斗定位 生活垃圾分类 农村环境 人工智能 
【Abstract】With the rapid growth of Chinese economy,the consumption level and 
consumption structure in rural areas have undergone great changes.The composition 
and structure of rural domestic waste have become diverse and complex,and the 
amount of rural domestic waste has shown a rising trend.At present,the construction 
of domestic garbage classification and recycling facilities in China is mainly in urban 
areas.In order to cultivate the habit of rural domestic garbage classification,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and build a beautiful 
countryside,the team designed a rural domestic garbage intelligent classification and 
recycling device based on"beidou".The device has the following functions: Intelligent 
Voice System,which can recognize a variety of dialects and man-machine interaction 
to guide the correct classification of domestic garbage; Infrared Sensor Device,which 
can detect the garbage’s overflow in the domestic garbage classification bin,and 
timely notifies the cleaner to replace the garbage bin and clear;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eidou satellite are all-weather and high-precision,can provide the real-time 
positioning of the intelligent classification device for rural domestic waste and the 
garbage classification transportation vehicle,which is the basis for departments to 
provide the garbage classification vehicle scheduling and the dynamic information of 
domestic waste classification.This device has a broad application and promotion 
promotion prospects,and the intelligent voice recognition system can help to cultivate 
the habit of domestic garbage classification of rural residents,and help to promote the 
awareness and action of the whole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the domestic garbage 
classification.The domestic garbage sorting and recycling device has been installed 
and used in many villages with good results. 
【Key words】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and positioning system  rural domestic 
garbage classification  rural environmen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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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1.1研究背景 

目前，我国垃圾分类回收的处理方法并没有得到普遍的实施，很多地区都

是将各种垃圾全部运输到垃圾处理场，进行填埋和焚烧，成本耗费大，空气污染

严重。国内没有普及垃圾分类的城市和农村还很多，主要原因是：人们还没有形

成垃圾分类的习惯，实施垃圾分类后，缺乏一个完善有效地分类回收体系。对这

一工作的宣传力度不够，很多二、三线城市及农村都不知道要将垃圾分类，部分

小区也只是应付化走形式，不清楚具体的垃圾属于哪种分类，没有系统的分类标

准。要想成功的实现垃圾分类，公众必须树立科学的垃圾分类意识，这是做好垃

圾分类的前提和保障，借鉴垃圾分类比较成功的国家来看都非常注重对公众的垃

圾分类意识和习惯的培养。 
自2017年，中国国家发改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共同发布了《生活垃圾分类

制度实施方案》,为中国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的实施制定了路线图。同期各个省、

市相继出台强制分类实施方案，从完善顶层设计开始补齐短板，提高垃圾分类的

法治化水平和全民参与程度。自此国家、省、市各级垃圾分类工作开始全面实施，

相关工作也将会开始迈出实质性的步伐。面对生活垃圾造成的突出环境问题，我

们应该坚定绿色发展理念，加强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建设。 
据环保部印发的《2018年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显

示,2016年我国大、中城市生活垃圾产生总量约1.8亿吨,累计城市垃圾堆存量已达

到66亿吨。全国600多座大中型城市约2/3饱受垃圾围城之困,大量产生的固体废物

带来了重大的健康和技术难题.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习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

组第十四次会议上提出,要加快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

的垃圾处理系统,形成以法治为基础、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城乡统筹、因地制

宜的垃圾分类制度，努力扩大垃圾分类制度覆盖范围。 

1.2研究意义 

随着农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农村消费品出现多样化的趋势，农村生活垃

圾随之出现复杂化、多样化的特点，垃圾围村现象也出现在各种媒体焦点，农村

的垃圾污染问题逐渐浮出水面。截止2019年1月，我国人口已经超过13.9亿，其

中农村人口5.6亿，每年在农村产生的生活垃圾约33亿吨，但是农村生活垃圾处

理率仅为60%。因此，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目前，我国已全面建立了由政府主导、因地制宜、公众参与的城乡环卫一

体化的工作体系，对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基于我国广大农

村地区的农业经济基础不同、人文习惯各异、区域特点凸出等诸多因素，农村生

活垃圾治理离国家提出的建设美丽乡村、生态家园的要求还存在很大距离，在健

全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机制，提升农民环保意识，协同治理，监督检查等工作

上还存在短板。随着可回收垃圾的比重越来越大，为把越来越多的土地从垃圾威

胁下解救出来。就要培养每个公民的垃圾分类意识，提高他们对垃圾分类的认知

与自觉性。这样既减少了环境污染，也可以避免由填埋或焚烧引起的自然危害。

垃圾分类的智能研究也完美的助力了国家垃圾分类这一政策。加强垃圾分类科普

宣传、完善垃圾分类基础设施建设、监督垃圾分类治理等有效措施，对于有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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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原生资源、改善环境质量、带动绿色发展、引领绿色生活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二、垃圾分类装置的发展趋势 

2.1传统垃圾分类装置 

垃圾桶是指装放垃圾的容器。用时放入塑料袋，当垃圾一多便可扎起袋丢弃。

垃圾桶是人们生活中“藏污纳垢”的容器，也是社会文化的一种折射，多数垃圾桶

都有盖，以防止垃圾的异味四散；有些垃圾桶可以脚踏开启，家居的垃圾桶多数

放于厨房，以便放置厨余垃圾，有些家庭会在主要房间都各置一个用来收集生活

中产生的各种垃圾。在社区和乡村大多都是以铁质的集装箱形式的无分类大铁箱

为主（如图1），部分城市小区会采用塑料材质的四桶形式来收集（如图2），常见

的垃圾桶的材质多数采用木质、金属、钢木等（如图3）。这些传统形式的垃圾桶

加工制作简易，仅仅起到了收集的作用。由于没有对生活垃圾进行正确分类，对

生活垃圾的回收重利用效率很低。随着垃圾分类到来，传统垃圾桶已经不满足目

前的社会需求和国家政策要求。目前国内常见的垃圾分类如下：可回收垃圾、厨

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现有符合要求的垃圾桶仅仅是通过粘贴标识，倡

导使用者主动分类，由于生活垃圾种类繁多，大多数使用者并不清楚具体如何分

类，因而缺乏实用性，并且现有垃圾桶大部分是按照距离配制，其分布或者过于

密集而影响环境，占用空间；或者由于过于稀疏而降低了使用功能。所以我们团

队在此基础上研制新型智能垃圾分类回收装置。 

        
图1 集装箱式铁质垃圾箱             图2 四桶式塑料垃圾箱 

 
图3 双桶式木质垃圾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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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新型垃圾分类装置的发展趋势 

垃圾桶作为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须品。它伴随着人类走过了每一个时

代。而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传统垃圾桶已然跟不上社会的发展步伐注定会随

之淘汰，而智能垃圾桶应声诞生，随着人们环保意识和审美水平的普遍提高，人

们更注重它的美观和实用性，而垃圾桶也向着“智能化”方向发展。 
新型垃圾桶主要由北斗系统，互联网，人工智能组成。它可以在处理垃圾

过程中对数据进行全面的采集和深度分析，并借助智能的垃圾分类设备，管理平

台，移动作业App，互联网+回收平台，居民互动平台，形成垃圾的全程作业管

控。针对当前传统垃圾桶的单一，垃圾分类不到位的现象，利用先进的科技对垃

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回收，分类处理的新模式。打造一套完整的垃圾废

品回收生态链，极大地减少填埋焚烧的垃圾量，解决垃圾回收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智能垃圾桶它也是未来自动化生活的趋势，自动化生活的先锋。 
农村垃圾处理系统中地方政府起到主要作用，群众多方面积极参与，共同

维护建设好美丽的乡村生活，让农村依然是田野小镇，小桥流水人家。农村垃圾

分类装置灌输的是一种的环保意识，资源意识，只有强化各个环节才能很好的实

行下去，我相信我们的装置一定可以帮助农村建设好我们的绿水青山，重建美丽

家园。 

产品组成及功能介绍 

随着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逐渐成熟，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生活中的应用也

越来越广泛，现有的垃圾回收装置常常装满后也无人及时清理，且清理人员无法

准确、及时的发现装满的垃圾桶，因此我们团队研发一种新型的带有北斗定位芯

片的智能垃圾回收装置解决上述问题，更好的引导居民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

助力政府垃圾分类回收系统的建设。 
新型农村生活智能垃圾回收装置（如图4所示），包括北斗定位芯片、底座、

中央处理器、垃圾容量箱、红外线传感器、语音交互系统、指示灯、支架、控制

盒、摄像头和遮雨顶帽及顶座的顶部表面设置的导水槽。具体元件构造及解释如

下所示 

 
图4 新型智能垃圾分类回收装置示意图 

1-智能语音识别系统，2-垃圾箱体，3-投放口，4-遮雨棚，5-监控设备，6垃圾分

类指示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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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北斗卫星定位系统 

基于北斗的新型人工智能乡村生活垃圾分类装置，充分结合“北斗”卫星全天

候，高精度，区域性的卫星定位系统，将其快速定位，双向简短报文和授时定时

的三大功能应用到垃圾分类装置的设计中，对所投放的每组装置进行定位，并且

在垃圾运输车上安装移动数据接收器，不仅可以保证垃圾分类投放和分类收集，

同时可以及时将相关信息通过北斗定位芯片向有关环卫部门反馈，获得高效的分

类运输，分类处理。将垃圾分类工作真正提升到高效，简易，多方面利益最大化

的层面。 

 
图5 基于北斗的农村生活垃圾智能分类系统示意图 

3.2智能语音识别系统 

我们产品的智能语音系统（如图6所示），当我们需要扔垃圾时，我们需要大

声呼叫“小智！倒垃圾”，我们的人工智能小智会回复“你好！请说出垃圾种类。

并根据你所说出的关键词，语音回复且闪烁对应的指示灯，例如，当我们说出“可
回收垃圾”时，新型智能垃圾分类装置会语音回复“这属于可回收垃圾，请放入蓝

色桶，且可回收垃圾桶上方的蓝色指示灯亮起，投放口会打开，当垃圾扔完以后，

投放口会自动关闭锁定。当我们需要再次扔垃圾时，我们需要再次大声呼叫“小
智！倒垃圾”将小智唤醒即可。 

 
图6 智能语音识别系统装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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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红外线感应装置 

在垃圾装置的一号垃圾桶、二号垃圾桶、三号垃圾桶、四号垃圾桶的内腔顶

部各固定安装有红外线传感器，配合数据传输模块和远程终端。监控桶内垃圾容

量，当桶内垃圾到达预警线时，装置会自动锁住投放口，并通过中央处理器向远

程终端进行数据传输发出警示，当后台收到警示后就会按照定位导航系统派出相

应属性的垃圾回收运输车去处理。此装置大幅提高了垃圾运输的工作效率，运输

车不用再空跑，从环保局的角度讲也节省了大量的人力成本和运输成本。从居民

的角度看也不会再有垃圾桶堆积如山的状况，大大的改善了居民生活居住环境。 

 
图7 红外线感应装置示意图 

1-垃圾箱箱体，2-投放口，3-红外线检测仪，4-垃圾分类桶 

红外线感应检测系统（如图8所示）是由感光开关控制电路板通电，打开垃

圾箱盖，感光断电，关垃圾箱盖通电，通电后3组对射红外线传感器正常运行，

当垃圾桶到满时，对射红外线受阻，发出信号到单片机，提示垃圾箱已满，单片

机将垃圾回收装置定位和某类垃圾桶装满信息发送垃圾清运中心工作人员手机

上，提醒及时清运垃圾。 

 
图8 垃圾桶满报警定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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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中央处理器 

当桶内垃圾达到预警线时，红外传感器会将信息传输给中央处理器，然后再

由中央处理器分别将信息传给北斗定位芯片、智能语音识别系统和数据传输模

块，然后由北斗定位芯片反应所在的位置，由智能语音系统提示此垃圾桶已装满，

最后再由数据传输模块将信息传输给远程终端进行处理。 

 
图9 中央处理器功能示意图 

3.5程序说明 

 
图10 投放垃圾程序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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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桶内容量检测程序流程示意图 

3.6具体实施方式说明 

我们的处理模块是有电源提供动力装置进行工作，接收由定位系统通过北斗

发来的信息，再由智能语音识别系统接收到外界传来的信息，然后将信息传达给

处理模块，处理模块将信息传达给语音交互模块进行处理，最后再传达给处理模

块，通过处理模块将信息传回智能语音识别系统。由定位系统通过北斗来定位位

置，最后将信息反馈给后台管理中心。垃圾分类收集、垃圾存放装置与垃圾容量

检测同时受到处理模块的监控，然后处理模块会将信息传输给数据库，在通过互

联网将信息上传给大数据，同时数据库还可对处理模块的数据进行更新。 

 
图12 装置系统总体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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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产品模型及实物图展示 

4.1产品模型图展示 

新型农村生活垃圾智能分类装置上面指示灯分别对应四种不同类别垃圾类

型，当需要丢垃圾时，呼叫小智，智能语音识别系统会自动被唤醒，只需说出你

想丢的垃圾，就可以按照指示灯的指引进行扔垃圾，两边车辆代表四种不同类别

（厨余垃圾运输车、可回收垃圾运输车、有害垃圾运输车、其他垃圾运输车）的

垃圾运输车，当位于某地的某一类生活垃圾满溢时，根据北斗提供的定位和信息，

系统会及时派出相应类别的垃圾运输车及时清运。垃圾回收站每天会定时会派出

对应类别车辆去清运。 

 
图13 产品模型图 

4.2第一种产品实物图展示 

第一种智能生活垃圾分类回收装置外形如图14所示，出发立意是在传统四桶

式塑料上增加了智能语音识别系统，意在更好的引导人们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投

放，但美观整体性不好、垃圾丢放容易成堆、人员乱丢垃圾得不到控制、密封性

不好，易腐蚀物或者有害物品散发异味污染环境、影响空气质量且垃圾桶设置不

够先进，容易让人产生不好的影响，也不符合人们对多姿多彩的生活心理，智能

化程度还不够高。 

 
图14 第一种产品实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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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第二种产品实物图展示 

第二种智能生活垃圾分类回收装置（如图15）在第一种产品基础上进行了大

幅度改良。首先，很直观的可以从外观上看出我们将产品升级为了密封的一个整

体使得外形简约美观，将四种不同类别垃圾容量桶内置，采用非接触性设计概念，

让我们不用触碰垃圾桶就可以倒垃圾，内置垃圾桶更换方便，密封性高确保了周

围空气清新，不会因为天气热或者物品腐烂导致有异味溢出，让人们远离细菌病

毒的感染，也使我们的产品不易受到损坏，使用寿命变得长久。其次，在电子元

件上加入了北斗定位导航芯片和红外线感应装置，在垃圾容量筒内的垃圾到达预

警线时，投放口会自动锁定且通过北斗芯片向垃圾处理中心发出定位，垃圾处理

中心会派出对应的垃圾运输车去清运。既有效的杜绝了垃圾不按分类投递进桶的

情况和垃圾溢出成堆的现象，也使垃圾处理中心的工作效率大幅提升。 

 
图15 第二种产品实物图 

4.4智能分类垃圾回收装置的北斗定位和信息传送 

 
图16 北斗定位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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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垃圾回收装置的坐标信息 

 
图18  智能垃圾回收装置的位置信息 

 
图19 定位发送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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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垃圾回收装置信息反馈 

五、总结 

随着城乡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在当前垃圾分类的治理格

局方面农村占首要部分，而此新型农村生活垃圾智能收集装置可以很好的针对农

村当前面临的垃圾分类问题并进行有效的应对。从某个角度讲，垃圾只是放错了

地方的资源，我们只需将垃圾分类分拣回收就可以变废为宝。 
新型农村生活垃圾智能收集装置、融合了北斗定位，人工智能，互联网等

先进科技，实现对生活垃圾前端分类回收，终端集中处理的”互联网+智能回收“新
模式。形成线上线下回收行业生态圈，有效的将广大群众、再生资源产业、垃圾

处理事业单位有机结合，并对大数据进行全面采集和深度分析，借助智能垃圾分

类设备，管理平台，移动作业，形成垃圾的投放、回收、运输、处理作业的全程

流程管控。农村生活智能垃圾桶具有性能稳定、使用寿命长、操作简单快捷、设

计精密、卫生环保、节能低耗等特点。改装置可以让人们无需接触垃圾桶任何部

位即可投放垃圾，环保卫生，外形雅观、时尚、设计新颖且密封性能好，减少了

生活中各种细菌交叉感染的机率。且新型生活垃圾智能回收装置装有红外线检测

器自动感应垃圾桶内的满溢度，垃圾快满时，垃圾箱会自动通过北斗系统发送垃

圾已满的信息至垃圾处理中心，垃圾处理中心收到信息后会根据垃圾箱的北斗定

位及时处理。垃圾桶自己处理自己的垃圾，何乐而不为，既方便又省心。当垃圾

分类深入每个人的生活习惯中，从而推动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那么我们的社会

环境才能变得更加文明、美丽更加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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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北斗导航的跟随式救生系统及其装置 

作    者：朱俊华、杨竣凯、薛悦 
指导教师：刘杨 
学    校：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摘要】为了更好的解决溺水救援问题。基于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研发一种基于北斗导航的跟随式救生系统及其装置，跟随式救生系统包括呼救器

和浮动单元，呼救单元至少包括微型单片机、第一北斗定位模块、第一电源部、

呼救按钮和第一通讯模块，提供了一种能够在用户游泳时保持 特定距离跟随于

用户的救生系统和装置，并在用户发出求救信号后快速运动至用户身边的救生系

统和装置。使得用户在发生危险的时候可以基于呼救器快速完成求救信息发出，

并由跟随的浮动单元基于求救信息完成快速救援反应。 
【关键词】 北斗导航、防止溺水、救生系统 
【Abstract】In order to better prevent the occurrence of drowning and solve the 
problem of self-help.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based on independ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developing a following type survival based 
on 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and its device, follow the lifesaving system including 
recco and floating element, called unit including at least miniature 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 the first beidou positioning module, the first the first communication 
module, power supply department, emergency button, and provides a able to keep a 
certain distance with users when they swim in the user's life saving system and 
devices, and the fast moving after user sent a distress signal to the user side of 
lifesaving system and device.In case of danger, the user can send the distress message 
quickly based on the distress device, and the following floating unit can complete the 
quick rescue response based on the distress message. 
【Keywords】Beidou navigation, drowning prevention, life saving system 
 
 

1．引言 

1.1 研发背景 

游泳是一种全身性运动，不但可以减肥，还可以提高人们的心肺功能。虽然

游泳有诸多的好处，但是水域毕竟是一个特殊的环境，游泳时难免会出现突发状

况，比如手脚抽筋，体力不支等等，而常常因为这些突发情况不能自救而造成溺

水。为了保证安全不得不穿游泳衣或者游泳圈，这样会增大游泳时的阻力并且携

带也十分不方便。为了解决现有的技术问题，从而更好的解决溺水救援问题。 

2．技术沿革与新技术研发 

2.1 北斗卫星的定位 

北斗卫星定位原理在如下几点： 
如果在空间中已知a、b、c三点的位置，并且第四点d到其三点的距离已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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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推算出d点的坐标，原理是：因为a点坐标和ad的距离已知，可以推出d点在

以a为圆心、ad为半径的圆球表面，同理可得，d点也位于以b、c为圆心，bd、cd
为半径的圆球表面上，即d点的空间位置在这三个圆球的交汇点上，即三球交汇

定位。 
在地球轨道上有足够多的卫星，当有多于四颗的卫星数据能被用户终端接收

到时，可将卫星分成每四颗为一组，得到多组数据并列出多项方程，随后通过特

定算法得到误差最小的那组数据，以此来提高精度。 
电磁波是以30万千米/秒的光速传播，在测量卫星距离时，若卫星钟有一纳

秒（十亿分之一秒）时间误差，会产生三十厘米距离误差。地面工作站会监视卫

星上的原子钟，并将卫星上原子钟的数据跟地面上更精密的原子钟数据进行比

对，由此来修正误差，随后修正后的数据会被用户终端接收到，让用户得到更精

确的数据，虽然卫星上拥有非常精密且高质量的原子钟，但也会出现较大的累积

差，所以需要地面工作站的修正。当代较先进的卫星原子钟大约只有数纳秒的累

积差，产生的距离误差大概有一米。 
为提高定位精度，还可使用差分技术。首先利用地面基站，将已知的精确坐

标和定位系统得出的坐标进行对比，得到修正数据后，对外发布，用户终端依靠

修正数据，将自己的定位系统得出的坐标数据再次修正，从而提高精度。例如，

全球定位系统使用差分全球定位系统后，定位精度可达到5米左右。 
在此基础之上，利用双模芯片，用GPS定位和北斗卫星实现二次定位，保证

定位的精度，以及更高效的利用北斗卫星。 

2.2 溺水救援的现状及分析 

2.2.1 溺水救援的特点 
溺水事故具有有突发性强、危害性大和救援困难三个特点。溺水事故通常是

突然发生的,在事发之前并没有任何征兆,受害者 来不及做出任何自救行为,救援

人员也需要临时进行救援准备。 
溺水情况主要发生在以下两种水域里,即开放水域和平静水域。范围较广、

流速较大的水域皆可列入开放水域的范围,例如各江河湖海,此类水域的救援特点

是待施救人员的溺水地点与安全区域的距离较远,直接入水救援的难度较大,对施

救人员的要求较高,同时危险性较高;平静水域主要包括面积较小,流速小于 0. 4 
m／s的水域,例如人工水池、游泳池和农村地区的河湾等,人工水池和游泳池的特

点是环境较好,救援较方便,而农村的河湾等水域的特点是水质浑浊,水底情况复

杂,救援情况难以预估,施救难度较大。 
2.2.2 溺水救援特点分析 
当发生溺水事故时,不会游泳的人通常在5min ~6 min内即会淹没,具有自救

知识的人可以坚持20min ~ 30min。据分析,在呼吸和供氧停止后4min内不会对人

体大脑造成损害;在4min ~ 6min 内,根据人体差异,可能会造成脑部组织的损伤;
在6min ~ 10min内,有很大的可能会造成脑部组织的损伤;当溺水时间超过10min
后,即使进行了心肺复苏和心脏除颤等急救处理后,也会对人体造成不可逆转的伤

害甚至可能会出现植物人的情况。因此,在溺水事故发生6min内是救援的“黄金时

期”。所以快速救援减短救援的时间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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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发方案 

3.1 研发目的 

本项目为了克服现有技术问题，提供了一种能够在用户游泳时保持特定距离

跟随于用户的救生系统和装置。并在用户发出求救信号后快速运动至用户身边的

救生系统和装置。 

3.2 技术方案 

一种基于北斗导航的跟随式救生系统及其装置，跟随式救生系统包括呼救单

元和浮动单元，呼救单元至少包括微型单片机、第一北斗定位模块、第一电源部、

呼救按钮和第一通讯模块，微型单片机分别与第一北斗定位模块、第一电源部、

呼救按钮和第一通讯模块电性连接；浮动单元至少包括机载单片机、第二北斗定

位模块、电子罗盘、驱动系统、转向系统、第二通讯模块和第二电源部，机载单

片机分别与第二 北斗定位模块、电子罗盘、驱动系统、转向系统、第二通讯模

块和第二电源部电性连接，且第二通讯模块与第一通讯模块无线连接；当微型单

片机接收到呼救按钮触发的电频信号时，驱动系统被配置为基于第一北斗定位模

块采集的第一位置信息、第二北斗定位模块采集的第二位置信息和电子罗盘采集

的方位数据驱动浮动单元运动至第一位置信息处。 

3.3 工作原理 

1）通过本项目技术方案中呼救单元和浮动单元中各功能模块的结构设计，

使得用户在发生危险的时候可以基于呼救单元快速完成求救信息发出，并由跟随

的浮动单元基于求救信息完成快速救援反应，从而避免了传统依靠声音求救带来

的救援不确定性风险，即是所求必有所答。 
2）根据优选的实施方式驱动系统被配置为当浮动单元距离呼救单元距离大

于第一预设距离时，驱动浮动单元以第一预设速度运动至距呼救单元第二预设距

离位置处。通过以该模式进行驱动系统配置，实现了浮动单元与用户间基于距离

位置信息的阶段性跟随。即当浮动单元间隔用户大于某设定距离后，驱动系统启

动，并移动靠近至距用户预设距离值的位置处，通过浮动单元的阶段性跟随模式

设置，使得本浮动单元上驱动系统不必时刻处于启动或工作状态，极大程度上降

低了电能损耗，从而提高了本浮动单元的续航时间或续航里程，从而有利于本装

置的使用推广。 
3）根据优选的实施方式，驱动系统被配置为当浮动单元距离呼救单元距离

大于第一预设距离时，驱动浮动单元以呼救单元远离浮动单元的速度为速度向呼

救单元方向运动。通过以该模式进行驱动系统配置，实现了浮动单元在跟随用户

时，能够时刻保持两者间处于第一预设距离。即当两者处于大于该第一预设距离

时，浮动单元以匹配用户远离的速度为移动速度跟随用户移动。从而使得浮动单

元能够时刻处于最佳反应位置处，有利于对用户进行实时救援。 
4)根据优选的实施方式，驱动系统被配置为在机载单片机接收到呼救信号

时，驱动浮动单元以满负荷功率运动至第一位置信息处。即是，当浮动单元接收

到由呼救单元发出的求救信号时，驱动系统将以满功率状态运动至用户位置处，

以保证救援的及时和有效性。 
5）根据优选的实施方式，浮动单元搭载与浮动装置之上，且浮动装置为船

型结构，且在船体底部沿船体龙骨方向设置有用于给用户抓附或着力的拉座。通

过将拉座设置于浮动装置底部，避免了用户在借由浮动装置提供浮力或支撑力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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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浮动装置碰翻，从而避免了损坏浮动装置上各功能部件的问题。根据一个优选

的实施方式，呼救单元搭载于呼救器之上，呼救器为手表式佩戴结构。通过将呼

救单元设置手表式佩戴结构，有助于用户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快速完成呼救动

作。 

3.4 附图说明 

图1是本发明的跟随式救生系统的各功能模块间连接关系示意图； 
图2是本发明跟随式救生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图3是本发明跟随式救生装置中浮动装置的剖视图； 
其中，1-螺旋桨驱动轴安装座，2-螺旋桨，3-螺旋桨驱动轴，4-偏转固定管，

5-偏转驱动电机，6-偏转齿盘，7-驱动电机，8-电池，9-机载单片机，10-浮板，

11-北斗定位模块安装支架，12-第二北斗定位模块，13-拉座，14-稳流座，15-传
动轴，16-电子设备安装舱，17- 腕带，18-呼救器，19-第一北斗定位模块，20-
呼救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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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一种基于北斗导航的跟随式救生系统及其装置中，呼救单元和浮动单元中各

功能模块及其结构结构设计，使得用户在发生危险的时候可以基于呼救单元快速

完成求救信息发出，并由跟随的浮动单元基于求救信息完成快速救援反应，从而

避免了传统依靠声音求救带来的救援不确定性风险，且本装置的智能化设计使得

救生率大大提高。可实现对溺水事件快速准确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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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垃圾箱 

作    者：魏庭赟、朱凡智、王明、胡松涛 
指导教师：罗大晖 
学    校：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摘要】当现有资源不能再次使用，就会造成的各种各样垃圾堆积在城市各处。

城市垃圾，工厂垃圾，餐厅垃圾，生活垃圾等各种各式垃圾，不管在城市还是乡

镇，都在随时产生，因此，对于垃圾如何有效，环保等处理方案，社会各个群体

为垃圾处理问题提出各种宝贵的意见和行动。 
而我们为响应垃圾处理问题，开发了一套由MQTT“轻量级”通信协议为支撑

和JavaWeb，MySQL，Spring SSM，HTML5、JSON，Android 等技术开发的智

能垃圾管理系统，来刺激人们对垃圾经行分类处理。其主要设计和实现了以下功

能：用户信息的基本操作、二维码扫描识别、个人积分管理、后台数据管理、实

体垃圾箱实时监控与识别、可兑换物品管理。 
此系统主要的的作用是通过用户扔垃圾，通过所扔垃圾的重量获取的相应的

积分数量，可以通过现有积分可在指定的地点，兑换我们所需的物品。 
【关键字】MQTT协议、垃圾分类、智能垃圾箱 
【Abstract】When existing resources can not be used again, all kinds of garbage will 
be accumulated all over the city.Urban garbage, factory garbage, restaurant garbage, 
household garbage and other kinds of garbage are generated at any time, no matter in 
cities or towns. Therefore, various groups of the society put forward various valuable 
Suggestions and actions on how to effectively deal with garbage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response to the problem of garbage disposal, we developed a set of intelligent 
garbage management system supported by MQTT "lightweight" communication 
protocol and developed by JavaWeb, MySQL, Spring SSM, HTML5, JSON, Android 
and other technologies to stimulate people to sort garbage.Its main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following functions: basic operation of user information, 
two-dimensional code scanning and identification, personal points management, 
background data management, real time monitoring and identification of the bin, 
convertible goods management. 

The main role of this system is to throw garbage through the user, by the weight 
of the garbage to get the corresponding number of points, through the existing points 
can be in the designated place, we need to exchange the goods. 
【Key words】: MQTT Protocol、 Garbage Classification、Intelligent Garbage 
Tank 
 
 

一、背景意义 

随着社会的不竭进步和科技源源不断的自主创新，我们的生活质量在不停提

升。但垃圾如何处理，如何回收利用等一系列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环境保护领域面

临的一个核心问题之一，根据我国环境卫生协会的相关统计，每年我国的垃圾总

产量逼近十亿吨，在这十亿吨垃圾中，有将近四亿吨的垃圾是我们在生活中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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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垃圾，有5亿吨的垃圾是在城市建设和乡村建设中产生的建设垃圾，部分

属不可再利用。对此，我国的环境保护的相关单位和社会群体都提出了很多的宝

贵意见和垃圾如何绿色处理的方案利用我们现有的技术，对可作为二次能源的垃

圾进行回收，加工，并再次利用，不可回收的安全处理。 
1．减少有害垃圾对环境的污染：科技发展迅速的同时，也有很多的有害物

质也随即产出，诸如，废弃电池还有部分重金属汞、镉等，不止会对我们的身体

产生严重危害，也会对农作物造成不可预估的影响，当其他的动物或者人食用之

后，将对我们的生命造成威胁。 
2．变废为宝：在这些垃圾中，有30%-40%的垃圾都是可再次利用的。将垃

圾进行回收，可提高资源的再次使用，减少原材料的浪费，保护有限的资源。 
3．提高节约意识：养成一个对资源进行保护的良好习惯，可以提高个人的

素养，多关注有关环境保护的问题，才能知道我们现有的资源来之不易，有些资

源已不再生，才能知道现有资源多么珍贵。 

二、设计方案原理 

2.1 系统架构 

智能垃圾箱完整的系统由五部分构成，分别对数据进行管理的数据库

MySQL关系型数据库，基于SSM框架开发的WEB后台，Ali IoT垃圾箱服务器，

手机端APP和垃圾箱组成，在客户端和WEB后台的同行是通过HTTP请求解析

JSON数据经行的，设备服务器和手机之间的通信，设备服务器和垃圾箱之间的

通信，都是由MQTT协议经行通信来完成。 

 
图2.1 智能垃圾箱系统总体架构 

数据库(MySQL)

手机服务器+
Web后台

垃圾箱服务器
(Ali IoT)

手机
(Android) 智能垃圾箱

Http MQ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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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垃圾箱的投递顺序和流程 

 
图2.2 垃圾箱的投递顺序和流程图 

垃圾投递顺序和系统操作流程说明： 
用户通过手机端APP对智能垃圾箱上生成的二维码进行扫描，获取到垃圾箱

的信息，对该信息通和相应的功能码和字段组成一个字符串，服务器接收到该指

令之后，对该消息经行判断，通过验证之后，对垃圾箱通过Topic来发出一个开

箱的指令，垃圾箱收到指令之后，判断该指令，如果指令正确，则返回给设备服

务器一个开箱回应，来告诉服务器，垃圾箱已经就绪，开始投递垃圾，垃圾投递

玩之后，用户需要对垃圾箱经行关闭垃圾箱门的操作，否则，无法投递垃圾的过

程将一直持续，当关闭垃圾箱的门之后，垃圾箱对该垃圾进行称重，将该数据经

行拼接，上报到设备服务器，同时，垃圾箱对自己的数据经行初始化操作，以待

下个用户下次操作，设备服务器将数据数据经行处理，之后将该数据存储到数据

库，并且将该数据发送给用户，告诉用户投递的垃圾重量和所兑换的积分等相关

信息。 

手机（用户） 智能垃圾箱 垃圾箱服务器

用户识别号+垃圾箱二维码 验证通过

恢复初始状态

开箱命令

开箱命令回应

投放垃圾

称重关箱

称重数据

数据写入成功

称重数据写入设备

数据库记录积分到

应用数据库

用户验证

扫描

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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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消息体说明 

表2.1 消息基本格式 

功能码 其它字段1 其它字段2 其它字段3 … 
一个整数值 … … … … 

客户端和垃圾箱服务器，垃圾箱和垃圾箱服务器之间之间的通信使用的是多

个字段拼接而成，字段与字段之间用一个字符‘|’进行分开，每一个字段对应相应

的功能，由于区分每个功能，对所有的功能定义了唯一的功能码，功能码说明如

表2.2所示： 

表2.2 消息类型功能码 

功能码 消息类型说明 
901 心跳消息 
902 心跳消息回复 
903 开箱请求消息 
904 开箱请求消息回复 
905 开箱命令消息 
906 开箱命令消息回复 
907 称重数据上报消息 
908 称重数据上报消息回复 
909 称重数据转发手机消息 
910 称重数据转发手机消息回复 

2.4 移动端 

1．主界面设计 
使用智能垃圾箱APP的用户在登陆之后见到的第一个界面是主界面，所有的

功能都是围绕着主界面展开的，主界面仿照一些商城类的软件设计，为用户展示

一些重要信息来吸引用户使用，比如顶部的轮播图，用于宣传一些保护环境的主

题，为保护环境做出贡献的活动和一些特价兑换的商品等，智能垃圾箱APP的主

界面图如2.3所示： 

 
图2.3 智能垃圾箱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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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扫码界面的设计和实现 
扫码界面设计主要是从简单，大气，方便用户的使用，当用户扫码开箱时。

当用户对垃圾箱的二维码扫码成功，将该数据经行验证，将数据发送到设备服务

器，设备服务器验证得到的消息，给手机回复一个功能码，界面包含加载用户名，

用户唯一标识（电话号码），垃圾重量，积分和投放时间。 
(1)扫码界面设计如图2.4所示。 

 
图2.4 扫码功能界面设计图 

（2）开箱请求消息和回应消息具体说明 

表2.3 开箱请求回应消息 

序号 名称 含义 取值 
1 功能码 消息类型 904 

样例： 904 
本消息发送方 设备服务器 
本消息接收方 手机 

获取垃圾箱的二维码消息，通过功能码+用户识别码（电弧号码）+二维码信

息拼接成一个开箱请求的消息体，将这个消息体发送给设备服务器，设备服务器

将改消息体经行设备，验证该消息体是否正确，再给手机发送一个相应的回复,
手机收到该消息表明之前发出的开箱请求。 

表2.4 开箱请求消息 

序号 名称 含义 取值 
1 功能码 消息类型 903 

2 用户 用户识别号 标识用户的唯一值，如

手机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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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含义 取值 

3 垃圾箱识别号 垃圾箱门识别

号 

标识垃圾箱门的唯一

值，来自门上所贴的二

维码 
样例 903|18793853371|DoorQRCode 

本消息发送方 手机 
本消息接收方 设备服务器 

2.5 垃圾箱服务器 

设备服务器使用Spring Boot框架开发，主要作用使对来自垃圾箱和手机的指

令做出处理并回应消息，它使垃圾箱和手机连接起来，起到中转站的作用。 
1．开箱命令和开箱命令回应消息 
当设备服务器向垃圾箱发送开箱指令时，会经行拼接一个指令给垃圾箱，该

必须包含功能码905，用户识别的编号，和垃圾箱的识别号，格式为“905|用户唯

一识别号码（电话号码）|垃圾箱门识别号（二维码信息）”，当垃圾箱接收到消

息后，首先，会通过BoxOpenCommandSignalHandler中Work()的对该消息体格式

经行验证，如果验证该消息格式正确无误，将进行下一步操作，否则，提示后台，

开箱失败。 

表2.5 开箱命令消息 

序号 名称 含义 取值 
1 功能码 消息类型 905 

2 用户 用户识别号 一个标识用户的唯一值，

如手机号码 

3 垃圾箱门识别号 垃圾箱门识别号 标识垃圾箱门的唯一值，

来自门上所贴的二维码 
样例： 905|18793853371|DoorQRCode 

本消息发送方 设备服务器 
本消息接收方 垃圾箱 

1表2.6 开箱命令回应消息 

序号 名称 含义 取值 
1 功能码 消息类型 906 

2 用户 用户识别号 一个标识用户的唯一值，

如手机号码 

3 垃圾箱门识别号 垃圾箱门识别号 标识垃圾箱门的唯一值，

来自门上所贴的二维码 
样例： 906|18793853371|DoorQRCode 

本消息发送方 设备服务器 
本消息接收方 垃圾箱 

接收到来自设备服务器的消息之后，通过打开垃圾箱，同时，会对设备服务

器返回一个消息体，该消息体由智能垃圾箱设备发出，设备服务器接收，由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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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功能码907，开箱用户的唯一标识和所开的垃圾箱的唯一标识组成，其主要

的作用是告诉设备服务器，垃圾箱已正常打开，垃圾箱可以发出这条消息，也可

以不发出。 
2．称重数据转发手机和称重数据转发手机回应消息 

 
图2.5 手机端显示 

表2.7 开箱命令回应消息 

序号 名称 含义 取值 
1 功能码 消息类型 910 

2 用户 用户识别号 一个标识用户的唯一值，如

手机号码 
样例： 910|18793853371 

本消息发送方 手机 
本消息接收方 本消息接收方： 

设备服务器接收到来自垃圾箱的信息之后，便将垃圾箱的信息拼接成指令发

送给设备服务器，指令包含垃圾箱状态的功能码，用户的唯一标识，垃圾投递的

重量，投递垃圾所获取到的积分（该积分为垃圾箱的重量*10）。 

表2.8 开箱命令回应消息 

序号 名称 含义 取值 
1 功能码 消息类型 909 

2 用户 用户识别号 一个标识用户的唯一值，如

手机号码 

3 投递重量 当前投递的垃圾

的重量 一个整数，单位克，如100 

4 积分 一个整数值 如1000 
5 时间戳 消息发生时间 如：2019-10-31 11: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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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含义 取值 
样例： 909|18793853371|100|1000|2019-10-31 11:05:16 

本消息发送方 设备服务器 
本消息接收方 手机 

2.6 垃圾箱 

智能垃圾箱实体产品已设计成功，投入测试使用，在市场上测试取得很好的

测试效果，实体商品图如图4-18所示，我们在这里使用的是一个垃圾箱模拟器，

进行投递垃圾模拟，垃圾箱模拟器使用C#编写。 

 
图2.6 智能垃圾箱实体（分类宝） 

1．垃圾箱模拟器主界面设计 

 
图2.7智能垃圾箱模拟器 

垃圾箱模拟器的主界面主要通过心跳信息和心跳信息的回复监测垃圾箱垃

圾箱是否和后台连接，显示垃圾箱的的标识二维码，垃圾箱状态的模拟，和用于

模拟投递垃圾的按钮，关闭垃圾箱按钮，该模拟器界面设计主要从简洁方面考虑，

用于实现垃圾箱实体的基本功能，操作简单，方便我们测试数据操作和数据监测。 
2．心跳信息和心跳回应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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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9 心跳回应消息 

序号 名称 含义 取值 
1 功能码 消息类型 902 
2 服务器时间 服务器时间 如”2019-10-31 11:05:16” 

样例： 902|2019-10-31 11:05:16 
本消息发送方 设备服务器 
本消息接收方 垃圾箱 

为确认垃圾箱和设备服务器是否在没有通讯的情况下双方在线，垃圾箱每隔

一段时间都会向设备服务器发送一个数据，这个数据包含功能码，垃圾箱门的状

况（是否为关闭状态），垃圾是否超高，垃圾箱的温度（防止温度过高引起火灾），

心跳消息体格式如图3-7所示。当设备服务器接收到这个数据时，设备服务器经

行检查垃圾箱的状态，同时向垃圾箱回复一个数据，数据包含功能码和时间，心

跳消息回复格式图3-8所示。双方是通过心跳信息回复的情况来判断垃圾箱和设

备服务器之间的通讯链路是否已经断开。 

表2.10 心跳消息 

序号 名称 含义 取值 
1 功能码 消息类型 901 

3 门状态 门的开闭状态 0—关闭 
1—开启 

4 垃圾超高 红外检测箱体是否

已满 
0—未超高 
1—超高 

5 温度 温度 23 
样例： 901|1000|0|0|23 

本消息发送方 本消息接收方 
垃圾箱 设备服务器 

3．称重数据上报和称重数据上报回应消息 

表2.11 称重数据上报回复消息 

序号 名称 含义 取值 
1 功能码 消息类型 908 

2 用户 用户识别号 一个标识用户的唯一值，如

手机号码 

3 垃圾箱门识

别号 垃圾箱门识别号 标识垃圾箱门的唯一值，来

自门上所贴的二维码 
4 时间戳 消息发生时间 如：2019-10-31 11:05:16 
本消息发送方 垃圾箱 
本消息接收方 设备服务器 

设备服务器接收到开箱命令后，将该指令做进一步的处理，打开垃圾箱，接

下来用户可通过对垃圾经行投递，这个垃圾重量在模拟器上是自动生成，在实体

垃圾箱（分类包）上是进行对垃圾称重，经行对垃圾箱做关门处理，如果不做关

门处理，将得不到相应的垃圾数据。把垃圾的数据发送给设备服务器，设备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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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对该消息体经行处理。 

表2.12 称重数据上报消息 

序号 名称 含义 取值 
1 功能码 消息类型 907 

2 用户 用户识别号 一个标识用户的唯一值，如

手机号码 

3 垃圾箱门识

别号 垃圾箱门识别号 标识垃圾箱门的唯一值，来

自门上所贴的二维码 
4 投递重量 当前投递的垃圾的重量 一个整数，单位克，如100 
5 箱体总重量 箱体总重量 一个整数，单位克，如200 
6 时间戳 消息发生时间 如：2019-10-31 11:05:16 

样例： 907|18793853371|DoorQRCode|200|1200|2019-10-31 
11:05:16 

本消息发送方 垃圾箱 
本消息接收方 设备服务器 

4.7 后台管理系统 

1.基本功能 
（1）管理员可通过用户管理界面对用户经行查看用户的基本信息，可以添

加用户，对用户的基本信息修改，删除用户，对用户积分进行查看等功能，当数

据太多时，可以通过模糊查询和精确查询获取到响应的用户信息，对用户进行操

作，实现对用户的基本操作。 

 
图2.8 用户管理列表 

（2）扩展功能：管理员可以通过后台查看垃圾箱箱体的基本信息，使用单

位以及安放位置，可以对垃圾投递记录进行实时监控，公益活动发布和活动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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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积分管理。 
2．数据处理 
对相应需要向前端传输的数据经行了安全保护，通过MD5用户的密码经行加

密处理，同时，对需要传输的图片名称进行MD5加密处理,可把不同长度的数据，

字符串等基本数据等，加密之后，都可以返回一个长度固定的MD5的16进制的字

符串，MD5加密的过程属于不可逆转的，在数据库中存入的是一个MD5字符串。 

2.8 数据库 

1．数据库设计 
该系统数据库结合所用到的各类参数设计并实现了八张表。分别是用户信息

表、系统管理员表、维护员表、垃圾袋表、垃圾箱表、箱口表、积分表、商品表。 

 
图2.9 数据库E-R模型图 

三、结论 

本文开篇引入了在时代背景下为什么要研究该系统以及详尽的研究内容；其

次，对系统具体的部分需求进行阐明并附图；之后，把从整体到局部的设计叙述

了个大概；再之后，对选取的部分系统功能做了细致地解说与展示；最后，阐明

了该系统实现进程中运用的环境及其配置，并对涉及到的部分功能做了详备的测

试。 
开始研究前，我们就针对用户和市场的实际需求进行了观察和理解，以此开

展该系统的设计构想与具体实现。后台基于Spring MVC框架，前端基于Android
开发技术和Retrofit+okhttp等网络框架，并应用了可提升效率、降低风险的第三

方服务。如：客户端下载并连接的MuMu模拟器。该系统为达成智能垃圾箱实时

运行服务。该智能垃圾箱将为客户供应一个不可或缺的垃圾投递的体验，在协助

人们养成渣滓分类投放生活习惯的同时，也将为其带来别样的乐趣。用每一次的

投递或公益举动积攒足够的积分来换回的物品，就像日常中一点一滴的举动，不

     UserId int
     Name varchar(20)
     Password varchar(50)
     Integral double
     InsertDate timestamp
     UpdateDate date
     Tel varchar(20)

t_user

     Id int
UserId int  
TotalAmount decimal
ConvertAmount decimal
Description varchar(50)
Grade decimal
tel varchar(50)
InsertDate date

     UpdateDate date

t_integral

      Id int
TrashbinId int
UserId int  
Weight int
BoxWeight int  
generateTime date
InsertDate date

     UpdateDate date

t_trashbag

      Id int
 Sn varchar(64)
 Qrcode varchar(128)
 Name varchar(48)

      Location varchar(256)
 InsertDate date
 UpdateDate date

t_trashbin
     Id int

Qrcode varchar(128)
Num int

     TrashbinId int

t_door

     goods_id int
goods_img varchar(255)
name varchar(255)
price int
describe varchar(255)
stock int

     create_time timestamp

t_goods

     Id int
Username varchar(20)
 Password varchar(50)
InsertDate date

     UpdateDate date

t_admin

     Id int
Username varchar(20)
 Password varchar(50)
InsertDate date

     UpdateDate date

t_maintai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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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触动他人，而且有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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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北斗系统的无人机蜂巢拆除器 

作    者：谢雨虹 
指导教师： 和一平、袁鹭 
学    校：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摘要】本产品是基于互联网和北斗导航卫星系统的一种蜂巢拆除无人机。通过

无人机实时传回的图像对蜂巢进行拆除工作。 
我们团队针对夏季消防人员拆除蜂巢的工作，设想出一种替代人员自身靠近

蜂巢进行拆除工作的设备。我们设想的解决方法是利用无人机对蜂巢进行拆除。

该无人机是基于北斗卫星的一种无人机蜂巢拆除器。现在对蜂巢的处理基本是都

是依靠人力，在工作以前都需要保险绳、防蜂服、消防头盔、防蜂面罩、厚型手

套、塑料袋、杀虫剂等器材工具。这样的工作步骤不仅费时费力，而且工作效率

还低。如果蜂巢过大还需要专业的消防人员前来拆除，这样不仅有先前的缺点存

在，还占用公共消防资源。 
【关键词】北斗卫星、无人机、蜂巢、拆除器 
 
 

一、概要 

1.1 产品简介： 
本产品是基于互联网和北斗导航卫星系统的一种蜂巢拆除无人机。通过无人

机实时传回的图像对蜂巢进行拆除工作。 
1.2 产品优越性： 
夏秋季，各种昆虫活动频繁，其中部分蜂巢的位置着影响人们正常的工作、

生活，百姓不胜其。作为保卫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消防官兵，当他们在帮

助人民群众摘除马蜂窝的时候，自己的生命安全也受到了威胁。近几年消防部队

承担包括摘除马蜂窝之内的各种救援任务日益繁重。随着无人机市场的扩张，无

人机的运用也成了现在社会的关注焦点。如何安全，轻松的摘除马蜂窝并节省出

重要的消防力量，成了我们团队的思考问题。 
我们可以运用无人机对蜂巢进行拆除工作。在基于北斗系统的控制器，对无

人机进行实时控制，同时无人机的影响可以实时传回移动终端方便工作人员对现

场的情况的判断。相较于人为拆除蜂巢的优点： 
工作效率快，操作简单。 
减少人员工作量，工作安全。 
工作成本低。 
对周围环境的工作影响小 

二、项目介绍 

2.1 产品介绍： 

该无人机主要是依靠北斗卫星系统的定位和数据传输功能，同时用互联网数

据的传输作为辅助模块。地面工作人员操作北斗集成式控制器操作无人机对蜂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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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拆除工作。 
基于北斗卫星遥控、互联网和无人机拆除的集成系统包括，北斗卫星通讯定

位模块，所述北斗卫星通讯定位模块分别获取GPS卫星定位数据和北斗卫星定位

数据。 
北斗集成式安全控制模块，其中北斗集成式安全控制器获取GPS卫星定位数

据，北斗卫星定位数据和互联网数据。 
数据实时传输模块，利用卫星和互联网数据进行坐标，画面和指令的传输。

这样可以在任一满足的条件下工作并可以在卫星和互联网信号强度高的地方提

高工作能力。 
针对拆除蜂巢工作的需要，我们设计一套蜂巢拆除设备。 

2.2 项目介绍： 

我们团队针对夏季消防人员拆除蜂巢的工作，设想出一种替代人员自身靠近

蜂巢进行拆除工作的设备。我们设想的解决方法是利用无人机对蜂巢进行拆除。

该无人机是基于北斗卫星的一种无人机蜂巢拆除器。现在对蜂巢的处理基本是都

是依靠人力，在工作以前都需要保险绳、防蜂服、消防头盔、防蜂面罩、厚型手

套、塑料袋、杀虫剂等器材工具。这样的工作步骤不仅费时费力，而且工作效率

还低。如果蜂巢过大还需要专业的消防人员前来拆除，这样不仅有先前的缺点存

在，还占用公共消防资源。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设计了一种基于北斗无人机蜂巢拆除器包括： 
北斗卫星通讯定位模块 
北斗集成式安全控制模块 
数据实时传输模块 
拆除器 
喷洒装置 
无人机 
 所述北斗卫星通讯定位模块分别获取GPS卫星定位数据和北斗卫星定位

数据。 
北斗集成式安全控制模块，其中北斗集成式安全控制器获取GPS卫星定位数

据，北斗卫星定位数据和互联网数据。 
实时传输模块，利用卫星和互联网数据进行坐标，画面和指令的传输。这样

可以在任一满足的条件下工作并可以在卫星和互联网信号强度高的地方提高工

作能力。 
针对拆除蜂巢工作的需要，我们设计一套蜂巢拆除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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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附图说明: 

 
图 1 

 
图 2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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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项目原理： 

针对现在对蜂巢的拆除工作，我们团队设计出一种基于现在北斗系统的无人

机蜂巢拆除器--图一。通过北斗系统精确定位，控制无人机对蜂巢进行拆除。这

其中通过无人机携带的拆除器--图二，对蜂巢进行破坏，破坏蜂巢的同时会造成

马蜂的反抗，可能会对周围民众的安全产生威胁，此时通过灭虫器--图三，对蜂

巢进行药物喷洒，使马蜂不能有行动能力。 

2.5 项目实施： 

首先工作人员对无人机通过北斗卫星通讯定位模块— 
对无人机进行定位然后启动无人机飞往蜂巢位置并悬停在蜂巢上方。在蜂巢

的位置可能会有阻挡物，此时可以控制拆除器的伸缩杆，靠近蜂巢的位置。然后

打开高速旋转拆除头对蜂巢进行破坏。通过数据实时传输模块，可以看见马蜂动

态画面，控制喷洒装置，对马蜂进行限制。 
该无人机结合了北斗控制安全控制模块--可以轻松控制无人机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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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Arduino和北斗导航的智能转弯路况检测仪 

作    者：覃勉 
指导教师：龙新明 
学    校：成都市华阳中学 
 
 

【摘要】据调查，我们国家很多交通事故都是发生在转弯路口的，特别是在交通

设备不发达，没有智能提示，唯一有的就是凸面镜和道路交通标志，有助于预防

事故的发生。但这种提示方法也存在局限性，比如：夜晚遇见行人，行人可以根

据车辆灯光避让，但车主很难发现行人的行踪；还有各种天气状况如“团雾”、下

雨路滑、下雪、打霜结冰等局部地区微气候环境的变化影响，凸面镜和道路交通

标志的提示功能就受限了。所以我想设计“基于Arduino和北斗导航的智能转弯路

况检测仪”，通过在公路或山路拐弯处安装上这个系统实现智能检测、提醒和预

防事故的功能。 
该系统由北斗地面信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和控制器中心处理系统组成，控

制器中心处理系统由超声波传感器、人体红外传感器、LED灯、光感传感器、温

湿度传感器、OLED 屏幕、射频发射器和控制器Arduino单片机等组成。北斗地

面信标由:北斗导航芯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射频接收机、无线射频接收器、屏

幕显示和超声波接发器组成，共同完成定位、接收位置信息、计算位置信息、接

收地面系统发来的信息和超声波传感器自动感知测量前后左右车辆距离等功能。 
当两个或多个信标距离达到一定范围时，开始驱动控制器中心处理系统运

行，若超声波传感器检测到对面有来车、人体红外传感器检测到有行人通过时，

会在OLED屏幕显示提醒开车司机，同时射频发射器会把实时信息发送到司机用

户端显示提醒。另外，当遇到一定天气状况时，如冰雪天气等，也会在OLED 屏
幕上和司机用户端进行提醒。当环境比较暗时系统会自动点亮LED灯给行人和来

车照明。 
【关键词】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Arduino 智能转弯路况检测仪 传感器  北斗地面

信标 
【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investigation, many traffic accidents in our country 
happen at the turning road, especially in the traffic equipment is not developed, there 
is no intelligent prompt, the only thing is convex mirror and road traffic sign, which 
helps to prevent accidents. But there are some limitations in this method, for example: 
When meeting a pedestrian at night, the pedestrian can avoid according to the light of 
the vehicle, but it is difficult for the owner to find the pedestrian; There are a variety 
of weather conditions such as "fog" , Rain Road Slippery, Snow, Frost Frost and other 
changes in local micro-climate environment, convex mirror and road traffic signs on 
the function of the warning is limited. So I wanted to design an intelligent 
turn-by-turn Tester based on Arduino and BD Navigation, which could detect, alert 
and prevent accidents by installing the system at road or mountain turns. The system 
consists of the BD ground beacon, the BD navigation system and the controller 
central processing system, the central processing system of the controller consists of 
ultrasonic sensor, infrared sensor, LED lamp, light sensor,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sensor, OLED screen, radio frequency transmitter and Arduino microcontroller. The 
BD ground beacon consists of a BD navigation chip, a BD navigation system radio 
frequency receiver, a radio frequency receiver, a screen display and an ultraso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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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iver, the functions of positioning, receiving position information, calculating 
position information, receiving information from the ground system and sensing the 
distance of vehicles automatically are accomplished. When the distance between two 
or more beacons reaches a certain range, the central processing system of the 
controller is driven to run. If the ultrasonic sensor detects an approaching vehicle on 
the opposite side, and the human infrared sensor detects a pedestrian passing, an 
OLED display will alert the driver, while an RF transmitter will send real time 
information to the driver to display the alert. In addition, when certain weather 
conditions, such as snow and ice, are encountered, the driver will also be alerted on 
the OLED screen. When the environment is dark, the system will automatically light 
up the LED lights for pedestrians and incoming vehicles. 
【Key words】 BD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Sensor  Arduino Intelligent turning 
detection instrument  BD ground beacon 
 
 

1．选题背景与研究动机 

1.1 选题背景 

据了解，我们国家很多交通事故都是发生在转弯路口的，而在这些转弯路口

中，特别是山路的转弯路口，更是事故的高发地，以下是基于背景的一些调查。 

 
 
日期 具体事故情况 

2019年2月19
日7时45分 

衡阳市衡阳县库宗桥镇S315线金华村竹山组地段,一辆轻型货车

由西渡至金兰方向行驶至库宗桥镇金华村S315线路段时,因视线

不好操作不当,撞到当地一正在送葬队伍,事故导致1人死亡、32
人受伤(事故性质待定)。 

2018年9月5日
15时30分 

怀化市溆浦县日晟农村客运有限公司一辆中型客运班线车(核载

19人,实载16人)行驶至溆浦县两丫坪镇顿脚水村路段时,在超越

前方同车道一辆三轮摩托车过程中,遇对向行驶的小型轿车发生

甩尾碰撞,导致客车失控驶出路面坠入路侧约20米高坎下,事故造

成4人死亡、7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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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具体事故情况 

2019年8月11
日16时左右 

郴州市永兴县S212线金龟镇竹叶村段,发生2台车辆碰撞造成4人
死亡。 

当事者驾驶一辆载有20吨天然气的挂车,从重庆运往桑植县城,途
径桑植县陈家河镇新街电站附近一转弯路段时车辆发生单边制

车事故,导致两人被困车中。 

2018年10月6
日20时30分许 

岳阳市屈原管理区境内S307省道与辖区五号路交接处,一辆小型

面包车(车内共有6人)沿S307省道由东往西行驶过程中,与由北往

南沿辖区五号路行驶至路口左转弯上S307省道往东行驶的重型

自卸货车发生碰撞,面包车上4人死亡;事故发生后约2分钟左右,
一辆轿车(车内共有4人)因避让不及,与事故面包车追尾相撞,造
成2人死亡、2人受伤。此次道路交通事故共造成6人死亡、2人受

伤。 

2017日4月3日
17时左右 

驾驶人严重违反安全操作规范,驾驶施工车辆违法搭载31名施工

人员,操作不当,在连续下长坡过程中长时间使用制动器,导致制

动蹄片和制动鼓发热,以远高于允许不翻车的最大车速通过事故

急弯道路,致使车辆向道路外侧翻坠于下行路面上,造成重大人员

伤亡。 
 
下图为事故分析图 

 
下图为山路转弯事故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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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动机 

由以上调查数据可知历年来由于天气、弯路而发生发生的车祸数不胜数，而

驾驶员们能够依靠的就只有弯路的凸面镜和自己的直觉与技术，而这也使事故发

生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但是在当前的科技技术下并没有针对这一情况的太多技

术性设计，有的据调查，我们国家很多交通事故都是发生在转弯路口的，特别是

在交通设备不发达，没有智能提示，唯一有的就是凸面镜和道路交通标志，有助

于预防事故的发生。但这种提示方法也存在局限性，比如：夜晚遇见行人，行人

可以根据车辆灯光避让，但车主很难发现行人的行踪；还有各种天气状况如“团
雾”、下雨路滑、下雪、打霜结冰等局部地区微气候环境的变化影响，凸面镜和

道路交通标志的提示功能就受限了。所以我想设计“基于Arduino和北斗导航的智

能转弯路况检测仪”，通过在公路或山路拐弯处安装上这个系统实现智能检测、

提醒和预防事故的功能。 

 
上图为转弯路况的检索 

 
图为天气检测系统的检索 

综上所述，我们国家很多交通事故都是发生在转弯路口的，特别是在交通设

备不发达，没有智能提示，唯一有的就是凸面镜和道路交通标志，有助于预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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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的发生。但这种提示方法也存在局限性，比如：夜晚遇见行人，行人可以根据

车辆灯光避让，但车主很难发现行人的行踪；还有各种天气状况如“团雾”、下雨

路滑、下雪、打霜结冰等局部地区微气候环境的变化影响，凸面镜和道路交通标

志的提示功能就受限了。所以我想设计“基于Arduino和北斗导航的智能转弯路况

检测仪”，通过在公路或山路拐弯处安装上这个系统，实现智能检测、提醒和预

防事故的功能。 

2．系统介绍 

2.1 系统组成 

该系统由北斗地面信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和控制器中心处理系统组成，控

制器中心处理系统由超声波传感器、人体红外传感器、LED灯、光感传感器、温

湿度传感器、OLED 屏幕、射频发射器和控制器Arduino单片机等组成。北斗地

面信标由:北斗导航芯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射频接收机、无线射频接收器、屏

幕显示和超声波接发器组成，共同完成定位、接收位置信息、计算位置信息、接

收地面系统发来的信息和超声波传感器自动感知测量前后左右车辆距离等功能。 
北斗地面信标放置在驾驶者车内，并将其坐标发送到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北

斗导航系统主要起到了对地面信标定位并发送坐标的作用，并将数据传给拐弯处

探测仪内的控制器Arduino单片机系统，进行对应的处理。 
当两个或多个信标距离达到一定范围时，开始驱动控制器中心处理系统运

行，若超声波传感器检测到对面有来车、人体红外传感器检测到有行人通过时，

会在OLED屏幕显示提醒开车司机，同时射频发射器会把实时信息发送到司机用

户端显示提醒。另外，当遇到一定天气状况时，如冰雪天气等，也会在OLED 屏
幕上和司机用户端进行提醒。当周围光线暗到一定程度时自动触发LED灯点亮为

行人或来车照明。 
系统结构图： 

 
2.2 工作过程 

当一个或多个信标进入到检测仪一定范围时，开始驱动Arduino系统，并运

控制器中心

处理系统 

北斗地面信标

（放置驾驶者

车内） 

控制器中心 

（控制器 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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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整个装置，此时，若超声波传感器检测到两边都有来车时，会在OLED 屏幕

上对用户进行提醒，若人体红外传感器检测到有行人通过时，同样会对行人和车

辆进行提醒。另外，当遇到一定天气状况时，如冰雪天气等，也会在OLED 屏
幕上进行提醒。当环境比较暗时系统会自动点亮LED灯给行人和来车照明。 

 
图为系统工作的简略流程图 

3．系统硬件及软件设计 

该系统主要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基础上，在驾驶者车内增设信标。通过北

斗卫星反馈的数据进行采集、处理并传递到Arduino中，并由其计算出信标与检

测仪间的距离和信标的运动速度，再进行相关操作。 

3.1 车内信标 

北斗地面信标由:北斗导航芯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射频接收机、无线射频

接收器、屏幕显示和超声波接发器组成，共同完成定位、接收位置信息、计算位

置信息、接收地面系统发来的信息和超声波传感器自动感知测量前后左右车辆距

离等功能。 
至于对车内信标的北斗导航芯片采用的是ATGM332D-5N31芯片 

 
图为ATGM332D-5N31 北斗导航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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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具有功耗低（上是一个电流20mA的双模连续跟踪、定位的芯片）、内置

天线的特点；同时有：电路短路、内置天线短路保护功能、支持北斗、GPS的单

模和双模定位精度可达2.5m左右，速度精度为0.1m/s（50%@10m/s），定位更新

率1Hz（默认）最高10Hz，授时精度20ns，灵敏度-148dBm。 
将ATGM332D-5N31与BG7841EA北斗二代多模双通道射频接收芯片结合，

完成定位、接收位置信息、计算位置信息的功能。 

 
图为BG7841EA - 北斗二代多模双通道射频接收芯片  

通过一定的调查，我们发现当天气状况良好时，提前二十米左右减速即可在

一定程度上避免事故的发生，但当在冰雪等路面湿滑或大雾天气状态下的话，减

速距离至少需要提前五十米左右。所以我们设置在天气良好状态下,当信标间距

离小于二十米时，Arduino驱动各个部分；在雨雪或大雾天气时，当信标间距离

小于五十米时，Arduino驱动各个装置，并且信标在探测仪范围内时，当信标速

度超过设定的最大速度时，会对来车进行提醒。 

 
图为公路最小转弯半径 

3.2 天气状态的测定与判定 

3.2.1 天气状态的测定 
3.2.1.1 DTH11的基本数据 
关于天气状态的测定，采用温湿度传感器——DTH11，DHT11是一款有已校

准数字信号输出的温湿度传感器。 其精度湿度+-5%RH， 温度+-2℃，量程湿度

20-90%RH， 温度0~50℃。 

https://image.so.com/view?q=%E5%8C%97%E6%96%97%E5%8D%AB%E6%98%9F%E6%97%A0%E7%BA%BF%E5%B0%84%E9%A2%91%E6%8E%A5%E6%94%B6%E5%99%A8&src=tab_www&correct=%E5%8C%97%E6%96%97%E5%8D%AB%E6%98%9F%E6%97%A0%E7%BA%BF%E5%B0%84%E9%A2%91%E6%8E%A5%E6%94%B6%E5%99%A8&ancestor=list&cmsid=7b5d2e89be70b2965241e227bddbe176&cmras=0&cn=0&gn=0&kn=0&fsn=60&adstar=0&clw=290#id=0e93a55478e0caec89d82e0a4c09c1dc&currsn=0&ps=60&pc=60
https://image.so.com/view?q=%E5%8C%97%E6%96%97%E5%8D%AB%E6%98%9F%E6%97%A0%E7%BA%BF%E5%B0%84%E9%A2%91%E6%8E%A5%E6%94%B6%E5%99%A8&src=tab_www&correct=%E5%8C%97%E6%96%97%E5%8D%AB%E6%98%9F%E6%97%A0%E7%BA%BF%E5%B0%84%E9%A2%91%E6%8E%A5%E6%94%B6%E5%99%A8&ancestor=list&cmsid=7b5d2e89be70b2965241e227bddbe176&cmras=0&cn=0&gn=0&kn=0&fsn=60&adstar=0&clw=290#id=0e93a55478e0caec89d82e0a4c09c1dc&currsn=0&ps=60&pc=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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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DTH11温湿度传感器 

 
图为DTH11的电气特质及引脚说明 

由于DTH11的长期保存条件:温度10-40℃，湿度60%以下，所以笔者打算只

在演示中使用DTH11，而在未来实际应用时使用工业级温湿度传感器。 
3.2.1.2 DTH11的误差检测 
在实际测试DTH11时，笔者想对其进行误差测试并测试设备能否正常工作。 

 
图为初测试效果 

 
图为DTH11的误差分析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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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测定的十组温湿度数据 

将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和计算，其结果误差均在±5%，符合理论要求。 
3.2.1 天气状态的测定 
据笔者在网上了解，南方下雨天湿度一般在80%以上，在北方有时即便下雨

湿度也不到70%，若此时温度在0°以下，就易在路面结冰，此外,影响空气相对湿

度的还有温度,温度越高,能容纳的水气越多，越易下雨。对于大雾天气，一般其

伴随湿度的增加和温度的降低，所以笔者打算设定当温度<0°或温度>20°，且湿

度>大于70%时对行人和驾驶员进行提醒。 

 
图为网上搜索雾天、雨天形成条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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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相对距离的判定及相关器材的测试 

3.3.1 相关器材的测试 
红外线传感器常用于无接触温度测量，本系统用于检测行人的出没。 

 
图为人体红外线传感器及其电路图 

超声波传感器是将超声波信号转换成其他能量信号(通常是电信号)的传感

器。本系统用于检测车与车、车与控制器中心处理系统距离和车速度等。 

 
图为超声波传感器及其电路图 

3.2.2 车辆与车辆、车辆与行人间提醒距离的判定 
对于判定车辆与车辆之间的距离我们选择的是超声波传感器检测到有来车

经过，笔者还添加了红外线传感器来避免误判，当两者同时接收到数据时驱动

Arduino上一系列的装置工作。 

    
据调查，我国道路宽度，单车道宽度为3.5m，弯道倾斜高度大约为0.5m，小

型车转弯最小半径约为9m，对其进行受力分析后，有： 
F合=mgtana=mv^2/rVmax=（grtana）^（1/2） 
计算得 V1≈9.144km/h≈2.54m/s 
且在冰雪天气时，冰雪道路最高行驶速度不超过30km/h，一般车辆连续制动

时，每次制动强度为-3m/s2。 
所以据此可得： V0

2-V1
2=2axx≈10.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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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算出的最低刹车距离上，再加上驾驶员反应时间等等不确定因数，决定将

最低减速距离设置为20米。并以此来提醒双方来车，但是在演示中笔者设置超声

波传感器触发条件为40cm>距离>0cm。至于人体红外传感器，同样需要一定的距

离去提醒行人和驾驶员减速，而这个距离我们同样也设置为20米（演示中

40cm/0cm）。而这就达到了我们需要的功能，即无论是车辆还是行人，都在20米
范围内进行提醒。 

3.4 太阳能风能互补供电系统 

基于山路的环境因素，我们选用了结合光感传感器的市面上比较成熟的太阳

能风能互补供电系统，除了用于提醒行人和车辆的系统提供电源外，夜间也兼作

照明的装置。 
（1）LED照明装置 

   

（2） 太阳能电池板： 

（3）太阳能风能互补供电系统示意图 

 

系统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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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光感感应器 

3.5.1 光感感应器简介 
本系统用光线感应器检测环境光照强度，光线感应器也叫做光感感应器，英

文名称Light-Sensor，光线感应器是由两个组件即投光器及受光器所组成，利用

投光器将光线由透镜将之聚焦，经传输而至受光器之透镜，再至接收感应器，接

收感应器将收到之光线讯号转变成电信号，此电信讯号更可进一步作各种不同的

开关及控制动作，其基本原理即对投光器受光器间之光线做遮蔽之动作所获得的

信号加以运用以完成各种自动化控制。 

 
图为光感传感器 

3.5.2 光感传感器的数据测定 
笔者的反复测试后，将数据排布为表格，如下： 
 
数据组编号 普通环境AO光感值 无光环境AO光感值 

001 891 0 
002 885 0 
003 873 1 
004 887 3 
005 901 0 
006 910 0 
007 857 0 
008 920 0 
009 870 0 
010 88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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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可以发现无光环境的AO光感值基本为0，偶尔会有一些误差，而室内

AO光感值基本大于100。 
所以设定：当环境AO光感值小于10时，将其定义为夜晚，并驱动LED灯工

作。 

3.6 程序及程序的编写 

至于程序编写方面，选择了Arduino，Arduino是一款便捷灵活、方便上手的

开源硬件产品，具有丰富的接口，有数字I/O口，模拟I/O口，同时支持SPI,IIC,UART
串口通信。它是控制器中心处理系统控制处理器能，与各种传感器配合完成系统

设计的各项任务。 
具有简便的编程环境IDE，于是本系统选择配合Mind+使用Arduino，Mind+

是一款基于Scratch3.0开发的编程软件，支持arduino、micro:bit、掌控板等各种

开源硬件。 

 
图为手机上模拟的c++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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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程序设计与模拟制作过程 

最终程序： 
* MindPlus 
* uno 
* 
*/ 
#include <DFRobot_DHT.h> 
#include <DFRobot_URM10.h> 
#include <DFRobot_SSD1306_I2C.h> 
// 静态常量 
const chCode chBuf[] = { 
{0x5de6,0xe5b7a6,0xD7F3,{0x00,0x00,0x04,0x00,0x04,0x00,0x7f,0xfe,0x0c,0x

00,0x08,0x00,0x08,0x00,0x1f,0xfc,0x10,0x80,0x10,0x80,0x20,0x80,0x60,0x80,0x40,
0x80,0x9f,0xfe,0x00,0x00,0x00,0x00}}, 

{0x533a,0xe58cba,0xC7F8,{0x00,0x00,0xff,0xf8,0xc0,0x00,0xd0,0x20,0xc8,0x
60,0xc4,0xc0,0xc3,0x80,0xc3,0x80,0xc6,0xc0,0xcc,0x60,0xd8,0x30,0xd0,0x10,0xc0,
0x00,0xff,0xf8,0x00,0x00,0x00,0x00}}, 

{0x57df,0xe59f9f,0xD3F2,{0x00,0x00,0x20,0x28,0x20,0x24,0x27,0xfe,0x20,0x
20,0xf8,0x24,0x27,0xa4,0x24,0xa8,0x27,0xb8,0x24,0x30,0x38,0xb2,0xe7,0x72,0x0c,
0xdc,0x00,0x8c,0x00,0x00,0x00,0x00}}, 

{0x524d,0xe5898d,0xC7B0,{0x08,0x20,0x04,0x60,0xff,0xfe,0x00,0x00,0x7f,0x
6c,0x41,0x6c,0x7f,0x6c,0x41,0x6c,0x41,0x6c,0x7f,0x6c,0x41,0x0c,0x41,0x0c,0x4e,
0x3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65b9,0xe696b9,0xB7BD,{0x00,0x00,0x01,0x00,0x01,0x00,0xff,0xfe,0x0c,0
x00,0x0c,0x00,0x0f,0xf8,0x08,0x18,0x08,0x18,0x08,0x10,0x10,0x10,0x30,0x10,0x6
0,0x10,0x41,0xe0,0x00,0x00,0x00,0x00}}, 

{0x6709,0xe69c89,0xD3D0,{0x00,0x00,0x02,0x00,0x06,0x00,0x7f,0xfe,0x08,0
x00,0x1f,0xf8,0x30,0x08,0x5f,0xf8,0x90,0x08,0x10,0x08,0x1f,0xf8,0x10,0x08,0x10,
0x08,0x10,0x70,0x00,0x00,0x00,0x00}}, 

{0x8f66,0xe8bda6,0xB3B5,{0x00,0x00,0x04,0x00,0x04,0x00,0x7f,0xfc,0x08,0x
00,0x10,0x80,0x30,0x80,0x3f,0xf8,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ff,0xfe,0x00,0
x80,0x00,0x80,0x00,0x00,0x00,0x00}}, 

{0x5c0f,0xe5b08f,0xD0A1,{0x00,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11,0
x20,0x11,0x10,0x31,0x18,0x21,0x08,0x61,0x0c,0x41,0x04,0x41,0x04,0x01,0x00,0x
01,0x00,0x0f,0x00,0x00,0x00,0x00,0x00}}, 

{0x5fc3,0xe5bf83,0xD0C4,{0x00,0x00,0x00,0x00,0x01,0x00,0x01,0x80,0x08,0
x80,0x28,0x98,0x68,0x08,0x48,0x0c,0x48,0x04,0x48,0x04,0x48,0x10,0x08,0x10,0x
08,0x10,0x07,0xe0,0x00,0x00,0x00,0x00}}, 

{0x9a7e,0xe9a9be,0xBCDD,{0x00,0x00,0x10,0xfc,0x7e,0x84,0x32,0x84,0x6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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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fc,0xc0,0x00,0x3f,0xf0,0x00,0x10,0x10,0x30,0x1f,0xfc,0x00,0x04,0x7f,0xe4,0x00,
0x08,0x00,0xf8,0x00,0x00,0x00,0x00}}, 

{0x9a76,0xe9a9b6,0xCABB,{0x00,0x00,0x78,0x20,0x08,0x20,0x49,0xfc,0x49,
0x24,0x49,0x24,0x49,0x24,0x7d,0xfc,0x04,0x24,0x3d,0x20,0xc5,0x60,0x04,0xc0,0x
0c,0xe0,0x3b,0x0c,0x00,0x00,0x00,0x00}}, 

{0x53f3,0xe58fb3,0xD3D2,{0x00,0x00,0x01,0x00,0x02,0x00,0x7f,0xfe,0x04,0x
00,0x0c,0x00,0x18,0x00,0x1f,0xf8,0x38,0x08,0x68,0x08,0x48,0x08,0x08,0x08,0x0f,
0xf8,0x08,0x08,0x00,0x00,0x00,0x00}}, 

{0x8def,0xe8b7af,0xC2B7,{0x00,0x00,0x7c,0x80,0x44,0xfc,0x45,0x88,0x7e,0x
d8,0x50,0x70,0x10,0xf8,0x53,0x06,0x5d,0xf8,0x51,0x08,0x51,0x08,0x51,0x08,0x5d
,0xf8,0xe1,0x08,0x00,0x00,0x00,0x00}}, 

{0x9762,0xe99da2,0xC3E6,{0x00,0x00,0xff,0xfe,0x03,0x00,0x02,0x00,0x7f,0x
fc,0x44,0x44,0x44,0x44,0x47,0xc4,0x44,0x44,0x47,0xc4,0x44,0x44,0x44,0x44,0x7f,
0xfc,0x40,0x04,0x00,0x00,0x00,0x00}}, 

{0x6e7f,0xe6b9bf,0xCAAA,{0x00,0x00,0x47,0xfc,0x24,0x0c,0x17,0xfc,0x44,0
x0c,0x67,0xfc,0x24,0x0c,0x01,0x20,0x29,0x24,0x25,0x24,0x65,0x2c,0x45,0x28,0x4
1,0x20,0x4f,0xfe,0x00,0x00,0x00,0x00}}, 

{0x6ed1,0xe6bb91,0xBBAC,{0x40,0x00,0x27,0xf8,0x14,0x08,0x07,0xc8,0x44,
0x48,0x2f,0xfc,0x08,0x04,0x07,0xf8,0x24,0x08,0x27,0xf8,0x64,0x08,0x47,0xf8,0x4
4,0x08,0x44,0x70,0x00,0x00,0x00,0x00}}, 

{0x8bf7,0xe8afb7,0xC7EB,{0x40,0x40,0x27,0xfc,0x10,0x40,0x07,0xfc,0xe0,0x
40,0x2f,0xfe,0x26,0x0c,0x27,0xfc,0x26,0x0c,0x27,0xfc,0x2e,0x0c,0x36,0x08,0x26,0
x3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51cf,0xe5878f,0xBCF5,{0x00,0x28,0x40,0x24,0x6f,0xfe,0x28,0x20,0x0b,0x
e4,0x08,0x24,0x2b,0xec,0x2a,0x58,0x6a,0x58,0x4b,0xd2,0x5a,0x32,0x50,0x4c,0x10,
0x8c,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901f,0xe9809f,0xCBD9,{0x40,0x40,0x27,0xfe,0x30,0x40,0x07,0xfc,0xe4,0x
44,0x24,0x44,0x27,0xfc,0x24,0xc4,0x21,0xf0,0x26,0x58,0x2c,0x44,0x70,0x00,0x8f,
0xfe,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创建对象 
DFRobot_SSD1306_I2C oled12864; 
DFRobot_URM10       urm10; 
DFRobot_DHT         dht11_6; 
// 主程序开始 
void setup() { 
oled12864.setChCode(chBuf); 
dht11_6.begin(6, DHT11); 
oled12864.begin(0x3c); 
} 
void loop() { 
if (((40>(urm10.getDistanceCM(11, 12))) && (0<(urm10.getDistanceCM(11, 

12))))) { 
oled12864.setCursor(15, 0); 
oled12864.print("左区域"); 
oled12864.setCursor(0, 1); 
oled12864.print("前方有车"); 
oled12864.setCursor(0, 2); 
oled12864.print("小心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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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ogWrite(9, 200); 
delay(500); 
analogWrite(9, 0); 
oled12864.fillScreen(0); 
} 
if (((40>(urm10.getDistanceCM(4, 5))) && (0<(urm10.getDistanceCM(4, 5))))) 

{ 
oled12864.setCursor(65, 0); 
oled12864.print("右区域"); 
oled12864.setCursor(50, 1); 
oled12864.print("前方有车"); 
oled12864.setCursor(50, 2); 
oled12864.print("小心驾驶"); 
analogWrite(3, 200); 
delay(500); 
analogWrite(3, 0); 
oled12864.fillScreen(0); 
} 
if ((analogRead(A0)<10)) { 
digitalWrite(8, HIGH); 
delay(3000); 
digitalWrite(8, LOW); 
} 
if ((25<dht11_6.getTemperature())) { 
oled12864.setCursor(0, 3); 
oled12864.print("路面湿滑"); 
oled12864.setCursor(65, 3); 
oled12864.print("请减速"); 
} 
if ((dht11_6.getHumidity()>94)) { 
oled12864.setCursor(0, 3); 
oled12864.print("路面湿滑"); 
oled12864.setCursor(65, 3); 
oled12864.print("请减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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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Mind+积木程序 

4. 结构设计原理及成品 

在结构上，笔者运用了身边的几块木板，在将结构图画出来后，采用激光切

割处理，快速处理完毕，并完成了成平的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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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大致结构示意图 

   
图为结构制作过程 

 
图为最终模型成品 

地面系统——控制器中心处理系统应该放置在道路弯道的中心处，地面系统

超声波传感器检测距离的能力应该大于弯道处前后已经设有的交通标志之间距

离，这样才有效，因为交通标志设立应该是通过安全论证的。 
下面是交通标志设立要求：具体参照《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 

GB51038-2015》——7.6.1、7.6.3、和4.3.2： 
下列情况应设置急弯路标志： 
1 圆曲线半径小于或等于本规范表5．5．1-1中规定值，且停车视距小于该

表中规定值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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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路线转角大于或等于45°时，圆曲线半径大于本规范表5．5．1-1中规定值，

但小于或等于表7．6．1规定值。 

表7.6.1 设置急转弯路标志的圆曲线半径一般值 

 
7.6.3 急弯路标志应设置在弯道平曲线与直线段的切点之前，标志至切点的

距离应按本规范表4.3.2的规定取值，并不得进入上游路段的圆曲线内。 
4.3.2 标志的设置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表4.3.2 警告标志前置距离 (m) 

 

5．有益效果及工作流程图 

5.1 有益效果 

系统由北斗地面信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和控制器中心处理系统组成，共同

完成定位、接收位置信息、计算位置信息、接收地面系统发来的信息和超声波传

感器自动感知测量前后左右车辆距离等功能。 
当两个或多个信标距离达到一定范围时，开始驱动控制器中心处理系统运

行，若超声波传感器检测到对面有来车、人体红外传感器检测到有行人通过时，

会在OLED屏幕显示提醒开车司机，同时射频发射器会把实时信息发送到司机用

户端显示提醒。另外，当遇到一定天气状况时，如冰雪天气等，也会在OLED 屏
幕上和司机用户端进行提醒。当周围光线暗到一定程度时自动触发LED灯点亮为

行人或来车照明。 
智能转弯路况检测仪涉及我国在山路转弯的盲区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它， 

5.2 工作流程图 

整个装置的工作顺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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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中心处理系统工作流程图 

 
系统工作流程图 

6. 创新点 

（1）设计解决了我国山路转弯的盲区，即使在偏远地区的山路也能对其精

准定位代替原始的凹面镜设计。 
（2）系统由北斗地面信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和控制器中心处理系统组成，

共同完成定位、计算位置信息、接收位置信息、接发地面系统信息和超声波传感

器自动感知测量前后左右车辆距离、速度等功能。 



第十一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高职组（含中学生） 

261 

（3）利用太阳能发电夜晚照明，能量自供自给、智能测距等功能为行人和

行车带来了方便。 
（4）结合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特点，智能探测和提醒双方来车并在一定

程度上预防了事故的发生。 

7. 展望 

对于该装置的清洁问题存在弊端，长时间使用后显示屏的静电会吸引灰尘；

可以采用高效的清洁能源为供电方式，保护环境；在实际中进行使用，会考虑各

元件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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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车智能安全头盔 

作    者：杨吉伟 
指导教师：陈强 
学    校：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秦淮科技高中 

 
 
【摘要】本设计针对中国电动车新国标下旧电动车使用的安全问题，设计并制作

电动车智能安全头盔。该头盔以STM32F103为控制核心，搭载0.96寸OLED显示

屏、高清摄像头、北斗定位模块、移动网络收发模块、中文语音合成模块和数字

功放板，并利用OneNET中国移动互联网平台进行物联网通信。开机后，头盔自

动提醒骑行人遵守交通法规、注意安全驾驶，并在低电量时发出警报；基于北斗

定位技术，可实时监测经纬度信息与骑行人车速，当车速超过15km/h时持续发出

提示音，当车速超过25km/h时发出紧急报警提示；基于物联网技术，可实时将骑

行人地理位置信息通过物联网模块上传至ONENET云端，可实时在电脑或手机查

看骑行人的位置信息与速度信息；当出现紧急情况时，骑行人可启动一键求助功

能，自动向紧急联系人发送求救短信；同时，头盔顶端配备迷你摄像头，可实时

将行车情况记录在存储卡内，当出现事故定责时可作为法律证据。测试结果表明：

该头盔功能测试稳定，数据准确；其有利于更好维护城市交通安全秩序；当发生

事故时，该头盔可保障骑行人安全，并及时联系家人求助。 
【关键词】北斗定位，电动车新国标，物联网，智能头盔 
【Abstract】To solve the safety problem of the old electric vehicles under the new 
national standard of electric vehicle in China, we have designed and made Beidou 
intelligent helmet based on the new national standard of electric vehicle,which is 
made with STM32F103 as the control core. The helmet is equipped with 0.96 inch 
OLED display, HD camera, Beidou positioning module, mobile network transceiver 
module, Chinese speech synthesis module and digital power amplifier board, and uses 
ONENET China Mobile Internet platform for Internet of things communication. After 
starting up, the helmet will automatically remind riders to comply with traffic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to pay attention to safe driving, also give an alarm when 
detecting low power. Based on the Beidou Positioning Technology, it can monitor the 
longitude and latitude information and the speed of riders in real time, give an alarm 
continuously when the speed exceeds 15km/h. When the speed exceeds 25km/h, it 
gives an emergency alarm. Based on the Internet of things technology, it can give a 
real-time geographic warning of riders. The location information is uploaded to the 
ONENET cloud through the Internet of things module, which can view the location 
information and speed information of the riders on the computer or mobile phone in 
real time; in case of emergency. The riders can start the one button help function to 
send the emergency message to the emergency contact persons automatically. At the 
same time, the top of the helmet is equipped with a mini camera, which can record the 
driving situation in the memory card in real time. When something happens, the 
videos can be used as legal evidence when determining responsibility. Th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helmet is stable and accurate. Also it is conducive to maintain the order 
of urban traffic safety better. When an accident occurs, the helmet can ensure the 
safety of pedestrians, and can call for help to family in time. 
【Key words】Beidou positioning, new national standard of electric vehicle,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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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ings, intelligent helmet 
 
 

1. 背景意义及研究现状 

电动自行车，因其绿色、经济、便捷的特点，已经成为我国城市居民出行和

快递、送餐等相关 运营企业重要的交通工具。我国每年生产约3000万辆电动车，

全国电动车保有量已超过2.5亿辆。然而，因骑行人员安全意识淡薄、法制意识

不强、不配带安全头盔、闯红灯、逆行和超速行驶等违法行为频发等问题，电动

车违法行为及交通事故也与日俱增，对城市交通秩序及道路安全的影响和危害极

大。 
2019年4月15日，电动车新国标《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GB17761-2018）

正式实施[1]，要求生产的电动车有超速15km/h时可持续发出提示音，且最高速度

超过25km/h时不能驱动车辆行驶。相关部门将排查备案未登记在用电动车。同时，

有序淘汰不符合标准电动车存量，设置不超过5年的过渡期限，过渡期届满后不

得再上道路行驶。 
为更好的保障电动车骑行人的人身安全，并帮助不符合标准的旧标准电动车

更好的适应新标准，本项目设计一款基于北斗定位的智慧安全头盔，该头盔使用

语音合成模块与迷你数字功放板，可实现语音提醒功能并可调节播放音量，在佩

戴头盔开机后自动提醒骑行人遵守交通法规、注意安全驾驶；基于北斗定位技术，

可实时监测经纬度信息与骑行人车速，当车速超过15km/h时持续发出提示音，当

车速超过25km/h时发出紧急报警提示；基于物联网技术，可实时将骑行人地理位

置信息通过物联网模块上传至ONENET云端，可实时在电脑或手机查看骑行人的

位置信息与速度信息；当出现紧急情况时，骑行人可启动一键求助功能，自动向

紧急联系人发送求救短信；同时，头盔顶端配备迷你摄像头，可实时将行车情况

记录在存储卡内，当出现事故定责时可作为法律证据。 

2. 功能实现方案 

2.1 总体方案概述 

 
图2-1 系统总体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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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设计并制作的电动车智能安全头盔由STM32F103作为控制核心，搭载

0.96寸OLED显示屏、迷你摄像头、北斗定位模块、SIM800C移动网络收发模块、

SYN6288中文语音合成模块和数字功放板，并利用OneNet中国移动互联网平台进

行物联网通信，系统总图框图如图2-1所示。 
语音合成模块与迷你数字功放板，可实现语音提醒功能并可调节播放音量，

在佩戴头盔开机后自动提醒骑行人遵守交通法规、注意安全驾驶，并检测低电量

时发出警报；基于北斗定位技术，可实时监测经纬度信息与骑行人车速，当车速

超过15km/h时持续发出提示音，当车速超过25km/h时发出紧急报警提示；基于物

联网技术，可实时将骑行人地理位置信息通过物联网模块上传至ONENET云端，

可实时在电脑或手机查看骑行人的位置信息与速度信息；当出现紧急情况时，骑

行人可启动一键求助功能，自动向紧急联系人发送求救短信；同时，头盔顶端配

备迷你摄像头，可实时将行车情况记录在存储卡内，当出现事故定责时可作为法

律证据。 

2.2 硬件方案设计 

2.2.1 外观设计 
电动车智能安全头盔由电动车专用头盔改造而成，具体实物图如图2-2所示。

该头盔外部配置开关机旋钮、OLED显示屏、紧急按键和摄像头和充电口，硬件

电路和电池置于头盔缓冲层与头盔外壳间，内部填充缓冲隔层具有良好的防护性

和透气性。 

 
图2-2 头盔外观 

2.2.2 主控芯片 

 
图2-3 STM32F103C8T6单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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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选用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板作为头盔主控处理器，其在头盔内

部位置如图2-3黄色方框区域所示。STM32F103C8T6是一款基于ARM Cortex-M
内核32位的微控制器，程序存储器容量是64KB，有37个通用IO口，4个16位定时

器，3个USART，最高频率可达72MHz。其供电电压为2V～3.6V，工作温度为

-40°C～85°C，可使用可充电锂电池进行供电。本项目选用该芯片作为主控处理

器，满足项目功能需求，具有体积小、价格低廉和操作简单等优势。 
2.2.3 北斗模块 
本项目选用UM220-III N BD/GPS双模定位模块，其在头盔内部位置如图2-4

黄色方框区域所示。 
该模块是针对车载后装包括导航、监控应用推出的BD/GPS双模定位模块。

UM220-III N系列模块的第三代产品，采用和芯星通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低功耗

GNSS SoC芯片——HumbirdTM，是目前市场上尺寸最小的完全国产化的北斗

GPS模块，该产品集成度高、易于应用，非常适合小尺寸要求的北斗模块。 

 
图2-4 北斗模块 

2.2.4 移动通信模块 

 
图2-5 SIM800C移动通信模块 

本项目选用SIM800C作为数据通信模块，内置中国移动SIM卡，可通过蜂窝

网络发送短信，与OneNet移动互联网平台实时通信，其在头盔内部位置如图2-5
黄色方框区域所示。 

SIM800C是一款四频GSM/GPRS模块,为城堡孔封装，SIM800C工作频率为

GSM/GPRS 850/900/1800/1900MHz，可以低功耗实现语音、短信、彩信、蓝牙和

GPRS数据传输。该芯片尺寸为17.6*15.7*2.3mm，能适用于各种紧凑型产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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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其性能稳定，外观小巧，性价比高， 
2.2.5 语音合成模块 
本项目采用采用迷你功放板和语音合成芯片，可将文本转化为声音，在头盔

低电量、开机启动、超速及紧急情况下发出语音播报，迷你功放板在头盔内部位

置如图2-6黄色方框区域所示和语音合成芯片如绿色框区域所示。 

 
图2-6 语音合成模块和迷你功放板 

 
图2-7  宇音天下-中文语音合成芯片 PC端 

1、PAM8403迷你5v数字小功放板：采用美国原装龙鼎微数字功放芯片

PAM8403，其工作电压为2.5-5.5V，输出功率可达3Wx2，效率高达90%以上；具

有声音宏亮，信噪比高等优势。 
2、SYN6288中文语音合成芯片：一款中高端语音合成芯片，其通过异步串

口接收待合成的文本，实现文本到声音（TTS）的转换；可合成任意的中文文本，

支持英文字母的合成；声音清亮圆润、语速适中、自然度高、可懂度高、抗噪能

力强；内置功放，可直接驱动8欧0.5W的喇叭。 
语音合成芯片的工作原理是，通过UART接口或SPI接口通讯方式，接收待合

成的文本数据，实现文本到语音（或TTS语音）的转换。其特性是：支持任意中



第十一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高职组（含中学生） 

267 

文文本的合成，对常见的数值、电话号码、时间日期、度量衡符号等格式的文本

具有文本智能分析处理功能。利用如图2-7所示的宇音天下-中文语音合成芯片

-PC端演示程序软件，可将头盔播报的语音文本转换成16进制编码，单片机通过

读取编码驱动芯片和迷你功放来发出声音。 
2.2.6 供电系统 
如图2-8所示，头盔供电系统由一块3.7V的18650锂电池与一块DC-DC的升压

模块组成，可将3.7V电压升压至5V，给头盔内部所有设备和外接迷你摄像头供

电。在头盔外壳后补开模，露出micro USB充电口，用于给头盔充电。该头盔支

持充电宝充电，升压模块指示灯为红色时为正在充电，电量充满后显示绿灯。该

用电系统方案简单可靠，充电便捷，电池稳定耐用。 

 
图2-8 供电系统 

2.2.7 OLED显示器 
本项目采用0.96寸、高亮度、低功耗的OLED屏，显示颜色纯正，在阳光下

有很好的可视效果，实物如图2-9所示。该模块支持3.3V和5V供电，不需要修改

模块电路，同时兼容三种通信方式——4线SPI、3线SPI和IIC通信。该模块一共

有蓝色、白色、蓝黄双色三种颜色，并可以控制屏幕的亮度、对比度等，显示内

容丰富，价格低廉，性价比较高。 

 
图2-9 0.96寸OLED屏幕 

本头盔通过充分利用北斗的定位、测速功能，实现实时知晓骑行人的位置，

在超速时进行提醒并上传数据到云端平台。OLED显示器在正常状态下和紧急报

警时会显示不同的内容，并实时显示头盔电量。 
2.2.8 高清摄像头 
在头盔顶端安装1080P高清摄像头，内置32G大容量SD卡，骑行时可实时拍

摄并存储头盔前方路况。摄像头安装位置如图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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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0 高清摄像头 

2.3 软件方案设计 

2.3.1 OneNet平台介绍 
OneNET是由中国移动打造的PaaS物联网开放平台。平台能够帮助开发者轻

松实现设备接入与设备连接，快速完成产品开发部署，为智能硬件、智能家居产

品提供完善的物联网解决方案。 
智能头盔通过北斗定位系统和SIM800通信模块可将骑行人经纬度、速度实时

上传至OneNET平台，可在该平台进行速度分析；并实时查看骑行人地理位置。 

 
图2-11 OneNET平台界面 

2.3.2 模块功能实现流程 
（1）实时定位 
开机后，系统每十秒检测一次头盔定位是否成功，若成功则将位置信息上传

到OneNet平台，否则再次定位。  

 
图2-12 实时定位软件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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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超速语音提醒 
系统每10秒测速一次，通过北斗模块监测此时速度是否大于25km/h，若大于

25km/h，则语音提示“您已超速，请减速。”，然后将计时器清零。若小于25km/h，
则检测其是否大于等于15km/h，如大于等于15km/h，则发出语音提示“速度过快，

请减速。”，计时器清零。若小于15km/h，则计时器清零，重新计时。 

 
图2-13 速度提醒软件流程图 

（3）位置速度信息上传 
系统每10秒检测一次是否连接上网络，若连接上网络则将当前速度位置信息

上传到OneNet平台；若连接失败，则重新计时，并尝试重连。 

 
图 2-14 位置速度信息上传软件流程图 

（4）求救功能 
系统实时监测紧急按键是否按下，若按下OLED 屏幕显示用户姓名和亲人

电话，并向亲友发送求救短信，SIM800C初始化并重新连接；若未按下，则OLED 
屏幕更新当前经纬度、速度和电量信息。 

 
图2-15 求救功能软件流程图 

（5）电量检测 
系统每60秒监测一次电池电量，当电池电量低于总电量的百分之二十时发出

电量过低请充电的提示语音，并通过OLED屏幕实时显示当前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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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6 电量检测软件流程图 

3. 功能测试与验证 

3.1 开机启动语音提示功能测试 

电动车智能安全头盔在开机启动后立即语音播报安全提醒： “行车不规范，

亲人两行泪，北斗智能头盔，安全从头开始”，提醒骑行人遵守交通规则，注意

骑行安全。头盔内置北斗定位与移动通信系统，开机启动时先进行系统初始化，

初始化成功后搜索当前位置的北斗信号，当定位成功后头盔发出语音提示：“系
统启动完成”。此时，该头盔进入正常状态，显示当前的电量百分比、经纬度信

息及速度信息。若电量低于总电量20%时，则会发出语音提醒骑行人为头盔进行

充电。 

 
图3-1 电量检测软件流程图 

3.2 北斗定位功能测试 

头盔系统装有北斗定位模块及移动网络数据收发模块，开机后头盔系统

OneNET平台。连接成功后，头盔会将通过北斗卫星获得的实时经纬度、速度及

时间信息发送给OneNET平台，在平台可通过地图实时查看骑行者的运动轨迹和

当前位置，同时在OLED屏幕上实时显示当前信息。 

 
图3-2 OneNET平台查看骑行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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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实时限速功能测试 

电动车电动车新国标《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生产的电动车有超

速15km/h（4.16m/s）时可持续发出提示音，且最高速度超过25km/h（6.94m/s）
时不能驱动车辆行驶。骑行过程中，主控芯片会实时获取骑行人的移动速度，并

将速度实时上传到OneNET平台。本项目设置运动速度超过25km/h时，头盔对骑

行人进行语音提醒“您已超速，请减速”；当运动速度在15-25km/h时，语音提醒“速
度过快，请减速”。通过OneNET物联网平台，可实时收集当前骑行人的骑行速度，

并将数据存储下来绘制曲线。 

 
图3-3 OneNET平台统计骑行速度 

3.4 事故一键求救功能测试 

本头盔装有移动网络模块，内置4G移动SIM卡，可向紧急联系人发送短信。

当出现意外事故时，骑行人可按下头盔左边的求救键。主控芯片监测到按键状态，

控制移动网络模块向紧急联系人发送求救短信，提醒紧急联系人通过OneNET平
台查看骑行人的当前位置，进行救援。求救流程如图3-4所示。此时，头盔右侧

OLED屏幕会显示骑行人的姓名和紧急联系人电话号码，便于周围人员可以及时

联系到亲属。 

 
图3-4 一键求救功能测试 

3.5 视频采集与监控功能测试 

头盔顶端安装一枚电池供电的1080P高清摄像头，其内置32G大容量的SD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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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动车行驶过程中，迷你摄像头会实时将骑行人正前方画面录像并存储到存储

卡中，并存贮当前拍摄日期和时间。当发生交通事故时，SD卡内影像资料可作

为有效证据。 

 
图3-5 视频采集与监控功能测试 

4. 结论与展望 

电动车智能安全头盔在发生事故时，可吸收大部分撞击力起到缓冲、保护的

作用，头盔的实时测速语音提醒功能有助于提高骑行人安全驾驶意识，北斗定位

和物联网技术有利于在事故发生时及时求救联系家人。该头盔有助于市场上旧标

准电动车更好的融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的新技术指标，有利于更好维

护城市交通安全秩序。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将增加室内外无缝定位，解决定位

覆盖范围不全面的问题;利用姿态传感器，监测骑行者身体状态，可在发生事故

时自动发出求救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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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卫星导航对海洋漂流垃圾进行跟踪与治理的应用方案 

作    者：吴冷熙 
指导教师：纪小林、叶泽 
学    校：开远市第一中学校 

 
 
【摘要】众所周知，海洋垃圾已经成为了现代人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人类生活

在陆地上，却忽略了垃圾由陆到海的流动，从未重视海洋中的“漂流者”。国家海

洋局最新监测结果表明，我国海面近年来，日渐异常的气候部分原因也是海洋垃

圾，大量水域的污染让人类不得不认识到保护海洋环境的重要性。本论文就是要

借助北斗，利用北斗的导航和定位等功能，对海洋漂流垃圾进行分类，并跟踪其

流动轨迹，从而制定治理顺序的应用方案，此应用方案的整体原则是先跟踪后治

理，定位与行动并举，切实治理海洋垃圾。在不同情况下，提出多个解决方案：

一通过载有北斗芯片的漂流球跟踪定位确定洋流方向与垃圾堆集处；二是利用卫

星地图与温度图找出异常位置并定位；三是利用鱼对水质喜好投放装有定位器的

鱼并以其生活情况与游向定位来推测垃圾污染状态，定位垃圾位置等。另外，此

应用方案还可以得到中国近海的洋流·旋涡等重要情报。 
【关键词】北斗导航系统；海洋漂流垃圾；跟踪与治理；洋流·旋涡 

The Application of 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In The Tracking 
And Treatment of Marine Drifting Garbage 

【Abstract】As we all know, marine garbage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problems for modern people. People live on land, but they ignore the flow of garbage 
from land to sea, and never pay attention to the "drifter" in the ocean. The latest 
monitoring results of the State Oceanic Administration show that in recent years, part 
of the increasingly abnormal climate of China's sea surface is also caused by marine 
garbage. The pollution of a large number of water areas makes people have to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protecting the marine environment. In this paper, with the aid of 
Beidou, the navigation and positioning functions of Beidou, we will classify and track 
the flow path of marine drifting garbage, so as to formulate an application scheme for 
the treatment sequence. The overall principle of this application scheme is to track 
first and then treat, and to carry out positioning and action simultaneously, so as to 
effectively treat marine garbage.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several solutions are 
proposed: first, the drift ball with Beidou chip is overloaded to track and locate the 
current direction and garbage collection place; second, the abnormal position is found 
and located by using satellite map and temperature map; third, the fish likes to put the 
fish with locators on the water quality and use their living conditions and swimming 
orientation to speculate the garbage pollution status and locate the garbage location. In 
addition, this application scheme can also obtain important information such as 
current and vortex in China's coastal waters. 
【Key words】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Ocean Drifting Garbage; Tracking And 
Management; Current And Vort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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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景 

1.1海洋漂流垃圾的危害 

在这个星球的海面上，漂浮着大量的垃圾，如图1所示。2007年，科学家发现，

太平洋上漂浮着一个巨大的“垃圾岛”，其面积有两个黑龙江省那么大。海洋漂流

垃圾不但会影响环境，危害过往船只安全，更可怕的是，它会对海洋的生态环境

造成无比严重的破坏，降低我国旅游业收入和沿海发展速度，减小我国沿海经济。 

 
图1 海洋漂流垃圾 

2015年，世界海洋日的主题是“健康的海洋，健康的地球”。国家海洋局最新

监测的结果表明，我国海面漂流垃圾的91%，海滩垃圾86%都来自陆地。数不胜

数的漂流瓶，胡乱开放的旅游景点，甚至一个随手乱丢的塑料瓶等，都是这一现

象的根源。同时自然原因也是存在的，比如地震和海啸自然活动等都加重了漂流

垃圾对我国海洋的污染。近年来，全球变暖的部分原因也是海洋垃圾，住在沿海

人们的生活受到垃圾污染的影响，旅游业收入下滑，生态环境被破坏，间接或直

接地加快了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与此同时，漂流垃圾还会影响水路运输，减缓经

济发展速度。 

1.2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分三部分：用户段、地面段和空面段，可以覆盖全球范围，

能24小时为用户提供高可靠授时、高精度、定位和导航服务；除此之外，还具有

短报文通信功能。其中，高精度是定位精度可达10米内，测速精度可达0.2米/秒，

授时精度可达10纳秒。北斗芯片的广泛进入市场也给北斗的发展应用带来了巨大

的推力，预计2020年6月就将全面投入百姓的使用。 
创新是民族发展得灵魂，北斗的发展应用也离不开创新，随着越来越多的北

斗新方案已经变成了现实，各种北斗产品也随之诞生。但是，目前有关应用北斗

卫星导航系统来跟踪治理海洋漂流垃圾的创新应用方案还未见报道，本文尝试提

出相关的创新应用方案，以期能为保护海洋生态系统，促进沿海经济的发展奉献

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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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用方案的创新点 

此方案是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周边海域的不同垃圾污染情

况，提出不同的跟踪检测和治理的方案。另外，还可以通过实验得到洋流、旋涡

等有关海域的重要情报，加深对于近海的了解程度，保障渔民生命财产安全，促

进对近海的管理更加科学有力。 

3.应用方案的设计 

3.1主方案 

3.1.1方案的设计思路 
此方案的总体思想是基于北斗应用海洋漂流球对漂流垃圾实现跟踪与治理。

将北斗芯片置于漂流球中并保证其运行，将其在退潮和涨潮时分别投入海中，根

据北斗导航系统的定位功能跟踪并确定其位置，画出其路线图，重复多次画图后

就可以得到简单的近海洋流图。然后在各个漂流球停止的地方利用北斗卫星地图

和实地观测可以确定为垃圾堆积处或海洋洋流旋涡处。如果是垃圾堆积处，就利

用北斗导航船只进行打捞处理；如果是洋流旋涡处，则加以警告和提示，以预防

为主并进行观测；如果球最后上岸，则把那片海岸定为垃圾污染防治区，加以严

格管控。最后，对简单的近海洋流图进行分析，确定所测海岸的漂流物去向，加

以预防和控制。并借此洋流图进一步了解我国近海情况，完善此片海域信息，将

之在不同领域充分利用。 
3.1.2方案实施流程图 
此方案实施的流程图如图2所示。 

 
图2 主方案实施流程图 

3.1.3方案的具体内容 
漂流球材料的选取：由于材料必须要载着芯片在海上漂流，所以这种材料不

仅要防水，而且密度要比水小，还需要使电磁波能够传导，只有这样才能满足我

们的需要。除此之外，这种材料还不能对环境有所污染，不能给海洋生物带来危

害。为了能满足这两方面的需要，可以使用铜与非金属纤维增强树脂的复合型材

料或硅橡胶，就这两种材料的优势而言，铜与非金属纤维增强树脂的复合型材料

较为良好，而就适用度而言，硅橡胶更为合适。综上所述，此方案的漂流球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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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是选用硅橡胶。 
北斗芯片：北斗芯片内容纳了微处理器的芯片组，基带芯片及RF射频芯片，

有关设备能够通过北斗芯片，接受由北斗卫星发射的信号，从而完成定位和导航

的功能，有关北斗芯片的应用如图3所示。 

 
图3 北斗芯片的应用 

漂流球模型设计，如图4所示。 

 
图4 漂流球模型图 

实施过程： 
一方面，针对定位治理海洋污染源主要采用海岸漂流法。此方法分为两个阶

段：第一阶段是将北斗芯片放入由硅橡胶做成的漂流球中，在所测海岸海水涨退

潮时分别放出，放出后每隔15或20分钟对其进行定位跟踪，或直接利用北斗对其

路线进行描绘以得到近海洋流图，如图5所示；第二阶段是当漂流球静止不动或

是运动缓慢时就将其所处地点记录下来，利用北斗卫星地图进行观测或用北斗直

接导航船只去进行实地观测。若是发现了垃圾污染较重的区域，就立刻导航捕捞

船进行清理；若是发现了洋流旋涡，就将其记录下来，提醒周围渔民注意；如果

漂流球是直接漂到了海岸上，就将所处海岸列为重点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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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近海洋流图 

另一方面，针对跟踪海洋污染源对陆地的影响，主要采用海洋漂流法。在海

洋污染源的附近投下载有北斗芯片的漂流球，借助北斗卫星观测其运动轨迹。利

用北斗一路追踪，当其在岸边停止时，用北斗准确定位其所处位置。将其列为重

点保护防治点，减小垃圾污染危害。 
3.1.4方案的优势 
这种方案所需材料少；实验过程简单易操作；意义价值大；跟踪与定位一体

化使其具有更多的附加价值；对环境零污染；适用于大多数海洋漂流垃圾。 
3.1.5方案的不足 
一是不能保证小球如预定那样行动；二是小球的回收问题；三是对动物的影

响。 
3.1.6方案的改正措施 
一是可以通过适量增加小球数量，以弥补小球不能按预定那样行动的不足；

二是可以通过北斗卫星的定位系统确定位置进行回收； 三是可以通过加入能够

发出超声波的仪器或是适当增加大小来解决。 

3.2副方案 

3.2.1方案的目的 
完善利用北斗卫星对海洋漂流垃圾的治理。 
3.2.2副方案一：基于北斗卫星导航对海洋表面温度观测以此判定垃圾污染 
方案原理：盐水的比热容远远大于漂流垃圾的比热容，接受了相同的太阳辐

射后，漂流垃圾聚集的地方的温度是会更高的；除此之外，漂流垃圾在海水内分

解时，会吸引细菌和真菌聚集，它们放出的热量也会使垃圾聚集区的海域温度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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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因此，漂流垃圾聚集的海域对于其他正常的海域会有明显的不同，比如温度

较周围高或温度变化速度比附近快等，可利用这个差异性来寻找海洋垃圾堆积

处。 
方案实施：通过卫星绘制动态的海洋温度图，结合北斗的卫星地图，展现片

区内海域温度的变化情况，如图6所示。然后通过对比，确定温度异常区，利用

北斗卫星地图或直接导航船只进行勘测，确定海洋垃圾污染源。由于垃圾会在洋

流的推动下向全世界海域扩散，所以及时监控海洋漂流垃圾的动向，从而有效预

防垃圾污染的扩散尤为重要。这样的监测和预防可以通过北斗卫星得到的温度监

测数据和中国气象部门的数据结合起来实现。 

 
图6 中国近海温度图 

方案流程图如图7所示。 

 
图7 副方案一流程图 

注意事项：多次核对，海洋中的气温变化因素很多，不一定为垃圾堆积。 
3.2.3副方案二：基于北斗卫星对海洋生物的定位追踪方案 
方案原理：海洋垃圾对指示生物（重点考虑鱼类）的影响。生物对环境的适

应性会驱使生物转移出被污染的地区；与此同时，无法适应被污染海域而又无法

逃走的生物则会大量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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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实施：通过投放一些对环境要求较高的生物进入海域，从而监测得出可

能被污染的海域。被投下的生物会通过行动、习性、生命体征来向我们讲述海面

之下的情况。为了得知被投生物的海域位置及其运动轨迹，需要一种既能防水防

腐，又能满足体积小、性能优而不易损毁的的芯片，将其放置在被投放生物的身

上，然后投放到不同的区域，与北斗卫星的定位系统相互连接，并将该生物的基

本信息和运动轨迹集中上报给海洋局等有关部门分析。当出现异常情况时，比如

开始有大量生物生物或迁徙时，就意味着相应的海域被污染。 
方案流程图如图8所示。 

 
图8 副方案二流程图 

注意事项：一是所投放生物不能对当地原有生物造成伤害，不能投放可能造

成生物入侵的物种；二是所携带的装置不能对环境有威胁。 

4.方案的应用总结 

以上三个应用北斗卫星解决海洋漂流垃圾的方案，其中主方案为重点，其他

两个方案是在主方案的基础上进行补充。 
三个方案都有其独特的侧重点，缺点也大不相同。主方案是集卫星追踪与定

位为一体的，副方案一则以卫星寻找为主；副案二则以定位监测为主。三个方案

的联系性如图9所示。 

 
图9 三个方案的联系图 

基于三者间的互异性和共通性，可以将三者同时运用在对海洋漂流垃圾进行

跟踪与治理上。首先，利用副方案一中的卫星地图和温度图找出可能存在的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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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污染点。然后，利用主方案中的漂流球进行定位，并对其进行验证和推测，

从而拿到有关海域的洋流图等重要数据。最后，找到污染点；若是海面存在大量

垃圾，就立刻导航打捞船进行打捞；若是在海面上看不到明显垃圾，但存在海底

垃圾堆积或海水大量污染的情况，就使用海洋生物的定位跟踪对其进行验证。另

外，还可以配合海水质量检测和垃圾多样处理的方式真正实现利用北斗卫星对海

洋漂流垃圾进行跟踪与治理。三个方案的综合应用导图如图10所示。  

 
图10 三方案的综合应用导图 

以上三个方案既可分开独自使用，也可综合应用，应用形式还需视情况而定。 

5.感悟 

“头顶满天星，万物静无声，雄心和壮志早已埋心中。” 
北斗卫星技术的发展整在肉眼可见地改变着人类生活和自然环境，在强大的

定位、追踪、观察等功能中，人类得以看清世界，预知未来。北斗，是造福人类

的卫星，它的每一项走在前沿的技术无不展现着当今中国的高科创水平。它是中

国强大竞争力的体现，中国必将在北斗星的指印下走向世界的中心。 
我们是在一个幸福安宁的时代，这是祖国给我们的庇佑，而一个国家的国力

取决于过硬的科技水平。是北斗的出现为我们圆了梦。北斗给了无数人希望，它

为人们找到回家的路，不放弃任何一个落难的顽强生命，它敢于挑战美国的主导

地位，誓与GPS争锋，不忽略一丝军事风声。中国人民为之骄傲，因为北斗，人

民安心，因为北斗，国家将踏上富强的新征程，大迈步向现代化强国。 
作为青少年，我们都有仰望星空的能力，科技的力量掌握在我们的手中，我

们当不负前辈在北斗科研攻关中沥尽心血，前仆后继，培养新时代少年的创新头

脑，将北斗卫星技术推向世界顶峰。我们将勇敢开拓进取，用年华书写最动人的

追梦筑梦的青春篇章。 

6.结语 

北斗的发展使我们自豪，而环境的破坏也使我们胆颤；振兴中华的大任依旧

压在我们肩上，只有奋发拼搏，激流勇进，才能真正为国做出自己的贡献。 
“望北斗，亘古不变坐指极星；看中华，五千上下威震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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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定位的疫情防控系统 

作    者：王鸿 
指导教师：龙新明 
学    校：四川省德阳市第五中学 
 
 

【摘要】2019年12月以来，新型冠状性病毒肺炎（英文简称“NCP”）在武汉爆发，

波及全球多个国家。确诊患者在22天内从41快速增长至11791。此类疫情常常传

播快、扩散广。当疫情来临时，对于我国这类人口高密度国家，形势尤为严峻。

对此，我产生了一个想法，能否运用便携式的手环并结合疫情患者发热等共性，

为中国乃至全球的疫情防控出一份力？ 
系统主要由北斗定位系统、主机端、智能手环、APP 四部分构成。智能手

环系统主要由体温传感器与病毒传感器组成。体温传感器用于实时检测可疑感染

者体温，病毒传感器能够获得各个佩戴者的大量数值信息，并且搭载有通信模块，

可将信息反馈给数据处理中心及亲朋的远程监控端。 
本系统是一种主要运用于疫情发生时，通过佩戴智能定位手环，来实时掌控

可疑疫情感染者动向。由接触式传感器监测，一旦监测数据异常，通过北斗卫星

导航系统和智能定位手环将信息及时反馈至疾控中心、社区服务、家属亲朋等远

程监控端及数据处理中心，同时运用北斗短报文技术将危急情况及时告知患者及

周边人员，再通过系统向临近医护站点发出求救信号，医护人员或警方通过基站

能准确判断感染者位置，从而立即隔离采取救助，达到快捷、最大化疫情防控的

目的。 
【关键词】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定位 疫情防控 疾控中心 智能手环 
【Abstract】Since December 2019, 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NCP") has been in 
Wuhan, affecting many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The number of confirmed patients 
increased rapidly from 41 to 11791 within 22 days. Such outbreaks often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ast transmission and wide spread. When the outbreak comes, the 
situation is particularly serious in countries with high population densities. In this 
regard, I came up with an idea, can use portable bracelets and combined with the 
commonality of fever in the outbreak patients, for China and the world's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 force? 

The system is mainly composed of beidou positioning system, host terminal, 
smart bracelet and APP. The smart bracelet system is mainly composed of temperature 
sensor and virus sensor. The body temperature sensor is used to detect the body 
temperature of suspected infected people in real time. The virus sensor can obtain a 
large number of numerical information of each wearer, and it is equipped with a 
communication module, which can feed back the information to the data processing 
center and remote monitoring terminal of relatives and friends. 

This system is mainly used in the outbreak of the epidemic, through wearing the 
smart positioning bracelet, to real-time control the movement of suspected infected 
people. By non-contact sensor monitoring, once the abnormal monitoring data, 
through the 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and intelligent positioning bracelet 
information timely feedback to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ommunity service, family members and relatives and other remote monitoring and 
data processing center, at the same time use beidou short message technology will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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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risis in a timely manner to inform patients and the surrounding people, and then 
through the system to the nearby medical site sent a distress signal, medical personnel 
or the police through the base station can accurately judge the position and infected by 
isolation immediately to rescue, achieve the goal of quick, maximize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 Key words 】 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Positioning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enter  Intelligent bracelet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1.1 北斗卫星定位系统 

2009年，我国启动北斗三号系统建设；2018年年底，完成19颗卫星发射组网，

完成基本系统建设，向全球提供服务。在轨工作卫星共33颗，包含15颗北斗二号

卫星和18颗北斗三号卫星，具体为5颗地球静止轨道卫星、7颗倾斜地球同步轨道

卫星和21颗中圆地球轨道卫星。 
2020年年底前，计划完成30颗卫星发射组网，全面建成北斗三号系统。北斗

三号系统继承北斗有源服务和无源服务两种技术体制，能够为全球用户提供基本

导航（定位、测速、授时）、全球短报文通信、国际搜救服务，中国及周边地区

用户还可享有区域短报文通信，精密单点定位等服务。基于全国2600个北斗地基

增强系统全天候高稳定性运行，服务可用性高达99.99%。随着北斗系统全球组网

拉开帷幕，相信今后的实测数据一定会更加精彩! 

表1 北斗系统当前基本导航服务性能指标 

服务区域 全球 

定位精度 水平10米、高程10米（95%） 

测速精度 0.2米每秒（95%） 

授时精度 20纳秒（95%） 

服务可用性 优于95%，在亚太地区，定位精度水平5米、高程5米（95%） 

 
图1 北斗卫星定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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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基于北斗定位的疫情防控智能手环产生背景及意义 

1.2.1 国内外疫情回顾 
疫情往往传播快、扩散广，感染者多有发热的共性，有一定的潜伏期，并且

对于体弱者感染概率较大。被传染的病人多数都与患者直接或间接接触，或生活

在流行区内。并且病毒源头多附着野味身上。 
2003年SARS病毒席卷全球， SARS是一种起病急、传播快、病死率高的传

染病。症状表现为 38℃以上高热、呼吸加速等，并证实中华菊头蝠是SARS病毒

的源头。 
2012年9月MERS开始在沙特阿拉伯夺命，进而扩散到其他国家爆发。症状

有发热、咳嗽、呼吸急促等。绝大多数MERS患者为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群。年龄

在15岁以下的小孩和65岁以上的老人、孕妇、患有心血管、肺炎等慢性病和抵抗

力较差的病人，都是易感人群。 
2013年3月底 H7N9禽流感病毒在上海和安徽两地率先发现。症状有发热，

咳嗽。重症患者病情发展迅速，表现为重症肺炎，体温大多持续在39 以上。经

调查，H7N9禽流感病毒基因来自于东亚地区野鸟和中国上海等地鸡群的基因重

配。截至2015年01月10日 ，全国已确诊134人，37人死亡。人感染H7N9禽流感

潜伏期一般为7天以内。 
1.2.2 疫情防控手环产生意义 
21世纪以来，随着世界全球化，人口流动频率增大，更助长了疫情大面积爆

发。防疫难度随之陡增。对于我国这样的人口高密度国家，形势更为严峻。 

 
图2 1月10日武汉迁出目的地地图 

图片来源:百度慧（疫情期间武汉迁出人口） 

一场疫情的爆发常常会让人心生余悸，引发了人们对健康的关注，也伴随着

全世界人民的担忧。不仅仅是因为关乎自身健康，更因为身处这个交融的时代，

防控疫情是关乎全世界的一场战役。我们已深深体会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地球

村”的内涵。我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有拳拳爱国心，殷殷报国情!不论是SARS,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还是一系列的禽流感的带来的影响，都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

生活息息相关。但是，作为普通人，面对生活中此类大面积甚至波及全球的疫情

时，不免有慌张甚至盲目跟风现象。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A%E6%B5%B7/11460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89%E5%BE%BD/3701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91%E7%83%AD/3576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2%B3%E5%97%B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A%E6%B5%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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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手环将利用北斗高精度、广范围的定位系统，减轻疫情防控难度，

为人们的生活提供更安全的保证，也便于减轻医护工作人员的工作负担，缩短疫

苗研制时间，助推人们更快回归正常生活轨道。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

照天烧。＂同样我们有足够的信心与毅力打赢这场防疫战。 

二、系统的总体设计 

2.1 总体系统功能概述 

2.1.1 实时可疑疫情感染者分布监测与追踪 
当疫情发生时，通过智能化便携式设备——智能定位手环采集精准的佩戴者

数据，来实时掌控可疑疫情感染者动向和监测，一旦监测数据异常，通过北斗卫

星导航系统和智能定位手环将信息及时反馈至疾控中心、社区服务、家属亲朋等

远程监控端及数据处理中心（系统主机端），同时运用北斗短报文技术将危急情

况及时告知患者及周边人员，再通过系统向临近医护站点发出求救信号，医护人

员或警方通过基站能准确判断感染者位置，从而立即隔离采取救助、防控措施，

以免出现佩戴者大面积传染临近人员现象，达到快捷、最大化疫情防控的目的。 
2.1.2 数据分析疫情防控时间优化 
目前，搜集病毒样本信息多是在患者入院后，通过调查问卷及医疗监测获取

患者感染信息，这就导致了许多患者感染过程数据信息模糊，在检测患者轻度、

重度感染上花费一定的人力、物力。疫情爆发时，时间就是生命。采用该系统，

对各个疑似疫情感染者进行实时监测，大量有效数据在入院前已提前记录，节省

入院再检测时间，通过数据处理中心整合后可直接将完整信息传至CDC(中文意

思是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从而缩短疫苗研制时间。 

2.2 总体系统架构设计 

 
图3 总体系统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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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总体系统架构概要 

系统主要由北斗定位系统、主机端、智能手环、APP 四部分构成。智能手

环系统主要由体温传感器与病毒传感器组成。体温传感器用于实时检测可疑感染

者体温，病毒传感器能够获得各个佩戴者的大量数值信息，并且搭载有通信模块，

可将信息反馈给数据处理中心及亲朋的远程监控端（手机APP或者短信、电话

等）。 
智能定位手环主要用来实时掌控可疑疫情感染者动向。由接触式传感器监

测，一旦监测数据异常，通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和智能定位手环将信息及时反馈

至疾控中心、社区服务、家属亲朋等远程监控端及数据处理中心，同时运用北斗

短报文技术将危急情况及时告知患者及周边人员，再通过系统向临近医护站点发

出求救信号，医护人员或警方通过基站能准确判断感染者位置，从而立即隔离采

取救助，达到快捷、最大化疫情防控的目的。 
主机端接收来自智能手环反馈信息，并通过一定的整理计算，在最大限度下

提供完备的佩戴者感染相应信息给CDC，方便后期疫苗数据收集及制作。也提供

给感染佩戴者就诊医疗站点。 
APP的受众主要是智能手环佩戴者亲朋及宅家的普通大众。它可以在佩戴者

检测数据异常时，通过APP等形式自主发送信息、邮件，联系亲朋告知情况。以

及为大众提供实时、系统化的疫情进展及防护小知识，进行宣传教育，减轻民众

因疫情产生内心焦虑，盲目从众等问题，减少疫情防控难度。 

三、智能手环设计 

3.1 智能手环系统设计 

 
图4 智能手环系统设计图 

3.2 模块设计 

3.2.1 手环检测模块 
（1）体温传感器 

通讯模块 

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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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传感器 

GPS连接器 



第十一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高职组（含中学生） 

287 

所有的疫情常常伴随发热的症状，抓住大多数疫情感染者共性来有效防控。

我们利用Maxim Integrated MAX30205体温传感器可准确测量体温并提供超温警

报。MAX30205利用高分辨率Σ-Δ型模数转换器(ADC)将体温测量数据转换为数

字形式。单次和关断模式有助于降低用电量。通过I2C兼容2线串行接口进行通信。

同样也可以选用光纤辐射温度传感器。 

 
图5 典型体温传感器应用电路 

 
图6 MAX30205体温传感器 

   
图7 光纤辐射温度传感器 

（2）病毒传感器 
病毒传感器属于生物传感器的一类。生物传感器是由固定化的生物敏感材料

作识别元件（包括酶、抗体、抗原、微生物、细胞、组织、核酸等生物活性物质）、

适当的理化换能器（如氧电极、光敏管、场效应管、压电晶体等等）及信号放大

装置构成的分析工具或系统。目的就是为了把待分析物种类、浓度等性质通过一

系列的反应转变为容易被人们接受的量化数据，从而便于分析。生物传感器并不

专指用于生物技术领域的传感器，还可广泛应用于环境监测、医疗卫生和食品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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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等领域。 

 
图8 生物传感器原理图 

大多数疫情感染都存在潜伏期，轻度再到重症和危重症的过程。初期常有发

热和咳嗽症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重症、危重症患者病程中可为中低热，甚至

无明显发热，并且常伴随着一系列的复杂症状。所以患者感染到一定程度，单纯

的体温传感器已不适用。那么我们可以运用含有病毒传感器的智能手环，将微观

浓度等性质转化为我们更易接受的宏观数据帮助我们直观地看到患者的感染程

度。 
以新型冠状肺炎病为例。所有生物除朊病毒外都含有核酸，核酸包括脱氧核

糖核酸（DNA）和核糖核酸（RNA）。然而新型冠状病毒是一种仅含有RNA的病

毒，病毒中特异性RNA序列是区分该病毒与其它病原体的标志物。完成对新型冠

状病毒全基因组序列的解析，并通过与其它物种的基因组序列对比，得出了新型

冠状病毒中的特异核酸序列。所以，在临床实验室检测过程中，如果能在患者样

本中检测到新型冠状病毒独有的特异核酸序列，那么该患者可能已被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 
目前，检测新型冠状病毒特异序列最常见的方法是荧光定量PCR（聚合酶链

式反应）。特定的病毒其抗原与相应抗体之间会有特异性反应。因PCR反应模板

仅为DNA，因此在进行PCR反应前，应将新型冠状病毒核酸（RNA）逆转录为

DNA。在PCR反应体系中，包含一对特异性引物以及一个Taqman探针，该探针

为一段特异性寡核苷酸序列，两端分别标记了报告荧光基团和淬灭荧光基团。探

针完整时，报告基团发射的荧光信号被淬灭基团吸收；如反应体系存在靶序列，

PCR反应时探针与模板结合，DNA聚合酶沿模板利用酶的外切酶活性将探针酶切

降解，报告基团与淬灭基团分离，发出荧光。每扩增一条DNA链，就有一个荧

光分子产生。荧光定量PCR仪能够监测出荧光到达预先设定阈值的循环数（Ct
值）与病毒核酸浓度有关，病毒核酸浓度越高， Ct值越小。 

石墨烯传感器是由石墨烯制作而成的用途广泛的高光敏度传感器，这种新型

传感器的关键在于使用了“滞留光线”的纳米结构。纳米结构能够比传统的传感器

更长时间的捕获产生光线的电子微粒。该智能手环便通过病毒传感器检测核酸产

生的荧光，与高光敏感传感器的运用相结合。通过发光转发电的方式，不同程度

感染的患者检测出不同浓度，不同浓度的核酸检测产生不同亮度的荧光，再通过

高光敏感传感器发电,使Led灯发出绿、白、红三种颜色，分别代表轻度、重症、

危重症三种情况。这样一来，患者的病情是否恶化，属于哪一阶段，就可以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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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通过Led灯显现出来。 

 
图9 三维多层石墨烯传感器设计 

3.2.2 北斗模块 
中科微电子 ATGM332D北斗定位芯片是中科微电子基于 ATGS01 研发的

单芯片。ATGM332D具有高灵敏度、低功耗、低成本等优势，其包含 32 个跟踪

通道，可以接收 BDS（北斗卫星导航系统）、GPS的单系统和双系统联合定位，

具有-160dBm 的高识别精度。定位精度可达到2.5m（CEP50，开阔地） 
利用其高精度、实时通讯的特点，反馈装置的实时位置坐标、发热情况，来

达到监控佩戴者是否感染疫情的目的。 

 
图10 ATGM332D北斗定位芯片 

3.2.3 通讯模块 
（1）GPS连接器 
通过GPS连接器，可以随时将用户身体状况以及定位用户的位置信息通过手

机上的关联反馈至疾控中心、社区服务、家属亲朋等远程监控端及数据处理中心。 
（2）北斗短报文通信 
北斗短文报可以发布 140 个字的信息， 北斗的双向通信功能就是北斗的优

势，可实行双向简短数字报文通信。并且在没有通信和网络地方的佩戴者，后台

工作人员也可以向外界发送信息和实施定位功能。北斗短报文通信原理如下： 
①短报文发送方首先将包含接收方ID号和通讯内容的通讯申请信号加密后

通过卫星转发入站 
②地面中心站接收到通讯申请信号后,经脱密和再加密后加入持续广播的出

站广播电文中,经卫星广播给用户 
③接收方用户机接收出站信号,解调解密出站电文,完成一次通讯。与定位功

能相似,短报文通讯的传输时延约0.5秒,通讯的最高频度也是1秒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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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北斗一号”通讯流程图 

3.3 外观设计 

 
图9 智能手环外观（壳体表面密闭并涂有防水涂层） 

3.4 应用与实践 

3.4.1 使用说明： 
第一步：智能手环领取前需实名登记，每人有特定ID。并设置关联疾控中心

主机端接收的通讯号码。 

 
图10 实名登记部分信息图 

第二步：分类别领取活动锁扣或固定锁扣，并佩戴。 
第三步：获取佩戴者信息，实时统计及分析。实时统计模块可以包括: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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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实时统计表、分年龄实时统计表、分职业实时统计表等。用数据流、信息流快

速高效且直观地显示出最新的动态变化，从而实时监测佩戴者位置。 
3.4.2 手环分类 

表2 固定、活动锁扣使用人员分类 

智能手环使用人员 固定锁扣 活动锁扣 
老弱或易感染疫情者  √ 
疫情核心区社区业主外

出人员  √ 

疫情核心区外迁人员 √  
医疗站点疫情患者 √  

 
⑴老弱或易感染疫情者: 
此类群体大多数自我防护意识及多媒体网络应用能力较弱，没有较强的经济

实力，往往会以为是一般感冒而轻视。然而此类人群大多数病毒感染概率反而较

常人高。手环设计为活动锁扣，利用北斗定位，准确识别其位置。实时监测体温

变化。一般情况下，体温高于37.3摄氏度时，应用互联网通过交互部分对家属端

及疾控中心主机端进行自动提醒，及时发现他们的不适情况，以便做好相关措施。 

 
图11 智能手环通讯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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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疫情核心区社区业主外出人员: 
疫情产生具有突发性，疫情结束时间往往具有不确定性。然而，对于普通大

众生活所需，生活必需品采购往往伴随着人员外出。目前，当疫情产生时，采用

每家每户发卡片，进出卡片打孔的方式防控疫情。由于人口基数大，业主进出登

记记录繁琐，不仅缺乏溯源追寻，而且增加工作人员统计工作难度。消耗大量进

出人工成本，且增大传染风险。以新型冠状肺炎病毒为例，病毒就可通过接触卡

片的方式传染。手环设计为活动锁扣。每一个手环具有特定ID。业主必要外出时

需佩戴手表，从而实时追踪运动轨迹，并且传输进出社区信息至管理层，自动记

录进出信息。 
（3）疫情核心区外迁人员: 
武汉经检测未感染，且需紧急离省者。此类群体活动区域较大，更重要的是

一般情况下，疫情有较长的潜伏期，后续追踪过程较为繁琐。若离省者失联,需
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搜寻。手环设计为固定锁扣，具有更高精准化、信息化的

监测系统及定位系统。一旦传感器监测值超过合理值，将紧急同步直报家属端，

CDC及数据处理中心，快速联系临近医疗站点及警察，马上隔离。从而最大程度

减少再感染他人的情况。并且能通过北斗短报文通信发出警报，通过语音播报告

知佩戴者及附近人群情况危急。 
（4）医疗站点疫情患者： 
在我国这个人口高密度国家，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为例，为满足医疗站点服

务10天建成火神山。疫情爆发常常具有不确定性，病毒传播途径多样，当疫情爆

发时，特别是在疫情重灾区医疗基础设施的相对缺乏的情况下，存在居家隔离，

为患者提供免费旅店居住服务等情况，不免存在部分患者自觉性不强，想要外出

的现象。 
该类手环像是前者的进阶版，也是固定锁扣。若确诊感染者外出，将会极大

增加人群感染风险，给疫情防控加大难度。所以实时定位确诊医疗站点外隔离的

感染者至关重要。当感染者离开隔离区域时，北斗短报文通信将发出警报，立即

告知佩戴者，遵守规则，自觉隔离。并且运用病毒传感器可将患者不同程度的症

状直观反映。 

四、实时客户端APP设计 

4.1 公用APP服务 

APP使用者主要由普通大众与智能手环佩戴者家属两部分组成。二者均可享

受以下服务： 
① 疫情小知识 
通过指定疫情防控APP，不定时接收疫情预防小知识。类似勤洗手、勤通风、

戴口罩，不吃野生动物等宣传标语。以及国内外重大疫情状况回顾，给大众提供

科学全面的疫情实情。 
② 疫时应急实时推送 
通过指定疫情防控APP，当疫情爆发时，实时跟进最新疫情消息。帮助普通

大众清晰了解疫情。（以新型冠状病毒为例）还将实时推送疫情研究成果。如：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相关背景、传播途径，临床表现等。 

4.2 智能手环佩戴者家属特享服务 

家属可直接在APP上实时观测到佩戴者位置信息。当佩戴者数据异常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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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信、邮件通知的基础上，再加上APP消息推送来提醒家属并提供较精准经纬度

位置，帮助家属尽快获得告知，以便更快联系佩戴者，询问情况。 

五、创新点： 

1.系统主要利用由北斗定位系统、主机端、智能手环和手机APP 四部分构成

的智能疫情防控系统，通过智能手环的体温传感器与病毒传感器，实时检测可疑

感染者体温和各个佩戴者的大量是否携带病毒等数值信息，主动将信息反馈给疾

控中心、医护部门或警方的数据处理中心及其亲朋的远程监控端（手机APP或者

短信、电话等），进行实时监控； 
2．提出病毒传感器设想； 
3．着眼于疫情，结合智能化便携式设备——智能定位手环的运用，减轻医

护工作者抗疫压力，大大降低疾控成本，效率高见效快！ 
六、回顾与展望 
设计这款设备的初衷就是为了让人们在疫情到来时，多一份底气与力量，减

轻医护工作者的防疫压力，让每一个人都过得健康快乐。我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在

这个设备上。但是这个设备也有很多的不足。例如：大多数疫情感染者会有发热

症状，但因个人体质差异，以心血管系统症状为首发表现依然存在：如心慌、胸

闷等，这类人最容易误诊，也最容易被医务人员忽略。目前这个设备只有体温传

感器检测疑似感染者，缺乏心率传感器。通过不断的完善与改进，进而还可以运

用在独居老人身上。未来这套系统可以适用于更多的人，为他们提供全方面，更

精准的检测。希望人们在疫情期间，不到万不得已不外出。出现疫情感染类似症

状及时就医，万不可只是当作普通的发烧处理。衷心希望设计的智能手环可以帮

助人们减轻疫情带来的烦恼，为人们提供便捷，安全的生活环境。 
2020年将迎来以导航与通信融合发展为主轴的实操期。融合是信息社会发展

大趋势。首当其冲的就是导航与通信的融合，导航离不开通信，通信离不了定位，

两者的结合是必然趋势。定将辅助疫情防控走向精准化、信息化。 

七、致谢 

在论文工作即将结束之际， 
衷心感谢龙老师在百忙之中对本论文提出的宝贵意见。正是由于他在百忙之

中多次审阅全文，对细节进行修改，并为本文的撰写提供了许多中肯而且宝贵的

意见，本文才得以成型。 
非常感谢同学，父母以及那永远也不能忘却朋友的关心与帮助。身处这样浓

郁的学习氛围和钻研精神中，给了我良好的学习环境。在这次写作中，磨炼了我

的意志力，也深深地让我领悟到了科研工作者的辛勤与百折不挠的崇高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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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下普洱古茶树科技监测初探 

作    者：胡彦超、谢林君、周礼涵、田元 
指导教师：阮爱军、胥松林 
学    校：云南省普洱市第一中学 
 
 

【摘要】古茶树不施肥，不打药，采用原生态的种植方式。古茶树是自然的恩赐，

其价值是不可计量的，而现在，因为对古茶树的病虫害的防治手段不到位，本就

珍贵的古茶树资源变得像瓷娃娃一样，更加脆弱。等到茶农发现病虫害，往往已

经来不及了，树的枝干已经空心了。当有一天自然对它的保护减弱，我们应该尽

我们的绵薄之力，留住美好。所以说，尽力及时发现病虫害，采取正确的治疗方

式，最大限度地保证古茶树的健康,是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通过了解、学

习，知道无人机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结合可以进行现代化农业工作，FC2极飞®
农事记录仪可以进行病虫害的预警，在了解到病虫害或有病虫害迹象的第一时间

进行防治。我们到普洱市困鹿山古茶园进行调查，询问当地茶农，实地观察茶树

病虫害，又在相关专家的带领下，真实了解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与无人机结合之

便利。故而产生了运用高科技监测古茶树，保护古茶树的想法。最终在老师、专

家的指导下，以困鹿山古茶园为例，进行了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下普洱古茶树

科技监测初探。 
该报告分五个部分：一、背景及意义；二、技术支撑；三、工作原理；四、

应用预设；五、展望和建议。 
【关键词】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无人机  农事记录仪  普洱大叶种茶  病虫害 
保护古茶树 
【Abstract】The ancient tea tree does not fertilize, does not beat the medicine, uses 
the original ecology planting way. The ancient tea tree is a gift of nature, its value is 
immeasurable, but now, because of the disease and pest control measures of the 
ancient tea tree is not in place, the precious resources of the ancient tea tree has 
become like porcelain dolls, more vulnerable. By the time tea farmers find pests and 
diseases, it is often too late, the tree has hollow branches. When one day the natural 
protection of it weakened, we should do our little to keep the good.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find out the disease and insect pest in time and take correct treatment to 
ensure the health of ancient tea trees.We have learned that drones can be combined 
with 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for modern agricultural work, and that the FC2 Jifei 
agricultural recorder can provide early warning of pests and diseases, control as soon 
as you become aware of or show signs of pests and diseases.We went to the ancient 
tea garden of Mount Kunlu in Pu’er City to investigate, ask local tea farmers, observe 
diseases and pests of tea trees in person, and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relevant experts, 
truly understand the convenience of combining 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with 
unmanned aerial vehicles.Therefore, the idea of using high-tech to monitor and 
protect ancient tea trees came into being. Finally, under the guidance of teachers and 
experts, taking Mount Kunlu royal ancient tea garden as an example,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monitoring of Pu’er tea tree under the 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was 
carried out. 

The report is divided into five parts: First, background and significance; Second, 
technical support; Third, working principle; Fourth, application presetting; Fifth, 
outlook an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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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drones, agricultural recorders, Pu'er big leaf 
tea, diseases and pests, protection of ancient tea trees 
 
 

1. 背景及意义 

1.1 重要性及必要性 

古树茶难得，几百年，几千年才得一棵古茶树；古树茶难养，刁钻的古树茶

需要的只是最生态的环境，一般不接受农药化肥的“厚爱”；古树茶难护，一种种

病虫害的袭击，可能会使我们失去一棵上百年的古茶树。据认证，在云南省，存

有的千年古茶树便有30余棵，其中有野生型、过渡型、栽培型，占到全国百分之

四十以上，100亩以上的连片古茶树园更是高达20余万亩。这在全国乃至世界是

具有唯一性的，这些古茶树是最重要的自然遗产，有重大的价值。 
目前在古茶园当中常见的一些病虫害包括蓟马，小绿叶蝉、茶长白蚧以及茶

谷蛾等。如何保护现存的古茶树，成了当务之急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在与普洱市困鹿山古茶园一茶农的交谈中我们得知，古茶树不施肥，不打药，

任其在自然中生长。等到发现病虫害，往往已经来不及了，树的枝干已经空心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调查小组提出了运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与FC2极飞®农

事记录仪和无人机结合预警病虫灾害及防治保护古茶树。 
就我们调查，古茶树树高一般可达五至十余米，这对于茶农的管理是不利的。 
利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定位古茶树，再与FC2极飞®农事记录仪和无人机

结合，实时观测古茶树，利用高科技手段，发展新型农业，在山地上也可以实行

现代化农业。从FC2极飞®农事记录仪的实时监测中了解到大数据分析下的古茶

树的健康状况，通过监控系统监控古茶树是否有病虫害，特别注意在夜间，害虫

的活跃时期，足不出户就可以用手机最早地了解相应情况，然后启用无人机实施

作业，及时有效地预防、治理病虫害，建立一套古茶树监控治疗系统。做到及时

发现病虫害，及时采取相关有效的方法治理，遏制病虫害，保护古茶树。 

1.2 困鹿山皇家古茶园基本情况 

“困鹿山中藏古韵，君王自古品新茗。”困鹿山属于无量山的范围，隶属于云

南普洱九县一区中的一个县——宁洱县，困鹿山距离宁洱县城不远，大概三十几

公里。海拔在一千四百多到两千多之间，范围较广。山中万木争荣，古树参天，

其最高峰海拔为两千两百七十一米。困鹿山古茶树形成群落，地跨两乡，全部的

面积可达到上万亩，在宁洱镇宽宏村有近两千亩，为古茶树群落与亚热带常绿阔

叶林混合生长形成的森林，较为原始生态。相传为清代皇家茶园，因其茶的品质

好，专门为朝廷上贡。相传为清代皇家茶园。困鹿山有目前发现的比较完好，最

大的栽培型古茶树。 
据考证，困鹿山皇家古茶园在清朝时便被定为皇家御用的茶园，距今已有两

百多年的历史。当年的云南总督在今天的普洱市宁洱县建立了贡茶茶场，精心挑

选当年最佳的春芽，再制作成团，仅进贡朝廷。此后，困鹿山的普洱茶突然成了

贡茶产品中的新宠。宫中广泛流传着许许多多关于普洱茶的美谈。古茶园中的过

渡型古茶树各种叶种混生。香味独特，可称得上一个"雅”字，茶香清新，持久，

韵长。新茶能够从入口稍苦化甘再转甜，口感香、甘、甜相互交织，层次丰富，

入口后只觉甘润持久，气蕴上扬而沉实，以此问鼎普洱茶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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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困鹿山所处地图 

 
图5 困鹿山航拍图 

2. 技术支撑 

2.1 无人机简介 

无人驾驶飞机简称“无人机”，英文缩写为“UAV”，是利用无线电遥控设备和

自备程序控制装置操纵的不载人飞机，或者由车载计算机完全地或间歇地自主操

作。 
按应用领域来分，无人机可分为军用和民用，其优势在于适合太危险，不适

合有人驾驶飞机的任务。军用方面，无人机有靶机和侦察机民用方面，在航拍、

植保、救灾等方面发挥着大作用，“无人机+行业”方便和精彩了人们的生活，无

人机技术一直是科技研究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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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原理 

无人机的飞行控制系统主要包括机载计算机、传感器和伺服作动设备三部

分。 
无人机工作流程 
Ⅰ、开始界面：快捷实现任务的规划，进入任务监控界面，实现航拍任务的

快速自动归档，各功能划分开来，实现软件运行的专一而稳定。 
Ⅱ、航前检查：为保证任务的安全进行，起飞前结合飞行控制软件进行自动

检测，确保飞机的卫星定位、罗盘、空速管及其俯仰翻滚等状态良好，避免在航

拍中危险情况的发生。 
Ⅲ、飞行任务规划：在区域空照、导航、混合三种模式下进行飞行任务的规

划。 
Ⅳ、航飞监控：实时掌握飞机的姿态、方位、空速、位置、电池电压、即时

风速风向、任务时间等重要状态，便于操作人员实时判断任务的可执行性，进一

步保证任务的安全。 
Ⅴ、影像拼接：航拍任务完成后，导航航拍影像进行研究区域的影像拼接。 
特点 
无人机航拍影像具有高清晰、大比例尺、小面积、高现势性的优点。特别适

合获取带状地区航拍影像（公路、铁路、河流、水库、海岸线等）。且无人驾驶

飞机为航拍摄影提供了操作方便，易于转场的遥感平台。起飞降落受场地限制较

小，在操场、公路或其它较开阔的地面均可起降，其稳定性、安全性好，转场等

非常容易。小型轻便、低噪节能、高效机动、影像清晰、轻型化、小型化、智能

化更是无人机航拍的突出特点。 
就古茶园困鹿山的山势地形，茶园分布而言，适合无人机对古茶园病虫害的

航拍（监控、预警）及治疗。 
FC2极飞®农事记录仪 
FC2极飞®农事记录仪是极飞科技的一款产品，旨在记录每一寸土地。有以

下特点： 
2.2.1 高清影像。追溯农田作物生长1600 万像素高清影像，看得更远、更清

晰，无论清晨或夜晚，全天候看护，捕捉作物生长的每一个细节。 
2.2.2 间隔拍照。定格作物生长瞬间，可设置特定拍照时间点，抓取作物动

态瞬间。更可自动生成延时摄影视频，全天时景，一目了然。 
2.2.3 红外夜视。白天也懂夜的黑，可自动切换日夜模式，高功率 LED 红

外光源让 FC2 在黑夜也能洞察一切，实现全天 24 小时日夜不间断看护。 
2.2.4 视频直播。零距离展示农田生态，随时切换有声直播，直观监控一切

农事活动，如施肥、杀虫、采摘等，建立与消费者的信任关系。 
2.2.5 防水防尘。室内室外都能用，IP65 级防水防尘设计，无惧风吹日晒，

适应室内室外各种环境。 
2.2.6 多终端查看，足不出户远程管理。设备内置 GPS 定位系统，通过电

脑或手机了解设备分布位置，随时随地掌握农田作物动态。 

3.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3.1 概述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以下简称北斗系统）是中国着眼于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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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需要，自主建设、独立运行的卫星导航系统，是为全球用户提供全天候、全

天时、高精度的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的国家重要空间基础设施。 
随着北斗系统建设和服务能力的发展，相关产品已广泛应用于森林防火、海

洋渔业、气象预报、水文监测、电力调度、交通运输、通信时统、测绘地理信息、

救灾减灾、应急搜救等领域，逐步渗透到人类社会生产和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为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注入新活力。 
卫星导航系统是全球性公共资源，多系统兼容与互操作已成为发展趋势。中

国始终秉持和践行“中国的北斗，世界的北斗”的发展理念，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发展，积极推进北斗系统国际合作。与其他卫星导航系统携手，与各个国家、地

区和国际组织一起，共同推动全球卫星导航事业发展，让北斗系统更好地服务全

球、造福人类。 

3.2 基本组成 

北斗系统由空间段、地面段和用户段三部分组成。 
空间段。北斗系统空间段由若干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

和中圆地球轨道卫星三种轨道卫星组成混合导航星座。 
地面段。北斗系统地面段包括主控站、时间同步注入站和监测站等若干地面

站。 
用户段。北斗系统用户段包括北斗兼容其他卫星导航系统的芯片、模块、天

线等基础产品，以及终端产品、应用系统与应用服务等。 
发展特色 
北斗系统的建设实践，实现了在区域快速形成服务能力、逐步扩展为全球服

务的发展路径，丰富了世界卫星导航事业的发展模式。 
实现系统服务平稳接续。北斗三号系统向前兼容北斗二号系统，能够向用户

提供连续、稳定、可靠服务。 
北斗系统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北斗系统空间段采用三种轨道卫星组成的混合

星座，与其他卫星导航系统相比高轨卫星更多，抗遮挡能力强，尤其低纬度地区

性能特点更为明显。二是北斗系统提供多个频点的导航信号，能够通过多频信号

组合使用等方式提高服务精度。三是北斗系统创新融合了导航与通信能力，具有

实时导航、快速定位、精确授时、位置报告和短报文通信服务五大功能。 
这些为困鹿山古茶园病虫害的航拍（监控、预警）及防治，提供了精准的定

位服务。 
工作原理：古树茶日常状态的相关检测 

3.3 病虫害的作息规律 

病虫害种类繁多，作息不一，根据已有的观察经验可以了解到一些特征，例

如：茶毛虫，群居性强，易于发现，初生的幼虫多在茶树中下部的叶背栖息，以

下表皮和叶肉为食，成长后将叶食成孔、洞等；茶黑毒蛾，昼伏夜出，群居于老

叶；茶白毒蛾，幼时群体取食，三龄后分散取食。我们使用FC2极飞®农事记录

仪，无论昼夜，都可以实时观察，监控古茶树的生长状况。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及FC2极飞®农事记录仪运用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分为北斗一、二代，北斗一、二代系统提供的定位服务原

理是不同的：北斗一代系统提供的为卫星无线电测向卫星业务，只用双星定位，

比其他定位系统投资小、建成快；而北斗二代系统提供的主要是卫星无线电导航

业务，二代“北斗”可称为“中国的G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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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北斗卫星导航与无人机结合，定位监控古茶树。先定位古茶树后再操作

无人机到古茶树的位置，进行相应的观察。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有快速定位的优势，

定位的精度可达20—100m。 
在FC2极飞®农事记录仪监测分析到古茶树有遭遇病虫害的危险时，为古茶

树进行“会诊”：是否需要人为干预，是否需要喷洒灭虫药。现在我们提倡的是生

态古茶园，少用药，精准用药是十分重要的。 
如需用药，联系有关负责人。极飞无人机可以根据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定位，

自主指定路线，最后根据既定路线去到目的地，进行相应的喷洒工作，茶农在家

中，用手机客户端可以实时看到工作实况，在完成喷洒后，无人机又根据制定的

最优路线返回。同时，FC2极飞®农事记录仪在喷洒完药后实时汇报古茶树的健

康状况，如古茶树健康不恢复，再次进行“会诊”，直至药到病除。 

表1 对人工作业与无人机作业管理茶园统计 

 
作业方式 作业面积 作业时间 人工数 费用 防治效果 

      
人工作业 180亩 4天 42 3600元 16% 
无人机作业 180亩 150分钟 2人 2200元 80% 

分析：通过对比，利用无人机防治作业时间短，成本低，效率高，喷洒效果

好，是人工作业的5倍以上。 

 
图6 图7无人机作业 

3.4 应用预设 

对可能产生的病虫灾害进行预警 
病虫灾害 
现如今，随着普洱茶市场的越来越被看好，古茶树资源为茶农带来的财富逐

年增多，使茶农逐步走上了致富的道路。然而，随着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在对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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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树管理措施的不到位等等，造成了古茶树病虫害逐年增多的现象。目前在古茶

园当中常见的一些病虫害包括蓟马、小绿叶蝉、茶长白蚧以及茶谷蛾等，若不及

时防治，危害极大。 

表2 常见病虫害 

常见病虫

害 茶长白蚧 介壳虫 茶丽纹象

甲 小绿叶蝉 茶黑毒蛾 茶毛虫 

染
病
现
象 

茶树发芽

稀少，茶

树长势衰

弱，未老

先衰。 
 

枝条凋萎

或全株死

亡。 

成虫蛀食

新叶，沿

叶缘咬

食。呈许

多不规则

缺刻，甚

至仅留主

脉。 

黄白色斑

点渐扩成

片，严重

时全叶苍

白早落。 

新孵化的

幼虫群集

在老叶背

面食取叶

肉，长大

后是逐渐

分散，喜

在黄昏或

清晨为

害。 
 

幼虫咬食

茶树老叶

使其成半

透膜状，

咬食嫩叶

成锯齿

状。严重

时茶树叶

片将严重

受到取

食。 
 

因此，科学管护古茶树，加强病虫害防治，进一步提高茶农对古茶树的保护

意识，为茶农管理茶树提供一套好的管理方法，已迫在眉睫。 

 
图8 茶饼病中后期                         图9 茶煤病 

 
图10 虫食后的茶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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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图 12茶炭疽病 

3.5 对病虫灾害的预警 

普洱地处山区，地势复杂，山路险峻，且古茶树分布区域广，对古茶树的观

测有着巨大的阻碍。目前，经济条件达不到家家都有一台农事记录仪，但是我们

坚信，在不远的未来，中国一定会是个现代化农业大国，沿承了五千多年的农耕

农种，将在二十一世纪有质的飞跃。目前，我们运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确定古茶

树区域后，继续用测定无人机进行细致的排查，经过大数据的分析后，确定古茶

树的生长情况及有无病虫灾害，向有关村寨发出预警。 
监控古茶树的生长状况 
安装了FC2极飞®农事记录仪后，二十四小时白天黑夜，都有一双“眼睛”监

测古茶树的生长状态，拿最常见的一种虫害来说吧，小绿叶蝉。出现小绿叶蝉虫

害时，遭受虫害的叶片黄白色斑点渐扩成片，严重时全叶苍白早落。古茶树一般

树高3-6米，如若虫害在高一些的树叶枝干上出现，那么茶农肉眼的很难观察得

到的。同时虫害的活跃时期是晚上，按照一般人的正常作息来说，不可能整宿整

宿地观察。使用农事记录仪，用手机app客户端即可实时监控，调看记录，利用

大数据分析出古茶树的一些相关生理数据，得出相应的结论。 
以困鹿山皇家古茶园病虫害治理为例 
首先，安装农事记录仪。与普洱市慧飞植保技术有限公司联系，实地考察，

制定方案，然后进行设备的安装。据了解，FC2极飞®农事记录仪单个摄像头人

民币5000元，此外，监控病虫害还需安装一些配套设施，进行更加密切的监测，

例如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湿温度计等配套设施。一套设备大概要人民币2万元

左右，对于茶叶销量好的茶农还是可以接受的。通过这些设备，茶农可以足不出

户远程管理。其最大好处是可以让此户茶农家的茶地出现在蚂蚁森林上，相当于

向网民、买家免费做广告，宣传生态古茶园的真实情况，通过农事记录仪的监测，

可通过茶树因害虫而产生的变化（例如正午时分顶端树叶微卷等）进行判断，预

防害虫对古茶树的进一步伤害导致古茶树死亡。 
如若观测到疑似病虫害的现象，可找有关机构运用无人机进一步检查并治

理。经过评估，若每户茶农购置一套完整的无人机设备，再加上无人机驾驶证的

培训等流程，价格近人民币十万，对普通农户家庭来说不是很划算。在普洱市有

慧飞植保技术有限公司，可进行专业的植保无人机监测且价格较整套购买更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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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茶农可与该公司联系，询问并制定古茶树病虫害监测方案，负责人可带设备

到实地操作。据了解，该公司在宁洱有无人机基站，运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绘制

出高清卫星云图，可直接观测该地地形地貌，定位古茶树，之后负责人便可用手

机上的极飞智能无人机app，自动规划路线进行观测。通过这样的方法，即可实

现对古茶树的保护，又可使经费降到最低便于绝大多数农户接受，实现真正的利

益最大化。 
若发现病虫害，病情较轻者，不建议用药，而采用绿色经济的方式。例如：

人工捕杀、保护天敌、灯光诱杀等。病情较重者，考虑使用植保无人机进行农药

喷洒工作，注意农药的用量及其种类，当优先选用生物农药和高效、低毒、低农

残的农药，且应询问过专家后使用，将农药的影响降到最低，以保证古茶树的原

生态。 

4. 展望和建议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强大的定位功能，以及其独特的信息传递功能，已然有在

国际方面有一定影响力，但是北斗星导航系统目前主要的服务方面还是集中在军

事、通讯服务、气候监测等大的方面。 
如何将北斗导航系统极大地贴近生活，使之“飞入寻常百姓家”？ 
有了这一项技术，将有效大幅减少野生古茶树的病虫灾害。 
对人类而言既可以避免崎岖的山路和险峻的地形，也可以更好观察保护古茶

树，对野生古茶树而言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持它们的生长自由性，方便人类对

它们进行观测救助，减少不必要的环境污染。人们采摘茶叶，就像人身上划了一

道口子，对于人自己来说，还会搽酒精进行消毒处理，但是对于茶树却只是放其

自生自灭，可见对茶树的伤害还是大的。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消除病虫害，就像

人身上都还有潜在的病毒，癌细胞一样，我们只能是从环境友好的角度尽我们最

大的能力，减少病虫害，保护来自几百年前的恩赐。 
从人与自然的角度看，这项技术不仅仅只会用于野生古茶树，在其他条件下，

也同等适用于其他野生动植物。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与FC2极飞®农事记录仪和无人机结合运用于农业，实时

监控分析农作物、经济作物的生长状况，使农民可以高效地了解到相关作物的实

时健康状况。一旦发现病虫害，尽早地对症下药。最大程度地保证相关作物的健

康，高产。 
建立一套农作物、经济作物监控系统，从及时发现到科学分析，再到根本治

理，最后药到病除，受益无穷。无人机技术和农业记录的技术正在高速地发展中，

今天，我们还做不到全面地普及无人机运用于农业，亦或是家家都有自己的农业

检测仪，但是我们坚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一切都不再是梦想，无人机技术与北

斗卫星导航系统结合，再加上农事记录仪等等，一个现代化的农业大国正向我们

招手！ 
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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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在老师引导下确定课题 

 
图 14进入困鹿山古茶园实地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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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图 16图 17调查过程 

 
图 18图 19图为遭受病虫害后的古茶树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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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图 21图为与困鹿山皇家古茶园一茶农交流 

 
图22图 23图为拜访普洱市慧飞植保技术有限公司赵飞老师 

 
图24 图为喷洒农药的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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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图26图为赵老师生动地讲解 

 
图 27图为调查小组成员正在看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所呈现的高清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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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图 29图 30图 31图为观察无人机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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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大范围智能水污染检测器的研究与设计 

作    者：杜瑞菁、王加加、张宇蓬 
指导教师：付定涛、冷枫 
学    校：贵阳市第二中学 
 
 

【摘要】随着科技的进步，重工业的不断发展，工厂也越来越多，许多临河、临

江的工厂也在不断增多。而有些为了零星的利益，贪小便宜肆意地将工厂带有的

污染排入河流中，由此便以小及大污染便由一个污染点引发一条河流的污染。根

据这个情况的日益严重。本文介绍了一种智能水污染检测器。可以适用于各种河

流、江的检测。通过运用船的外貌特征可以有效的避免一些不知情人士的打捞。

这是通过AI对PH值、ORP、EC数据处理、操作，由北斗导航模块对实时检测的

位置进行定位反馈，以减小延迟误差，避免数据的偏差，影响对河流的实时判断，

也可以通过找到污染源头进行抽水细致分析观察。中央处理器与北斗导航模块相

连，控制所有的指令。为了节约能源本文所采用的是太阳能来发电提供能量。本

文所介绍的装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人工压力，有多种操作方式且易上手，也

可以是智能检测（预设想）。在现在所有的研究报告中提到水污染的检测器只能

是针对某一个定点或是一小段距离的检测，根据此本文的装置可以在任意一条流

域大范围检测，不再仅局限于一个点，这样会更加有力度的找到污染源头，及时

的解决。 
【关键词】：智能、水污染、检测 
【Abstract】With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development of heavy 
industry, more and more factories, many factories near the river, river is also 
increasing. Some, for the sake of petty gain, wantonly discharge the pollution carri-ed 
by the factory into the river, thus causing the pollution of a river from a pollution 
point with small and large pollution. In light of the increasing seriousness of  the 
situation.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kind of intelligent water pollution detector. It can be 
applied to the detection of various rivers and  rivers. By using the appearance of the 
ship can effectively avoid some uninformed salvage. Through AI's processing and 
operation of PH value, ORP and EC data, the beidou navigation module provides 
positioning feedback for real-time detection of the location, so as to   reduce the 
delay error, avoid data deviation, and affect the real-time judgment of the river. It can 
also be used to find the pollution source for detailed analysis and observation. The 
CPU is connected to the beidou navigation module to control all instructions. In order 
to save energy, this paper USES solar energy to generate electricity to provide energy. 
The device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 can relieve the artific-ial pressure to some extent. 
It has a variety of operation methods and is easy to use. It can also be intelligent 
detection (pre-imagined). In all current research reports, it is mentioned that the 
detector of water pollution can only be used for detection at a certain point or a short 
distance. According to this, the device in this paper can be used for large-scale 
detection in any river basin, no longer limited to a single point, so that the pollution 
source can be found more vigorously and solved timely. 
【key words】:intelligence, water pollution,de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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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背景： 

1.1 案例： 

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便出现了“癌症村”。“癌症村”是指一种普遍的群体患

病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由于村民饮用了含重属的水源导致了人体机能下降，

从而导致了患病率不断攀升，导致此现象的剧增正是由于被污染的水源不断增

加。例如:广西的龙江河因为受到工厂等污染源的影响，在一夜之间众多鱼虾暴

毙漂浮在水面，同时还有大量的水草漂浮在河面，使当地居民苦不堪言、民不聊

生，也就造成了癌症村的现象。据检测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河流中

的重金属——镉的污染引起的。 
同样，在国外也有诸如此类的现象在频频发生。美国缅甸州的一所小学里发

现其自来水的含铅量是标准含铅量的42倍之多，这引发了政府的高度重视，便开

始在全国大范围的彻查大、中、小型学校。结果便是美国的2000多个自来水系统

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重金属污染，这些自来水又不经过处理直接供应给了区域范围

之内的不同程度的学校，从而导致了美国50个洲都出现了重金属含量远远高于联

邦条例许可的情况。 
以上这些现象的出现正是因为在全世界的诸多工厂为了节约成本、保障自身

的高利益，胡乱、随意的排放污染物到附近的河流流域中。日积月累的长期排放

也就导致了附近的江河溪流不断受到工厂的各种污染，而又因为每条河流的支流

不断交错造成二次污染，以此往复进行污染。以至于最终汇入干流后污染物已相

当多且复杂，导致沿河岸的居民饮用后，就会出现大面积的疾病的爆发。从最开

始工业排放污水中的铜、镉、汞、砷等重金属就是罪魁祸首之一。这些重金属不

仅会让河里的水生物生命受到威胁，让水质进一步恶化，影响了饮用水质，也会

让风景区的景观受到影响。 

1.2 文献综述： 

在国内有一名为《嵌入式无人艇水污染检测系统研究与设计》（作者：王鸿

健）的学术论文设计了与本文类似的产品。 
在他的论文中，他的设计以小型无人艇为载体进行水资源数据采集，以电脑

作为陆地主体来进行数据的实时显示，利用3G通信技术来实现远程通信。同时，

他还运用了北斗导航模块，自抗扰控制技术和A*算法来进行对系统的控制。该

系统所采用的方法非常好，但只适用于那几年，对于现在有很多的不足之处。第

一：现在的人们都追求简单轻便，小型无人艇虽缩小了体积，但对于本文的“鱼”
未免太大了。而且电脑虽好但不方便携带，比起人人都有的手机，真的差了许多。

第二：随着近几年科技的发展，通信技术也已达到5G，3G的通信技术已经落伍

了。而且现在现已有AI人工智能技术，A*算法比之不及。第三：他的无人艇只

能定点监测，不可区域性范围监测，对于一河流段的污染无法统计，但该问题在

本文中有了解决办法。 
在国外还未发现相关论文，在本文就不深入探讨。 

1.3 解决思路： 

通过我们所设计的智能污染检测器，利用人工智能、北斗导航模块的方法，

在大范围内的河流流域放置此装置使其进行检测河流中的PH值、ORP、EC，并

通过北斗导航模块将数据传送至地面终端，让使用者（操作员）能够直观地与正

常PH值、ORP、EC进行对比，直观地对水源污染有一个简单的分析，最后会通



第十一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高职组（含中学生） 

311 

过不断的对比、检测发现并需找到水源被污染的源头或者可以抽一部分水体带回

进行更深一步研究，通知有关部门进行相关的处理。从而解决根本上的危害。 

2．研究内容 

2.1 装置名称：大范围智能水污染检测器 

2.2 装置示意图如下： 

 
2.3 装置说明： 

从这个装置示意图可以看出，我们需要用到一个中央处理器、太阳能电池板、

开关、数据接收/传输器、北斗导航模块、PH检测器、ORP检测器、EC检测器、

抽水装置以及一个动力装置来完成每一次的检测。 
2.3.1 各部件作用： 

部 件

名称 
中央处

理器 
太阳能电池

板 开关 抽水装置 北斗导航

模块 
数据接收/传
输器 

作用 

运用人

工智能

（以下

简 称

AI）进

行对数

据的处

理、转

换，对

其他零

件提出

命令。 

本着减少资

源浪费的目

的，使用太阳

能电池板，只

要有太阳就

可以不间断

发电并储存，

为我们的检

测器提供源

源不断的能

源 

控制

仪器

的电

源的

接通

与断

开。 

在查到污染

源时，通过电

脑控制系统

可将污染源

附近的水体

储存至装置

配备的容器

中。以便于带

入至实验室

进行更深一

步的研究。 

通过北斗

导航系统

对仪器进

行实时的

定位。 

对中央处理

器的数据传

输给北斗卫

星，再由北斗

卫星传输给

地面终端，或

经此途径接

收地面终端

的命令。 

 
部件名称 ORP检测器 PH检测器 EC检测器 动力装置 

作用 

通过检测河

流中的氧化

还原趋向值

或者波动来

判断河流是

否污染。 

对河流水质的

PH值进行检测，

并将数据传给

中央处理器。 

对水系中的可溶

性盐离子浓度检

测，观测其波动是

否在正常范围判

断水系的水生植

物是否遭到破坏

而枯竭。 

为仪器提供动

力，以此来控

制装置的运动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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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检测原理： 

据有关资料显示，一条河流的污染会引起PH值、ORP、EC的变化。 
PH的变化主要会受到重金属离子的影响，正常情况下在江水中PH会在6.5左

右（因情况而判断）倘若某一段河流的重金属排放量过多，PH值便会与之前测

定的正常值偏差过大，说明这一段河流已经受到污染。 
ORP是描述了在某一时刻的氧化还原状况，正常情况下河流中的氧化还原趋

于平衡态，会在-2000mv~2000mv之间波动，检测时可通过其波动判断水质的好

坏、是否受到污染，以此可以经过一段时间的检测后与正常的ORP相对比来判断

该段河流的水质情况，再进行进一步的探究。 
EC是指可溶性盐的溶解度，主要用于判断水系中的水生植物的生长状况。

正常情况下EC会在在1-4或mS/cm之间波动，若EC值过高，则会形成反渗透压，

导致水生植物根系缺水死亡破坏生态平衡。 
综上，我们可以通过上述三个数据值的波动变化与正常值一一对比，综合性

的判断所检测河流段是否受到污染，或预测性的判断河流所受污染的趋向，及时、

有效的控制，避免进一步的恶化。 

2.5 操作方法： 

仪器在打开开关后放入水中，AI会自行通过北斗定位仪对装置当时所在的位

置进行定位，并将此时的位置通过数据传输器传给地面终端的操作员。而操作员

可以有两种选择来对装置进行控制： 
2.5.1 手动操作： 
操作员可以通过手机上的一个控制软件与该装置连接，通过此软件选择仪器

的运动方向和检测位置以及检测需要的时间。这样的操作方法可以对某一段河流

PH、ORP、EC的变化数值进行准确的记录，并且可以对此有一个准确的数据分

析，以帮助操作员有一个准确的判断。同时，手动操作可以更好的应对复杂的河

况。 
2.5.2 自动控制（预设想）： 
操作员在选择自动控制后，AI会通过探头判定水的流向，再控制动力系统逆

流而上，在一定距离内ph检测器、ORP检测器、EC检测器会对该距离进行实时

监测，同时北斗导航模块也会将仪器的位置及实时数据传送给地面终端。如此循

环直到当某一次的检测PH值、ORP、EC在正常范围之内，此时装置会对地面终

端发出警报，显示污染源头的大概位置。之后，操作员便可将装置切换为手动操

作，对这一段流域进行更加细致的检测，不断缩小范围精确地寻找污染源头。 
在找出污染源头后，可以选择抽水功能，抽取15秒后将水体储存其中保存，

便可带回实验室进一步对所受到的污染更深入的研究。方便操作员的整理、收集

河流的数据，清晰的了解到污染程度。能够准确的汇报到当地水利局、环保局，

给予数据结果，再由其用仪器检测出污染物，制定有效的解决方案对该河流有效

的管控、治理，达到我们的最终目的。 

2.6 意义： 

当今时代水污染已成为一个迫不容缓的问题，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它也成为了

影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对此引起了国家高层的高度重视，

为此也专门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的法律，对于污水治理问题

给予了法律保障。一定程度上也呼吁了人们保护水源，加强人们对水源保护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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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因此，为了响应此呼吁我们所想的大范围智能水污染检测器的开发能够找到

工厂肆意排放污染至河流中的源头，政府也就能够通过此装置进行有效的制止及

治理，能够尽可能地杜绝污染持续扩大。还当地居民一个山清水秀的无污染的环

境。不仅如此也可以减少全国各地的自来水厂的供应压力、对污水净化的工序工

程，也就间接地减少了国家对于这一方面的支出，不必用再花费大量的人力、财

力对河流进行大范围寻找源头。（360问答yan87469822） 

3．思考 

3.1 未来设想： 

1、在未来可以改进为除测量PH值、ORP、EC以外的其他多种影响河流环境

的污染物，提高综合性。 
2、改善外型，以防止不明人员对其进行捕捞，同时也可以更加适应当地环

境，与河内生物相融。 
3、增强动力，以适应大范围且环境复杂的河流。 
4、将此装置简化操作，适应更多的人群使用，范围扩大化，使其从公用转

变为民用。 
5、现技术还有所欠缺，需要提升现有技术，实现预设想。 

参考文献： 

[1] 《广西龙江河镉污染》2012年02月04日，中国新闻网(北京)， 责任编辑王

晓易； 
[2] 《600万美国人的自来水受重金属铅污染》2016年03月18日， 环球时报记者

程君秋； 
[3] 《嵌入式无人艇水污染检测系统研究与设计》2016年04月01日，中国知网，

作者：王鸿健。 

https://wenda.so.com/u/1900200361
http://www.chinanews.com/
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6-03/87287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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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的城市自动图书租赁系统设计 

作    者：冯艺 
指导教师：王善云 、许丽娟 
学    校：四川省德阳中学校 
 
 

【摘要】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作为这个国家的公民，也理应有

丰厚的文化内涵。但不幸的是，国民的文化阅读量还与众发达国家有一定的差距。

在2019年4月16日，中国新闻出版社发布了第16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成果。调查

显示我国成年读者的综合阅读量增加，但纸质阅读时长有所下降。这样的结果一

方面体现了数字化阅读的兴起，但在另外一方面也显露了快餐文化对经典文化的

打击。这并不是说数字化阅读是错的，但又有多少人会打开手机去阅读经典名著

呢？且纸质阅读有它自己的优势。相比数字化阅读，纸质阅读对眼睛的伤害小，

且翻阅纸质图书感受，是数字化阅读无法比拟的。此外，国家也提倡在信息时代

下的纸质阅读，2018年1月1日起所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就是

为了促进公共图书馆事业，提高公民科技文化素养而实行的。 
虽然有国家的号召与支持，但我国的纸质阅读量依旧不增反降。经过调查我

发现大多中小城市的公共图书馆利用率较低，主要原因是图书馆数量少，从而覆

盖面积小，以至于许多人因交通等问题而压制了去图书馆的念头，所以我的研究

课题为如何增大图书租赁的覆盖范围从而方便不同人群去租赁图书。 
【关键词】图书租赁机  阅读量  便利生活 绿色环保 
【Abstract】China is an ancient civilization with a long history. As a citizen of this 
country, it should also have rich cultural connotations. However, unfortunately, there 
is still a certain gap between the cultural reading of the citizens and that of other 
developed countries. On April 16, 2019, China Press released the results of the 16th 
National Reading Survey. The survey shows that the comprehensive reading volume 
of adult readers in China has increased, but the paper reading duration has decreased. 
On the one hand, this result reflects the rise of digital reading, but on the other hand, it 
also shows the impact of fast food culture on classical culture. This is not to say that 
digital reading is wrong, but how many people will turn on their mobile phones to 
read classics? And paper reading has its own advantages. Compared with digital 
reading, paper reading does less harm to eyes, and the feeling of reading paper books 
is incomparable to digital reading. In addition, the country also advocates paper 
reading in the information age. The "Public Library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mplemented since January 1, 2018 is to promote public library undertakings 
and improve citizens' scientific, technological and cultural literacy. 

Despite the call and support of the state, the paper reading volume in China is 
still declining instead of increasing. After investigation, I found that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public libraries in most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is relatively low. The 
main reason is that the number of libraries is small, thus the coverage area is small. As 
a result, many people have suppressed the idea of going to the library due to traffic 
and other problems. Therefore, my research topic is how to increase the coverage area 
of book leasing so as to facilitate different groups to rent books. 
【Key words】Book Rental Machine ,Reading volume, Convenient Life, Gree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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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自动图书租赁机外观及组成简图 

1、正面（图一） 

 
2、背面（图二） 

 

二、全自动图书租赁机的工作特色 

1、二维码 

 
（1）租赁机所租赁的书籍都有专用二维码印于封面，且搭载了二维码扫码

器（类似于电影院的自动取票机），能够快速准确地完成归还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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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机身的信息栏上附有二维码，使用者若初次使用，扫描后将进入APP
下载界面；下载APP后，使用者使用APP内置扫码功能即可进行后续借书还书等

操作。 

2、北斗定位系统 

 
租赁机搭载了北斗定位系统，利用其在国内极高的定位精度，使用者能够通

过APP便捷快速地找到最近的租赁机，从而顺畅地进行下面的操作。此外，工作

人员也能通过北斗定位系统及时了解到有故障，缺书等问题的租赁机的位置，以

便能及时处理相关问题。北斗定位系统的搭载能有效提高租赁机的使用效率以及

管理，维护效率。 

3、太阳能电池板 

 
租赁机的顶端由太阳能电池板铺设，能通过光化学效应或光热效应直接或间

接地将太阳辐射转化为电能。通过太阳能电池板，租赁机能节省一部分电能，成

为节能环保的绿色产品。 

4、专用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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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机的大部分服务都能通过其专用APP实现。在智能机普及的信息时代，

APP已成为一种普遍被人们所接受的服务方式。同样，通过租赁机的专用APP，
使用者能够在手机上操作，方便快捷地进行借书、还书操作。 

5、自动化运作 

 
图八 

租赁机的自动化运作原理与自动贩卖机有些许类似。其下半部分内置有一台

微型电脑，能远程接受指令，同时控制租赁机中的多个马达运作，用转轮来移动

书籍。不过与自动贩卖机不同的是，租赁机有两套移动书籍的路线，既能输出也

能输入，这样就能完成借书与还书的服务了。 
高自动化的设计能有效地提高租赁机的运行效率，方便使用者便捷地进行借

书与还书操作。 

6、信誉系统 

 
使用者下载专用APP后，须实名认证注册账号使用，每个账号初始有100分

的信誉积分。若借书逾期将根据逾期时长来扣除对应账号的信誉积分，逾期过长

的话还会有扣取部分押金、服务定时冻结等处罚。当然，诚信的借书服务同样可

以加分（达到100后不再加分），但每月达到加分上限后将不会加分。 
除信誉积分外，还有信誉等级的设立。诚信的借书服务会积累信誉经验，经

验累积会提升信誉等级。信誉等级越高，所享受的服务将越丰富，如客服会优先

接入信誉等级高的用户的咨询，工作人员也会优先参考高信誉用户的意见与建

议。 
信誉系统的存在能有效地保证租赁机的正常运行，有利于塑造一个和谐，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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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的社会。 

7、防盗防破坏系统 

 
图十 

为了防止租赁机被恶意破坏以及偷盗，租赁机搭载了摇晃报警系统并在图书

展示柜中安装了摄像头。当租赁机受到摇晃时，将会立刻报警提醒破坏者，同时

通过APP向工作人员发送受击提醒以及位置信息。工作人员接受信息后可以通过

调度展示柜的摄像头来了解现场情况，以便及时进行补救措施。 
防盗防破坏系统将会是租赁机正常工作的重要保障。 

8、专业与非专业图书的划分以及数据分析 

工作人员将根据所处地区的文化需求投放包含不同种类的专业与非专业书

籍的租赁机，以满足不同人群的不同阅读需求。如在大学附近设立具有学术专业

的书籍，在小区设立情节类书籍等。且整个租赁系统将对每个使用者的所借图书

种类进行记录，并定期进行数据分析，在APP上为使用者推荐合适的图书。 
这样的举措能有效满足不同人群的阅读需要，提高使用者的阅读积极性。 

三、使用者使用说明 

 
图十一 

第一步：首次使用时，使用者将通过扫描机身二维码来下载图书租赁APP，
并实名认证注册账号。 

第二步：使用者通过APP来查找最近的图书租赁机，到达指定租赁机后利用

APP扫描机身二维码以选定租赁机。 
第三步：使用者通过APP选择借书或归还服务。若是借书，则在APP上勾选

需借书籍以及归还时间，缴纳押金后租赁机将自动出书；若是归还，则勾选归还

书籍并将归还书籍的二维码置于租赁机的扫描区进行扫描，扫描成功后将书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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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收纳口，经租赁机自动收回后，将由APP退回押金（若租借超时将扣除信誉积

分，将影响之后的借书服务） 

四、结论 

全自动图书租赁机的大面积投放，不仅能解决居民借书难借书远等问题，太

阳能电池板的运用能促进环保产业的发展。通过专业与非专业图书的划分，结合

北斗定位系统与专用APP的使用，再辅以数据分析，将会形成一个成熟的图书租

用网络系统。使用者能够方便快捷地获取自己所需要的图书以及最近的租赁地

点，维护工作也将变得十分流畅快速。此外，信誉系统的加入也能帮助建立一个

诚信的社会，塑造和谐的氛围。在全自动图书租赁机解决了居民在借书、还书过

程中的多个问题后，相信能唤起在覆盖范围内的居民对于纸质书籍的兴趣与喜

爱，继而一定程度上提高国民的纸质书籍阅读量以及阅读质量，促进社会的文化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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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的城市智能斑马线系统设计 

作    者：张洪源 
指导教师：王善云 
学    校：四川省德阳中学校 
 
 

【摘要】自从我国与2009年10月1日起实施公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

JTGD82-2009，正式对斑马线进行规范以来，在标线，间距等方面进行规定后，

斑马线的作用也算是得到社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交通安全，行人如何安全过马

路也是受到了社会上不少人的关注。 
本设计方案主要是针对目前社会舆论重点关注的交通安全问题，并对此问题

进行简要分析。我们通过对斑马线历史研究，并对其进行现代化，科技化的改造，

从理论上缓解并解决此类问题。我们的研究方向是重点通过对目前现实存在问题

进行分析（目的，实用性，安全性，可靠性），综合运用我国现代的北斗卫星系

统技术，大数据通信技术，数据共享技术，社会学及心理学的简要分析等方面进

行的多学科上的结合（方法）。通过对行人的相关调查与访问进行数据分析所得

出较为实用的改进。其中重点的研究并分析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工作原理（高

精度定位，高精度数据处理，三维空间定位原理，短报文通信等），相关理论的

阐释和如何对本方案的高效的创新应用（方法，理论基础），并在后期通过对研

究方案及其内容进行了多模块、多学科上的补充，并且对设计目标（结果）与功

能上进行更进一步的讨论及其相关分析。 
【Abstract】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oad traffic sign and marking standards 
JTGD82-2009 in China on October 1, 2009, the zebra crossing has been regulated in 
terms of marking and spacing, and the role of the zebra crossing has been highly 
valued by society and the country. Traffic safety and how pedestrians cross the road 
safely have also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many people in the society. 

This design plan is mainly aimed at the traffic safety issues that are currently the 
focus of public opinion, and makes a brief analysis of this issue. Doing the related 
historical research on zebra crossing and modernizing it, we make the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oretically alleviate and solve such problems.  Our research 
direction is focu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real problems (purpose, practicality, 
security, reliability), the comprehensive use of China's modern Beidou satellite system 
technology, big data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data sharing technology. We 
make the combination (method) of multi-subjects on analysis of sociology and 
psychology. A more practical improvement is obtained through data analysis of 
pedestrian surveys and interviews.  The key research and analysis are the working 
principles of 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high-precision positioning, 
high-precision data processing, three-dimensional spatial positioning principle, short 
message communication, etc.), the interpretation of related theories, and how to apply 
this solution ( method, theoretical basis) efficiently and innovatively. and in the later 
stage, the research plan and its content are supplemented by multi-modules and 
multi-disciplines, and the design goals (results) and functions are further discussed 
and analyzed. 
【关键词】智能；交通问题；分析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Keywords】intelligence; traffic problems; analysis; 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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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1. 引言 

早在古罗马时期，为了解决交通堵塞这个问题，人们便在接近马路口的地方

设置“跳石”，这便是历史上有所记载的最早期的斑马线。在19世纪50年代初，在

英国伦敦的街道上首先出现了斑马线。与“跳石”不同的是，它不只是给人们提供

了一条安全通道，而且也是在提醒广大的司机们“礼让行人”，“减速慢行”。在如

今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交通安全也逐渐受到了社会舆论的关注。就“礼让行人”
问题，仍是交通问题中比较严峻的问题，且每年仍有不少人被卷入这个问题中。 

虽然社会上早已从政治执法研究，安全辅助设计，汽车辅助设计这三个方面

对此问题进行研究。但是其效果并不是十分明显。 
本文就基于北斗导航系统和安全辅助设计这两方面，进行关于斑马线的改造

与如何通过技术层面来更好解决这个问题。 

2．过马路问题的概况及其北斗卫星基本原理 

2.1 过马路问题的概况 

自从我国与 2009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公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

JTGD82-2009，正式对斑马线进行规范以来，在标线，间距等方面进行规定后，

斑马线的 
作用也算是得到社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交通安全，行人如何安全过马路也

是受到了社会上不少人的关注。但是对于我们前几日所进行的调查分析后，在50
人的分析样本中，有23人（占比46%）对过马路的安全十分重视，但仍有20人（占

比40%）对其安全性却是不怎么重视，或者说重视性不高。（见下图1—1） 

 
图1-1 关于交通安全的重视程度的统计 

由此，我们不乏可以看出虽然就国家和社会如此重视的情况下，仍然会有不

少人对于交通安全略有疏忽。那么这部分人群在过马路时所遇到的紧急情况的时

候，反应的机动性较差，受到其危险的比例也远高于其他重视这个问题的人群。

就我们所取的样本中对于一些细则，也进行了分析。（见下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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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关于“危险过马路”课题简表 

（注：“其他”一项，通过统计所取平均值得出） 
对于以上两表的数据进行综合分析，不少人对于过马路这个问题仍有懈怠心

理。通过社会心理角度来说，改变一个群体的心理状态及其习惯不是在很快的时

间内能改变的。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就我们每次过马路的斑马线的“二次改造”
的必要性可行性也便可以凸显出来。 

2.2 北斗卫星导航基本原理 

2.2.1 北斗卫星空间定位原理 
北斗导航卫星不断地发射导航电文，用户机接收到其中的卫星星历数据，提

取出卫星时间与自己的时钟做对比便可得知卫星与用户时间差；再利用导航电文

中的卫星星历数据推算出卫星发射电文时所处的三位坐标值；根据空间两点间距

离公式 ，列出三个方程式就可以算出用户机所在的三维坐标值。 
已知：卫星坐标，卫星与用户机之间的时间差 
求解：用户机坐标 
解算三元方程式：  
最终通过计算机解出用户机坐标即可确定用户所在位置。 
2.2.2 对提高精度所采取的措施 
北斗卫星定位系统接收机对收到的卫星信号，进行解码或采用其它技术，将

调制在载波上的信息去掉后，就可以恢复载波拍频相位，它是收到的受多普勒频

移影响的卫星信号载波相位与接收机本机振荡产生信号相位之差。一般在接收机

钟确定的历元时刻量测，保持对卫星信号的跟踪，就可记录下相位的变化值，但

开始观测时的接收机和卫星振荡器的相位初值是不知道的，起始历元的相位整数

也是不知道的，即整周模糊度，只能在数据处理中作为参数解算。 
基于这两点，北斗卫星定位会比传统的GPS定位更加方便，做到真正的数据

共享，可以进一步推进“信息化，数字化”时代。 

3．智能斑马线的设计 

3.1 智能斑马线的初步设计 

智能斑马线的设计方向仍然以安全辅助设计为主要方向。就目前关于交通安

全的三个研究方向中，对于执法方向的研究方向来说时间长，效果反应慢；而汽

车辅助系统容易增加汽车负担，同时也需要司机有极其高的素质。就目前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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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辅助系统的可行性较高，实用性较强，研究范围广等。 
智能斑马线的初步设计是以目前关注较多的电学及其基于北斗导航的信息

学为主要研究方向。初步设计主要是着重地面与地下设施两个方面进行改造与应

用分析。 
3.1.1 地上设施的改造与应用 
目前地上设施的初步改造主要是针对一些特殊人群的服务上的改造。站在现

实的角度上，就本地的斑马线建设，对于轮椅使用者的便利程度依然不高，仍在

有些地区十分不方便。 
在地上设施的建设，改变以往斑马线光滑的表面，增加斑马线的表的粗糙程

度，既可以避免下雨时引起打滑，也为盲人过马路提供了方向。并且在斑马线的

中央偏外侧的地带上设置轮椅使用者的专用通道。 
通过汽车转弯的角度和大部分过路口的平均车速6m/s~15m/s而言，通过模拟

实验，可以得出小型汽车的停靠为斑马线的最外侧且大部分在正常情况下能够在

斑马线以外的区域停止，相对而言靠外侧的位置既能很好的保障这部分不方便的

人群的安全，也可以更好的对斑马线进行分配与划分。除此之外，通过北斗卫星

系统的高精度的数据运算，找到使行人可以最大限度地观察车辆路况的位置，相

关部门可以安装一块合适程度的凸透镜，这样的辅助系统的协助对行人过马路仍

是很有帮助的。 
对于盲人而言，进入一个自己不熟悉的城市过马路是十分危险的。可以通过

斑马线周围的感知器（或者摄像头）进行特征上的感知，并再通过北斗卫星导航

系统的距离计算及高精度定位，及时对用户进行语音提醒。 
通过我们的社会抽样调查，我们发现在研究对象中，关于不依照斑马线过马

路的原因中，“不知道斑马线的位置及其为了便利”的这条原因的比例高达76%。

我们不妨可以通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将斑马纳入城市信息系统，基于北斗导航系

统的高精度定位和数据处理的特点，人们便可以通过手机中相关app或者公共电

子屏最快地找到斑马线，也可以通过导航系统及时为用户进行导航路线选取，为

用户选择一条更快捷的路线。 
那么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如何实现对于用户方便过马路的有效指导呢？首

先，北斗通过其定位系统找出该城市的所有路口（及其斑马线）并对其进行静态

准确定位。其次，用户在手机软件上输入其所要到达的位置（在手机地图上标注）。

这时，系统在确定该位置周围的路口位置后，结合对于正在行驶且将过用户周围

汽车的位置测定与速度测定，为一个或几个用户提出一些建议，包括： 
①用户行走距离最短路线 
②用户所用总时间最短路线 
③系统推荐路线 
总而言之，这些智能化建议也能从客观保障人们的交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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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电阻测试实验相关实验及其图像结果分析 

（绿：压敏；黄：热敏；蓝：光敏） 

3.1.2 地下设施的改造与应用 
地下设施的建设较为复杂，通过对压敏电阻，热敏电阻以及光敏电阻的实验

中，通过三种电阻的抗压，耐用性等方面进行分析与资料查阅。三个实验体中压

敏电阻的耐用性较高，能对于压力做出较为准确的反应与数据分析；光敏电阻对

于受光的分析能力强，但元件主要用于地下线路和设施改造，可用性不强；而热

敏电阻易受到季节温度变化的影响，容易使目标数据出现较大的偏差。（见上图

3-2） 
通过对斑马线白线部分下方与压敏电阻相连，当行人从斑马线上走过时，压

敏电阻的电阻减小，并通过北斗卫星信号发射器连接，将相关数据发送至用户app
和相关部门中，可以有效提醒正在行驶的车辆注意减速。此外， 斑马线与斑马

线之间也可以通过北斗系统实现不同区域的斑马线的数据共享。 
在部署地下电路的同时，也会涉及到线路检修的问题。通过改良的精准电表

与地下线路相连，时刻可以记录地下线路的运行数据，便于检修。在检修方面，

考虑到天气和季节方面对其影响，为了减少温度的影响与检查，在检修的电表箱

内部安装温度计便与检测。并通过北斗卫星通信系统技术，把相关信息及时传递

给相关部门，进行备案。同时也保障了智能斑马线的安全性。 
3.1.2.1 对汽车方面的应用： 
可以在驾驶室中安装一个受斑马线地下设施的相关信号控制的电子报警器，

当报警器通过北斗系统发出的斑马线的相关信息，分析出超速信号时，便会向报

警装置发出指令，报警装置发出平缓的提示音提醒司机减缓车速。只有当司机减

速至安全速度范围之后，传感器才能撤去信号。 
3.1.2.2 对行人方面的应用： 
在车辆行驶过程中，采用北斗卫星导航技术，实时检测汽车位置、行驶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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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并且结合交通摄像头前方拍摄到的画面，将以上车辆行驶状态信息上传至北

斗卫星导航系统。北斗系统再将信息下传至手机端及相关部门。客户端通过获取

手机的定位位置，以及如果可能的话，在经过用户同意隐私保护的前提下，客户

端app可以通过用户长时间使用该系统记录用户行走的平均速度等数据，计算并

对用户出行发送智能建议，如告知对行人过马路时可能造成危害的车辆位置、行

人如何选择路线等。若道路出现拥挤现象，建议行人选择另外一种路线或者另一

种交通方式如出租车、地铁、公共汽车等。同时，交通部门通过处理信息，可以

进行合理调度。若道路出现紧急情况，该系统可与公安、消防、交警、医疗等机

构联网，及时汇报相关情况，以最大限度减少交通事故所带来的损失。 
3.1.2.3 对行政管理上的运用： 
运用智能斑马线的地下设施所得的相关数据，将严重违章车辆行驶路段等有

关信息通过北斗卫星传入交通管理部门信息处理中心。再由信息处理中心将所获

得的违规车辆的有关信息反映给市交通指挥中心。由指挥中心统一调度，向相关

路口收费站、高速路巡逻车队、市区巡逻车队发出指令，将违规车辆拦截。从而

起到了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保证市民人身安全和财产的作

用。也利于交管部门对车辆进行管理。 

3.2 智能斑马线的改进设计 

3.2.1 关于压敏电阻线路的改进 
针对其行人过马路时压敏电阻的可行性，3.1中并没考虑正常车辆通过的数

据异常情况。因此在综合电学知识以后，将主电路进行分流处理，将压敏电阻放

在一条支路上，另一条支路即为正常电路。而两支路开关便用特殊开关控制闭合。

由红灯控制正常支路的开关闭合，压敏电阻支路的开关断开。由此便可以很好地

解决汽车通过斑马线时的数据异常和电路损坏的问题。（见下图3-3） 
3.2.2 关于右转盲区问题的相关研究与改进 
根据《关于行人与右转车道的视觉盲区优化方法》中的若干提示，智能斑马

线将大小城市一个月内的智能斑马线的相关数据通过北斗卫输入给计算机，对其

进行记忆。这样可以当主要城市道路出现饱和时，通过北斗卫星传入给计算机。

这便对大小城市联网来提升道路使用率，减小行人与右转车辆之间的视觉盲区问

题。 
进一步优化：在斑马线旁的人行道上安装一系列的超声波测距模块，输入端

在行人，通过电信号传输给斑马线的系统的计算机进行计算过后快速地将信息传

输给终端接收装置。再利用超声波测距模块的数据和智能斑马线关于行人的数据

的综合大数据处理结果传输给汽车进行成像，可以让司机较为准确的把握行人在

人行道和智能斑马线上的位置。经过分析判断过后，如果在安全情况下车辆可以

通过时，车辆按原速度形式通过盲区位置驶入下一个相位图。当判断后发现不能

通过该相位驶入下一个相位时，此时汽车减速行驶，等待适合的安全条件进行通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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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总体设计原理图及其规划 

4、结论 

综上所述，智能斑马线可以较好地解决目前社会上所关注的行人过马路问

题。包括在未来的适应性和实用性较高，在目前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减少此类的交

通事故的发生。利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可以针对我们平日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

进行妥善处理，从而提高城市交通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方便了人们的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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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百度百科. 全球定位系统,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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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吴雪海. 提高现代交通事故伤救治水平的必由之路[J]，中国急救医学,2000. 
[6] 张裔佳. 基于动挠度监测的桥梁异常车辆荷载识别关键技术研究[D],重庆交通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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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生式”森林火险北斗卫星监测预警智能防控系统 

作    者：郭弋硙 
指导教师：李忠文、闫玉良 
学    校：山东省济南第一中学 

 
 

【摘要】本智能防控系统具有系统创新和产品创新两大特点。旨在充分利用北斗

卫星的监测、定位、巡航、短报文功能改造提升国内现有森林火险信息管理水平，

探索利用北斗系统智能“围剿”森林山火的信息化管理模式。并在实际应用中结合

野外森林境创新设计，不仅在外观上对北斗卫星监测站进行了“仿生式”创新改

造，还创造性为监测站增加了移动功能。 
整个防控系统将北斗卫星监测站与森林环境融为一体，首创新型“仿生式”

卫星监测预警信息捕促终端，通过固定和移动两种方式２４小时智能监测森林环

境中的温度、空气干燥度，及着火点、烟雾与明火情况，持续向森林火险监测预

警信息平台提供北斗监测数据、警示信息、及短报文等服务，并与相关抢险救灾

指挥平台互联互动，共同构成一个“防生式”森林火险监测预警智能防控系统。 
本设计中，“仿生式”北斗卫星监测站具有外观“仿生化”、“内芯”强大化、测

位移动化、数据信息实时化等特点，并通过人机互动、平台互联等实现了森林火

险防控的智能化，最终实现我国森林火险管理数据化、精准化、智能化、实时管

控。 
【关键词】仿生式 北斗卫星监测 森林火险 预警防控 智能系统 
【Key words】Biomimetic class，Beidou Satellite Monitoring，forest fire，Early 
warning and Prevention,intelligent system 

 
 

一、创新背景和意义 

2018年11月19日2时7分我国再次以“一箭双星”方式成功发射第四十二、四十

三颗北斗导航卫星，中国北斗三号基本系统星座部署圆满完成。２０１９年，将

成为“中国北斗领航世界元年”。 
中国北斗北斗系统具有定位、导航、授时及短报文双向信息服务等功能，其

中，尤其是短报文双向信息服务功能是中国北斗系统的“独门绝技”。 
北斗三号基本系统的正式开通运行必将推动北斗在灾害防控、智慧抢险、城

市管理、工农业生产、智能物流等多个领域广泛展开，急需要我们率先加强对北

斗应用技术的创新研究，进一步拓展、提升北斗系统应用范围和应用水平。 

  
图1：中国北斗三号基本系统星座部署圆满完成（组图）。 

https://gss0.baidu.com/-vo3dSag_xI4khGko9WTAnF6hhy/zhidao/pic/item/f9198618367adab42f1cb21486d4b31c8601e49d.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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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意来源 

1、从美国加州森林巨火到中国呼伦贝尔大火，森林火灾“烤痛”全世界 

2018年11月8日，爆发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森林大火震动全球，大火肆虐

17天，夺走北加州85人生命，烧毁13972栋民房，过火面积超过620平方公里，破

坏性史无前例。与此同时，另外两起山火在南加州肆虐。据估算，仅11月份这3
场加州山火导致的保险索赔金额至少90亿美元。 

  
图2：2018.11.8，美加利福尼亚州森林大火连烧17天，史无前例，震动全球（组

图）。 

其实，在美国，“加州大火年年有，只是今年更加火”。资料表明，2017年仅

美国加州就爆发山火8747场。 
在全球变暖和极端天气威胁下，山火频发与应急救灾成为全世界高度关注的

话题。中国也不例外。远的如1987年大兴安岭5.6特大森林火灾，近的如2018年
10月刚发生的呼伦贝尔市高吉山地区森林大火……本人从山东省应急管理厅了

解到，1950年-1977年，全国年均发生森林火灾16201起，受害森林面积104.6万公

顷，因灾伤亡744人；1978年-2017年，全国年均发生森林火灾9026起，受害森林

面积22.1万公顷，因灾伤亡325人。 

2、手段落后缺“智”少“网”，一旦火起损人损财难以“挡火” 

“为什么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挡不住熊熊山火？”全世界一片质疑！ 
“当前，我国森林火险防范水平如何？”政府百姓共同关注。 
近两个月以来，通过查阅资料、走访地方政府森林火灾管理部门、求证有关

专家，本人发现，由于种种原因，当前无论中美，在森林火灾防范方面都存在共

同不足：一是当前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森林火险防控手段还十分落后，信息化管理

程度严重不够，大多仍处于人工防范、人力作战状态！二是尚未充分把卫星监测

定位巡航短报文等最先进北斗卫星监测服务技术应用到森林火险预警防控工作。 
以最近发生森林大火的呼伦贝尔市为例，从该市官网林业局森林草原防火工

作安排可以看出，消防人数、签订责任状、派督查组、值班制度、防火宣教、“百
人千车万里行”等仍然是当地野外森林防火主要工作方式。 

在经济发达的山东，最先进的森林防火举措是：“利用风云2号和葵花8号卫

星每10分钟一次不间断扫描定位我省全域森林火灾热点信息”。显然，这一切都

不能与北斗卫星强大的巡航定位短报文功能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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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呼伦贝尔市林业局官网2018年7月18日发布的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安排（左图）、

山东省2018年森林防火工作总结截图（右图）。 

3、救火不如防火，亟待预警防控系统智能防火 

事实证明：大面积火灾救援，人海战术苍白无力！ 
从这次美国加州森林大火和呼伦贝尔森林大火现场抢险视频均可看到，一旦

险情暴发，常规的消防救火无济于事，飞机空中喷洒也无能为力。大火如恶魔般

吞山夺城，连穿戴全套最先进消防设备的专业消防员都无能为力甚至为之丧命。 
救火不如防火，人防不如智防！故此，本人创新思维，设计制作此“仿生式”

森林火险北斗卫星监测预警智能防控系统，旨在利用北斗北星的监测、定位、巡

航、短报文功能进一步改造提升国内现有森林火险信息管理水平，用北斗系统智

能“围剿”森林山火！ 

4、由城市变电箱靓化受启发：“仿生式”卫星监测站破茧而出 

卫星监测站点是本智能防控系统中的基础设施。如何才能让森林火险卫星监

测站不仅具有功能独到、个性鲜明的“内芯”，还要尽量具备机动灵活、特色鲜明

的行业特点？这期间，城市街头变电箱变化令我大受启发。 
前些年，城市街头的高压变电箱，大都是赤裸裸、硬邦邦的水泥垛子或锈迹

斑斑的铁皮箱，如今，青岛八大关的变电箱上画着帆船，而济南的变电箱上则刷

上了具有泉城标志的荷花、垂柳等图案，与城市融为一体，爽心悦目。 

    
图4：城市配电箱“变脸”后耳目一新，给人启发（组图）。 

受城市变电箱启发，本人决定对森林火险卫星监测站进行“仿生式”改造。 
个人认为，“仿生式”设计可同时对监测站本身形成保护，至少具有以下三个

优点：一是，仿生式外观具有隐蔽性，可防止人为或其他外力破坏；二是，在改

装时可同步加装防水外壳和太阳能储电装置等，更加适用野外监测。三是，增加

智能车底座，“变固定为移动”，创造性增加移动监测功能。 
创新源于生活，创新的价值在于能切实解决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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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中外各方对森林火灾的关注和探讨，除相关新闻报道、深度分析之外，

本人还多次访问查阅了国家林业管理部门网站、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应用案例

（2018）等资料。 
经查阅国内外资料、访问森林火警管理部门专家，本人发现：目前国内外尚

没有基于北斗技术应用的森林火险监测预警智能防控系统，更没有“仿生式”卫星

监测站、和移动式北斗卫星监测站。 
综上：此是本设计创意起源 

三、总体设计思路和工作原理 

1、基本原理 

通过北斗卫星定位、环境监测等各种模块对火险相关信息指标进行24小时实

时监测，向监测预警信息平台实时报送监测数据、分级预警信息及短报文信息；

并接受监测预信息平台和抢险救灾指挥平台指令进一步提供风险与抢险信息实

时服务。 

2、监测站监测模块内容（10个） 

①北斗卫星定位导航模块、②环境温度感应模块、③空气干燥度及着火点分

级预警模块、④风力风向监测模块、⑤烟雾感应及预警模块、⑥明火监测报警模

块、⑦声光报警模块、⑧北斗短报文服务模块、⑨移动式仿生监测站移动控制模

块、⑩自体能源供应预警模块。 

3、卫星监测站形式（两类） 

固定式仿生监测站，移动式仿生监测站（可设置固定巡回路线、可远程遥控） 

4、火险预警防控平台（两个） 

森林火险监测预警信息平台（平台Ⅰ，简称预警平台）、森林火险救灾抢险

指挥平台（平台Ⅱ，简称抢险指挥平台） 

5、系统工作流程 

①北斗监测站卫星定位导航模块及各监测模块实时探索环境内相关消防信

息及精准定位导航等消防地理信息；→ 
②当森林火险卫星监测站温度感应模块监测到环境温度、空气干燥度、风力

等达到设定数值，监测站自动向发送不同级别火险预警提示；→ 
③当空气干燥度达到着火点预警级别，达到一定风险级别，模块发送着火点

预警信息；由预警平台同步结合风力风向监测模块发送的数据利用数据模型综合

运算，二次研判火险预警等级；如运算研判结论升级为“红色报警”，报警信息同

步上传指挥平台，并同步启动监测站“声光报警模块”红灯闪烁嗡鸣作响；→ 
④当烟雾感应及预警模块、明火监测报警模块感应到烟雾或明火，风险再次

升级，模块发送“红色报警”信息；并同步触发“声光报警模块”红灯闪烁嗡鸣作响，

报警信息同步上传指挥平台； 
⑤当出现上述类似③④“红色报警”，预警平台将同步锁定该监测点进行重点

观测、调动移动监测站遥控监测，并与上级指挥平台重点对接会商处理，启动分

级抢险预案；→ 
⑥当监测现场出现火险“红色报警”信息，北斗短报文模块启动，与预警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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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互动播报动态险情信息；→ 
⑦监测站所有监测模块均与北斗定位模块同步工作，各模块所报送数据信息

均含时间和导航定位等地理信息；→ 
⑧如森林中某些重要位置（如电站、监测站）设有水泵、喷淋等灭火设施，

当火险警报触发，水泵等灭火设施自动开始工作，自动加湿、降温、灭火；→ 
⑨移动式仿生监测站加设移动控制模块，具有机动灵活特点，可与固定监测

站互动配合，执行更大范围监测任务。移动式监测站均可预设固定监测路线，也

可执行远程遥控指令，根据监测预警平台和抢险指挥平台指令到达指定监测地

点，灵活执行现场监测任务，服务抢捡现场及指挥。 

6、设计使用程序： smoke_bd 等（略，详见软件设计说明） 

7、系统工作流程图 

 
图5：“仿生式”森林火险北斗卫星监测预警智能防控系统 

四、“仿生式”森林卫星监测站功能设计与产品结构 

1、森林卫星监测站功能设计 

森林火险监测站涉及项目较多，内设10个功能模块：北斗卫星定位导航模块、

环境温度感应模块、空气干燥度及着火点分级预警模块、风力风向监测模块、烟

雾感应及预警模块、明火监测报警模块、声光报警模块、北斗短报文服务模块、

移动式仿生监测站移动控制模块、自体能源供应预警模块。 
归纳起来讲，森林火险卫星监测装置由以下六方面构成：蓄电池+太阳能板、

卫星终端、信息采集器、信息处理器、声光报警、移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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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仿生式森林火险卫星监测站装置构成图。 

围绕这些功能，以下是本人编程组装的部分监测器件模板：①卫星观测仪+
②空气温湿度监测仪+③声光报警模块。同理，其它功能模块可随机并入本智能

防控系统。 

   

   
图7：3个监测模块（组图）：①卫星观测仪+②空气温湿度监测仪+③声光报警模

块。 

2、部分监测模块功能举例说明 

在些，仅对该卫星监测功能进行举例说明。 
比如，若烟雾传感器发现烟雾等有害气体浓度达到一定程度，或者明火监测

模块通过红外感应检测到现场野火，均会同时向监测预警平台发送报警信息数

据，并同步启动声光报警模块；此时火险报警装置将迅速启动，监测器本身报警

红灯闪烁、蜂鸣作响，以便于监测预警平台管理部门迅速锁定该监测点作出相应

处理。 

3、“仿生式”森林监测站的外观设计与包装 

本智能防控制系统开展工作的基础是各个森林火险北斗卫星监测站对各监

测站点风险数据的捕捉。为更好发挥森林卫星监测站的功能并对其进行保护，本

人在外观上对监测站进行“仿生式”设计。 
经过创新设计包装，在外观上这些监测站有的像某种动物，如猫头鹰、山鸡；

有的像监测带大树上一个很常见的鸟窝、或者地面上很常见的一块石头；当然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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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监测站也可以被巧妙地“藏进”树洞中，或“趴”在石壁、电线杆之上......也有的

监测站可以藏在林地间某种植物如西瓜、南瓜内或荷叶荷花之下。总之，外观上

与林中环境融为一体，绝不突兀。 
以下是本人利用闲置物品设计制作的部分“仿生式”卫星监测站： 

    
图8－1：仿生设计1，猫头鹰卫星监测站的正面和背面（监测元器件），该设备经

密封包装进行防水处理后，可置放于林丛间也可以挂于树叉之上。 

   
图8－2：仿生设计2，图为山鸡型、鸟窝状卫星监测站外形。监测站的核心元器

件经包装后有的藏于底座之下，有的包装于鸟窝、岩石等各种外壳之中。 

    
图8－3：仿生设计3，图为荷花型、南瓜、西瓜型卫星监测站外形。相关卫星监

测设备可放置于相关造型内，也可放置于造型底座，卫星接收天线隐藏在瓜蒂或

花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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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移动“仿生”卫星监站的设计制作 

本防控系统中，北斗卫星监测站分为固定式和移动式。移动式监测站通过在

其底部加装“智能车”完成，在内部设计上加设移动控制模块。它可以按照预设线

路在林间自动行走执行监测任务，也可按照遥控指令执行临时任务，堪称一个“流
动监测哨所”。它将与固定监测站“动静结合”，24小时动态服务。 

理论上讲，各种“仿生式”卫星监测站均可改装成“可移动”监测站点。 

   
图9：加装智能车底座后的3款可移动“仿生式”监测站， 

4、森林卫星监测站能源供应 

针对森林卫星监测站的野外作业性质，在能源供应方面，本人通过加装小型

太阳能板为其提供绿色能源，确保监测本身自给自足，不致于因天气异常或供电

瘫痪时仍能正常传输收发信号，不致瘫痪。 

    
图10：山鸡型和鸟窝型卫星监测站的绿色能源——太阳能板（组图）。 

5、“仿生式”森林卫星监测站的构造与制作 

1）构造：多功能卫星监测仪+封闭式防水防火外壳（塑料或玻璃钢或其他防

水耐火涂层）+各种防生伪装包装+可移动底座 
如下图，组装编制好的卫星监测装置将被进行防水处理并密封包装，分别安

装在“仿生”外壳的底座，或者被直接包裹在仿生外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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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组装编制好的卫星监测装置被进行防水处理并密封包装，分别安装在“仿

生”外壳的底座，或者被直接包裹在仿生外壳中。 

2）包装材质：目前本人所设计仿生监测站模型的外包装材质主要用塑料、

纸壳或植物草皮等改造而成，只能满足演示需要。若投入实际生产应用，需根据

环境和生产需要对制作材质提出更高要求，比如，森林仿生监测站需采用高标准

防水耐火材质如塑料或玻璃，而如果用于城市管理监测，材质要求相对较低。 
3）设计制作注意要点： 
①防水耐火、稳固结实等安全性；②不易被发现、被破坏等隐蔽性；③在设

计上外形和色调与环境融为一体；④注意传感器和接收天线的的隐藏和保护。⑤ 
用于森林防火等特殊野外环境的，尤需加强设备本身的防水耐火性及稳固性。 

五、产品创新要点综述 

本产品在设计上主要有以下三个重大创新： 
1、利用北斗卫星的监测、定位、巡航、短报文功能改造提升国内现有森林

火险信息管理水平，探索利用北斗系统智能“围剿”森林山火的信息化管理模式。 
2、在实际应用中结合野外森林境创新设计，在外观上对北斗卫星监测站进

行了“仿生式”创新改造。 
3、通过加设遥控智能车，创造性为监测站增加了移动监测功能，让监测范

围更大、更机动灵活。移动式监测与固定监测“动静结合”、相互配合，使森林火

险防控更加智能。 
六、“仿生式”森林火险卫星监测预警防控系统应用说明 
1、系统中卫星监测点的设置应根据林区面积和每个站点覆盖范围科学测算；

点与点互联构成局域监测网，避免出现地面监测盲点； 
2、地面24小时实时监测与空中不间断扫描相结合，保障监测上地空结合全

覆盖； 
3、该系统的重要做用是卫星监测终端与监测预警平台和抢险指挥平台实时

相联互动，限于当前学生身份等情况，本设计只能将设计重点放到监测端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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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智潮”道路实体管理系统 

作    者：张绍铭 
指导教师：闫玉良 
学    校：山东省济南第一中学 
 
 

【摘要】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汽车保有量逐年激增，导

致城市交通压力也随之增大。即使各个政府部门采取了多种方式来缓解交通压

力，但依然无法很好地解决交通拥堵。本文通过对某些一线城市拥堵情况进行调

查分析，在已有上，设计了集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大数据人工智能解算和5G网

络通信技术为一体的“北斗智潮”道路实体管理系统，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实时、自

动地变更来往车道方的“潮汐车道”基础式来缓解车流量高峰时段的拥堵状况。 
【关键词】北斗卫星定位  人工智能 5G网络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the number of cars in our country i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which leads to the increase of urban traffic pressure. Even though various 
government departments have taken various ways to relieve the traffic pressure, they 
still can not solve the traffic congestion well.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congestion situation in some first tier cities, this paper designs Beidou 
intelligent tide road entity management system which integrates Beidou satellite 
positioning system, big dat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olution and 5g network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uses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o change 
the way of the traffic lane in real time and automatically to alleviate the rush hour 
traffic Congestion of the segment. 
【Key words】Beidou satellite positioning Artifiacl intellgence  5G 
 
 

一、设计背景: 

深化改革让社会发展的春风吹进了千家万户，在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祖

国的高质量发展平稳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已进入收官阶段。不过在人民生

活质量不断提高的同时，一般市民的生活节奏也在不知不觉中加快，灵活快捷的

公路运输也成了市民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的首要选择。汽车保有量的猛速增长，

大大加剧了我国大部分城市的道路拥堵状况。 

1.目前交通拥堵状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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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汽车保有量逐年激增，导致城

市交通压力也随之增大。即使各个政府部门采取了多种方式来缓解交通压力，但

依然无法很好地解决交通拥堵。汽车保有量和使用率的增加和市民生活方式导致

城市主干道交通“潮汐性”堵塞。 

 
汽车使用率增加是导致城市交通堵塞的主要原因。但是拥堵的潮汐性特点也

不容忽视。 
例如北京的道路，大部分呈辐射状，虽然方便了城市与郊区之间的往来，但

也导致了上下班高峰时间，主干道不同方向的车流量有明显的不同。 

2.目前国外内主要应对手段 

根据交通拥堵的“潮汐现象”，即每天上班高峰进城车流量大，反向车流量小；

而下班高峰则情况相反。道路资源是有限的，这种潮汐性更是加剧了高峰的拥堵。

为了解决交通拥堵，在设计导流改造中对症下药：那个方向的车流量大，就增加

该方向的车道数。反之则减少车道数。 
现有的实现手段有两种: 
第一种是控制车道指示牌变化。 
交警同志需要根据观察和记录现场交通情况，使用遥控器，控制关于可变化

的车道指示牌来对车道行驶方向进行实时调整；或者在典型路段采用自动和人工

调整的方式来减少工作量。 

 
第二种是控制变换车道 
道路潮汐性拥堵不仅发生在我国。在很多西方国家的通勤主干道也采用了一

种可移动隔离带来改变车道数量，使用遥控器，根据交通流量不同情况，通过单

一的变换车道的方式组织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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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深圳，相关部门也根据美国金门大桥潮汐车道的设计理念，进行了可

移动隔离带的试点，提高了布吉路、文锦北路的通勤能力，对于潮汐性拥堵起到

了很大的缓解作用。但是随着使用时间的推移，其弊端也日渐显现出来：对车辆

的提示不容易引起重视，由于连续的物理隔离，一旦进入潮汐车道便不能驶离、

调头和倒车，只能一路走到底，重新规划路线；而且对于车辆状态的监控探头也

无法做到全面无死角的信息提取，一旦出现个别的突发情况，整个道路管理系统

将陷入较长时间的瘫痪；目前只适合中小型车辆，不符合部分城市通勤主干道的

使用需求。 
以上关于潮汐车道的设计和实践等无法完全实现自动化管理，更没有采用北

斗卫星定位技术、人工智能、5G和云端大数据处理的诸多利于道路管理的先进

技术和科研成果，不完全具备通过对车辆的实时数据进行处理并对潮汐车道方案

进行规划和调整的能力，对车流量高峰时段交通拥堵现象只能起到微观的局部的

缓解作用。不符合真正安全、高效、实用的设计初衷，反而会引发交通拥堵更多

的潜在的本可以避免的问题。 

二、“北斗智潮”道路实体管理系统构思 

1.基本思路 

在制造技术、北斗卫星技术、云端大数据处理、人工智能技术、软件及5G
通讯技术相对高度发展的今天，我们应该致力于运用更先进更适用也更有效的技

术，利用新的科技成果，通过对某些一线城市拥堵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在已有的

“潮汐车道”基础上，设计了集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大数据人工智能解算和5G网络

通信技术为一体的“北斗智潮”道路实体管理系统，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实时、自动

地变更来往车道方式来缓解车流量高峰时段的拥堵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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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智潮道路实体管理系统”就是基于这样的构想设计的。首先通过北斗卫

星建立一个通用的导航系统。该系统将大量的车辆的行程规划和实时行驶数据进

行收集。通过大数据处理的办法为每一个车辆或是某一车辆团体制定单独的，最

快捷，最安全的行程规划，来解决传统导航单纯为了某一车辆躲避拥堵而制造“二
次拥堵”的问题，同时也具备第一时间了解和处理突发状况的能力。 

2.实施流程 

道路的实体采用形如大致长约1.3米、宽约0.3米、高约1.0米的“积木”可连接

体，通过类似“铰链”的连接方式，通过数据联网道路信息交互，利用一组或两组

动力轮和万向轮可以实现潮汐车道的变更和自动的开合，而不是连续的“物理阻

挡”，便于灵活地应对不同的道路状况与车辆需要。与车辆自动驾驶系统信息互

通或开发并采用北斗的自动驾驶系统确保安全，并使驾驶者能够了解到实时的道

路信息。 
道路的情况复杂多变，“智潮”将不再依赖道路上固有的轨迹线，而是采用智

能化的显示技术，尤其是在夜间，可以采用地面多角度低位投影与智能显示结合

的技术，通过APP将当前道路的信息反馈到车辆甚至行人。道路和车辆的信息来

源有很多，主要依靠车辆本身依法安装的“智潮”数据采集装置和“智潮”道路实体

模块本体。 
实体模块将由“保护者”——形变抗撞击外壳、“计划者”——通讯和数据整理

模块、和“执行者”——移动及连接的运作单元以及模块化太阳能电池组四部分组

成。得益于其互联化、单元化的设计，“智潮”的实体模块便于生产、维护、运输、

和更换。同时也意味着它能实现更多的功能——通过对道路情况的分析预知车祸

风险并发出警告会像避免拥堵一样简单；面对突发的意外，可以第一时间通过主

动的移动和开合和被动的形变来最大限度的去保证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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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技术路线： 

 
由于疫情原因和场地，技术等多方面限制，本设计使用了Linkboy仿真模拟

进行设计实现。下面就是具体的程序设计思路。 
具体内部电子模块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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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拓展空间 

得益于其模块化的设计和人工智能、北斗卫星定位、5G等新科技成果的加

持，该道路实体管理系统拥有很大的实用化拓展空间。 
例如：新能源车辆将成为未来的新发展趋势，“智潮”实体模块将成为“智能

充电桩”或类似“光伏公路”的无线电源，确保新能源车辆的出行方便。 

三、“北斗智潮”道路实体管理系统发展前景 

 
“智潮”道路实体管理系统融合了大数据处理、人工智能、卫星技术、5G通讯

技术的技术优点，科技赋予了它强大的适应能力，使它成为真正安全、高效、实

用的道路管理方案。拥有极好的发展前景，让道路更加畅通，人民走的更舒心，

“智潮”责无旁贷，舍我其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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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定位服务的信息共享及交通事故预防与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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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纪小林、叶泽 
学    校：开远市第一中学校 
 
 

【摘要】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北斗导航系统已逐渐超越其他导航系

统，定位服务也拥有了独特的优越性。北斗系统的组建也一步一步走向完善，关

于北斗的时代即将到来。而近年死于交通意外的人在不断攀升，各种交通事故频

发不已。而利用北斗这个冉冉升起的启明星，来减少因交通事故带来的人员伤亡

和损失对人们的生活和交通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对关于北斗应用于交通事

故的预防与救援的设想做出了分析和讨论如下：即时将路面信息发送给车辆使其

避免因不知情而遭受损失。共享路况信息，建立信息网络。在危机情况下以互助

的方式争取最大化的救援时间。本文将展示作者设计思路及如何利用5G助力功

能完善。 
【关键词】北斗卫星；信息共享；危机救援；精准定位 
【Abstract】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ur 
country's 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has gradually surpassed other navigation systems, 
positioning services also have a unique superiority.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Beidou 
system is also step by step towards perfection, about the Beidou era is coming. In 
recent years,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have died in traffic accidents has been on the 
rise. The use of Beidou, a rising star, to reduce casualties and losses caused by traffic 
accident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people's lives and traffic.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assumption of Beidou's application in the prevention 
and rescue of traffic accidents as follows: the road information is sent to the vehicle 
instantly to avoid the loss due to ignorance. share road condition information and 
establish information network. Strive for maximum rescue time in the form of mutual 
assistance in crisis situations. This paper will show the author's design ideas and how 
to use 5G to help function perfect. 
【 Key words 】 Beidou satellite; information sharing; crisis rescue; accurate 
positioning 
 
 

一、引言 

随着世界的发展，交通成为了人们每时每刻关注的必要话题。而近年来，各

种交通事故屡见不鲜，伤亡人数更是不断上升。 
2010年间因交通事故数达到65225人；2011年因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达到62387

人；2012年因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达到59997人；2013年因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达到

58530人；2014年因交通事故死亡达到58523人；2015年因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达到

58022人；2016年。一反常态出现上升趋势，达到63073人，而2017达到63772人；

占总死亡人数百分之1.5左右[1]，如表1，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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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10-2017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 

 
表2 2010-2017年因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及其增长率 

年份 死亡人数 增长率 
2010 65225 -3.73% 
2011 62387 -4.35% 
2012 59997 -3.83% 
2013 58539 -2.43% 
2014 58523 -0.02% 
2015 58022 -0.87% 
2016 63073 8.70% 
2017 63772 1.10% 

直接和间接损失的经济更是不胜其数。其中原因无非“天灾”“人祸”。伴随

200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颁布与实施，交通事故问题上的“人
祸”才出现递减趋势。而从2016年开始人数回升上看，及近年新闻报道，有一些

车祸完全是可以避免的。而北斗技术的不断进步与超越更是为这个愿望的实现提

供了优越的基础。《国家卫星导航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中提出，到2020年，北

斗卫星导航系统及其兼容产品在国民经济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中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产业，是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领域。大力推动行业北斗系统应

用，推进北斗系统产业化和国际化，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相关文件精神的具体

举措，也是服务国家重要战略实施的有力措施[2]。将北斗定位服务于交通事故的

预防与救援非常重要，可以避免很多交通意外事故的发生。有时会造成交通堵塞，

也可能会因后方车辆不了解情前方的情况而造成二次伤亡，有时感觉这些事情离

我们很远，觉得这并不会发生在我们身边。但在最近这样的事情却频频发生，尤

其是发生在我们眼前，不禁会感觉后怕。由此我们为解决这些问题，产生了一些

设想，通过这些设想并展开实施进而减轻车辆在发生意外后的伤亡，和对交通造

成的不便。提高人员的生存率和存活率，也可以从中对这些事情进行预防。 

二、将北斗应用于交通事故预防及救援的优越性及原因 

2.1即时 

关于我们的理念我们想结合北斗导航系统建立一款 APP，与其他同类 APP
去分开来的几个特点之一就是，即时传播。很多交通事故是由于不知情，知情过

晚，以及对道路状况看不清晰才导致事故发生，如泥石流，山体滑坡，沙尘暴，

雨雪天气路面结冰，路面坍塌，地震，道路维修等气候环境问题。而想减少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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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即时有效地发现这些问题，并且公示传播以避免或减少因不知情而出现的

交通事故。因此将北斗导航系统的精度高，反应快的技术优势应用于这个 app 中。  

 
图32 导航预警示意图 

北斗定位导航系统的解算模型具有非线性的特点，研究了无迹卡尔曼滤波方

法，验证了它的定位解算的结果较好、优势明显[3]。可在各市及交通要道建立大

型信息基站监查路面状况，将路面结冰，路面坍塌，道路维修等路面情况在进入

该市或该路时及时通报至手机 APP 或车载 APP。检测公路及道路时，如若维修

公路，则在进入该条公路路段且前方有且至少有 2 个可以掉头或离开此路段的路

口时，则自动在手机 APP 提示中弹出提醒，可手动查询，无路段距离限制。 
在车载 APP 中可自动弹出，要求为文字播报同时语音播报，信息简单明了，

快速即时准确。要求在通报时同时重新规划路线，重新开始导航。如图 1，而另

一部分为自然灾害和天气原因，则在行驶前与天气预报相结合提前告知司机。由

于自然灾害于天气具有偶然性，不可预测性，所以如若遇到大风，暴雨等天气时，

应在易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处前 10-20km 发出警告。如果已位于事故发

生地段，当位于距灾害直线距离≥5km且≤10km时，立刻发动警报，提醒司机，

并给出撤离方案。当位于距灾害直线距离≤5km时，系统将立刻发出最高警报，

并立即给出解决方案，根据泥石流走向，速度，给出方案，如车主需要第一时间

弃车离开现场，这时要向泥石流倾泻方向的两侧高处躲避，直至完全避开泥石流

区域。所以，应最快告诉乘车人员逃跑方向。当发生以上情况时系统通过北斗导

航定位系统会自动向管辖地区派出所，交通大队等部门报告事故路段精确位置，

方便后续处理。而遇到人为因素的交通事故时系统会及时上报，并在地图上作一

个限时标记，提醒将来往的车辆，避让改道。当交警大队判定事故处理完毕后，

会自动清除标记。 

2.2共享 

考虑到部分地区偏僻或位置特殊，满足不了即时的要求或没有基站。于是我

们设想打造出第二个区别于其他导航的功能，共享信息。我们致力于打造一个分

享路况的交流平台，你可以把你的所见所闻拍成图片，视频发在这款APP的不同

分区，如果是喜闻乐见的旅游照风景照则归为一个区，在闲暇时刻，以及想找寻

旅游去处时，便可搜索浏览一番。而另一个区为危机共享，如果你遇到了大雪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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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泥石流封路，路面结冰，路面损坏等情况，可作为有效信息分享至相关分区，

并在地图上作不限时标记，以此提醒将来往的司机和记录路面情况。当车辆行驶

时便主动开始行驶模式，旅游照区关闭，开始正常导航。当驶入北斗卫星无法准

确观测到的地方时，便最优先级提示为其他用户上传的图片视频，以日期最近的

为优先级，此外如果是事故多发处，有必要强调上传时间，如果间隔过长则不具

有警惕性和实效性。当驶入此条道路时会标注出事故具体位置，基本信息，以便

重新规划路线，如图2。 

 
图33 灾害预警示意图 

当路面结冰或损坏时，人们的发现和上传反应可以督促有关部门行动和改善

路面情况，和最大化避免因不知情而导致的损失。以及当遇到在公路面晒稻谷，

强行拦车，碰瓷等事件时，将会为你提供一个可以快速解决纠纷与困扰的一个平

台，北斗定位系统将会及时定位到纠纷的位置，及时报警。另外，考虑到各地交

规有细小差异，所以当即将跨地区行驶时，如距XX省还有10km，会语音播报差

异条目。如若路段有限制车辆，限制时段则会提前显示。当司机超速驾驶，长时

间驾驶会予以警告。以及在特殊路段会提示司机行为规范，如学校路段，提示司

机减速慢行，在禁止鸣笛地段提醒司机，禁止鸣笛。 

2.3互助 

这是这款APP最突出的特点，也是设想时与其他定位系统导航软件最不相同

的地方，危机互助。在遭遇危机情况时，人们往往并非处于便于医院，警察救援

的地方，很有可能在高速公路上。当交通事故发生，或驾驶意外发生时，如何使

人员的伤亡最小化，将生还的几率放大？ 医疗卫生因素。统计资料表明在1000
例交通事故伤者中,只有14.3%乘救护车到达医院。我国交通事故死亡者中大约

40%为当场死亡60%死于送往医院途中或在医院中死亡[4]。而如今北斗定位技术

的优越性和5G的发展，使得信息传输，目标定位变得更加容易。但是之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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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的消耗和空间的距离是不可能改变的，而要最快得到救援和开始救援则可

以向周围求救。得益于北斗定位的精度高的优越性，因此这个设想有了最重要的

基石——精准定位并且迅速发送信号。通过不同个体的相互联系，从而形成一个

巨大的网络，结合兴起的5G技术使其相得益彰。   
北斗系统开展的研究随着北斗三代技术体系的完善北斗系统在信号体制上

比GPS更加优越,RTK精度在平面上可达厘米级,可靠性更高具有更好的抗干扰能

力。充分发挥传统导航系统的技术优势夯实电力行业的北斗智能位置服务,为已

有及正在建设或即将完成建设的北斗CORS基站提供统一的数据接入开展电力北

斗的场景化应用是当前电力行业的重要任务。北斗智能位置服务平台足以满足智

能电网的应用需求，可以全天候实时监测杆塔形变、外破和输电线舞动等有力保

障电力供应系统安全、稳定、高效的运行。 
在电网的位置服务方面,可实现全天候、 无盲区的对应急车辆提供导航定

位、位置上报、监控管理、指挥调度、安全保密、路径优化、应急救援等服务能

有力保障应急抢修车辆在各种突发情况下对电力设施的检修和抢险,提高智能电

网的工作效率[5]。因此我们设想将其不同车辆间连成网络，当车辆行驶遭遇意外

故障而又位于难以报警求助的地段时，便可向周围车辆求助。当对方为刹车失灵，

轮胎打滑等这类具有不可控性的意外时，会在周围车辆的屏幕弹出并语音播报。

如图3。提醒周围车辆避让，并且北斗将对此辆车进行精准定位并且在地图上作

临时标记且将此辆车的速度，转向情况实时共享，直至车辆恢复正常或停下。 

 
图34 预警避开危险车辆示意图 

与此同时数据会上传至服务站及交警大队。而当出现司机心脏病发等急性突

发事件迅速启动急救系统，可向周围车辆发出求救信号，同时向就近医院，交通

大队共享实时位置，便于救援，若是周围有车辆同意救援，便同时共享两张车的

实时位置，并且车内与交通大队连线通话。如图 4救援次数越多，也会随之有额

外奖励。被救援车辆需要停靠在应急通道，并且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等待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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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救援车辆将伤员带走之后，应向相关人员交代清楚患者就医处，且全程保持

联系。 

 
图35 接收求救信息示意图 

另外，当警车，急救车，消防车赶往执行任务时，会向周围车辆发送让道信

息，以便于救援。此时周围车辆务必尽快让道，以保证其相关事务能按时进行。

此APP采用个人或公司及家庭为单位注册，会绑定个人信息。所以关于紧急救援

系统，如果误触可在20秒内取消，如果有人故意为之，恶意报警，因为绑定了个

人信息，所以可以以妨碍公务将其拘役或管制。另外如果司机有酒驾、疲劳驾驶、

逆行等违反交通规则的自主行为将会酌情扣除诚信分，如若诚信分扣掉太多则计

入危险车辆，自动提醒过往车辆。对于肇事逃逸此类事件也会大大减少，一旦北

斗导航判定为车祸发生，则会向当地医院及交警大队联系上传信息。当车辆肇事

逃逸时，则开启追踪车辆并实时上传位置信息。 

 
图36 信号传递过程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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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种情况，当车主被劫持或遭遇其他意外时，按下车中的急救按钮，车

内自动开始录音，立刻追踪定位车辆，并上传信息报警。如果误触可在1分钟内，

长按5s用车主的指纹解除。 

2.4设想理念 

如图5。将北斗系统应用于交通中，首先要与实际契合。做成app的形式服务

于大众，是一个很好的设想。契合实际首先要符合当代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时代环

境，以APP的形式出现在私家车，大货车，还有移动手机上。将开发出不同用途

的系统功能，可以满足了不同职业的需求，查询了解相关路况，及时了解不同地

区的交通规则的差异。也能在新时代与5G技术相结合，使北斗导航系统深入人

心。利用北斗系统加强对以上车辆的实时跟踪和有效监控，全面提升安全管理能

力和服务水平。开展北斗系统在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测量和安全监测中的应用，并

在公众网无法覆盖区域使用北斗短报文功能回传监测数据。加强北斗系统在运输

过程监管领域的应用。在原相关示范工程基础上，推动重点营运车辆安装北斗兼

容终端比率稳步提升，借力北斗地基增强系统,推动实现全国运输车辆车道级动

态监控和监控终端时间同步，助益车辆违章监管和事故调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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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导航系统高精度定位的古建筑监测系统 

作    者：张雅娇、范容川 
指导教师：王雷、董渊 
学    校：张家口市第四中学 
 
 

【摘要】我国古代，大多以砖木作为建筑材料，建筑物易发生松动、形变，导致

坍塌。承载着民族历史和信仰的文化瑰宝一旦损毁将无法再生。因此对于古建筑

的保护需要做到万无一失。古建筑物的重建大修都是极其耗费人力物力的，且无

法完全恢复原有的风貌，所以防患于未然是最有效、最经济的做法。 
目前我国都是针对建筑物建立的独立监测系统，费用高管理难度大，只能应

用于个别建筑上，然而我国广袤的国土上分散着许许多多值得我们去保护的古建

筑文化遗产。利用北斗系统高精度定位服务可以建立一套有效且经济的古建筑监

测系统。 
监测方式上，我们利用北斗系统的高精度定位设计了数据采集器，将其固定

在建筑物特定的部位，通过多个检测点的位置变化，利用数学函数方法还原出建

筑的形变。在建筑物发生损坏之前做出预警。 
数据搜集上，利用民用移动通信网络，对分散的建筑物进行数据收集，集约

化管理，大大减轻专业人员的需求量和工作量。 
功能方面，标准化采集器可以根据需要加装其它传感器模块，例如温湿度传

感器、火焰传感器、视频监测器等等设备满足多元化的监测。 
标准化的数据采集器，大大降低生产成本、安装成本，成熟经济的民用通信

网络可以便捷地搜集信息。系统持续的监测，为研究人员提供详实、全面的建筑

信息，给文物保护人员提供大量测量数据，促进文物保护的研究工作。使得我国

的古建筑保护范围大幅度的扩展，并且使我们的古建筑保护工作真正实现系统

化，现代化。 
【关键词】 古建筑物保护  北斗导航系统  高精度定位  形变监测 
【Abstract】Most of the ancient buildings in China are made of bricks and wood, 
which are prone to looseness and deformation aft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and 
eventually collapse, destroying the cultural treasures bearing the national history and 
even its belief. Once damaged, ancient buildings and other cultural relics cannot be 
reproduced, which requires us to make great efforts to protect the ancient buildings 
and take everyth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reconstruction and overhaul of ancient 
buildings are extremely expensive in manpower and resources, and cannot completely 
restore the original appearance, so prevention is the most effective and economic 
approach. 

At present, the monitoring for ancient buildings in China is an independent 
monitoring system for the very design of buildings, which is expensive and difficult to 
manage, and can only be applied to a limited number of individual buildings. 
However, there are a lot of precious heritage of ancient buildings scattered in our 
country. BDS-GNSS high - precision positioning service can be used to help us 
establish an effective and economic ancient architecture monitoring system. 

In terms of the monitoring method, we designed the data collector based on the 
high-precision positioning of the Beidou System, fixed it at the specific part of the 
building, and restored the structural deformation of the building by the mathema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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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similar to linear regression through the position changes of multiple detection 
points. It will give early warning signals before the building is badly damaged. 

In terms of data collection, the use of the existing mature civil mobile 
communication network to collect data from scattered monitoring points and conduct 
intensive management can greatly reduce the demand and workload of professionals. 

In terms of functions, the system is designed to be modular, and other necessary 
sensors can be added as required, such as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sensors, flame 
sensors, video monitors and other equipment to meet the needs of diverse monitoring. 

Modular design and unified data collector can greatly reduce the cost of 
equipment production and installation costs. Mature and economic civil network can 
also reduce the intensity of professional work. The system can continuously monitor 
and provide detailed and comprehensive architectural information for researchers, 
which will also provide a large number of building measurement data for cultural relic 
protection personnel, promoting the research work of cultural relic protection. If the 
system can be applied, it can greatly expand the scope of China's ancient architecture 
protection, and make our ancient architecture protection work truly realize 
systemat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Key Word】Conservation of historic buildings  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High 
precision positioning  Deformation monitoring 
 
 

一、问题提出 

我市地处北方，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有着诸多的历史古迹，我市堡

子里是张家口市的发源地，保存了许多的古建筑。在今年的一次参观中我们注意

到，许多古建筑因年代过久，且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一部分建筑已经坍塌，一

部分破败不堪已经难以修复，甚至有些地方只有一块古建筑遗迹指示标牌，而对

应的建筑早已荡然无存。部分损毁建筑虽然得到了修缮但因毁坏严重，基本上是

属于重建，有些部分已经无法考证原貌，使建筑失去了原有的历史底蕴。 
联想我国各地有着许许多多的古代建筑有些已经历经千百年的沧桑，摇摇欲

坠。杭州的雷峰塔坍塌，西安法门寺唐代古佛塔坍塌，令人痛心不已。古老的建

筑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灿烂文化。古建筑损坏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主体结构由于自

然风化或突发外力导致的结构松动变形，是其老化以至于坍塌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且这种变化是缓慢变化逐渐积累而形成，因此不易引起注意，一旦发生危险时

将突然坍塌而无法补救。如何防范出现致命的大规模损坏呢？显然长期对建筑物

主要部分的形变进行监测，是有效且更为经济的做法，这样就可以在古建筑出现

致命危险之前进行及时的修护，避免大规模损坏的发生。在学习了解了北斗导航

系统的原理功能后，尤其是地面基站辅助下的高精确度定位，让我们觉得可以利

用北斗导航系统的高精度定位功能来实现对古建筑的形变监测。 

二、古建筑监测保护的现状及功能需求分析 

就目前的古建筑监测保护问题，我们做了一些走访和网络信息检索。在老师

的帮助下梳理出了一些古建筑结构监测的要素。目前的古建筑监测基本上都是消

防、防盗。极少报道文献中提及建筑物的结构形变监测。 
我们查阅相关资料书籍都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古建筑遗存困难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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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原因之一就在于结构和材料的问题，我国古代文明基本集中在中原地区，气候

及地形的原因导致我国古代以木材土砖为主的事实。而长期的风化导致建筑构件

变形是其坍塌损坏的主要原因之一。 
然而为什么我们却看不到结构相关的保护措施的使用呢？为此我们又进一

步的查阅资料。 
排除在巨大外力作用下的突然形变，在正常的环境中，建筑材料的形变过程

都是极其缓慢的，但发展进程会受到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这就要求监测系统能

够长时间对建筑物进行监测。当然建筑物的结构不同、质量不同、地质环境的不

同建筑物发生形变的进程总体上也会不同，例如木质结构的形变就会受空气湿

度、温度等要素的影响较大，变化较快；而砖石结构的形变可能受地质环境的影

响较大，变化较慢。这样的话，就需要针对不同的材质和基本情况，合理的制定

数据采集的方式和采集频率等相关专业化的设计，可想而知其经济成本高昂。 
调查发现，目前古建筑形变监测的设备已经有了应用，但其检测形变的原理

基本分为激光测量，和形变传感器两种。而这两种方式都需要对建筑物进行专业

的设计和施工，甚至于需要对其动“大手术”才能实现。且监测管理设备均在建筑

物所在地点，分散的建筑物监测系统需要经常性的专业管理巡视才能发挥作用。

然而目前专业维护人员极度匮乏，除非极其珍贵重要的建筑物才能“享有”这样的

待遇。 
我们感觉到，对于古建筑形变监测不是没有必要而是现在的设备和方法制约

了它的应用。所以我们觉得需要改变监测的原理和方法，设计经济成本低廉的监

测系统才能够改变现状。针对问题我们提出了如下几个设计要求： 
1、监测系统能够精确获得建筑物不同部位的形变程度。 
建筑物的形变的过程都非常的缓慢，不易被察觉，而且一旦有了较大的形变

时就已经非常危险了，因此在检测中需要有较高的检测精度才能够发现隐性的形

变。 
2、监测系统可以长时间监测，并可以由研究人员根据建筑物的不同材质和

结构，合理设置检测数据的时间间隔。 
3、系统的通用性。 
古建筑的种类繁多，所以要求系统能够有很好的适应性，可以针对各种不同

的建筑进行灵活的组合安装，降低设备成本，安装成本。 
4、监测数据能够利用通用网络传输，并进行数据汇总处理，降低运营成本。 

三、解决方案 

建筑物形变监测原理： 
在几何学习中我们知道任何的图形都是有线组成，而线又是由无数个点组

成。在函数的学习中我们知道对于特定的函数曲线，通过几个点的位置就可以判

断出曲线图像的弯曲程度，(见附件1)那么对函数图像中几个点的监测就可以形

象的绘制出函数图像的变化。 如图1-1、1-2所示，图中B、D、D’点的坐标变化

可以求出其特定的函数曲线来反映几何体的形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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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图1-2 

所以如果我们在古建筑的关键结构上安装若干个卫星定位装置来监控其位

置的变化，那么同样可以推算出其形状上的变化。利用这一原理我们就可以通过

卫星定位来监测古建筑的形变了。针对这一原理我们制作了简单建筑模型来表达

我们的想法。（参看附件3视频）只要我们设置合理的取样点，就可以通过取样点

的空间位置变化来反映出构件的形变类型及形变程度。 
利用计算机来对数据进行运算处理就可以得到可视化的形变数据。来便于监

测，而北斗系统的高精度定位，以及现在成熟的通信网络，使古建筑的监测，变

得更为经济和便捷。 
根据需求我们设想将系统具体分为以下两个部分： 
1、数据采集器 
以北斗高精度定位芯片为核心，集成数据处理功能，并能够利用移动通信网

络将数据转发到监控服务器。可以使用通用网络对数据采集器进行编组设定、采

样频率的远程设定等其他必要的设置（利用手机的短信息收发功能进行类似串口

通信的远程操作）。我们就设备大小的可能性做了一些调查。就目前定位设备的

尺寸来看我们可以将其尺寸大小控制在一般手机的大小范围。这样可以更加灵活

的选择古建筑上的采样点。同时最大程度的减小对古建筑的影响。 
同时，在数据采集器上还可以加装火焰传感器模块、温度传感器模块、湿度

传感器模块，5G网络的开通甚至可以允许我们加装视频监测模块等数据量较大

的设备，使得数据采集器变身为全方位监测器。（见图2）。 

 
图2 数据采集器结构 

2、数据收集处理系统 

将数据进行汇总，并结合安装前期的3D结构图，通过数据计算出建筑物不

同部分的形变量，并能够根据预设的预警值，在形变程度超出预警范围时，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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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报警，提醒工作人员关注异常变化。 

 
图3 数据收集处理系统结构图 

对于出现异常形变的建筑物，或重点研究的建筑物，数据分析系统可以将数

据汇总并绘制出空间位置的点阵图，并且可以将不同时间的数据进行整合，组合

成形变过程的动态影像。以便研究人员去分析，形变的趋势，以及形变的成因。

及时做出防范。（见图3） 

四、系统工作流程 

古建筑监测系统的完整实现流程如下： 
1、数据采集器的安装 
首先要对每一栋需要监测的建筑物进行实地考察，根据其材质结构，选择合

理的数据采样点进行数据采集器的安装，和基本设定，例如，需要对同一建筑上

的采集器进行编组，构成一个数据采集群，并在数据传输时赋予一个固定的编码。

便于数据收集后的整理归类存放。 
2、构建数据收集服务器 
在文物监管单位设置一台数据接收服务器，在服务器上为每一栋被监测的建

筑物建立一个数据库，制定合理的数据架构用以接收存储采集器的监测数据。 
3、利用计算机的3D建模功能，设计相应的程序用于处理数据收集服务器上

的信息建构出建筑物形变的模型。 
软硬件安装结束后，既可以开始监控运作。 
4、通过网络，由管理人员对每一栋建筑的采集器集群进行采样频率、采样

精度等采集数据的要求进行设定，并开启数据采集器开始工作。 
5、数据采集器将编码处理后的采集数据，通过电信网络传输到管理部门的

服务器储存，并进行对比操作，当形变超出预警值时报警。 
6、通过数据分析系统对数据进行处理，针对特定建筑某段时间内的形变过

程，形成可视化的形变3D模型，提供给研究人员进行研究。 

五、系统优点描述 

1、定位精确敏感度高 
我们设想的监测系统，充分利用了北斗GNSS高精度定位的优秀能力。据了

解北斗导航系统利用地面基站差分定位后，精度可以达到毫米级，这样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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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合理的取样点，将可以使监测精度大大提高。 
2、监测范围广，布置灵活，具有通用性，可重复回收再使用 
查看了其他一些关于建筑物监测的科技文献发现，目前应用于古建筑形变监

测的设备大多是利用激光或形变探测器来实现。设备成本高且需要专业施工才可

以使用，而且不具备通用性。这样就大大加大了使用的成本，限制了使用范围。 
我们的北斗监测系统，数据采集器采用模块设计，基本功能完全一致，只需

要在采样点安装即可，不需要额外的设备和线路。且拆装方便，可以根据需要设

定安装点，更改设置采样点的密度。为建筑物保护和研究提供最大的便利。由于

采集器利用通用移动通信网络进行信息传输，不需要额外安装信号设备线路，便

于施工安装。在监测结束后，采集器还可以回收应用到其他的项目中，降低经济

成本。 
3、监测数据集中处理，便于分散建筑的集中监测 
目前古建筑的监测管理设备基本上都位于古建筑物内，需要有专人进行值

守，或者定期需要有专业人员进行巡访检查。对于分散的古建筑物来说，这给相

关的保护管理人员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我们设计的系统将分散于各处的建筑物信息，进行集中管理实时分析，大大

减轻了工作人员的工作难度。这样做也便于研究人员发现某些特定地区的可能的

共性原因，为古建筑保护研究提供数据上的便利。 
4、功能模块化设计，让数据采集器变身“多面手” 
古建筑物损毁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南方气候较为潮湿，容易使木质

建筑发霉、变形。那么我们就可以在数据采集器上安装温湿度传感器采集温湿度

信息，关注其与形变之间的关联。在北方，气候干燥，容易引起木质结构火灾发

生，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各个采集器上加装火焰传感器，将火患消灭在初始时。在

一些易损坏或价值高昂的区域，还可以加装视频监视模块，利用人工智能行为识

别技术来对游客进行监督。各种模块可以使得数据采集更为全面，实现不同的功

能需求。 

六、监测系统模拟装置介绍 

我们在课余时间设计制作了“北斗定位古建筑监测模型”来体现我们的设计

思路。模型分为建筑框架、位置传感器、火焰传感器、指示灯、ARDUINO单片

机、LCD显示器、蜂鸣器等部件组成。 
我们用位置传感器和指示灯来模拟数据采集器；利用单片机、蜂鸣器、显示

器来模拟数据处理中心。当古建筑物的柱体形变达到一定程度，使得数据采集器

的位置变化超过预警值时，数据处理中心会触发警报，并在显示器上显示出发出

警报的数据采集器位置。提醒工作人员处理。我们还加装了火焰传感器，用来模

拟数据采集器加装的火焰警报器，当在数据采集器附近出现火情时，在显示器上

将显示火险报警。经演示，模拟装置基本可以体现我们的设计思想。（见附件2、
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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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恶劣异常姿态改出系统 

作    者：舒适 
指导教师：陈清洁、余学容 
学    校：成都市新都区东湖中学 
 
 

【摘要】印尼狮航和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的两起空难，是波音737 MAX8客机的

飞行监测与控制系统存在缺陷。监测设备的飞行数据传感器缺陷，向自动驾驶飞

行控制系统反馈错误数据，发出了错误的飞机姿态信息，使飞机做出了优先响应

的错误飞行动作修正指令，并造成机长失去对飞机的控制，错误的飞机恶劣异常

姿态改出行为导致了空难的不可避免。所以完全可以重新利用现有先进技术对飞

机重新设计监测系统，用更庞大、全面、准确、安全、连续、稳定、可靠服务的

卫星导航系统的定位功能来实现对飞机姿态的监测。有机的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用户段设备与飞机原有的的管理系统、飞控系统匹配形成“飞机恶劣异常姿态改

出系统”。在飞机上安装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用户段终端设备（探测器），使其全

天候对飞机运动姿态内容不间断传输至飞机电脑管理控制系统进行严密而准确

的监测计算分析，一旦检测到飞机超过正常安全标准的陡峭爬升、俯冲下坠、侧

翻（侧转）、速度快慢等恶劣异常姿态，即可向飞机控制系统发出最优先执行的

修正指令，使飞机自动忽略其正在执行的不当飞行动作而做出相应修正，第一时

间由飞控系统自动做出俯仰控制、倾斜控制、功率控制和配平控制等改出措施，

杜绝飞机恶劣异常姿态改出失败的空难再次发生。同时，也可通过北斗卫星导航

系统的地面控制中心对用户端的互动记录，对飞机运动轨迹做出记录，避免马航

MH370航班自2014年至今都渺无音讯的情况。 
【关键词】空难，监测，飞控，恶劣异常姿态，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改出。 

Bad abnormal attitude correction system of aircraft 

【Abstract】 Two air crashes between Lion Air Indonesia and Ethiopian Airlines were 
flawed in the flight monitoring and control system of the Boeing 737 MAX8 airliner. 
Defective flight data sensor of the monitoring equipment, feedback error data to the 
autopilot flight control system, sent wrong aircraft attitude information, caused the 
aircraft to make a priority response to incorrect flight action correction instructions, 
and caused the captain to lose control of the aircraft, Aircraft accidents were 
unavoidable due to the wrong behavior of changing the aircraft's bad and abnormal 
attitude. Therefore, it is entirely possible to re-use the existing advanced technology to 
redesign the monitoring system for the aircraft, and use a larger, comprehensive, 
accurate, safe, continuous, stable, and reliable positioning function of the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to monitor the attitude of the aircraft. Organically match the 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user segment equipment with the aircraft's original 
management system and flight control system to form an "aircraft's bad and abnormal 
attitude recovery system". Install the 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user segment 
terminal equipment (detector) on the aircraft, so that it can continuously transmit the 
aircraft's motion attitude content to the aircraft computer management and control 
system for rigorous and accurate monitoring and calculation analysis. Once it is 
detected that the aircraft exceeds normal The abrupt and abnormal attitudes such as 
steep climb, dive, rollover (swivel), speed, etc. of safety standards can give the 

https://baike.baidu.com/item/MH370%E8%88%AA%E7%8F%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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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craft control system the highest priority to execute correction instructions, so that 
the aircraft will automatically ignore the improper flight actions it is performing. 
Corresponding amendments were made, and the flight control system automatically 
made changes to the pitch control, tilt control, power control, and trimming control to 
prevent the recurrence of the air crash in which the aircraft failed to recover from the 
abnormal and abnormal attitude. At the same time, the ground control center of 
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can also record the user's interaction and record the 
aircraft's movement trajectory to avoid the lack of information on Malaysia Airlines 
flight MH370 since 2014. 
【Key words】Air crash, monitoring, flight control, bad abnormal attitude, 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changed out. 

 
 

2018年10月29日，载有18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的印尼狮航波音737 MAX8客
机，起飞13分钟后失联，随后被确认在西爪哇省加拉璜附近海域坠毁，机上人员

全部遇难。2019年3月10日，载有157名乘客和机组人员的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波

音737 MAX8客机，起飞6分钟后坠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两架飞机都是在起飞

后不久坠毁前经历了不稳定的陡峭爬升和下坠以及不稳定的空速。在飞机起飞后

的几分钟内，垂直升降速度很不稳定，从每分钟2624英尺到-1216英尺不等，经

历了一定时长的恶劣异常姿态改出失败而酿成人间悲剧。 
狮航那架波音737max在飞行时，飞机突然发出错误的指令，持续让机头下

压，呈俯冲的姿势飞行，而机长在与飞控系统做了将近12分钟的搏斗，机组人员

还紧急翻阅操作手册也无没找到解决办法，最后失控坠毁。而埃塞俄比亚航空的

这架波音737max客机也如出一辙，这架飞机也在飞行过程中做出了不断的下降

与爬升的飞行动作，且处于超速姿态，机长几次调整与抢救均无效，最后坠毁。

上述这两起空难究其原因，从技术层面来解析，是飞行监测与控制系统存在缺陷。

监测设备的飞行数据传感器缺陷，向自动驾驶飞行控制系统反馈错误数据，发出

了错误的飞机姿态信息，使飞机做出了优先响应的错误飞行动作修正指令，并造

成机长失去对飞机的控制，错误的飞机恶劣异常姿态改出行为导致了空难的不可

避免。 
两次空难使得波音737 MAX面临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同型号飞机随即被全

球停飞，导致波音公司的市值缩水500多亿美元，两次空难不仅使全球停飞了这

款波音飞机，而且在事故后几个月波音公司的商用飞机没有任何新订单，失去8
年来“全球最大飞机制造商”的宝座。2018年波音的交货量是806架，2019年市场

份额就急速萎缩到345架，2020年的出货量将更加惨淡。让已经称霸民航界50年
的波音衰落之际，其他的民航飞机制造公司已经悄悄超过波音。约1.4万家供应

商、相关航空公司、旅游公司等都将受到波音停产的影响。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

都在2020年1月表示，波音737 MAX危机可能会使美国2020年的经济增速下降0.5
个百分点。 

一个飞行监测与控制系统造成了世界性的人员财产重大损失，让一个世界巨

无霸企业走向不可挽回的衰败，虽然这也给了我国飞机制造事业腾飞机的机会，

但更应以此为鉴，更加重视完善飞机恶劣异常姿态的改出设计工作，让更加安全

的飞机赢得市场造福人类。 
我们知道，一般飞行时发生不恶劣的飞机异常姿态，飞行员都可从容修正而

改出飞机的异常运动，但是在上述恶劣异常姿态时，由于飞行员心理紧张、修正

技术复杂、驾驶员身体平衡不适等各种原因，就会造成改出失败酿成悲剧。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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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起空难的就是飞机监测和控制系统在判断飞机异常姿态方面存在设计缺陷和

漏洞的原因。所以完全可以重新利用现有先进技术对飞机重新设计监测系统，用

更庞大、全面、准确、安全、连续、稳定、可靠服务的卫星导航系统的定位功能

来实现对飞机姿态的监测。虽然自1983年大韩航空007航班偏航被击落后，美国

政府也因此开放GPS（全球定位系统）的部分功能给民航使用判断航线，但这措

施还远远不够。 
我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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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由空间段、地面段和用户

段三部分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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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为全球用户提供服务性能已达：空间信号精度

将优于0.5米，测速精度优于0.1米/秒，授时精度优于10纳秒。甚至可提供厘米级

的定位导航和后处理毫米级的精密定位服务。 
再根据狮航事故分析，就飞行高度记录显示，飞机在起飞2分钟后迅速下坠，

随后拉升至3000英尺以上，航行高度起起伏伏，最后急速下坠。就算2分钟从3000
英尺坠落，换算过来也是超过也是超过7.6米/秒的飞机恶劣异常速度，如果是不

足2分钟，这个飞机恶劣异常的速度更大；而埃航事故发布会的资料，可知飞机

恶劣异常的速度是从每分钟2624英尺到-1216英尺不等，换算过来即为13米/秒强。

以上的异常完全在北斗导航系统的测速范围内，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完全可满足对

空中飞机恶劣异常姿态的监测要求。 
所以我们有机的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用户段设备与飞机原有的的管理系统、

飞控系统匹配形成“飞机恶劣异常姿态改出系统”。我们的相应设计是：如图1所
示，飞机恶劣异常姿态改出系统分为飞机姿态监测系统、电脑管理系统、飞控系

统。 
飞机恶劣异常姿态改出的工作，最核心的就是监测系统。上述这两起空难究

其原因，是飞行监控系统存在缺陷。利用提供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全天候、全天时、

高精度的空间信号精度将优于0.5米，定位速度可达1秒一次，测速精度优于0.1
米/秒，授时精度优于10纳秒的定位和测速能力，甚至可提供厘米级的定位导航

和后处理毫米级的精密定位服务。在飞机上安装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用户段终端

设备（探测器），使其全天候对飞机运动姿态内容不间断传输至飞机电脑管理控

制系统进行严密而准确的监测计算分析，一旦检测到飞机超过正常安全标准的陡

峭爬升、俯冲下坠、侧翻（侧转）、速度快慢等恶劣异常姿态，即可向飞机控制

系统发出最优先执行的修正指令，使飞机自动忽略其正在执行的不当飞行动作而

做出相应修正，第一时间由飞控系统自动做出俯仰控制、倾斜控制、功率控制和

配平控制，如汽车ESP车身稳定控制系统一样实时监控着汽车的运行，通过对从

各传感器传来的车辆行驶姿态信息进行分析，然后向汽车各分系统发出纠偏指令

来帮助车辆维持动态平衡。从而可避免驾驶员在紧张、异常运动操控不便时的对

悲剧束手无策。同时，也可通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地面控制中心对用户端的互

动记录，对飞机运动轨迹做出记录，避免马航MH370航班自2014年至今都渺无音

讯的情况。 

https://baike.baidu.com/item/MH370%E8%88%AA%E7%8F%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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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飞机恶劣异常姿态改出系统流程图 

飞机正常飞行的安全标准，根据各飞机的性能具有各自不同的参数，具体到

个飞机管控系统内置数据就有不同的比对设置，以便该飞机将当前姿态数据与安

全标准参数进行对比分析判断，从而作出是否异常姿态并发出最优先该处指令。

但无论怎样各飞机正常飞行的安全标准参数，终究是远低于例如印尼狮航事故那

种7.6米/秒的飞机恶劣异常行数据的。这些用户段终端设备（探测器），可根据飞

机不同性能而设置不同的监测时间间隔，但必须设置在同一时刻进行定位工作，

这样才能准确获取该飞机的姿态数据。由狮航与埃航坠机前机长几次调整与抢救

的时长达6分钟以上，所以即便监测时间间隔设置为一分钟一次也是安全的，但

为了防微杜渐以及考虑飞机改出恶劣姿态的反应时间，因为飞机控制系统得到指

令和实施指令，飞机的姿态反应速度非常迅速的，以毫秒计既能做出改变原有姿

态的动作和运动。而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定位速度可达1秒/次，所以我们还是建议

设置为每5秒钟监测一次为最佳时长间隔，以上述狮航7.6米/秒的飞机恶劣异常行

数据计算，5秒都有38米的差异。埃航13米/秒计算，5秒钟就有60多米的位置变

化。而且按飞机800公里/小时的速度算，每秒速度达200多米。都是远远满足了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定位和测速限制。从而这个5秒时间限制，不仅能有效监测，

还能紧密监测避免在监测间隔时间内有太大空间变化范围而使飞机脱离有效监

测。 
同时客机一般都有30多米以上的长宽，如图2所示C919和B737-800的尺寸。

我们可以在飞机两翼翼尖、机背机腹中部、机头、机尾安置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用

户端设备。因只需用户端天线裸露于机体外即可运行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各功能，

而我们知道小小手机即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一种效能强大的用户移动设备终

端，可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用户终端天线是非常小的，所以在飞机两翼翼尖、

机背机腹中部、机头、机尾裸露这个小天线，对飞机气动影响完全可以忽略无任

何影响，安全性、有效性能完全得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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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C919和B737-800的尺寸 

同时，在飞机两翼翼尖、机背机腹中部、机头、机尾设置了多份卫星导航系

统的用户终端，可通过数据对比有效的避免有可能的某一用户终端（探测器）发

生故障而造成的错误信号导致飞机胡乱飞行酿成悲剧。 
进一步，还可通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精度优于0.5米、测速精度优于0.1米/秒、

授时精度优于10纳秒的定位和测速能力，使飞机两翼翼尖、机背机腹中部、机头、

机尾设置的用户终端数据判断出飞机实时的机体姿态数据，从而更加精确判断飞

机的飞行姿态，使其超过正常安全标准的陡峭爬升、俯冲下坠、侧翻（侧转）、

速度快慢等恶劣异常姿态，从而能第一时间精准实配平控制或其他正常爬升、下

降、侧转等修正控制。特别是正常情况下设置于机腹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用户终

端，可凹陷安装于机腹金属屏蔽环境内使其只能在机腹一定角度朝天方向时才能

接收到太空中卫星的信号，故此机腹用户终端反馈有卫星信号至飞机电脑管理控

制系统，更是需要飞控系统最优先修正，以免飞机倒扣造成驾驶员难以操控和飞

机解体的可能。其实，从机头机尾用户终端的相互位置变化情况、两翼间用户终

端的位置变化情况以及机背用户终端的参照点对比，都可随时随地判断出飞机的

姿态。这样的设置远比简单的一两个用户终端更能精确、安全的监测 
并且，这些飞机两翼翼尖、机背机腹中部、机头、机尾设置的用户终端自飞

机启动即自行工作，不能由机内控制关闭，从而使用户终端保持工作，并形成北

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地面控制中心对用户端的互动记录，使得对飞机运动轨迹做出

记录，有相关数据掌握到飞机的位置及其变化等信息。以免造成马航MH370航班

的美国GPS（全球定位系统）被人为（机体内或远程）关闭而至无影无踪的人间

https://baike.baidu.com/item/MH370%E8%88%AA%E7%8F%AD
https://baike.baidu.com/item/MH370%E8%88%AA%E7%8F%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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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因为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工作过程是：首先由中心控制系统向卫星I和卫

星II同时发送询问信号，经卫星转发器向服务区内的用户广播。用户响应其中一

颗卫星的询问信号，并同时向两颗卫星发送响应信号，经卫星转发回中心控制系

统。中心控制系统接收并解调用户发来的信号，然后根据用户的申请服务内容进

行相应的数据处理。对定位申请，中心控制系统测出两个时间延迟：即从中心控

制系统发出询问信号，经某一颗卫星转发到达用户，用户发出定位响应信号，经

同一颗卫星转发回中心控制系统的延迟；和从中心控制发出询问信号，经上述同

一卫星到达用户，用户发出响应信号，经另一颗卫星转发回中心控制系统的延迟。

由于中心控制系统和两颗卫星的位置均是已知的，因此由上面两个延迟量可以算

出用户到第一颗卫星的距离，以及用户到两颗卫星距离之和，从而知道用户处于

一个以第一颗卫星为球心的一个球面，和以两颗卫星为焦点的椭球面之间的交线

上。另外中心控制系统从存储在计算机内的数字化地形图查寻到用户高程值，又

可知道用户处于某一与地球基准椭球面平行的椭球面上。从而中心控制系统可最

终计算出用户所在点的三维坐标，这个坐标经加密由出站信号发送给用户，标准

形式显示为（经度，度/分/秒）、（纬度，度/分/秒）、（高程，米）、（时间，年月日

时分秒）。所以地面能清楚掌握配置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用户终端的飞机位置及

其轨迹情况。 
还有，在飞机上爬升、降落、盘旋、低空飞行等特殊情况时，当前姿态数据

有可能会触发恶劣异常姿态的响应，这需要注意和考虑，什么情况下恶劣异常姿

态的响应务必需要由机长允诺和控制的问题，以免造成脱离人为控制的飞行动作

或人机争夺控制权的问题。例如可参考汽车自动驾驶的改出设置、地铁高铁对驾

驶员注意力的提醒设置。机长一个迅速而简单的动作就是对恶劣异常姿态改出指

令征询机长意见的首肯或否定，以及该指令在机舱控制台消失和恢复的设置。 
囿于知识和能力的局限实际情况，我们的这“飞机恶劣异常姿态改出系统”

设计仅属于一个粗略的构想，如判断飞机恶劣异常姿态的参数、优先执行命令设

置、界面显示设置、飞行员允诺和控制设置（在危急时刻人机争夺控制权的问题）

等等，还需飞机设计、制造和管理机构进一步具体研究和完善，才能真正造福于

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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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技术的北斗快递运输系统 

作    者：王思涵 
指导教师：张炜、吴巍荪 
学    校：北京市航天中学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网络的普及，足不出户在网络上挑选自己喜欢的商品

成为常态。每年的双11、双12都是网购的高峰期。 
这期间最忙的是什么行业？ 
没错，就是每天配送货物的快递行业了。 
常规快递配送过程中，暴力分拣的问题屡禁不止；高峰时期，人少货多，配

送慢的现象，也不是个案。 
新冠疫情，避免接触快件、配送员，减少疫情感染的要求，已成为国家、社

会应该高度关注、研发、解决的问题。 
我设计了一款利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定位导航技术的自动配送车，不但能

减少投递人力，还能在疫情等不可控事件发生时，避免快递员传播和感染病毒。 
【关键词】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无人配送车  北斗快递运输系统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1.疫情期间的送货问题 

传染性强的新冠疫情的出现，引起了全国人民的高度重视。大量储备口罩、

消毒物品、生活物品等物资成为一个必须且普遍的现象。 
疫情不断扩散，疫区缺少物资，武汉封城，社区封区，医疗物资、生活物资

的按时、按量送达关系重大。 
此时的常规人员配送，一是速度慢；二是费人力；三是人员接触不安全。这

些外在的因素导致物资无法快速送达，据央视报道，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病毒的

特殊战斗中，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快速响应，全面融入防控疫情的主战场，为

抗疫一线提供时空体系精准服务。 
北斗快递更加精准快速的解决了物资缺少的问题。在我国重点战“疫”区域

内，有上百架10公斤至1.5吨载重无人机根据需求，将一线急需的医疗和防疫物

资在北斗的定位导航下精准送到医护人员手中。为新冠肺炎防疫工作提供了有力

保障。这个技术不光可以运用在抗击疫情等紧急情况，在医院中也可以运用北斗

来调用缺少物资。 

2.快递在生活中的问题 

北斗快递也可以运用到生活中，如今快递业已经十分重要，人们的生活好像

开始离不开快递。这时快递的运送却有了些问题。如：暴力运送，快递慢，丢件

等情况。在疫情期间，我观察到我们家楼底下送快递的车，各种不同的快递车摆

放在小区门口，各种快递随意码放着，旁边只有一两个快递员等待着人来取件。

他们手忙脚乱的一边拨打着电话，一边帮着去快递的人来找快递。快递十分的多，

而人手又不够，导致场面十分混乱。不时有人来取快递，可上一个的还没取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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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来一个，造成了人员聚集。年轻人倒是可以自己翻找快递，而大多数来取快递

的都是老年人，他们都是替儿女取快递的。由于岁数大了，蹲起来不方便，只好

让快递员帮忙找。人越来越多，有的找了半天很不耐烦。已经到了楼下的快递，

却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才能送到客人的手里。办事的效率非常低，又浪费时间。

这个时候就可以利用北斗导航系统，由无人配送车（送货机器人），定位精准的

把快递送到客人手中。提高了效率，也减少了时间。更能保质保量的完成配送。

也能缓解暴力配送快递，导致快递损坏等问题。特别是在双十一、双十二，这种

节日的时候。 

二、功能设计 

首先分析一下应用场景。社区送、取货品利用信息化手段进行管理，从成本

考虑，不应该用专用设备。利用智能手机等通用设备结合软件是最佳的方案。 
其次，从功能上分析，无人送货车的正常运行，应该配套系列较为成熟的系

统，例如：区域人员统计系统、区域人员账号管理系统等，这些功能比较容易达

成，本文就不做详细介绍了。后面就一些针对北斗快递运输系统的特殊功能场景

进行设计说明。 
这里设计了几个特色系统功能： 
区域地理事物分布三维图像系统 
无人配送车（送货机器人） 
方位引导辅助工具 

三、技术背景 

1．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可在全球范围内全

天候、全天时为各类用户提供高精度、高可靠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定位精度

可达亚米级，授时精度可达纳秒级。 
本系统运用北斗卫星导航技术，能够解决无人车送货空间定位问题，是所有

功能运行的基础。 

2.区域地理事物分布三维图像系统 

依托于GIS系统，在计算机硬、软件系统支持下，对区域相关地理事物（楼

房、道路等）分布数据进行采集、存储、管理、运算、分析、显示、描述。 
无人驾驶汽车集自动控制、体系结构、人工智能、视觉计算等众多技术于一

体，是GIS系统于实际中应用的实例考证之一。 

3.无人配送车传感系统 

设定路线之后，“即时运动BD”的特殊北斗导航系统，装有充当“眼睛”—— 
双镜头的摄像头的激光传感器．能够避开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物，按照路标行驶。 

4.5 G网络 

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简称5G或5G技术）是最新一代蜂窝移动通信技术，

也是即4G、3G和2G系统之后的延伸。5G的性能目标是高数据速率、减少延迟、

节省能源、降低成本、提高系统容量和大规模设备连接。 
本系统运用5G网络为代表的现代移动通信技术，实现管理者与北斗汽车行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9A%E4%BD%8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F%BC%E8%88%A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E%88%E6%97%B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9A%E4%BD%8D%E7%B2%BE%E5%BA%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9A%E4%BD%8D%E7%B2%BE%E5%BA%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C%82%E7%AA%9D%E7%A7%BB%E5%8A%A8%E9%80%9A%E4%BF%A1/106306
https://baike.baidu.com/item/4G/523884
https://baike.baidu.com/item/3G/99011
https://baike.baidu.com/item/2G/311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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驶命令系统之间的信息传输功能。 

四、系统设计 

 
图1  总体框架设计 

1．总体框架设计 

 
图2 无人配送系统设计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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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送车判断 
物品柜中是否存在待配送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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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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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无人配送系统设计 

1）通过电脑输入所以要运输的快递地址，根据远近排列送货顺序 
2）无人配送车到指定的取货点取货 
3）专门的机器人装载货物到无人配送车 
4）系统配送货到用户所输入的地址 
5）到达地点后，自动发送短信到的手机提醒客用户领快递 
6）机器人有生物识别功能，确认是否是订单用户才给出快递；若无人回应，

机器人等待10分钟后再次提醒 
7）当用户领取完快递后，机器人发声让其点击自己头上按钮，确定收货 

3.细节设计 

1）送货机器人外观设计： 

 
图3 送货机器人外观设计图 

2）北斗配送车传感系统设计 

 
图4 送货无人车外观设计图 

图4展示出的送货无人小车，外在的天线，前方的摄像头等有效的传感系统，

在设定路线之后，叠加“即时运动BD”的特殊北斗导航系统，能够避开前进道路

上的障碍物，按照路标常规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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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验与论证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定位精度可达亚米级，本系统运用北斗卫星导航技术，能

够解决小区公共区域定位问题，是所有功能运行的基础之一。 
在校内学习的过程中，实践阶段做的相关测试，也很好地证明了北斗卫星导

航系统的精准定位。 
首先借助专业的实验设备来获取北斗卫星的数据。我们在核心处理模块中烧

录经纬仪的程序，将北斗专用实验设备中的北斗定位模块、无线通信模块等进行

连线。硬件连接图如下： 

 
图5 北斗导航系统空间定位测试1 

在电脑上也连入通信模块，打开带有电子地图的专用软件。将设备拿到户外

可以接收到北斗卫星信号的地方，电脑上显示出了当前的地图位置，并列出了的

经纬度、时间以及行进速度等信息，如下图所示： 

 
图6 北斗导航系统空间定位测试2 

通过这个实验，验证了北斗实时定位数据的获取、通信上报给系统，以及匹

配电子地图精确显示位置。 
学校校园里行走一圈，将连续获得的北斗定位和时间数据记录到TF卡的文

件中。当完成运动记录后，将TF卡数据导入PC的专用软件，便形成了完整的行

进历史路径，如下图所示: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9A%E4%BD%8D%E7%B2%BE%E5%BA%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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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北斗导航系统空间定位测试3 

六、展望与不足 

通过上述实验，我们对北斗送货机器人进行了功能验证。证明了设计原理是

基本可行的。虽然还有些设计没有验证到，但我认为这套系统如果实际应用起来，

可以让快递业发展的更好。更能提高利用率和效率。我相信未来这种技术将会更

加完善。 
希望能通过自己所学到的知识用到北斗导航的开发及上设计，能更好的为国

家和人民服务。 
无人车应用场景可扩展的很多。如防疫、战争、灾害、外空探索等，都可以

利用北斗无人车。它可以代替人去探索，去到人类所到达不了的地方。等后续成

熟了，在日常生活很多行业也可以用到。希望以后在北斗无人车方便可以发展的

更好。 

参考文献 

[1]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官网 http://www.beidou.gov.cn/ 
[2] 百度百科-5G https://baike.baidu.com/item/5G/29780?fr=aladdin 

http://www.beidou.gov.cn/
https://baike.baidu.com/item/5G/29780?fr=alad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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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卫星的火灾救援系统 

作    者：张馨仪、段周缘、杨晨、陈瑞 
指导教师：郑德杨 
学    校：临沧市第一中学 
 
 

【摘要】随着国家科学技术的提高，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北斗系统的研究得

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北斗的运用更为火灾的防范带来了新的契机，增强了对突发

事件的判断性。对于开发基于北斗卫星的火灾救援系统毫无疑问是有重大意义，

其具有高可靠性，节省物力财力的优点，这不仅为现代火灾救援提供更好的救援

方式，还可以使其应用于火灾防范中，掌握防范主动权，减少人员伤亡。本学生

团队设计、制作火灾救援系统包括北斗定位、烟雾探测器、火灾自动报警器、无

人机等。 
【关键词】北斗卫星导航，火灾救援，烟雾探测器，报警器，定位 

 

Fire location and alarm system based on Beidou satellite 

【Abstract】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research of Beidou system has been 
further improved. The application of Beidou brings new opportunities for fire 
prevention and enhances the judgment of emergencies. There is no doubt tha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develop the fire rescue system based on Beidou satellite. It has 
the advantages of high reliability and saving material and financial resources, which 
not only provides a better rescue method for modern fire rescue, but also enables it to 
be applied in fire prevention, master the main power of prevention and reduce 
casualties. The system includes the following parts: Beidou navigation, smoke 
detector, automatic fire alarm, and flying powe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Key words】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fire rescue, smoke detector, alarm, 
positi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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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背景 

1.1 北斗导航系统使用环境：城市火灾 

据新京报讯（记者 刘名洋）2019年8月22日下午，贵州岑巩一打火机厂突发

火灾。新京报记者从岑巩县委宣传部获悉，目前火势被扑灭。此次火灾已造成1
人死亡，另有3人重伤，目前正在医院抢救。 

 
现场视频显示，一栋白色楼房发生火灾，明火从三楼和四楼的窗户冒出，并

向上蔓延，伴有浓烟。疑似有人从窗户逃生。视频中，有人大喊“不好了，失火

了”。 

1.2 北斗导航系统使用环境:山地丘陵沙地等崎岖地形火灾 

又到火灾高发季 美国加州大火过火面积已达890公顷据美国中文网2019年6
月11日报道，又到山火高发季节，美国加州消防员正在同本季第一场大火“沙地

大火”(Sand Fire)斗争，大火于当地时间8日下午燃起，消防员彻夜作战。截至当

地时间9日晚已烧毁了约2200英亩(约合890公顷)的土地，7个非住宅建筑被摧毁。

当地时间10日早上，火灾烧毁面积保持不变。据报道，加州消防局Sonoma Lake 
Napa分部发言人鲍尔斯称，“火情经过一夜的战斗已被控制了30%，希望在天气

允许的情况下继续得到控制。”“沙地大火”在Capay山谷的Guinda镇附近开始，截

至当地时间9日晚已烧毁了约2200英亩(约合890公顷)的土地。鲍尔斯表示，影响

消防员救灾的首要障碍是炎热的天气。他说：“我们最担心高温，该地区的高温

和相对低的湿度，还有一点风的影响，但最大的担忧是高温。”加州北部遭热浪

侵袭后，火灾爆发，100华氏度(约合37.8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预计在10日继续。

国家气象局向旧金山海岸线、北湾山谷，东湾山谷和圣克拉拉山谷发布了高温预

警，时间为当地时间10日上午10点至晚上9点。预计旧金山地区的气温10日会接

近90华氏度，但预报员表示，当地时间11日晚可能会开始有凉爽的天气，下周降

温幅度接近20华氏度。鲍尔斯表示，740名消防人员和57辆消防车参与了火灾救

援工作。7个非住宅建筑被摧毁。41号郡际公路9日被强制撤离，鲍尔斯说尚无其

他疏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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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淋淋的教训，触目惊心的数据，无一不在时刻提醒着我们，安全无小事，

容不得一丝疏忽！虽说高温季节，是历年来的火灾事故易发期、多发期，持续高

温天气或许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但绝不是火灾发生的“借口”。安全事故

无论是对企业还是家庭和个人都将造成无法弥补的伤痛。切实做好各项安全预防

措施，防患于未然。日常培训和演习安全紧急处理方法，及时检查防火设备安全，

及时处理破损装置，尤为关键！事故发生后的应急处置也非常重要，来极大程度

减少事故中的损失！那么，对于事故发生前我们又可以做些什么？当险情发生时

我们又如何赶在第一时间报警与抢救？ 

2. 现代火灾救援系统的缺陷 

我们知道现有的火灾救援中，大多数都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若救援

方式不恰当，还会引起更严重的损失。现代生活中许多火灾事故的源头很多都是

因为人们的疏忽导致对火灾察觉不及时从而造成了严重的火灾。在许多火灾事故

中也因救援不及时造成人员的伤亡，给人们带来了惨重的损失和心理上的打击。

因此想要做到火情的及时发现和火灾的及时救援，首先就必须清楚地了解火灾的

发生地点并及时地通知相关消防人员。而基于北斗卫星的火灾报警装置为人们带

来了这个契机。 

3．火灾应急防范系统简介 

3.1 针对问题 

许多火灾在刚开始发生时，还并未十分严重，但却因为对险情无法及时发现

并报警，使火势越来越大，当救援人员到达开始救援时，火势已经渐渐变大，给

救援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压力，由于交通，时间，地理环境的限制，甚至对于人员

的抢救失去了“黄金时段”。尤其是对大型工厂，一旦发现不及时，不仅会引起爆

炸，甚至会对周围的环境造成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都无法消除的污染。 

3.2 系统构造 

火灾自动报警器，烟头探测器，北斗自动定位系统(可发送具体经纬度或地

理位置），可供飞行器（如:无人机）判断火灾具体地点，然后有无人机追踪侦查

火情供消防部门决策，甚至携带灭火材料无人机执行自主灭火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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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烟雾探测器 
工作原理：烟雾探测器去原理是应用类似于PM2.5敏感元件作为探头。当有

烟雾达到一定值时敏感元件，会发生电压，通过放大电路产生电流，外接扬声器

会产生一定频率声音，以示报警。 
用途：用于及时探测由烟头火柴等燃烧物，或化工厂内暴露在空气中可燃的

化学药品致使周围物体燃烧时产生的烟雾，当烟雾浓度达到危险浓度时，便会向

火灾自动报警器发出火灾信号。 

 
3.2.2 火灾自动报警器 
工作原理：当火灾自动报警器接收到由烟头探测器发出的信号时，便自动发

出鸣笛声，与此同时，触动北斗定位系统开始工作。它在独立式烟雾报警器的基

础上增加了无线传输，无线组网等功能。报警器具有灵敏度高，稳定可靠，美观

耐用，易部署，使用方便等特点，实现了烟雾报警器的集中监测与管理。同时该

http://www.so.com/s?q=%E5%8E%9F%E7%90%86&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95%8F%E6%84%9F%E5%85%83%E4%BB%B6&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7%83%9F%E9%9B%BE&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7%94%B5%E5%8E%8B&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94%BE%E5%A4%A7%E7%94%B5%E8%B7%AF&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7%94%B5%E6%B5%81&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89%AC%E5%A3%B0%E5%99%A8&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89%AC%E5%A3%B0%E5%99%A8&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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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还支持声，光，语音报警提示功能，能让人们知晓火情。广泛应用于三小场

所，学校，社区，工厂等长场所。 
用途：火灾探测报警系统由火灾报警控制器、触发器件和火灾警报装置等组

成，它能及时、准确地探测被保护对象的初起火灾，并做出报警响应，从而使建

筑物中的人员有足够的时间在火灾尚未发展蔓延到危害生命安全的程度时疏散

至安全地带，是保障人员生命安全的最基本的建筑消防系统。 

 
3.2.3 北斗自动定位系统 
北斗自动定位系统将与防火部队的通信系统相连（或直接与发生火灾的房屋

主人，工厂主要管理人员的电话相连接），向通讯系统发出信号后，便可知道发

生火灾地点的经纬度，地理位置，相关救援人员便可及时达到起到及时救援的效

果，从而减少因发现火灾不及时，难以找到火种起源地等种种原因而造成的巨大

经济损失，减少物力人力的损耗和生命的丧失。 
3.2.4 可飞行的动力人工智能 
将北斗定位系统安装于人工智能上，将人工智能投放到火灾场地进行探测。

如当遇到崎岖的小路或大量房屋坍塌的情况时，可率先派出带有热成像功能的无

人机提供最及时的火灾侦查以及被困人员的位置，当影像探测到被困人员或新的

火情时，便可利用北斗定位系统对被困人员位置或火灾发生位置进行准确的定

位。同时在消防员手中的控制端上呈现出图像信息，便于消防员预测火灾的蔓延

路线，及时调整灭火救援的策略和疏导位于火线上的人员，以便及时对被困人员

进行救援和制造防火隔离带。 

4．操作模拟 

4.1 安装 

向底座模块中安装3.6v锂电池，使底座模块开机，开启NB-loT无线射频模块。

使用两节五号电池装入烟雾探测器中，按住自检按键，探测器测试好后，将探测

器底部三个凸出的卡扣与底座定位卡槽，待卡扣进入卡槽且探测器与底座吻合

后，顺时针方向旋转，直到锁定到位。最后将报警器安装在房顶中间购买适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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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卡安装在北斗定位系统中，将定位系统与电源相连扫描从网络上购买的烟雾

报警器产品和北斗定位系统上的二维码，将两个装置与手机相连，确保发生火灾

时，北斗定位系统会向手机发送准确的定位信息，报警器回同时拨打绑定的手机

号码并短信通知。 

 
4.2 实验模拟 

点燃一支烟，将烟头靠近烟雾感受器，使烟雾感测器能够感受到烟雾。在感

受到烟雾之后，火灾自动报警器发出响亮的鸣笛声，同时，手机中收到相关电话

和短信并接受到发生火灾处的准确定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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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结论 

通过使用该基于北斗卫星的火灾救援装置，能在火情刚刚出现时便迅速了解

火灾发生的位置，调动相关人员进行迅速救援，极大地减少了人力物力的损失，

加快了火灾的救援速度。同时对火灾的防范具有深刻的影响，保障了人民的生命

安全，减少人力物力的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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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未来展望 

中国的卫星导航系统已获得国际海事组织的认可。在2014年11月17日至21
日的会议上，联合国负责制定国际海运标准的国际海事组织海上安全委员会，正

式将中国的北斗系统纳入全球无线电导航系统。这意味着继美国的GPS和俄罗斯

的“格洛纳斯”后，中国的导航系统已成为第三个被联合国认可的海上卫星导航系

统。专门研究中国太空项目和信息战争的加州大学专家凯文·波尔彼得表示，这

是“承认北斗系统能在其覆盖范围内提供足够精确的定位信息”。北斗可在全球范

围内全天候、全天时为各类用户提供高精度、高可靠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并

具短报文通信能力，已经初步具备区域导航、定位和授时能力，定位精度10米，

测速精度0.2米/秒，授时精度10纳秒。北斗为火灾救援系统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该系统能使中国在自然灾害救援中迈出重要的一步，为中

国人们的财产安全和生命安全护航，更能走出中国国门，在国际救援中彰显中国

的科技实力，成为世界顶尖的救援系统。 

 
  

http://baike.so.com/doc/4678902-4892702.html
http://baike.so.com/doc/3839168-4031279.html
http://baike.so.com/doc/6731775-69460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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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消防小车适用性探究与分析 

作    者：蔡雨晨、王淦铭、郜林、刘禹川 
指导教师：孙业墩 
学    校：深圳市南山区太子湾学校 

 
 

【摘要】我们设计了一个可以通过小炮筒发射的消防救援机器小车，消防救援机

器小车本身呈椭圆形，车身两边为轮子，可以在房间内自由走动，车身主体带头

摄像头，可以通过摄像头实时观测现场情况，车身左右两侧，带有大功率的扬声

器，可以与人员实时通话。这个机器小车不仅仅消防员可以用，通过专门学习和

练习的普通人员也可以用，可以通过机器小车可以快速了解火情，并且查看是否

有被困人员，如果有被困人员，可以通过消防小车对被困者进行逃生指导。 
【关键词】消防、高层火灾、项目式学习、头脑风暴、救援、工程结构、设计、

测试 
【Abstract】We have designed a fire rescue machine car that can be launched through 
a small gun barrel. The fire rescue machine car itself is oval, with wheels on both 
sides of the car body, which can move freely in the room. The main body of the car 
body is led by a camera, which can observe the scene in real time. The left and right 
sides of the car body are equipped with high-power loudspeakers, which can 
communicate with people in real time. This machine car can be used not only by 
firefighters, but also by ordinary people who specially study and practice. Through the 
machine car, you can quickly understand the fire situation, and check whether there 
are trapped people. If there are trapped people, you can guide the trapped people to 
escape through the fire car。 
【Key words】Fire fighting, high-rise fire, project-based learning, brainstorming, 
rescue, engineering structure, design, testing 

 
 

一、问题的提出 

发现1：高层火灾近年来频繁出现还带来了严重的人员伤亡。 
据应急管理部统计，2019年全国共接报火灾23.3万起。在火灾重点场所分布

上，商业场所、宾馆饭店、学校、医院养老院等火灾数量均下降，高层建筑火灾

数量却同比上涨10%，达到6974起，平均每天近20起。 
火灾为何频繁造访高层建筑？ 
传统消防为何难以奏效？ 
发现2：目前高层火灾的救援方式主要靠自救 
我国有高层建筑34.7万栋，数量世界第一。高层建筑一旦发生火灾，由于火

势要比通常的多层来得更凶猛，高层建筑起火后逃生也更困难。综下所叙，住在

高楼大厦的人，想要在突发高层火灾逃生，很大程度要靠自救。 
火灾如此可怕，有没有办法能做到提前预警、防范火灾的发生？ 
发现3：目前的高层救援科技产品都是比较贵重和巨大的，实际操作起来难

度较大 
目前不管是救援滑梯还是无人机，造价贵，操作比较复杂。实际没有办法普



第十一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高职组（含中学生） 

378 

及。对于一些人口密集的社区街道是无法操作的。 
如何在火灾无法避免已经发生的情况下，在消防人员来的时候，通过一个机

器快速的去查看火灾场所里面的具体情况，是否有被困人员，可以马上知道火灾

场景的具体信息和快速的教导被困人员自救。 

二、研究思路 

本研究采用头脑风暴和项目式学习的方法来逐步推进，课题组成员从深入学

习制作到现场参观，最后完成设计方案和产品制作及测试，整个研究过程遵循学

生为研究主体的理念，确保每位课题组成员经历完整、有效而充裕的研究过程，

亲身参与，亲自调查，动手统计，亲手设计，亲自测试，以确保课题组成员在研

究的过程中不断深入思考，指向本课题的核心研究问题。本课题研究本着循序渐

进的原则，逐步推进，共分为以下几个研究步骤： 
1.全体会议，明确课题研究的设计方案。 
2.网络查询，了解高层火灾现状。 
3.头脑风暴，掌握高层火灾的实际需求和困难。 
4.数据分析，了解高层火灾实际情况。 
5.动手设计，努力将理念变为设计样式。 
6.参观创客空间，学习创客技能。 
7.动手制作，制作出符合课题组理念的消防小车。 
8.产品测试，不断改进。 
9.原型机改善，在测试基础上进一步改进。 
10．资料整理，总结研究结果梳理研究感受。 

三、研究过程 

3.1 头脑风暴，明确研究方案 

3.1.1 全体会议，明确研究方案 

 
图1 课题组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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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开展了研究的第一次会议，我们讨论研究的初步方案及研究的内容。我

们在学校的计算机教室，围坐在一起，开始讨论。可是我们对火灾啊，研究啊，

并没有什么了解。指导老师就先给我们讲解了什么是火灾什么是救援。原来救援

就是我们要研究、解决一些问题。那么我们这个问题就是要讨论关于我们关于高

层火灾如何救援的问题。 
我们主要讨论了这样几个问题: 
火灾发生的条件是什么？具体有什么？火灾的起因是什么？ 
易燃物与可燃物是否有区别？ 
3.1.2借助网络，打开研究思路 
刚开始，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走出第一步。经过大家的讨论，我们认为可以在

互联网上搜寻已经有的解决方案，提出自己的思路。在指导老师的指导下我们假

设一栋20层高的居民楼发生火情，起火点位于大楼的10层！如何自救和合理躲避

灾情？我们通过绘图的方法表达出来。 

  
图2如何绘图自救 

3.2 头脑风暴 

3.2.1前期下 
情？家用电器引发的火灾产生的原因？定义和如何自救 
围绕研究方案，我们决定首先在做一个头脑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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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又召开了全体会议，课题组成员展开讨论，我们七嘴八舌说了一大堆，

最后老师们的引导下，我们知道了要把这些问题进行梳理，形成头脑风暴。 
我们为头脑风暴前期准备工作把问题都下定义：火灾产生的原因和种类？如

何扑灭不同种类的火如何预防火灾？高层建筑发生火情，如何有效躲避和自救？ 

 
图3 课题组头脑风暴 

 

    
图4 头脑风暴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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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项目式学习 
活动前我们学习了项目式学习的基本方法，我们火灾场景式对一次火灾整个

发展过程的定性描述，该描述确定了反映该次火灾特征并区别于其他可能火灾的

关键事件。火灾场景通常要定义引燃、火灾 增长阶段、完全发展阶段、衰退阶

段以及影响火灾发展过程的各种消防措施和环境条件。 
围绕以下四个原则去展开项目式学习。 

 
图5 项目式学习的原则 

现代建筑：在形式上的大型化、高层化，使用功能的 多样化，加上种类繁

多、数量巨大且分布广泛的商品和材料充斥其中，使建筑火灾 也呈现出复杂、

多变的特性。 
同时也遵循以下火灾场景确定原则： 

 
图6 火灾场景确定原则 

设置火灾发生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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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设置火灾发生的位置 

设计结果： 

 
图8 场景设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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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场景设置2 

如何进行高楼救援：火灾发生之后，我们可以通过烟雾的颜色来判定不同的

烧烧阶段。 
1、当烟雾颜色呈白色时，这个时候温度不高，是火灾的萌芽状态。 
2、当烟雾呈灰色时，这个时候温度较高，燃烧物处于引燃状态，这两个时

期是我们逃生的最佳时期。如果发现烟雾呈黑色时，这个时候温度已经非常高，

燃烧物处于猛烈燃烧状态，切记这个时候不要强行逃生。 
通过之前的头脑风暴和知识，我们开始设计一款高楼救援机器人，有类似无

人机的，有类似机器人的。以下是我们设计手稿图： 

 
图10 高层救援机器人原型手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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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高层救援机器人原型手稿2 

3.3 设计概念图 

3.3.1 确定功能 
①弹射 
②摄像 
③声音 
④灯效 
⑤移动齿轮 且不干扰电子部分 
一、弹射，弹射器基本结构；基本组成：弹射管子、分离器、弹射弹簧。弹

射器原理，组装状态下，如图: 

 
图11 组装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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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小车在弹射器内部 

 
图13 弹出之后弹射器分离 

二、摄像头结构：可以上下70度转动，可以查看现场；电机带动齿轮，齿轮

作用于固定齿轮，反过来带动电机本身运动，驱动摄像头模块。 

 
图14 摄像头可上下70度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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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各个部件1 

 
图15 各个部件2 

三、声音：采用一颗30mm扬声器，固定于外罩上，利用背部空腔当共振腔。 

 
图16 声控结构 

四、灯效：灯效采用幻彩灯，单线传输数据，类似WS2812B灯条。 

 
图17 灯效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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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移动齿轮结构：保持内部中间结构相通，线从中间通过。 

 
图18 移动齿轮结构1 

 
图19 移动齿轮结构2 

3.3.2 确定概念图 
经过我们3个月的设计，从3D打印到专业设计软件，从自己设计到求助老师

工程师，在大家的帮助下，我们一一都实现了我们的想法，对结构设计、电子元

器件、3D打印等都有了非常深刻的了解。 

 
图19 概念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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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概念图2 

3.4 动手制作，将设计理念变为现实 

3.4.1 消防小车设计理念 
我们设计了一个可以通过小炮筒发射的消防救援机器小车，消防救援机器小

车本身呈椭圆形，车身两边为轮子，可以在房间内自由走动，车身主体带头摄像

头，可以通过摄像头实时观测现场情况，车身左右两侧，带有大功率的扬声器，

可以与人员实时通话。 
这个机器小车不仅仅消防员可以用，通过专门学习和练习的普通人员也可以

用，可以通过机器小车可以快速了解火情，并且查看是否有被困人员，如果有被

困人员，可以通过消防小车对被困者进行逃生指导。 
3.4.2 制作的过程 
在确定了设计理念和概念图之后，学习了3D打印的知识，通过概念设计，

把每一个零件打印出来。我们还通过老师找到了创客空间，我们参观了创客空间，

在里面学习了很多的知识，我们学会了3D打印的打印、焊接等专业技能。打开

了思维，有了专业的指导老师的帮助，我们非常高效的把原型机制作出来。 

 
图21 3D打印制作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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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创客空间参观和学习 

 
图23 制作过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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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制作过程2 

 
图24 制作过程3 

3.4.3 消防小车测试 
在创客空间我们完成了基础的组装和测试，为了产品的稳定性，我们每周都

会聚在学校进行一次测试和演习，看看还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也遇到了很多困难，有过灰心，想一度放弃，在老师的鼓励和支持下，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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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的解决问题，一次次的想法办去突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每一个组员都是

在进步，都变得更加坚强，而且更热爱科学，会认真的思考问题和专研，这种学

习是一种特殊的体验和经历。这一次探究活动，让我们体会到：在面对困难时不

能退缩，要和伙伴，朋友一起寻找方法，冲破难关，锻炼团队意识，刨根问底的

精神。同时还要认真刻苦的学习，增加自身的知识面，全方面的发展。我会一直

把这样的精神记在心中！ 
通过整个探究过程，我们的增长了知识，激发了兴趣，得到了不一样的锻炼。

在探究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很多的困扰和疑问，但都能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查

找解决问题的办法，通过不断的尝试来解决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我们的科研

探究的能力得到了提升，也提高了团队合作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研究虽然

结束了，但是我们的科研热情、探究激情不会就此磨灭。只要我们不放弃探究，

继续学习，不断探索，我们一定可以在科学的道路上走的更远！ 

 
图25 反复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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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专业设计师的帮助下，我们的设计理念终于变成了现实，以下就是

在专业设计师帮助下完成的最终产品。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我们脚踏实地的学习

研究，在课程上我立足课堂，大胆尝试。我收获过、困惑过、欣喜过、苦恼过……
这次研究和实践，让我们受益匪浅，有了更深刻的体会，不好高骛远；实就是实

实在在的关注；真就是要真研究、真讨论、真实践。研究既是一种综合性的实践

活动，也是一种特殊的学习活动。它有利于解决实际问题，有利于积累研究经验，

有助于逐步提高科研能力。从我们实地考察，查阅资料并制作消防小车，更加深

刻的认识到救援的难度。这一次活动从多方面提高了我们的能力和素养。培养了

我们对制作的兴趣，得到对真理的渴望，团结合作的精神。我们感谢这一次活动

带给我们的成长！ 
看着这些设计图和完成的作品，我们真的非常激动！希望我们的产品可以真

正的解决高层火灾的问题，能够为挽救生命争取足够的时间，谢谢。 

 
图26 最后的产品图 

 
图27 成果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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